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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12日（星期二）中午 12時至 12時 13分           

地    點  紅樓 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李麗芬  吳玉琴  邱泰源  陳曼麗  郭正亮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吳焜裕  蔣絜安 

          許毓仁  陳宜民  周春米  陳靜敏  童惠珍  林奕華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列    席  郭副處長明政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 9屆第 7會期第 4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 9屆第 7會期第 5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草案報告事項  

      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李進勇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 

      ，請同意案，依民進黨黨團(李委員麗芬) 提議通過，暫緩列案，其餘 

      各案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  

      院委員陳靜敏等 17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 

      、第七十六條及第一百零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6 案、 (國民黨黨團)  

      19 人擬具「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 

      一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 具「公民投票法 

      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等 2案，共計 9案照列； (國民黨黨團增 

      列) 27 人擬具「自由貿易經濟特區特別條例草 

      案」，經提案委員來函撤回，予以刪除。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3月 15日) 

      討論事項(3月 19日) 

      議程討論事項編列及順序依民進黨黨團（李委員麗芬) 提案表決通過； 

       

      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江啟臣等 20人及委員呂玉玲等 22人分別擬具「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 14案。 

      討論事項提案： 

       1 司法及法制 

          、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江啟臣 

          等 20人及委員呂玉玲等 22人分別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 

          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 14案。 

          決定：照案通過。（經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11 人，贊成者 8 人， 

                反對者 1人，棄權者 2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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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時代力量黨團（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 

          員）提議：  

          行政院函請審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六十七條 

          及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 7案。 

          主席宣告：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均已確定，其他提案 

                    不再處理。】 

  二、請願案件 

     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4案) 

       （第 1案及第 2案，送請經濟委員會審查） 

          1、中華民國◎◎◎◎◎為建請延長產業創新條例適用期限，並 

             增加更具吸引力的租稅優惠項目，俾能順利招引國內外資金投 

             資台灣案。 

          2、中華民國◎◎◎◎◎為建請儘速審查通過「新經濟移民法草 

             案」，以協助我工商界順利延攬外國優質人才與人力，充沛所 

             需人力資源，維繫企業永續經營與發展案。 

       （第 3案及第 4案，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3、◎◎◎為反對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陳請將「司法院釋字 748  

             號解釋施行法」退回行政院案。 

          4、中華民國◎◎◎◎◎公會全國聯合會檢送本公會就「行政訴 

             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意見，建請審議參酌案。 

     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 1 案及第 2 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 

       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為 108年度台抗字第◎◎◎案，請督促法院依法辦理案。 

        2、◎◎◎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7 訴字第◎◎◎案，有關印鑑證 

           明及遺囑致告訴人應繼份受有損害事，陳請伸張正義案。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 1 案至第 3 案，  

       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為違反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者，依受 

           刑人違規情節及懲罰參考標準懲處，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予修 

           正案。（函轉法務部） 

        2、◎◎◎為金門呂姓縣民因醫療專機未及時出勤，後送延誤近 1.5  

           小時導致休克身亡。建請檢討有關金門醫療專機駐地備勤執行相 

           關措施案。（函轉衛生福利部） 

        3、◎◎◎為請求解決司法公務員大量製作不實公文書阻礙人民陳情 

           、訴訟與建構司法高牆問題；並請求對司法公務員惡意連續出具 

           不實公文書的懲處與罪責採用累計罰則之修法案。（函轉司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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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院會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簡表 

案號 法 案 名 稱 條數 

1.  
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江啟臣
等 20 人及委員呂玉玲等 22 人分別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七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1 

2.  
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定宇等 23 人擬具「軍
事審判法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邱志偉等 18 人擬具「軍事審判法第十
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4 

4.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公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王定宇等 22 人及委員費鴻泰等 16 人分別擬具「公證法第七十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6 

5.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曾銘宗等 17 人、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及委員王榮
璋等 19 人分別擬具「財政紀律法草案」。 

19 

6.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江永昌等 16 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7.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4 

8.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徐志榮等 17 人擬具「醫事放射師法
第三條、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 

9.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羅致政等 21 人擬具「民防法第六條及第十六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2 

10.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曜等 17 人擬具「海岸巡防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1 

11.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 108
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12.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 108 年
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13.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108 年度預算書案。 

 

14.  

(一) 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七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 16 人擬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條、第三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親民黨黨團、委員李鴻鈞等 17 人、委員郭正亮等 17 人、委員趙正宇等 16
人、委員陳曼麗等 19 人、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分別擬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 22 人擬
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
量黨團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五
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 18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盧秀燕等 34 人擬具「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蕭美琴等 19 人擬具「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蕭美琴等 19 人擬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 本院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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