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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屆第 20次程序委員會議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6日上午 10時 07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秘書長、各位委員、市政府各局處首長，還有楊秘書長帶領的各局

處首長，大家早安、大家好。程序委員會委員應到 9人，現在已經簽

到 9人，超過委員的半數，開始開會。(敲槌) 

  今天的議程主要是審查第 3 屆第 6次定期大會提案上程事宜，首先

請議事組宣讀案由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案由一：第 6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及有關機關提案上程事宜， 

請討論。說明一：(一)依據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1條規定，審 

查定期會開會十五日前(110年 9月 11日)收到之高雄市政府提案。 

(二)截至 110年 9月 11日止收到市政府提案 82案(民政類 2案、 

社政類 4案、財經類 58案、教育類 8案、農林類 1案、交通類 3 

案、警消衛環類 2案、工務類 1案、法規類 3案)，原案詳如市政 

府提案彙編 3冊及市政府法規提案彙編 1冊。按例由提案機關說明 

並經程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付大會討論。(三)另有關機關提案 

1案(高雄市審計處提案：高雄市 109年度決算案)，原案詳如有關 

機關提案彙編，併同市政府提案提付大會討論，請審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位委員，市政府提案是要逐案審查，還是所有提案一起宣讀審查？

請劉委員德林發言。 

劉委員德林： 

 主席、秘書長，第一個要表達的就是，記得我上次講過，決算書送

到議會期程是什麼時候？好像是 6 還是 7 月？送到的時候就應該要送

到我們的服務處來，如果每一次都在這個時候才送來決算書，以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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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裡面很多資料，審計處所研擬的這些考核的資料，是我們問政相

當重要的資料，所以上次已經有提到，送到議會之後就要儘快送到各

議員服務處，對不對？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在這一次我們審查墊付款的時候，是文化局吧！還是

哪一個局？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上面都有 QR Code，沒有錯。這是高雄市

議會的一個法定程序，這個紙本就是我們的法定程序，如果這個紙本

要做改變，要經過大會的所有議員來議決，不是在議會講一講，說這

個資料已經要 40 萬，哪裡要 10 幾萬，就算 120 萬也要去做，這個問

題還是發生在文化局。所以文化局局長，對於這一件事情，我對你相

當有意見，你自己針對這個 QR Code 是很便利，你可以去使用，可是

在法定上，目前還是用紙本。以上這兩個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剛剛主席講要做一次討論、還是要逐條討論？第一個本席表達的是

現在疫情當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坐這裡還有隔板，但所有列席的

首長，都還沒有隔板。所以綜觀這一次提案裡面，剛剛議事組報告，

我看一看很單純。在這方面本席認為，如果我個人的意見，我是沒有

什麼意見，我的意見就是上程，以上三點報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位委員對於劉委員德林提出所有提案一起審查，各位委員有沒有

意見？沒有，那就所有提案一起審查，請議事組宣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各位委員看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高雄市政府提案清

單，類別：民政類有 2 案，提案機關是民政局、研考會各 1 案；社政

類有 4案，提案機關是社會局 2案、客委會 2案；財經類有 58案，提

案機關是主計處 1案、財政局 57案；教育類有 8案，提案機關是文化

局 8 案；農林類有海洋局 1 案；交通類有 3 案，提案機關是觀光局 3

案；警消衛環類 2 案，環保局 2 案；另外工務類都發局有 1 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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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有 3案，分別是農業局 1案、水利局 1案、工務局 1案，一共 82 案，

以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意見，市政府提案 82案及有關機關提案全數

上程。(敲槌) 

  接下來討論案由二，請議事組宣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案由二：討論第 6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之主題。說明：(一)本 

(6)次大會專案報告議程分別排定於 10月 22日(星期五)上午、11 

月 2日(五)上午、12月 6日(一)下午等 3個時段，目前尚無報告 

之主題。(二)前項專案報告議程若暫無主題，於會期中如有議員提 

議，按例授權議事組簽陳議長核准後函市府辦理及通知全體議員， 

請審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專案報告暫無主題，按例授權議事組簽陳議長核准後函市府辦 

