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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10日（星期二）中午 12時至 12時 18分           

地    點  紅樓 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Kolas Yotaka  王 榮 璋   郭正亮   邱泰源   林靜儀   李麗芬                                                                                                                                                                                                                                                                                                    
          施義芳        蔡 培 慧   尤美女   周春米   柯志恩   蔣萬安                                                                                                                                                                                     
          曾銘宗        周陳秀霞   吳玉琴   李彥秀   江啟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林德福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列    席  高處長百祥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 9屆第 5會期第 7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 
      議程草案編列通過；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  
      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顏大和任期於 107 年 5 月 7 日屆滿，茲依據 
      法院組織法第 66 條第 8 項之規定，提名江惠民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總長，咨請同意案等 334 案、（國民黨黨團）（335)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等 29 案、（時代力量黨團）（364)本院委員林昶佐等 20 人擬具「政治 
      檔案條例草案」等 4 案及（親民黨黨團）（368)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 
       「軍警消生活安定基金設置條例草案」，共計 368 案照列（上述審定 
      報告事項增列部分，如與今日上午院會通過之報告事項，有重複列案 
      者，授權議事處刪除)。 
      議程討論事項編列及順序依民進黨黨團（Kolas Yotaka 委員)提案表決 
      成中華民國 107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 
      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 
      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財政委員會營業、非營業及信託基 
      金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等 12 案；本次議程討論事項所列各 
      案，如於今日下午院會處理完畢、或完成三讀者、或審查報告未送達本 
      會者，授權議事逕予刪除。 
      討論事項提案： 
       1、民進黨黨團（Kolas Yotaka 委員）提議：議程討論事項  
          財政委員會報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 
          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等 12案。 
          決定：照案通過。（經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17 人，贊成者 10 人， 
                反對者 5人，棄權者 2人。) 
       2、國民黨黨團（蔣委員萬安）提議：議程討論事項增列本院國民黨黨 
          團，有鑑於新北市政府於 2014 年已在深澳灣附近公告劃設「瑞芳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爰此，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要求深澳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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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電廠相關之環評應退回重新審查並於一個月內，邀請賴清德院長 
          率相關首長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案等 9 
          案，順序授權議事處排列。 
       3、時代力量黨團（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 
          提議：議程討論事項增列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 
          案等 9案。 
          主席宣告：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已確定，其他提案不 
                    再處理。】 
  二、請願案件 
     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2案) 
       （第 1案送請內政委員會審查） 
          1、◎◎◎為建請修地方制度法相關條文(如第 83 條之 3、83 條之 7  
              及 87條之 3)，以符合直轄市原住民區之自治精神案。       
       （第 2案送請交通委員會審查） 
          2、中華民國◎◎◎◎◎◎駛員全國總工會為建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 
             者，處罰金額比照「拒絕酒測」罰鍰九萬元案。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 1 案至第 9 案，函 
       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大◎◎◎濟世黨為就雲林縣台西鄉台興段 61 號道路外堤防內 300  
           公頃國有土地，建議作為綠能養殖專區案。（函轉經濟部） 
        2、大◎◎◎濟世黨為就雲林縣林內、莿桐、西螺濁水溪兩岸堤防內 
           600 公頃國有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 
           轉經濟部） 
        3、大◎◎◎濟世黨為建議彰化縣大城、芳苑鄉堤防外 1.2 萬公頃填海 
           造陸，申設綠能國際機場案。（函轉交通部） 
        4、◎◎◎為本人二案陳情事項經貴院程序委員會函轉法務部處理，至 
           今未獲回復事陳情案。（函轉法務部） 
        5、大◎◎◎濟世黨為就新北市鶯歌區大湖段、圳子頭坑段 70-15 號土 
           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新北市政府）     
         6、大◎◎◎濟世黨為就南投縣南投市東施厝段 363-2 號等 3 筆土地，  
           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南投縣政府） 
        7、大◎◎◎濟世黨為就南投縣草屯鎮新埔段 52 號土地，申辦太陽能 
           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南投縣政府） 
        8、大◎◎◎濟世黨為就雲林縣口湖鄉埔北段 100 號等 4 筆土地，申辦 
           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擬函轉雲林縣政府） 
        9、大◎◎◎濟世黨為就雲林縣斗六市光明段 309 號等 4 筆土地，申辦 
           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雲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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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8 次院會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簡表  
 . 

案 號 法 案 名 稱 條數 

1.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財政委員
會營業、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 

 

2.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郭正亮等 18 人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1 

3.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李昆澤等 17 人擬具「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
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趙正宇等 16 人、委員陳明文等 17 人、委員趙正宇等
18 人、委員劉世芳等 18 人、委員顏寬恒等 18 人、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分別擬
具「土地徵收條例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4.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及委員羅致
政等 20 人分別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6 

5.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
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 

6.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
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7.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 

4 

8.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9.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 18 人擬具「法務部組織法第五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 18 人擬具「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
百十四條之二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案。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