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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第３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0 日下午 3 時 6 分） 

1.審議議員提案 

2.額數問題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繼續開會。（敲槌）第 45 次的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請大家詳

閱。各位同仁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認。（敲槌）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是二、三讀會，審議議員提案，我們從民政類開始，

請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李議員喬如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民政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敏榮：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1 頁，民政類議員提案，編號

1 至編號 54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一）及彙編（續一）。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內政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敏榮： 
民政委員會議員提案審議完畢。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好，謝謝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李議員喬如。繼續審議社政類，請社政委員

會第二召集人蔡議員金晏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7 頁，社政類議員提案，編號

1 至編號 42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一）及彙編（續一）。 

委員會審查意見：除第 7 號案不予同意，其餘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黃議員捷。 

黃議員捷： 
可以請問一下，因為我自己沒有在社政委員會，但是因為第 7 案不予同意，

這個建議案應該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有需要的一個建議案才對，想知道為什麼

被擱置了，甚至是不予同意呢？這個要請哪一位來說明一下？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我們是不是請社政委員會第二召集人蔡議員金晏，幫我們說明。 

本會社政委員會第二召集人蔡議員金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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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會報告，這個案子在小組中有一番討論，對不起，請尊重我們的發言，

你有意見待會請舉手發言，謝謝。邱議員俊憲提案的這個內容，針對這個是不

是建請高雄市議會成立「性別平等權益保障」監督小組，小組的意見是認為在

中央有性別平等工作法，也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的兩性不論在各個領域的

權益等等均有保障，所以認為沒有這個必要性，當然這也包含幾乎相同的案件

在上一個會期也有議員提案，在教育委員會送大會公決，最後在大會表決、否

決掉，以上跟大會報告。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社政委員會第二召集人蔡議員金晏的說明。黃議員捷請繼續發言。 

黃議員捷： 
我可以補充請問一下嗎？謝謝主席。也謝謝召集人的的回應，但是其實我覺

得這樣的說法不盡合理，因為不管是我們議會成立的其他的小組，包括說可能

氣候變遷，甚至是接下來要成立其他特色公園等等，這個大家也都有法律保障

了，我覺得我們再次倡議這樣子的理念，應該都是不相衝突的，再來就是說既

然因為之前我自己曾經在教育委員會提過一個案子，既然那個已經被否決了，

現在這個是用社政委員會提的，想必它有一個在社政委員會的必要性，你總不

能說它在每個委員會裡面，都用不同的理由，如果用同樣一個理由來擱置就更

奇怪了。我們明明就已經是再送到社政委員會了，應該要告訴我們說它不符合

社政委員會裡面的哪一個要點，或者違背怎麼樣的精神才不予同意，希望可以

再多加說明，好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高雄市議會沒有辦法跟市民承諾，我們願意

保障性別平等的權益呢？這樣子不予同意是不是代表說，高雄市議會其實對於

性別平等是非常落伍，也非常跟不上這個台灣的風氣和台灣的民主的進步，甚

至高雄市議會就是全台灣最落後的一個議會嗎？我覺得這樣不管怎樣都說不

過去，希望可以再請召集人，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不可以再讓大會有多討論的

空間，那我們看在大會經過討論之後，能不能有一個其他的機會再讓這個議案

可以通過，謝謝。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邱議員俊憲。 

邱議員俊憲： 
第一個，我要表達遺憾就是說，在小組審這個案子的時候，我連小組要開會

審這個案子都不知道，我連去說明的機會都沒有，這是第一個。我覺得基本上

議會的議員提案，基於大家彼此尊重，原則上不會在小組裡面就否決掉，至少

讓提案的議員在大會裡面有表達的機會，我期待議會的同仁們，不要看到性別

平等就好像看到一個不能碰觸的議題，不見得是這樣，很多不同的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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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小組裡面透過不同黨團、不同意見、不同信仰、不同價值的人。大家一