理及通知全體議員，有沒有意見？曾委員俊傑請發言。 

曾委員俊傑： 

 主席、各位委員，針對上次在程序委員會有討論過中油的整治 

報告案，因為時間有點緊迫，所以希望可以排在 10月 22日(星期 

五)的上午，請相關局處來跟大會報告中油所有整治的情形，是不 

是請議長處理這一件。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們就定 10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專案報告中油的整治，題目再請議事組定清楚。 

曾委員俊傑： 

  陳麗娜那一件，有沒有趕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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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有啊！10月 22日。 

曾委員俊傑： 

 那是 22日下午。 

鄭委員光峰: 

  那議題是不是寫清楚一點？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10月 22(星期五)下午，早上是專案報告，下午是 731氣爆案 調 

   查專案小組調查結果的報告。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意 

   見，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散會。（敲槌）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委員已經全員到齊，今天程序委員會正式開會。（敲槌）議事組主任

宣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大家看案由一：討論本會第 3屆第 6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

如附件，請審查。說明：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第 1、2項及地方

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22條第 1項規定辦理。二、本（6）次定期大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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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議程為審議高雄市 111 年總預算案，會期擬自 110 年 9 月 28 日起至

12月 16日止共計 80天。三、專案報告議程安排於 10月 22日上午、下

午及 11月 12日下午。目前議題尚未排定，只是把專案報告時間先匡列

出來。 

接著請各位委員看，高雄市議會第 3次第 6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

案。9月 28日（星期二）1.報到。2.預備會議。3.議員生活座談會。9

月 29 日（星期三）1.主席宣布定期大會開幕。2.審議第 5 次定期大會

議員提案。3.報告事項。4.其他事項。9月 30日（星期四）市長施政報

告與質詢。10 月 1 日（星期五）市長施政報告質詢。10 月 2 日（星期

六）、10月 3日（星期日）停會。10月 4日（星期一）交通部門業務報

告與質詢。10 月 5 日（星期二）交通部門業務質詢。10 月 6 日（星期

三）上午交通部門業務質詢，下午警消衛環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0

月 7日（星期四）警消衛環部門業務質詢。10月 8日（星期五）警消衛

環部門業務質詢。10月 9日（星期六）、10 月 10日（星期日）國慶日、

10 月 11 日（星期一）補假，三天停會。10 月 12 日（星期二）都市計

畫委員會業務報告與質詢。10月 13 日（星期三）工務部門業務報告與

質詢。10月 14日（星期四）工務部門業務質詢。10月 15日（星期五）

上午工務部門業務質詢，下午民政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0月 16日（星

期六）、10月 17日（星期日）停會。10月 18日（星期一）民政部門業

務質詢。10 月 19 日（星期二）民政部門業務質詢。10 月 20 日（星期

三）社政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0 月 21日（星期四）社政部門業務質

詢。10月 22日（星期五） 專案報告。10月 23日（星期六）、10月 24

日（星期日）停會。10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社政部門業務質詢，下

午財經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0月 26日（星期二）財經部門業務質詢。

10 月 27 日（星期三）財經部門業務質詢。10 月 28 日（星期四）教育

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0月 29日（星期五）教育部門業務質詢。10月

30日（星期六）、10月 31日（星期日）停會。11月 1 日（星期一）上

午教育部門業務質詢，下午農林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1月 2日（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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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林部門業務質詢。11 月 3 日（星期三）農林部門業務質詢。11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聽取報告（1）聽取 111年

度市政府施政計畫與本市 111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經

過。（2）聽取本市 109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2.宣讀議案交付審查。3.分組審查。11月 5日（星期五）上午市政總質

詢，下午分組審查。11月 6日（星期六）、11月 7日（星期日）停會。

11月 8日（星期一）、11月 9 日（星期二）、11月 10日（星期三）、11

月 11日（星期四）上午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11月 12日（星

期五）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專案報告。11 月 13 日（星期六）、11 月

14日（星期日）停會。11月 15日（星期一）、11月 16日（星期二）、

11月 17日（星期三）、11月 18日（星期四）、11月 19日（星期五）五

天上午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11 月 20 日（星期六）、11 月

21日（星期日）停會。11月 22日（星期一）、11月 23日（星期二）、

11月 24日（星期三）、11月 25日（星期四）、11月 26日（星期五）上

午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1）審議 109年度高雄市總決

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案。（2）審議 111年度高雄市總預

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3）審議本市 111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

收入案。（4）審議市政府提案。2.其他事項。11月 27日（星期六）、11

月 28日（星期日）停會。11月 29日（星期一）、11月 30 日（星期二）、

12月 1日（星期三）、12月 2 日（星期四）、12月 3日（星期五）上午

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1）審議 111年度高雄市總預算

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2）審議本市 111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

入案。（3）審議市政府提案。2.其他事項。12月 4日（星期六）、12月

5 日（星期日）停會。12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成立各種委員會 2.

