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內政委員會會議概況表
會議名稱
第1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2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3次
全體委員會議

日期
106.9.27
(三)

主席

會議內容

曾委員銘宗 選舉本會召集委員。

會議結果
選出賴委員瑞
隆、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為本
會召集委員。
106.10.2( 一 )
一至五案均處
理完竣。
(除第二案不當
黨產委員會中
1 案繼續凍結
外，其餘第
一、三、四、
五案均准予動
支。)

賴委員瑞隆 一、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行政院預算凍結項目
報告案計 21 案(含報告事項 7
案) 。
二、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預算凍結項目報告案計 2 案。
三、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客家委員會及所屬預
算凍結項目報告案計 40 案
(含報告事項 5 案)。
四、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臺灣省政府預算凍結
項目報告案計 1 案。
五、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臺灣省政府預算凍結
項目報告案計 1 案。
106.10.11 鄭委員天財 一、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 一、報告及詢答
Sra Kacaw
員 夷 將 ‧ 拔 路 兒 Icyang ‧
完畢，第二
(三)
Parod
案處理完
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
竣(准予動
況，並備質詢。
支)。
二、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二、第三案至第
算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預算
九案，原住
凍結項目報告案計 10 案(含
民身分法
報告事項 6 案)。
部分，另定
三、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
期繼續審
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案。
查(並決議
四、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原
召開至少
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
二場公聽
草案」案。
會)。
五、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本院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
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七、審查本院委員陳瑩等 18 人擬
106.10.2
（一）

第4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5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6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7次
全體委員會議

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八 、 審 查 本 院 委 員 鄭 天 財 Sra
Kacaw 等 18 人擬具「原住民
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九、審查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21 人
擬具「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
案」案。
鄭委員天財
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就「都市
106.10.12
Sra Kacaw 更新程序正義修法之方向，檢討
（四）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
更作業原則及公共設施保留地解
編作業」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
詢。
106.10.16 賴委員瑞隆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社會團體
法草案」案。
（一）
(本次會議僅進行詢答)
106.10.18
（三）

106.10.19
（四）

報告及詢答完
畢。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另定期繼續
審查。
賴委員瑞隆 一、邀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 一、報告及詢答
永得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
完畢。
概況（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 二、另定期繼續
理情形），並備質詢。
審查。
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客家
基本法修正草案」案。
(第二案僅進行詢答)
賴委員瑞隆 一、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率同 一、報告及詢答
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含
完畢。
上 會 期 臨 時 提 案 辦 理 情 二、第二案(准
形），並備質詢。
予動支)至
二、審查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第六案均審
算有關內政部及所屬預算繼
查完竣。
續凍結項目報告案計 5 案。
三、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二二
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二
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審查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擬具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警察
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
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請願文書 2 案。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函轉王克

第8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9次
全體委員會議

銓君行政訴訟狀，文中要求
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
償條例」欠妥之條文請願文
書。
(二)王克銓君有關不滿「二二八
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之資
料請願文書。
106.10.23 鄭委員天財 邀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
Sra Kacaw 針對
（一）
一、客家委員會及所屬執行年度
公務預算「浪漫臺三線」與
「客家新南向政策」各項計
畫預算執行率及補助各縣市
經費狀況。
二、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 106
年至 110 年「浪漫臺三線」
三期計畫之預算編列及地方
政府提案、補助情形。
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106.10.25 鄭委員天財 上午
Sra Kacaw 一、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
（三）
委員張小月、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田弘茂率
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情
形），並備質詢。
二、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預
算凍結書面報告案計 44 案
(含報告事項 19 案)。
下午
一、繼續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擬
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條之二條
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23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陳瑩等 16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 審查本 院委 員鄭天財
SraKacaw 等 18 人擬具「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
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

報告及詢答完
畢。

上午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第二案處理
完竣。(其中
9 案另擇期
處理，其餘
35 案 處 理
完竣。)

下午
第一案至第五
案 均審查完
竣。

第 10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11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12 次
全體委員會議

