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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屆第 24次程序委員會議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3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程序委員會應到 9 人，已經有 8 人簽到，超過委員半數，開始

開會。（敲槌）開始討論第 8次定期大會議程前，請議事組先行報

告市長施政報告執行進行方式。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報告事項：市長施政報告質詢時間，擬比照第 7 次定期大會，每

個黨團各 20 分鐘(發言順序為國民黨黨團、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民

進黨黨團)、議員個人每位 10 分鐘(發言順序於預備會議抽定)，請

核備。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確認。（敲槌）今天的議程主

要討論第 3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首先請議事組宣讀

案由。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案由：討論本會第 3 屆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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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

準則第 22條第 1項規定辦理。(二)本(8)次定期大會會期擬自 111

年 8月 16日起至 10月 24日止共計 70天。(三)專案報告議程安排

於 9月 22日下午及 10月 3日下午。 

接著請各位委員看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

表草案。111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1.報到。2.預備會議。3.議

員生活座談會。8 月 17 日(星期三)：1.主席宣布定期大會開幕。

2.報告事項。3.其他事項。8 月 18 日(星期四)：市長施政報告與

質詢。8月 19日(星期五)：市長施政報告質詢。8月 2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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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星期日)：停會。8 月 22 日(星期一)：都市計畫委員會

業務報告與質詢。8月 23日(星期二)：工務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

8 月 24 日(星期三)：工務部門業務質詢。8 月 25 日(星期四)：上

午工務部門業務質詢、下午民政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8月 26日(星

期五)：民政部門業務質詢。8 月 27 日(星期六)、8 月 28 日(星期

日)：停會。8月 29日(星期一)：民政部門業務質詢。8月 30日(星

期二)：社政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8月 31日(星期三)：社政部門

業務質詢。9月 1日(星期四)：上午社政部門業務質詢、下午財經

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9 月 2 日(星期五)：財經部門業務質詢。9

月 3 日(星期六)、9 月 4 日(星期日)：停會。9 月 5 日(星期一)：

財經部門業務質詢。9月 6日(星期二)：教育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

9 月 7 日(星期三)：教育部門業務質詢。9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教育部門業務質詢、下午農林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9 月 9 日(星

期五)補假、9月 10日(星期六)中秋節、9月 11日(星期日)：3天

停會。9月 12日(星期一)：農林部門業務質詢。9月 13日(星期二)：

農林部門業務質詢。9 月 14 日(星期三)：交通部門業務報告與質

詢。9月 15日(星期四)：交通部門業務質詢。9月 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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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星期六)、9月 18日(星期日)：停會。9月 19日(星期一)：

警消衛環部門業務質詢。9 月 20 日(星期二)：警消衛環部門業務

質詢。9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聽取報告：

(1)聽取 112 年度高雄市政府施政計畫與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

位預算案編列經過。(2)聽取本市 110 年度高雄市總決算暨附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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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日(星期四)：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專案報告。9月 23日(星

期五)：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9 月 24 日(星期六)、9

月 25日(星期日)：停會。9月 26日(星期一)、9月 2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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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星期三)、9 月 29 日(星期四)、9 月 30 日(星期五)：5

天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10 月 1 日(星期六)、10 月 2

日(星期日)：停會。10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專案報告。10月 4日(星期二)、10月 5日(星期三)、10月 6日(星

期四)：3天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10月 7日(星期五)：

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1)審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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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高雄

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3)審議本市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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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日(星

期六)、10 月 9 日(星期日)、10 月 10 日(星期一)國慶日：3 天停

會。10月 11日(星期二)、10月 12日(星期三)、10月 13日(星期

四)、10 月 14 日(星期五)：4 天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

讀會：(1)審議 110 年度高雄市總決算案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審核報告案。(2)審議 112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

案。(3)審議本市 112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4)審議

市政府提案。(5)審議議員提案。2.其他事項。10月 15日(星期六)、

10 月 16 日(星期日)：停會。10 月 17 日(星期一)：上為市政總質

詢、下午 1.宣讀議案交付審查。2.其他事項。3.分組審查。10 月

18 日(星期二)：上為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10 月 19 日(星

期三)、10月 20日(星期四)、10月 21日(星期五)：3天上午市政

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1)審議 112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

附屬單位預算案。(2)審議本市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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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日(星期六)、10月 23日(星期日)：停會。10月 24日(星期一)：

1.討論調查專案小組報告案。2.報告事項。3.其他事項。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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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2:30；下午 2:30-6:00。2.市政總質詢時間：上午 9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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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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針對我們的草案。 