其他事項，下午討論調查專案小組報告案。12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宣讀議案交付審查。2.其他事項。3.分組審查，下午二、三讀會。12

月 8 日（星期三）、12月 9日（星期四）上午均為分組審查，下午二、

三讀會。12月 10 日（星期五）1.二、三讀會：（1）審議 111 年度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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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2）審議本市 111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

及賒借收入案。（3）審議市政府提案。（4）審議議員提案。2.其他事項。

12月 11日（星期六）、12月 12日（星期日）停會。12月 13 日（星期

一）、12月 14日（星期二）、12月 15日（星期三）1.二、三讀會：（1）

審議 111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2）審議本市 111年

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3）審議市政府提案。（4）審議議員

提案。2.其他事項。12月 16 日（星期四）1.報告事項。2.主席宣布定

期大會閉幕。備註：1.各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開會時間為上午 9時至

12時 30分；下午 2時 30分至 6時。2.市政總質詢時間：上午 9時開始，

每位議員質詢 50分鐘，間隔休息 15分鐘。以上請審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這一次開會有一些議員的提案還沒有審，有沒有要變更？因為每一次

議程都是照舊。還有專案小組報告，就是「氣爆 731」的案子，有沒有

要提前？有一些提案沒有審完的，有沒有要提前？看各位的意見。 

童委員燕珍： 

    10月 22日下午有一個專案小組報告，要把氣爆案子結掉。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議員提案在開幕那一天就會處理，就是 9 月 29 日審議第 5 次定期大

會議員提案，第一天報到、第二天開幕，大會的第一天就會處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報告事項就可以處理了。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把議程直接訂在那一天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有訂在第二點，審議第 5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剛剛童總召建議「氣爆案的專案調查小組報告」，原來是排在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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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委員俊傑： 

    再多一個中油整治的專案報告。 

朱委員信強： 

進度報告。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還沒有寫下去。 

童委員燕珍： 

    寫一個調查專案小組報告案。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調查專案小組講的是氣爆的那一個。 

曾委員俊傑： 

    氣爆的先訂。 

童委員燕珍： 

    氣爆的先訂，氣爆案就訂在 10月 22日。 

朱委員信強： 

    氣爆就 10月 22日。 

曾委員俊傑： 

    下午。 

童委員燕珍： 

    下午就把它結掉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很久了。 

童委員燕珍： 

    太久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個結一結，沒有什麼問題。 

鄭委員光峰： 

    上次已經畫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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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大家都簽名了。 

童委員燕珍： 

    就簽兩個，我跟你而已，其他都沒有簽。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用上午結掉。 

童委員燕珍： 

    下午，因為時間不會太長，不用報告，只是把它結掉。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大家同意。 

童委員燕珍： 

大家同意，把它結掉了。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原來 12 月 6 日的專案報告，到時候題目再來討論，因為在開第 6 次

定期大會之前，在大會開會前 15 天，議案送進來之後，這一段時間還

會再開一次程序委員會，到時候如果有題目，還可以再訂，現在只是把

這個日期先訂下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題目先不要訂，下一次再訂。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沒有要訂。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今天是日程表草案，專案報告等下一次再訂。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因為議案要上呈。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再訂專案內容。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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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議案到時候都要一案一案上呈，還要再開一次程序委員會 

童委員燕珍：    

    也就是說現在訂的專案報告時間，如果我們中間突然想到一個什麼專

案要報告的時候，可以再插進去。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的看法是下會期審預算，墊付款案跟專案報告案，就會一直拖一直

拖，大家發言很踴躍，時間就會拖很長，我們要審議預算，相信時間又

會很多，大家一定更加踴躍的審每一條的預算，所以我是覺得專案排兩

個就兩個，時間還是留下來審預算。 

童委員燕珍：    

    我的意思是有緊急的專案報告，可以插進去，是不是？ 

朱委員信強： 

    預留空間。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 

童委員燕珍： 

    預留空間，有重要的可以插進去。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應該可以，沒有的話，我覺得時間還是要留下來審預算。 