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本院委員簡東明、
曾銘宗等 17 人擬具「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
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106.10.26 鄭委員天財 一、邀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
Sra Kacaw
李仲威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
（四）
務概況，並備質詢。
二、審查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
議，
「選舉業務」項下「選務
策進」繼續凍結 30 萬元，檢
送選舉業務費解凍書面報
告，請查照案。
106.10.30 賴委員瑞隆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省市地方政府（臺
（一）
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
福建省政府）主管收支部分。
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收支部分。
三、審查臺灣省政府「補、捐（獎）
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或個
人經費報告表」共 3 案。
四、審查臺灣省諮議會「辦理政
策宣導相關之廣告彙整表」
共 3 案。
五、審查福建省政府「補、捐（獎）
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或個
人經費報告表」共 3 案。
106.11.1 賴委員瑞隆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內政部警政署及所
（三）
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
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
空中勤務總隊收支部分。
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關於內
政部主管「新住民發展基
金」、「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
役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
基金」收支部分。
三、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第二案審查
完竣。(准
予動支)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除第二案另
定期繼續
處理外，其
餘均審查
完畢。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除第一案中
消防署及
所屬、移民
署，及第二
案中內政
部主管「新
住民發展
基金」另定
期繼續處
理外，其餘
各案均審
查完竣。

內政、司法
及法制委
員會第 1 次
聯席會議

106.11.2
（四）

賴委員瑞隆

內政、司法
及法制委
員會第 2 次
聯席會議

106.11.6
（一）

賴委員瑞隆

第 13 次

106.11.8
（三）

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106.11.9
（四）

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全體委員會議

第 14 次
全體委員會議

計表─非營業部分）關於內
政部主管「在校學生獎學基
金」、「劉存恕先生警察子女
獎學基金」、「萬善培先生獎
學基金」、「誠園獎學基金」、
「劉竹琛先生警察子女獎學
基金」收支部分。
四、審查 107 年度財團法人預算
案關於內政部函送「臺灣省
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
會」、「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
助基金會」預算書案。
審查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
委員提名名單，陳英鈐為委員並
為主任委員、陳朝建為委員並為
副主任委員、周志宏、蔡佳泓、
許惠峰及林瓊珠均為委員，請同
意案。
繼續審查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
員會委員提名名單，陳英鈐為委
員並為主任委員、陳朝建為委員
並為副主任委員、周志宏、蔡佳
泓、許惠峰及林瓊珠均為委員，
請同意案。
一、審查委員顏寬恒等 18 人擬具
「平均地權條例增訂第三十
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擬具「平均地權條例
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三、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消
防署署長陳文龍、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銓敍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針對改善我國
消防人力短缺、裝備不足及
捕蜂捉蛇之業務歸屬專題報
告並備質詢。
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針
對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 12 餘
年，相關部會落實原住民族基本
法概況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另請行政院副秘書長、司法院副
秘書長、考試院副秘書長、行政
院主計總處副主計長、內政部次
長、教育部次長、法務部次長、

訂 於 106.11.6
繼續審查。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審查完竣。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審查完竣。

報告及詢答完
畢。

第 15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16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經濟部次長、交通部次長、勞動
部次長、衛生福利部次長、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列席並備質詢。
106.11.13 賴委員瑞隆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一）
主管收支部分。
二、審查客家委員會及所屬「補、
捐（獎）助其他政府機關、
團體或個人經費報告表」共 3
案。
三、審查客家委員會及所屬「辦
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彙整
表」共 2 案。
106.11.15 鄭委員天財 上午:
Sra Kacaw 一、「國家安全法」：
（三）
(一)繼 續 審 查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國家安全法第五條及第七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國家安全法第九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三)審查本院委員顧立雄、鄭麗
君、尤美女等 21 人擬具「國
家安全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四)審查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19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羅致政等 16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本院委員莊瑞雄等 21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審查本院委員 KolasYotaka
等 16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
二條之一及第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八)審 查 本 院 委 員 鄭 天 財
Srakacaw 等 18 人擬具「國家
安全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九)審查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8
人「國家安全法第五條條文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審查完竣。