童委員燕珍： 

  專案報告的時間會不會太晚？10 月 3 日才專案報告，太慢了。

我們要講防疫的專案報告是不是太慢了？現在疫情這麼嚴重。還

有要拜託鄭總召，我們歷次的專案報告市長都沒有出席，上一次

的大會，沒有一次有出席，那專案報告有什麼意義呢？都不出席，

我們專案報告有什麼意義？如果要專案報告市長一定要出席，但

都沒有出席，這個專案報告好像沒什麼意義，是不是能跟市長講

一下，要不就流會，要不就…，反正專案報告沒有一次像樣的，

我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鄭委員光峰： 

  議長跟市長講。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之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都已經放牛吃草了，我覺得接下

來的這 2次，他應該要出席。 

宋委員立彬： 

  出席是一定要出席。 

朱委員信強： 

  議長裁示要求市長一定要出席，這樣這個問題就能解決了。 

鄭委員光峰： 

  議長去講，市長會尊重。 

宋委員立彬： 

  把一個專案報告調到前面這裡，除了疫情的關係外，還有快篩

劑的問題，百姓都在質疑快篩劑買到假貨，而害到家人，因為它

驗出來結果都是陰性，但實際上是陽性，結果整個家人都被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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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後續要如何處理？ 

李委員順進： 

  我們買了好幾十萬劑。 

朱委員信強： 

  因為快篩結果只有顯示一條線，第 2條線顯示不出來。 

宋委員立彬： 

  不只這樣子而已，你要如何追究廠商？還有你的採購方式，在

一日內做決標，你要如何來做專案報告？你要如何對市民交待？

第 2 點，如果民眾能佐證，他其實是陽性，但是因為使用有問題

的快篩後，結果傳染給家人，廠商要如何理賠？10 月才要來做專

案報告有點太久了。 

鄭委員光峰： 

  不然就把 10月 3日改到 8月 17日下午，因為 10月 3日離選舉

太近了，也不好。 

童委員燕珍： 

    8月 17日可以。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8 月 17 日下午如果還有沒有問清楚的，市長施政報告還可以繼

續問，這樣接續下來剛好。  

鄭委員光峰： 

  10月 3日就不用了，那天就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李委員順進： 

  議長，因為這個快篩試劑是假的，所以安養院的老闆被告，因

為家屬去探望父母，父母快篩都是陰性，結果家屬回家後傳得到

處都是。 

宋委員立彬： 

  我剛說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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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順進： 

  結果換他們告安養院，因為安養院管理不當，使用劣質快篩劑

測量病患，確認沒問題後見面，結果就被傳染了，現在有好幾家

安養院被告。 

鄭委員光峰： 

  不準啦！ 

李委員順進： 

  對，不準。台中市買 40萬劑，我們買 10萬劑。 

宋委員立彬： 

  開會期間 8月 16日到 10月 24日，只剩下一個月就要選舉了。

坦白說在這個會期中，大家都很重視選舉，既然現在已經和疫情

共存了，開議的時間是不是能夠提早？ 

鄭委員光峰： 

  比 8月 16日還要提早？ 

宋委員立彬： 

  對，因為 10月 24日就已經登記抽籤了，開始要…。 

鄭委員光峰： 

  我們有查 10月 21日抽號碼。 

宋委員立彬： 

  對啊！這樣是不是太晚了？ 

童委員燕珍： 

  議長，因為快篩劑的事情很嚴重，民怨四起，我想可以在大會

之前，找一天開臨時會，請他做專案報告，列席講快篩劑的問題。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現在大家的意見是…。 

宋委員立彬： 

  現在的意思是，下星期找 1 天或 2 天開臨時會，針對快篩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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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做專案報告，並接受議員的質詢。因為這個是時事，不是

政策性的問題，這是突然發生的時事問題，有很多人因為這個快

篩劑，造成家人感染。 

朱委員信強： 

  很多人受到感染。 

宋委員立彬： 

  大家都在駡，這種時事的東西，是不是要儘快處理？你不可能

拖到 8月、10月，所以開 1、2天的臨時會是可以的。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大家的看法是下個星期…。 

童委員燕珍： 

  下星期找一天開，因為這個有時效。  

鄭委員光峰： 

  這樣還要專案報告嗎？ 

朱委員信強： 

  定期會歸定期會，現在針對富樂的部分，包括標案的問題，民

眾的民意，因為快篩劑不準確，檢驗後皆呈現陰性，造成許多人

被傳染。再來領到假快篩劑的民眾，還要拿到區公所去更換，增

加群聚的問題。針對富樂快篩劑開一次臨時會，讓大家了解，你

們買到的是什麼東西，花一樣的錢買快篩劑，但是檢驗後，卻造

成反效果，因為大家都是陰性。他真的很笨，怎麼都會做成全部

都是一條線。 

宋委員立彬： 

  這樣比較安全啊！我覺得要開 2 天，早上專案報告，下午各黨

團 20分鐘，每位議員 10分鐘，這樣開 2天差不多。 

鄭委員光峰： 

  1天就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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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委員立彬： 