曾委員俊傑： 

    審不完也是可以開一個臨時會。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們二、三次的臨時會，絕對又審不完。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要跟主席建議一下，審預算的時候，像墊付款就針對那一條內容講就

好，發言跟預算無相關，就不要讓他講。 

童委員燕珍： 

    對啦！跟預算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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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你不給他講，我能結束嗎？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你不要讓他講啊！你要糾正他，請他講預算的內容就好。 

童委員燕珍： 

針對重點。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啊！審預算，他在講他選區的建設，很誇張。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誇張，我也知道很誇張。 

童委員燕珍： 

    你就說我們開會就是這樣決定，大家都認同。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那一天大會，你就有裁示，以後如果沒有針對議案的範圍或意識形態

發言，就是制止，然後消音。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直接麥克風消音。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但是大家為了他們自己區域的預算，超出範圍又講很多。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超出預算的範圍。 

鄭委員光峰： 

    講過頭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很扯，在審預算都沒有針對預算意見發言。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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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差不多 8分，沒有聲音講超過 5分，就講 1、20分了。 

朱委員信強： 

    沒有聲音，也不能讓他這樣講。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大家兇巴巴的。 

童委員燕珍： 

    就直接叫下一個議員質詢，唱名就開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先講這個有沒有意見？你討論的是講這個還是要講別項。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對這日程表草案有意見嗎？ 

韓委員賜村： 

    日程表草案沒有意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沒有意見先敲過，臨時動議再講，這樣才不會又亂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們現在是討論日程表。 

韓委員賜村： 

    我們討論也是這個，我們怎麼會討論以外的呢？我舉手要發言。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韓議員。 

韓委員賜村： 

    主席、副座、所有的委員、秘書長。針對剛剛委員有提到專案報告在

10 月 22 日，有一個議題大家有高度共識，就是中油土壤整治有 169 公

頃，將近 170公頃 268億，這個工程已經發 3包了，後續還有 2個工程，

33的 6個工程，工務小組前幾天有去看，我不是小組，我也去參加了，

未來還會再發包。這個時間如果在這邊討論，可能太慢了，我覺得這茲

事體大，因為整治時間只有 2年過 4個月，到 112年 12月 31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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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的標準，包括相關的整治縮短期程等等，我們都有很多問題要來跟

評審委員發問，評審委員要列席啊！工務局是發包單位，環保局是最後

一個檢驗跟驗收單位。 

    針對這相關議題，真的很重要，沒有這麼大的面積在這一次全國大規

模短期間內發包、驗收，這個在選區也好，包括中油也在那邊，希望這

個案一定要重視。專案的時間 10月 22日，是不是這個事情可以提前，

讓更多議員能了解這個案的後續發展跟真正實質意義，我做這樣的建

議。這個很重要，金額太大。工務小組包括環保小組、包括陳明澤建議

都沒有發揮到，268 億、170 公頃的整治，時間是花 2 年 4 個月，如果

從這個月算起是到 112年 12月 31日截止，整治面積是 170公頃，總金

額是 268億。 

    這麼重大的工程，本來是中油要做，大家認為中油曠日廢時，一拖 20

年，光一個 P37就要整治 10幾年。市政府陳其邁來做，很好。把時間

縮短，讓市政府可以直接去招商，做後續的整治，這個對高雄市來講是

利多，因為已經遷廠了，土地躺在那邊，20年也過去了，如果市政府趕

快縮短期程，在合法的整治過程，不管用什麼整治工法，趕快處理。我

是希望這個案能夠在議會的監督，我們能夠徹底了解，到底他是做什麼

東西，我跟主席做這樣的建議。除非日期有變更，副座剛才講到，今天

先確定專案報告的題目，詳細包括環保、工務、評審都要來，一定也要

叫評審來，告訴我們你的評審專業是什麼？這個很重要。包括價格，怎

麼得標的？有 20億、50億、30億的，我們就是要了解這個！議員了解

這個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沒有認識的工程，坦白講，沒有認識的這個…。 

鄭委員光峰： 

  時間。 

韓委員賜村： 

  就是時間，因為今天是確定時間，至於內容怎麼樣，我的意思是，如

果能夠提早在他們下一次第 2標發包之前才有意義，不然都得標了，我

們要和他們討論什麼？到最後工務局已經發包完，再討論這個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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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是工務局發包，環保局後續驗收而已，包括檢驗公司來檢驗蓋章