上午：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國家安全
法 」 第 一
案、第七案
至第九案法
案併案審查
完竣，其餘
各法案另定
期 繼 續 處
理，第十五
案請願案審
查完竣
三、「政治獻金
法」另定期
繼續處理。

修正草案」案。
(十)審查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五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 審 查 本 院 委 員 陳 其 邁 等
29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增
訂第五條之二條文草案」
案。
(十二) 審 查 本 院 委 員 王 定 宇 等
18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
二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 審 查 本 院 委 員 葉 宜 津 等
17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增
訂第二條之二條文草案」
案。
(十四) 審 查 本 院 委 員 劉 世 芳 等
16 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
二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審查請願文書 1 案。
杜麗芳君(博崴媽媽) 為
請開放山林與大海，讓人
民營造自己的家園，建議
廢除國安法請願文書。
二、審查「政治獻金法」：
(一)本院委員莊瑞雄等 21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高志鵬等 23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18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18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及
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六)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8 人「政
治獻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下午 3 時：
(七)本院委員羅致政等 16 人擬 計 4 案繼續凍

第 17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18 次
全體委員會議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及
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本院委員林德福等 23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七條及第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下午 3 時:
繼續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預算凍
結書面報告案計 9 案(含報告事項
1 案)
106.11.16 賴委員瑞隆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行政院主管收支部
（四）
分。
二、審查行政院「辦理政策宣導
相關之廣告彙整表」共 3 案。
106.11.20 鄭委員天財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Sra Kacaw
算案關於內政部收支部分。
（一）
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內政部營建署及所
屬、建築研究所收支部分。
三、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關於內
政部主管「營建建設基金」、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
部分。
四、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關於內
政部主管「黃瑞景先生獎學
基金」、「胡原洲女士獎(助)
學基金」、「內政部空勤三勇
士子女生活照顧基金」收支
部分。
五、審查 107 年度財團法人預算
案關於內政部函送「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
究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財團
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
社」預算書案。
六、審查內政部「補、捐（獎）
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或個
人經費報告表」共 3 案。

結， 其餘各案
均准予動支。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審查完竣。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第八案處理
完竣，其餘
各案另定期
繼續審查。

第 19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20 次
全體委員會議

七、審查內政部「辦理政策宣導
相關之廣告彙整表」共 3 案。
八、審查內政部函為 104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該部主管「住
宅基金」凍結項目報告案計 1
案。
(僅處理第八案，其餘各案僅詢
答)
106.11.21 鄭委員天財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Sra Kacaw
算案關於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三）
主管─海岸巡防署、海洋巡
防總局、海岸巡防總局及所
屬收支部分。
二、審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
屬「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
告彙整表」共 2 案。
106.11.22 鄭委員天財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
Sra Kacaw
分：
（四）
(一)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擬具「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擬具「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三、「原住民族基本法」部分：
( 一)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20 人擬具「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9 人擬具「原
住民族基本法增訂第二十八
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陳瑩等 22
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8 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6 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各案均另定
期審查。

一、第一案及第
二案，另定
期繼續審
查。
二、第三案審查
完竣。

第 21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22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23 次
全體委員會議

第 24 次
全體委員會議

106.11.27
（一）

106.11.29
（三）

賴委員瑞隆

賴委員瑞隆

106.11.30
（四）

賴委員瑞隆

106.12.4
（一）

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上午：
繼續審查
一、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關於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收支部分。
二、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
主管「新住民發展基金」收
支部分。
下午：
繼續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社會團體
法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賴瑞隆等 16 人擬具
「社會團體法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洪宗熠等 25 人 擬
具「社會團體法草案」案。
上午：
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收支部分。
下午：
繼續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社會團體
法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賴瑞隆等 16 人擬具
「社會團體法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洪宗熠等 25 人擬具
「社會團體法草案」案。
繼續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客家基本
法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林為洲等 18 人擬具「客
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案。
一、邀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
員陳英鈐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情
形），並備質詢。
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收支部分。
三、審查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
行情形」共 4 案。