同來看顧這個城市裡，其實還存在各個不同角落的一些現象，為什麼不？如果

我們用一個中央地方相關的法律規章已經有去規範的理由，來說議會就不能成

立相關的監督小組，那工業區工安的監督小組是什麼？明天下午要審的所謂的

氣爆的專案小組又是什麼？我們現在看的每一件事情，不都是現在台灣法律都

有規範，都有明定的一些相關權利義務嗎？那為什麼議會要組成相關的監督小

組，就是我們議會的同仁認為在這個範疇裡面，有不夠的，我們希望透過議會

跨黨派的組成，能夠讓這件事情更周全，對高雄市民更好。 

我很遺憾，剛剛召集人用過去大會所謂的表決，其實那個也不是表決，就是

幾個同仁說反對然後就這樣子沒通過。因為在主席的領導之下，我們儘量不用

表決的方式來處理議員的提案。我覺得很可惜，這個議案我本來是很有情緒要

來清點人數，我覺得議會不能這樣去對待不同議員的提案，這個類似的提案在

議會裡面已經提了三次，被否決三次我無法理解。社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是李

議員眉蓁，她是女性，對於一個性別平等權益保障的監督小組，剛剛二召有說

在小組有好好討論，好，我回去會去看這個小組的錄影，看是怎麼樣去討論這

個案子，大家如果對它的名稱、功能有意見，我覺得可以調整，而不是用一個

我覺得不是理由的，政府法律已經有規範，我們現在做的哪件事政府法律沒有

規範呢？我覺得很遺憾，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去表達這件事情，我覺得這

是一個很自然而且應該要不分黨派、不分信仰，共同去捍衛的一個人權，在議

會裡面居然是連提到大會都不行，在小組裡面可能也沒經過什麼樣的討論。 

我在這邊要徵求其他議員的附議，是不是可以讓議會再去討論，我們不要說

否定要成立不成立，我們現在也不說，我們說交由議會來研擬是否要辦，研擬

就好了，然後說同意或不同意。研擬之後要不要辦，這個還是給大會去做一些

討論，我覺得議會如果連討論這樣子的一個性別平等都不敢討論，我覺得會很

遺憾。在國家的憲法及相關的法律規章，都已經賦予更多的人權保障之下，高

雄市議會居然是連討論都不敢，我覺得很遺憾。所以我在這邊是不是請秘書長

還是主席，有機會可以去做調整，我不想讓它被否決掉，甚至我本來想如果不

能在小組報告，那先擱置放到最後面，這個會期就不要有否決，我不想讓議會

背負著一個否決性別平等權益的污名。主席，我現場是不是尋求其他議員的支

持？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等一下，我們先聽其他議員的意見，我們再來討…。 

邱議員俊憲： 
好，再來處理這個案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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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對。 

邱議員俊憲： 
如果大家沒有共識就放在最後面，這也是一種方式，懇求主席。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好。本案因為有議員跟小組的意見有分歧，我們把本案就留到最後來討論，

其他的案子就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謝謝社政委員會第二召集人蔡議員金晏。我們繼續審議財經類，請財經委員

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麗珍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財經委員會吳專門委員宜珊：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11 頁，財經類議員提案，編

號 1 至編號 41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一）及彙編（續一）。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謝謝財經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麗珍。繼續審議教育類，請教育委員會第

二召集人李議員雅芬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16 頁，教育類議員提案，編

號 1 至編號 69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一）及彙編（續一）。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教育委員會審議完畢。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教育委員會委員李議員雅芬。繼續審議農林類，請農林委員會委員林議

員富寶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23 頁，農林類議員提案，編

號 1 至編號 66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一）及彙編（續一）。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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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農林委員會審議完畢。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農林委員會委員林議員富寶。接著審議交通類，請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

人黃議員香菽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交通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愛珠：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30 頁，交通類議員提案，編

號 1 至編號 84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一）及彙編（續一）。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交通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愛珠： 
交通委員會審議完畢。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香菽。接著審議警消衛環類，請警消衛環