同意，整個就過去了。 

  如果我們趕在他發包之前，包括評審委員會已經公告了，以前我當鄉

長時，工程評審委員是不能公開，可是這個評審一個禮拜就公告了，10

個評審委員，會不會有人私下去找他們，我就不清楚。還有他們的專業，

為什麼工務局發包單位要找這些評審，以及這些評審怎麼報告，我大概

就這樣。 

劉委員德林： 

  沒問題，沒有意見，簡單扼要就好。 

韓委員賜村： 

  支持我就對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朱總召。 

朱委員信強： 

  剛剛韓議員講的，其實你說這個要提早，我看起來再怎麼提前也是在

9月中之前，目前是給我們這樣的訊息。本來預計第 2標，包括他們的

評審，本來在 8月中旬要招標，現在有順延一點。如果在 9月底開議之

前，也是沒辦法。因為我有提案成立「中油土污監督小組」，那是不是

這方面要提早，就由召集人召集各個委員大家針對，包括工務局是發包

單位、環保局是監督單位，以及評審的標準在哪邊？因為現在採評審

制，等到 9月底差不多都已經發包，這個專案報告就沒辦法排進我們這

個議程裡面。 

  剛才我看到 10月 22日有一個專案報告，以及 12月 6日。第三期工

程初步已經進場，如果在 10月 22日看不到任何成果，那麼他們的整治、

監督以及檢驗的標準在哪邊？我們都要知道。是不是由專案小組來負

責，當然議會是負責監督，因為涉及到的不止 280億，聽說可能要追加

到 300多億，因為還沒有施作，大家也不清楚。高雄市環保局是監督單

位，工務局是發包單位，由工務局來發包，其實大家都很怕，沒有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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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家都會害怕。所以這部分希望議長可以儘快成立專案小組，由專

案小組來權責，哪幾個單位要列席報告。就像韓議員講的，你們標準在

哪裡？你們的評審專業是在哪裡？就是要讓整個高雄市民都知道。而不

是他們一意孤行要這麼做，就找幾個評審來開標，評審標準分數是在哪

裡？包含焚化爐也是 

 一樣，我們當議員的也是感到莫名其妙！有的是這個得標，那得標的標

準是什麼？也有聽到一些坊間故事，就是回饋金 1‚000萬的沒得標，結

果 100萬的得標，這些種種都是問題。也希望議長這邊儘量快一點勾選，

「中油土污監督小組」成立的時間快一點，就不用在會期開議時才可以

討論。因為我們是這個會期…。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成立以後，委員會就可以先給各單位…。 

朱委員信強： 

  對，就直接可以函文給各相關的單位列席報告；專案小組要的資料，

是不是就由專案小組這邊來督促。 

韓委員賜村： 

  我再補充，同意剛剛朱總召講的，就是在這個會期召開專案，但可能

時間慢了。還有朱總召建議成立跨黨派監督小組，多少人我們不確定。

這個小組就是針對剛剛這個案子，所謂的評鑑以及後面的檢驗，包括從

一開始的發包、評審，這一些才能讓大家更清楚。要不然環保局副局長

都是評審，聽說就是環保局裡面有誰票投給誰，大家議論紛紛。 

朱委員信強： 

  對，球員兼裁判。 

韓委員賜村： 

  這個票，他們投了關鍵的一票，9票投了一遍，4：4，關鍵的一票就

得標了，投給你就得標了。 

  他們的評鑑已經出來了，把分數拿出來看一下，上一次 3個案誰投給

誰，這個是可以公開的，怎麼不可以公開？議會哪裡不監督！「268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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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公頃」未來後續還會增加，我們在這邊後續再來驗收它，不對吧！

一開始的這些相關規定，我們就是要看，議長成立的跨黨派小組就是要

監督你，你怎麼去評鑑的，以及所謂的環保專家，你的票投給 A廠商、

B廠商，這是事後，事前我們當然不能去左右你，事後的投票結果，大

概我們可以檢閱吧！可以把它公告一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就是監督小組，我們這個專案報告有沒有需要提前？ 