上午議程：
均審查完竣。

下午議程:
於下次會議
(106.11.29)繼
續審查。

上午議程：
審查完竣。

下午議程:
審查完竣。

審查完竣。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審查完竣。

第 25 次
全體委員會議

公聽會
第 26 次
全體委員會議

公聽會
第 27 次
全體委員會議

106.12.6
（三）

106.12.6
（三）
106.12.7
（四）

鄭委員天財 一、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一、報告及詢答
算案關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完畢。
Sra Kacaw
收支部分。
二、各案均另定
二、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
期繼續審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查。
107 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
案。
三、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
策進會 107 年度預算書案。
四、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
捐（獎）助其他政府機關、
團體或個人經費報告表」共 2
案。
五、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
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彙整
表」共 4 案。
鄭委員天財 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
舉辦完畢
Sra Kacaw
鄭委員天財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
分：
Sra Kacaw
（一）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
等 17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增訂部分條文草
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擬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擬具「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關於內政部收支部
分。
鄭委員天財 新住民基本法草案
Sra Kacaw

除委員廖國棟
等 17 人擬具「公
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增訂部分
條文草案」案另
定期審查外，餘
均審查完竣。

106.12.7
舉辦完畢
(四)
一、報告及詢答
106.12.11 賴委員瑞隆 一、「姓名條例」：
完畢。
（一）
(一)審查本院委員 Kolas Yotaka
「姓名條例」
等 21 人擬具「姓名條例第二 二、
另定期繼
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續審查。

(二)本院委員林岱樺等 18 人擬 三、「殯葬管理
具「姓名條例第十五條條文
條例」：委
修正草案」案。
員鄭天財
二、「殯葬管理條例」：
Sra Kacaw
(一)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等 16 人第
16 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
十二條提
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
案及委員
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9 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張麗善等

( 三)審 查本院 委員鄭 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擬具「殯葬管
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審查完

22 人第六
十一條提
竣。餘各案

另定期繼
案」案。
續審查。
(四)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20
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二 四、「社會秩序
維護法」，
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另定期繼
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張麗善等 22
續審查。
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社會秩序維護法」：
(一)繼續審查本院委員羅致政等
18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
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
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邱泰源等
29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繼續審查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2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八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之

一及第八十九條之二條文修
正草案」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王定宇等 22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十九條、第六十四條及第六
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七)審查本院委員徐榛蔚等 18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八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審查本院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八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第 28 次
全體委員會議

106.12.13 賴委員瑞隆 一、審查本院委員賴瑞隆等 23 人 第一、二案，均
（三）
擬具「海洋基本法草案」案。 另 定 期 繼 續 審
二、審查本院委員楊曜等 17 人擬 查。
具「海岸巡防法第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第 29 次
全體委員會議

106.12.14 賴委員瑞隆 一、審查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擬具 一、法案部分
（四）
「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1.審竣部分:
案」案。
「 地 政 士
二、審查「人民團體法」：
法」：
（一）委員賴瑞隆等 18 人擬具
委員王榮璋
「人民團體法第四十六條
等 17 人擬具
之一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
「地政士法
正草案」案。
第十一條條
（二）委員賴瑞隆等 21 人擬具
文修正草案」
「人民團體法增訂第四十
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委員陳其邁等 30 人擬具
「人民團體法增訂第五十
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審查「合作社法」：
（一）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擬具
「合作社法第三十三條條

案。
「替代役實施
條例」：
委員馬文君
等 16 人第二
十條提案、委
員馬文君等
17 人第三十

文修正草案」案。

八條提案、委

（二）請願文書 2 案：
員吳琪銘等
1.台中市議會為建請修正
16 人第四十
「合作社法」，以保員工
一條提案、委
及社員權益請願文書。
員馬文君等
2.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
18 人第四十
會為對行政院之「合作社
三條及第四
法修正草案」提出建議，
十五條之一。
請於該 法修 正時納 入 審 2. 餘 各 案 另 定
查，俾利合作事業未來發
期繼續審查。
展請願文書 2 份。
三、請願案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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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審查「地政士法」：
（一）委員王榮璋等 17 人擬具
「地政士法第十一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擬具
「地政士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案。
（三）委員洪宗熠等 20 人擬具
「地政士法第四十九條及
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請願文書 2 案。
1.桃園縣第一地政士公會
為（一）建請行政院考慮
撤回有關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覆議案；（二）建
請立法 院能 否決有 關 地
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覆議
請願文書。
2.周月琇君為「地政士法」
無法約 束不 肖地政 士 妨
害不動產交易安全，建請
修法請願文書。
六、審查「警察法」：