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李議員順進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39 頁，警消衛環類議員提案，

編號 1 至編號 86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二）及彙編（續二）。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警消衛環委員會審議完畢。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警消衛環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李議員順進。接著審議工務類，請工務委員

會第二召集人黃議員文志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工務委員會林專門委員愛倫：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48 頁，工務類議員提案，編

號 1 至編號 233 案，相關原案請參照議員提案彙編（二）及彙編（續二）。 

委員會審查意見：除第 15 案同意成立高雄市議會「特色公園小組」外；其

餘各案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請審議。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委員會審查意見辦理。（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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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工務委員會林專門委員愛倫： 
工務委員會審議完畢。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工務委員會第二召集人黃議員文志。再請社政委員會蔡議員金晏，抱

歉，我們先休息 5 分鐘。（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我們繼續審議社政類第 7 號案。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

意見？林議員智鴻。 

林議員智鴻： 
議會成立性別平等權益保障監督小組主要是現在中央已經通過婚姻平權法

案，其實性別平權是現在民主社會時代一直在追求的價值，我覺得監督小組成

立的功能，在於讓這個價值可以落實。你看上個星期（前幾天）的時候，看到

立法院一些衝突，就有男立委用肚子頂女立委的事情，像這樣這些行為，在社

會上媒體傳播之後，其實都是一個最壞的示範。如果我們議會可以通過這樣的

監督小組成立，對於整個高雄市議會的形象及社會信任度都可以提升，所以我

覺得成立監督小組是讓這樣的監督落實，在各行各業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在

市府也好，政府機關也好，都可以完全的讓這個價值延續，這非常重要。 

所以我認為現在大會在審這個案子，是不是同意成立這個監督小組？我知道

這個議題一定意見不同，每個人價值選擇不同，可是成立監督小組並不會去壓

縮到或忽視掉部分人的權利，反而是有一些需要被保障的人，在社會角落的弱

勢者，他們遇到困難可以透過議會這樣的監督小組來彰顯，其實我覺得對議會

整體形象會有所提升。我是支持要成立小組，所以我希望委員會審查意見：「不

予同意」可以改掉，希望我們這樣的審議可以同意來成立，謝謝主席。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林議員。黃議員文益。 

黃議員文益： 
對於委員會審查意見：不予同意，我有幾點意見想請教一下。當初委員會不

予同意的審查理由，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就現代與時俱進

的想法，高雄市議會如果可以成立一個性別平等權益保障監督小組，我覺得就

所有社會觀感來看，對高雄市議會都是正面的。這個性別平等權益保障監督小

組有可能是保障到女性，也有可能保障到男性。這次立法院所發生的事情，有

女性受到所謂的性騷擾，也有男性有可能受到同樣的對待。所以我覺得基於一

個平等的權益保障，我認為用「不予同意」這四個字，會讓高雄市議會的層次

和社會觀感不佳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進行研議，如何把這個性別平等保障的

功能彰顯出來，讓社會大眾看得到高雄市議會可以率先在民意代表的殿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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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這樣的一個機制，並且走向性別平等的權益保障，我覺得這是正面的。

所以我認為，主席，在委員會的小組提案裡面，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修正一下，

縱使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不予同意」這四個字，在社會的觀感是非常難以被

接受的。所以今天我還是希望在小組提案裡面，能夠稍微以比較緩和的方式，

目標當然還是要回到性別平等權益的保障，我覺得這個是終極目標，高雄市議

會也應該要全體一起努力才對。謝謝主席。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黃議員。剛剛小組委員會的第二召集人已經有說明他們在小組審議的過