韓委員賜村： 

  不是提前的問題，現在這個議程來不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不是，我是說監督的已經提出來了。 

劉委員德林： 

  主席，剛講的這個議題這麼重要，是不是這個會期就編到 9月 28 日，

或許我們再訂定專案小組，那個都是…。 

朱委員信強： 

  是專案小組。 

劉委員德林： 

  這部分來講，是不是曠日廢時？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監督小組去處理。 

劉委員德林： 

  你認為到時候就緩不濟急，既然緩不濟急，是不是在還沒有開會這段

期間…。 

韓委員賜村： 

  委員會還沒有成立。 

劉委員德林： 

  我們先不成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17 

 
  

  我們已經成立了。 

劉委員德林： 

  他們可不可以到議會來，看看用什麼形式先跟我們做一個規劃報告，

說明也可以，這個到簡報室或是在哪裡，有必要時，大家可以先這樣做。 

童委員燕珍： 

  會前會。 

劉委員德林： 

  大家有這個疑慮，不一定就要等到那時候，是不是？在這上面來講，

凃主任，如果我們要求他們這樣安排，應該可行吧。 

朱委員信強： 

  這個專案小組我有提案，議會已經通過了，就誠如韓議員講的，大家

可以成立一個跨黨派的委員會，相關局處就可以先到議會來報告評審的

標準為何？因為茲事體大，這個金額這麼大，你們的評審，當然一般人

的觀念，你們環保局是一個監督單位，你們來當評審就有先入為主的觀

念，你怎麼可以在那邊？你們的專業是要負責監督這個場址，在整治的

過程中包括品質進度，你們通通要。你們怎麼可以裡面的人當…。 

韓委員賜村： 

  副局長就是環保局的評審委員，這個可昭公信，他應不應該列為評審

委員，對不對？ 

朱委員信強： 

  這個還是要討論一下。 

韓委員賜村： 

  有沒有介入，有時候任何一個職務上去牽扯到一個人、重大的工程…。 

朱委員信強： 

  他們的權責是不是會重疊。〔對。〕假設我投給甲廠商，我認為他不

錯，然後他又得標，然後我又是一個監督的角色，到時候變成有一些重

疊的角色，立場上就是重疊。我又是評審，我又投給他，到時候他在做

包含廠商這些，都是由我這邊在監督。所以我才會說監督小組要麻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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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要儘速的跨黨派，成立以後，就由召集委員邀請各單位來議會列席報

告，要是監督小組的召集人跟委員有提出任何的意見要你們答復，各局

處是一定要答復，這樣看起來是比較快的。等到我們開議，你說專案報

告，時間點上我是覺得都已經發包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好，就由監督小組去負責。 

朱委員信強： 

  好。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監督小組到現在還沒有成立。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還沒有通過。 

朱委員信強： 

  還沒有通過。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還沒有，議員的提案都還沒有審。 

朱委員信強： 

  議員的提案都還沒有通過，那怎麼辦？ 

韓委員賜村： 

  朱總召，還是就透過議長來主持，就是用跨黨派，大家提供名額，然

後就成立。譬如說民進黨、國民黨…。 

朱委員信強： 

  可以這樣嗎？ 

韓委員賜村： 

  各個要提的人，大家就提出來，這也是一個共識。 

朱委員信強： 

  還是要這個程序先通過，秘書長，這樣可行嗎？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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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秘書長講。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專案調查小組跟議長要挑哪一些委員，是兩碼事。 

朱委員信強： 

  對。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案由要先過。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第一個，9月 28日議員提案過了之後，專案小組才成立。但是在這之

前要不要先把名單決定好，這個要看議長。議長如果願意召集 3個黨團

來協商一下，那個名單先決定了，也可以。就是到時候大會通過以後，

再把這個名單補上去而已。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直接報告，在大會裡面直接報告。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如果你不是在開會期間要了解這些時，我想是可以用召開公聽會的方

式。 

朱委員信強： 

  公聽會。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用公聽會的方式，邀請他們另外派…。 

韓委員賜村： 

  這樣力道不夠，公聽會是聯絡議員而已。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不是要監督，是要先了解…。 

劉委員德林： 

  要先了解，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你又怕時間來不及，就是先了解

一下，對不對？說明會，或者公聽會也可以。 



  
 20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我補充一下，我們的議員提案，就是朱議員提一個案，就是要在 9月