分：共 4 案
均審查完
畢。

（一）委員吳琪銘等 18 人擬具
「警察法第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二）委員羅致政等 20 人擬具
「警察法第五條及第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審查「替代役實施條例」：
（一）委員賴瑞隆等 26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陳瑩等 16 人擬具「替
代役實施條例第四條及第
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等
16 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
例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
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馬文君等 16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馬文君等 17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十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吳琪銘等 16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
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馬文君等 18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
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陳怡潔等 21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增訂第
五十五條之四條文草案」
案。
第 30 次
全體委員會議

106.12.18 鄭委員天財 一、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 除 委 員 林 德 福
（一）
總預算案關於行政院海岸巡 等 23 人 擬 具
Sra Kacaw
防署主管─海岸巡防署、海
「政治獻金法

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總局 第 七 條 及 第 十
及所屬部分。
五條條文修正
二、繼續審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草案」案另定期
及所屬「辦理政策宣導相關
審查外，各案均
之廣告彙整表」共 2 案。
審查完竣。
三、繼續審查「政治獻金法」：
(一)本院委員莊瑞雄等 21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高志鵬等 23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18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18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及
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六)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8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七)本院委員羅致政等 16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及
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本院委員林德福等 23 人擬
具「政治獻金法第七條及第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關於內政部部分。
五、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關於內政部營建署
及所屬、建築研究所部分。
六、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

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營
建建設基金」、「國土永續發
展基金」。
七、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
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黃
瑞景先生獎學基金」、「胡原
洲女士獎(助)學基金」、「內
政部空勤三勇士子女生活照
顧基金」。
八、繼續審查 107 年度財團法人
預算案關於內政部函送「財
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
究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財團
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
社」預算書案。
九、繼續審查內政部「補、捐（獎）
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或個
人經費報告表」共 3 案。
十、繼續審查內政部「辦理政策
宣導相關之廣告彙整表」共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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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0 鄭委員天財 12 月 20 日：
（三）及
「國
Sra Kacaw 一、繼續審查「原住民身分法修 1.法案部分：
12.21(四)
正草案」案
籍法」
、「原住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身
民身分法」另
分法修正草案」案。
定期繼續審
(二)本院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擬
查。
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 2. 預 算 部 分 ：
修正草案」案。
「財團法人
(三)本院委員陳瑩等 18 人擬具
原住民族文
「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
化事業基金
修正草案」案。
會 107 年度預
(四)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算書及相關
等 18 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
資料案」案，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另定期繼續

(五)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21 人擬
審查。
具「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 3. 其 餘 各 案 均
案。
審查完竣。
(六)本院委員 Kolas Yotaka 等
19 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修
正草案」案。
二、處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有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
化事業基金會預算凍結項目
報告案計 1 案。
三、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原住民族委員會部
分。
四、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關於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中心部分。
五、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
分關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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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預算書及相關
資料案」案。
七、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
機關、團體或個人經費報告
表」共 5 案。
八、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
彙整表」共 4 案。
12 月 21 日：
（一）審查「國籍法」：
１、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17 人擬
具「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２、本院委員蔡培慧等 22 人擬具

「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３、本院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
「國籍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４、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擬具
「國籍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５、請願文書 2 案。
1. 振 化 音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宇宸）為請立即決議
三讀通過其所提「中華民
國國籍法」之請願文書。
2. 劉 泓 志 君 等 為 要 求 增 訂
「國籍法」第 20 條之罰
則及追回薪水之法律依
據請願文書 2 份。
（二）審查「地方民意代表費用
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
助條例」：
１、本院委員鄭寶清等 21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２、本院委員陳瑩等 16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３、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４、本院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５、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16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６、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6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７、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８、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補助條例第七條、第九條
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９、請願文書 1 案。
高雄市議會為使地方民意代
表公費助理制度之運行能與
時俱進，建請大院修正「地
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 6
條條文」請願文書乙份，
（三）繼續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關於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收支部分。
（四）繼續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 107 年度預算書及相關
資料案。
（五）繼續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
化合作策進會 107 年度預算
書案。
（六）繼續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補、捐（獎）助其他政