程和意見，你可能還沒進來沒聽到，他已經解釋過了。黃議員柏霖請發言。 

黃議員柏霖： 
我們議會審議都有一定的程序，就是先經過小組，然後到大會討論。剛剛小

組已經表示意見，就是這個案子目前是不予同意。事實上我想每一個人對性別

平等權益保障都非常的尊重，但是我們議會有一定的機制，既然小組已經初步

審議是這樣的結果，很多議員有不同意見，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議員來表示意

見，現場也沒有幾個議員，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支持委員會的想法。各位議員如

果有意見再去做溝通，到底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小組的意見不能同意這樣的

議案。我覺得這樣的溝通才會有價值。本席是支持小組的意見。以上，謝謝。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兩位議員，我們先讓第一次發言的議員都發言完畢，你們再第二次發言。請

陳議員善慧發言。 

陳議員善慧： 
本席覺得要尊重小組，因為小組的審查，如果不尊重人家也不妥，而且小組

的很多成員都不在這裡，希望可以尊重小組，否則我們設立這個小組要做什麼

呢？我跟黃議員柏霖的意見大概一致。謝謝。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陳議員。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其實我也是附議黃議員柏霖的意見，因為基本上，我認為各個委員會的小組

本來就是會充分討論，其實並沒有人會對性別平等這個大方向的政策感覺到任

何反感或是不支持。小組的意見既然是送來大會，本來就應該要尊重小組的意

見。第二個就是目前現場，我也可以提額數問題，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過半，

所以變成是少數。我真的是這樣覺得，如果這個案子真的這麼有爭議性，希望

這麼多的議員大家一起來討論，我覺得還是尊重我們委員會的意見。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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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黃議員捷二次發言，時間 3 分鐘。 

黃議員捷： 
謝謝主席，還有謝謝各位議員的發言。我覺得剛剛提到要尊重小組，我們也

非常尊重在委員會裡面的討論，但是因為今天在座的社政委員會的議員並沒有

很多，甚至是沒有來。既然今天的議程就是要審議議員的提案，而且這一案他

們在委員會裡面是不予同意的，是不是今天的議程，社政委員會的議員包括召

集人李議員眉蓁就應該要出現在現場呢？既然這些人沒有來，為什麼會反過來

質疑在場願意坐在這裡討論的議員說，我們應該要尊重這些沒有來的議員，是

沒有來的議員喪失了自己在這裡發言的權利。我們現在既然已經進入二、三讀

了，我希望在二、三讀裡面就好好的討論這一案，是不是應該可以予以通過？ 

剛剛召集人也有說明你們在委員會裡面是怎麼討論的，認為現在中央已經有

性別平等工作法了，不需要再另外成立這樣的小組。我剛剛也提出疑問，有很

多的理想、概念都是中央有這樣的法律之後，我們地方也來成立這樣的小組，

代表我們對於這樣的概念非常支持，我們也願意更加的爭取這樣的權益，完全

的不衝突，也不會牴觸母法，我們成立這個小組到底有什麼問題？召集人也說

這個不是他決定的，可是其他人又沒來，我們就陷在這樣子的迴圈。我們是不

是應該以在場已經坐在這裡的議員為主，就是讓在場有發言的人，以這些人的

發言做為最後討論的結果，在這裡做出最後的決定。我也要提議這一案應該要

予以通過，可以在這邊就提案請其他人附議嗎？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黃議員捷先請坐，你的意見已經提出來了，等一下再聽其他議員的意見。今

天社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沒在現場，已經委託第二召集人來這邊表達他們小組

的意見，請不要針對其他的事情。邱議員俊憲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我還是要重申，這個案子在議會已經第三次在不同小組被提出來了。上一次

在大會被否決的時候，其實我人不在現場，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要審到那個案

子，突然被臨時抽出來，然後被其他的議員用一些他們認為不應該通過的理

由，上一次我們連去解釋和捍衛這個案子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上次有人說，是

不是提案的人，也就是我，有性平的問題，所以才會提這個案子。這個都有錄

影帶可以看，秘書長也都在現場，可是我覺得這都沒有關係，這在言論多元的

意見上面，我都接受這樣的指正。剛剛有議會同仁說，小組如果做了議決，大

會就原則尊重。如果這樣的邏輯存在，那大會就不用開了，小組決議之後，我

們來大會簽名就好了。我覺得不應該以一概全的去看待，當然小組的意見我們

一定尊重，我們有聽小組在審這個議案的時候是什麼態度，我們也請小組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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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集人來說明他們審議的過程，他們做決定的理由是不是能夠取得議會大會