29日審議，這個案子成立以後，才由議長指定。那現在我們可以提前，

請議長先邀請 3黨團總召前來協商，就是先把名單確定，同時在議事廳

裡面宣布這個案子成立，裡面的成員直接報告，這樣最快。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對。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成立以後，大會定槌決議，你們隔天就可以召開會議。 

韓委員賜村： 

  你們可以運作了。 

童委員燕珍： 

  那最快了，這樣最快。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這是最快的。至於你們剛剛質疑監督單位是不是有權利作為評審

委員，我告訴各位，只要是評選標的，假設今天我是水利局，我要發包，

水利局裡面的委員就是由水利局自己挑選委員，然後再外聘相關的專家

學者來當委員，所以發包單位、監督單位是本局的話，就沒有要迴避的

理由，我的解釋說明，大家都了解了嗎？ 

韓委員賜村： 

  可是它是一個評選標的工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是，不管什麼工程，那個沒有疑慮，你們質疑的那個點…。 

朱委員信強： 

  其實我們可以決定預算，那小組可不可以在程序委員會這邊決定？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需要迴避，因為我也可以是裡面的一些委員，將來他做事情…。 

朱委員信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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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講的意思是，如果在 9月 28日開議，這個時間點上，已經全部

都發包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就有兩個，因為這個案件是工務局發包的，可以由工務委員會邀請

在議會召開說明會。另外，例如陳善慧議員是在地的議員，也可以由他

找幾個議員跨黨派召開公聽會，請他們列席說明都可以。 

劉委員德林： 

  沒錯。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就是兩個都可以，我這樣解釋說明可以嗎？ 

鄭委員光峰： 

  跟議程應該也沒有關係。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對，沒有關係。所以如果沒有要改成專案報告，我們就讓它通過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這個日程表沒有意見，就照這樣通過。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這個議題是要通過這個日程表。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先讓它通過。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剛剛講到專案報告的時間，我請問大家要不要提前，不然就是一樣 10

月 22日，這個提案就通過日程表。 

劉委員德林： 

  今天是議程表而已。 

韓委員賜村： 

  對，議程表通過。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22 

 
  

  有一個小小的修正。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有一個小小的修正，童總召建議：10月 22日下午改成專案小組報告

案，原來 12月 6日下午的討論調查專案小組報告案，改成專案報告。

兩個時間調整，對吧？好，如果這樣沒有意見，就照這樣修正。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涂主任，請唸一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修正的部分。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好，修正的部分，就是 10月 22日（五）原來早上、下午都是專案報

告，現在變更為：10月 22日（五）上午為專案報告，下午就是討論調

查專案小組報告案。12月 6日下午原來是討論專案小組報告案，變更為

專案報告。就是這兩個地方的調整。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修正通過。（敲槌） 

  第二案。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案由二：市長施政報告質詢時間，擬比照第 5次定期大會，黨團各 20

分鐘（發言順序為國民黨團、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民進黨團）、議員個

人 10分鐘（發言順序於預備會議時抽定），請討論。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跟以往都一樣，有沒有意見？沒有。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如果都一樣，為什麼又一個案出來？因為我們想不一樣才會有案由。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不是，每一次都要確認，因為當時在訂定這個時，就是想要在程序委

員會來決定。如果後面第 7次、第 8次都一樣，那就是這樣，就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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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我意思是這次沒有人有意見，就不需要再提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發言時，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鄭委員光峰： 

  議長的意思是說，乾脆明年都把它決定，就不用再提這個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如果有意見才提，沒意見就是照這樣。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好，照案通過。（敲槌） 

童委員燕珍： 

  議長，案由二的…。 

曾委員俊傑： 

  敲過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你要改嗎？ 

童委員燕珍： 

  我是問發言順序，是不是黨團發言順序用抽籤的，不要固定都是國民

黨團先。 

鄭委員光峰： 

  慣例這樣就好了，執政黨的慣例都是這樣。 

童委員燕珍： 

  你們都沒有意見，不要到時候說我們…。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要讓他們有時間護航，他的意思是這樣。 

鄭委員光峰： 

  大家都有機會當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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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委員燕珍： 

  副座說你們要準備，等我們講完以後，才知道怎麼回應。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還有沒有要提臨時動議？沒有。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散會。（敲槌） 

    散會（上午 10時 4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