  2天啦！你也要給議員發表意見，每個人至少也要 10分鐘啊！ 

鄭委員光峰： 

  1天就好啦！我們平常專案報告，頂多拖到一點時間，就晚點結

束就好。 

宋委員立彬： 

  這樣會變成有些議員講不到，每位議員至少要 10 分鐘，5 分鐘

也沒關係，至少要讓議員發表意見，因為他要對百姓有交待啊！ 

李委員順進： 

  講不完就就講到 10點，晚上比較有人看電視。 

鄭委員光峰： 

  1天就好，專案報告頂多 1個小時就結束了。 

朱委員信強： 

  １個小時…，如果大家都要問。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他是指專案報告。 

宋委員立彬： 

  每個黨團 20 分鐘，3 個黨團就 1 個小時了，如果每位議員 10

分鐘，就要 10 小時了，加上休息時間 1 小時，這樣就 11 小時，

再加上專案報告的 1小時和黨團質詢 1小時，這樣就 13小時了，

開 2天差不多，1天半也可以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民進黨的不一定會質詢。 

宋委員立彬： 

  沒關係，要不要質詢是他們的事，你不需要幫他們考慮那麼多，

如果他們不要質詢，他們自己去處理。 

鄭委員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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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實的作法是 1天。宋議員，我是覺得 1天絶對夠。 

李委員順進： 

  1 天就 1 天，講不完就講到 10 點。這是時事性的，早一點開，

不要拖到 10月份。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早一點開是對的，怎麼會有不準的試劑，難怪我每次都陰性。 

鄭委員光峰： 

  現在變成 2 個問題，一個是臨時會要討論快篩，另一個是這次

大會要不要提前？ 

朱委員信強： 

  臨時會先處理，看是要 1天還是 2天。 

童委員燕珍： 

  大會可以提前。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現在我們在討論議事日程表草案，這個討論完，才有臨時動議

討論臨時會的事情，拜託大家，不要搞亂秩序。  

童委員燕珍： 

  先把日程提前，8月 16日太慢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針對 8月 16日開第 8次定期大會，各位有沒有意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他們說要提前，議事組找一下行事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拿日曆給大家看一下。 

朱委員信強： 

  我們先來說一下大方向，讓議事組去調整。我個人希望可以調

整往前半個月，不然開完會離選舉只剩下一個月。10月 24閉幕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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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只剩下 1 個月，站在我的立場，我建議提前半個月，這樣我

們有 1個半月的選舉時間。 

鄭委員光峰： 

  8月 2日剛好是星期二，和原來的開會日期一樣都是星期二。 

韓委員賜村： 

  7月底 8月初都可以。 

朱委員信強： 

  7月底 8月初可以。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但是要考慮一個問題，這個會期市政府依法要提預算案，要考

慮到市府的預算案，有沒有辦法送進來。總預算案不管我們有沒

有審，依法他都得提進來，所以要讓他有作業時間。如果是 8月 2

日應該還可以，等於他在 7月 17、18日左右就要把案子送進來。

如果提前至 7 月底，變成 7 月上旬就要提，他會來不及，我們的

預算都還沒有拿給他們。 

宋委員立彬： 

  正常都什麼時候要提？如果依我們開議的時程表，正常是什麼

時候要提？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如果是 16日的話，就是 8月 1日送。如果是 8月 2日開會，就

要 7月中旬。 

宋委員立彬： 

  跟我們一樣提早 2個禮拜就對了。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對，一樣，都是大會前 15日。所以如果是 8月 2日開會，市政

府作業應該還來得及，否則到時候預算案拿不進來，變成我們就 

要有一個決議，讓他的預算案能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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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7月中可能來不及，8月初應該還來得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市府的預算要 15日前送進來，所以我們要 8月初。 

韓委員賜村： 

  他們自己要去克服啊！ 

童委員燕珍： 

  讓他們自己去調整。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們自己的都做不出來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這個是大事，不是小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們的預算也是要送出去啊！ 

韓委員賜村： 

  我們的送的出去就好，難道我們的送不出來嗎？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因為市政府的預算，目前在作業當中，我們內部第一次開會也

已經開過，但是還沒跟議長報告，6月底送給市政府去彙整，我們

開會日期如果定了以後，他要往前推 15日，把提案全部送進來，

我們大概在開會前 10天開程序委員會，把議案上程，所以這個中

間要有作業時間。而且按照地方制度法，預算案應該是 9 月底送

進來，但是因為配合我們開會的時間，所以他會提早。如果 8月 2

日開會，等於 7 月中預算案就要送進來，因為依議事規則規定 15

天前送進來，我們要按照這個期限的話，那個案子就沒有辦法列

到這次定期大會。 

童委員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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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8月 2日。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8月 2日的話，會請市政府那邊趕快作業，作業期程要往前拉，