府機關、團體或個人經費報
告表」共 2 案。
（七）繼續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
告彙整表」共 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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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5 賴委員瑞隆 一、都市更新條例：
（一）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都
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修正
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修正
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委員江永昌等 18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親民黨黨團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七）繼續審查委員李俊俋等 26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第十
六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八）繼續審查委員江永昌等 20
人擬具「都市更新條例第十
八條、第五章章名及第五十
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審查委員尤美女等 20 人擬
具「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案。
（十）審查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
具「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除請願文書 5 案
審查完畢外，其
餘均另定期繼
續審查。

（一）審查委員陳其邁等 16 人擬
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
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委員蔡易餘等 19 人擬
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請願文書 5 案。
1.謝評全君為建請審酌修正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有關競選活動規定及課予
違反者行政制裁請願文書。
2.台灣革命黨為選舉保證金
制度違憲，建議應予廢止請
願文書。
3.江富滿君為建請修法禁止
參選人沿路拜票發廣告請
願文書。
4.吳舜安君等為徹底杜絕賄
選，建議提高基層選舉檢舉
賄選獎金或市長改為官
派，並廢除鄉鎮市民代表會
請願文書。
5.吳萬固君為建議取消政黨
補助款及每票補助費 30 元
請願文書。
三、審查委員王榮璋等 17 人擬具
「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四、審查委員王榮璋等 17 人擬具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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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7 賴委員瑞隆 一、繼續審查委員王榮璋等 17 人
（三）
擬具「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王榮璋等 17 人

除「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委
員陳其邁等 16
人提案、委員劉

擬具「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八 世芳等 17 人提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人民團體法」：
（一）委員賴瑞隆等 18 人擬具
「人民團體法第四十六條之
一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二）委員賴瑞隆等 21 人擬具
「人民團體法增訂第四十九
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委員陳其邁等 30 人擬具
「人民團體法增訂第五十九
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
（一）委員陳其邁等 16 人擬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蔡易餘等 19 人擬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委員邱志偉等 16 人
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
擬具「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七、繼續 審查「 替代 役實施條
例」：
（一）委員陳怡潔等 21 人擬具
「替代役實施條例增訂第五
十五條之四條文草案」案。
（二）委員陳瑩等 16 人擬具「替
代役實施條例第四條及第五

案)、
「殯葬管理
條例」
、
「都市更
新條例」
、
「都市
再生特別條例
草案」另定期繼
續審查外，其餘
均審查完竣。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等 16
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四條、第五條及第十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八、繼續審查「都市更新條例」：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都市更
新條例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案。
（三）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案。
（四） 委員江永昌等 18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五）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六）親民黨黨團擬具「都市更
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七）委員李俊俋等 26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第十六條及
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八）委員江永昌等 20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第十八條、
第五章章名及第五十二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尤美女等 20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案。
(十)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都
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九、繼續審查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
擬具「都市再生特別條例草
案」案。
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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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5 賴委員瑞隆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舉辦完畢
(一)
106.12.28 賴委員瑞隆 一、繼續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 一、「財團法人
（四）
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
原住民族文
事業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書
化事業基金
及相關資料案」案。
會 107 年度
二、繼續審查「都市更新條例」：
預算書及相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都市更新
關資料案」
條例修正草案」案。
案 審 查 完
（二）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擬具
竣。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二、法案部分均
案。
（三）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案。
（四)委員江永昌等 18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六）親民黨黨團擬具「都市更
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七）委員李俊俋等 26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第十六條
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八）委員江永昌等 20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第十八
條、第五章章名及第五十二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尤美女等 20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案。

另 定 期 審
查。

（十）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
擬具「都市再生特別條例草
案」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