的同意。我要再重申，我沒辦法接受用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來否決這個議案。 

小組的理由，剛剛召集人說明的是，在台灣現行的相關法律規範裡面，對這

樣的議案，所謂的性別平等已經有相當的保障了，所以我們不需要成立。可是

我們議會也成立了非常多其他的監督小組，例如：氣候變遷、工安、輕軌二階

採購、氣爆善款運用等等這些，哪一個議案不是有受法律的規範？哪一個範疇

不是有受中央、地方相關的主管機關，用更高標準檢視的去看待這些事情？所

以小組的這個理由，我個人不能接受。我要跟主席和秘書長懇求，我一開始就

打算要清點人數。其實這個會期不是預算會期，願意表達意見的議會同仁來到

議會裡面，我覺得就讓大家順順利利的決定好，我們這次大會要通過什麼議

案，有意見就要表達，沒有意見的，你要去忙什麼都可以，可是不能遇到這些

事情的時候，就變成現場人數少就不決定。不要這麼恐懼性別平等，這個小組

如果真的能夠成立，小組的成員是主席來決定和分配的，可以讓各種不同的多

元聲音在議會共同監督這樣的事情。當我們認為這個社會是很進步的時候，我

們看到立法院，男生騷擾女生，女生也騷擾男生。這代表我們這個社會還是不

足的嘛！我們議會為什麼不能勇敢一點，只是一個監督小組，我們來看顧高雄

這樣的一個事情而已。我懇求大…。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黃議員文益請發言。 

黃議員文益： 
主席，剛剛我所問的就是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我當然知道他們的意見，但我

並不認同，因為法律已經制定了，所以高雄市議會就沒有這個必要再成立這個

監督小組，其實當法律訂定母法下來之後，各個機關單位如果覺得有不足的地

方，當然可以針對機關內部來制定一個小組做自治管理。你知道立法院范雲是

要走司法途徑，走司法訴訟去解決他認為被性騷擾的案件。其實我覺得高雄市

議會如果有一個監督小組，雖然有法律約束，或許大家並不需要一次就走到法

律訴訟的層次，在議會裡面就可以處理掉很多事情，所以我認為成立這個監督

小組，在法律的保障規範之下，它還是有其必要性。不然就像這次立法院的事

件一樣，今天新聞出來，立法委員是採用法律訴訟的途徑，來解決他們所遭遇

到的問題，如果發生在高雄市議會，我們有這樣的監督小組，如果它的功能可

以彰顯，說不定我們可以減少法律訴訟的一些司法資源浪費。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要很誠懇地請主席裁示，這個案子委員會的意見，其實在

大會裡面還是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推翻，而且不要去懲罰大會議程裡面有準

時來這邊開大會的同仁，因為我們遵守了大會的議程來這邊開會，如果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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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小組來到現場的人數不夠多，所以我們不能有討論的時間和空間，我覺

得這樣子是在懲罰來這裡開會的議會同仁，所以請主席要做明智的裁示。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謝謝黃議員，並沒有懲罰任何人，大概是針對議員比較關心的議題，如果有

空的議員有時間都會來關心。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主席、其他各位議員，我知道大家對於立法院的爭議非常敏感，但是我始終

覺得我們是高雄市議會，而且我們高雄市議員都是非常有素質、非常有涵養

的，所以我認為立法院的暴力衝突，基本上不會發生在高雄市議會，因為這個

議題我真的覺得比較敏感，所以我在此提額數問題，以上。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我們請議事組人員清點在場人數。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現場的議員有 13 位。 

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在場人數未達法定開會人數，本席宣布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