因為以往每次大約都在 8月中開，7月底預算案送進來會來得及，

現在變成再提早半個月，等於要再多提早半個月的作業時間。如

果我們今天決定了往前拉，拉到 7 月底的話，變成 7 月上旬就要

送進來。 

童委員燕珍： 

  不用拉了，就 8月 2日吧！ 

朱委員信強： 

  議長問大家 8月 2日有沒有意見？ 

童委員燕珍： 

  對，看大家有沒有意見。 

韓委員賜村： 

  沒有意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8月 2日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那就改到 8 月 2日開會。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議程內容就按照這個下去排。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就按照這個下去排。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那沒問題就修改至 8月 2日開會。 

鄭委員光峰： 

  這樣國慶前後就結束了？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10月 10日結束，這樣只有 6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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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閉幕剛好連假。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對，只有 67天。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不行，還要調整。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那就不要星期二開，我們調星期三或星期四開。否則閉幕當天

剛好是連假。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所以我說要注意連假，8 月 4 日開的話，閉幕是連假後的第幾

天？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連假後第 2天，10月 12日。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好，那就 8月 4日開會。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那我們修改至 8 月 4 日開議，有沒有意見？［沒有。］那就修

改至 8月 4日開會。 

鄭委員光峰： 

  8月 4日到幾號？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10月 12日。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8月 4日至 10月 12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日期要算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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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另外專案報告也是建議提到第 2天開，把它一次調整好。 

鄭委員光峰： 

  宣布定期會開幕那一天？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8月 5日下午專案報告。 

鄭委員光峰： 

  比照第 2天就對了？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對。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原來最後一個專案報告就把它拿掉？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就不要了。 

鄭委員光峰： 

  題目要不要定啊！第一天也是和疫情相關。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題目再討論，疫情這個要提早至下個星期。 

鄭委員光峰： 

  程序來得及嗎？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臨時會等一下再討論，你先確認開會時間。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修正第 3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自 8 月 4 日開始至 10 月 12 日閉幕。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修正通過。（敲槌決議） 

    有沒有臨時動議？ 

宋委員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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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是我們剛剛所討論的，看能不能在下個星期一召開臨時會，

討論高雄市政府採購富樂快篩劑，造成高雄市民的恐慌，與後續因

為檢驗所產生的問題，高雄市政府如何處理的專案報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看大家的意見，下個禮拜要找哪一天？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一定星期一。 

宋委員立彬： 

  看要下個星期的哪一天。 

朱委員信強： 

  時間確定一下。 

童委員燕珍： 

  時間確定一下，下星期幾？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要星期一，建議星期二以後，因為星期一剛好假日結束，服務

案件都很多。 

宋委員立彬： 

  不然星期二好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那就 6月 21日召開臨時會做專案報告，有關富樂快篩劑的專案報

告。 

宋委員立彬： 

  專案報告與後續相關處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就 21日星期二。 

宋委員立彬： 

  那就 21日專案報告，對於高雄市所採購之相關快篩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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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要侷限快篩劑，寫疫情相關就好，特別叫他報告快篩劑，這

樣好不好？ 

宋委員立彬： 

  我現在就是要強調因為快篩劑出包。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可能有些人遇到的問題不是快篩劑。 

宋委員立彬： 

  都可以問，我們只是針對快篩劑及疫情…。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所以我說議題用大一點，這個是要叫他報告的內容。 

宋委員立彬： 

  我的意思是快篩劑標在上面，下面可以寫「之相關疫情之專案報

告」，這樣就可以了。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高雄市新冠肺炎快篩劑採購及防疫作為」專案報告。 

宋委員立彬： 

  這樣可以，快篩劑一定要標出來。 

朱委員信強： 

  防疫寫在前面。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快篩劑在前面沒有關係，下面是比較大的議題。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啦！這樣大家什麼都可以問，不要說只有快篩劑。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防疫相關的都可以問。 

朱委員信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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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範圍比較廣。 

童委員燕珍： 

  可以再講一遍嗎？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高雄市新冠肺炎快篩劑採購及防疫作為專案報告」，這個還可

以稍微再修一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調整一下字。 

鄭委員光峰： 

  21日１天？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對，21日 1天。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臨時動議，有關快篩劑以及防疫作為的專案報告，在 6月 21日召

開臨時會專案報告。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請市長來做專案報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臨時動議通過。（敲槌決議）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