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會期各項會議及考察概況表
序
時
號

1

間

107.3.8
〈四〉

會

次

議

題

輪值
召委

在場委
第1次
員推舉
全體委 選舉第 9 屆第 5 期本會召集委員。 邱委員
員會議
泰源擔
任主席

2

107.3.12
〈一〉

第2次
全體委
員會議

3

107.3.14
〈三〉

＊

4

107.3.15
〈四〉

第3次
全體委
員會議

備

註

召集委員：
陳委員宜民、
邱委員泰源。
紀律委員會召集
委員：
陳委員宜民。

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兒童及少年
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
說明及詢答完
邱泰源 畢，另擇期繼續
案」。
(二)本院委員呂孫綾等 19 人擬具
審查。
「兒童及少年教育發展與儲
蓄帳戶條例草案」等 2 案。
考察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及大
新竹地區醫療體系分工、長照 2.0 邱泰源
執行與偏鄉醫療資源配置現況。
一、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列
一、報告及詢答
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完畢。
二、審查：
二、說明及詢答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空氣污
完畢，另擇
染防制法修正草案」
。
期 繼 續 審
(二)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3 人
查。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委員林淑芬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邱泰源
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五)委員吳玉琴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六)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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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員賴瑞隆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八)委員蔣萬安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九)委員陳宜民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委員陳曼麗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一)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二)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三)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四)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五)委員吳焜裕等 18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十六)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七)委員賴瑞隆等 18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
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
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
(十八)委員劉世芳等 22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
條、第八條及第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
(十九)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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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
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
正草案」。
(二十)委員陳歐珀等 22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
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一)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
(二十二)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
(二十三)委員陳宜民等 20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
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八十
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
(二十五)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二條及第二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六)委員趙天麟等 17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二條及第二十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七)委員洪宗熠等 22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五條及第十七條條文
修正草案」。
(二十八)委員賴瑞隆等 21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九)委員劉世芳等 16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委員林德福等 24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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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
(三十一)委員徐永明等 17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二)委員邱泰源等 29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三)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四)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五)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六)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三十七)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
十八條及第五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三十八)委員洪慈庸等 17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三十五條及第六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九)委員陳曼麗等 21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委員蔣乃辛等 16 人擬
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一)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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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19
〈一〉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五十六條及增訂第五十
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二)委員賴士葆等 18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五十六條及增訂第五十
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三)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五十六條、第六十條及第
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四)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五)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六)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七)委員林淑芬等 28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八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八)委員蔣乃辛等 19 人
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增
訂第八十四條之一條、增
訂第八十四條之二及第
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等 48 案。(本日僅進行詢
答)
第 4 次 針對深澳火力發電廠擴建環評計
報告及詢答完畢
陳宜民
全體委 畫，對北北基及全台空氣品質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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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3.21
〈三〉

7

107.3.22
〈四〉

8

107.3.26
〈一〉

9

107.3.28
〈三〉
107.3.29
〈四〉

員會議 嚴重之污染與影響，特邀請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李署長應元及詹副署
長順貴、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新北市政府及各環評審查委員
就其理由及因應對策列席報告，並
備質詢。
第5次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列席報告業
全體委
務概況，並備質詢。
員會議
邀請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就「SARS
第 6 次 十五週年，醫護勞動條件之改善情
形-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降低我
全體委
國醫護護病比、醫療評鑑與勞動權
員會議
益檢查、整體醫療環境」列席報
告，並備質詢。
第7次
邀請勞動部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
全體委
況，並備質詢。
員會議
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空氣污染防
制法修正草案」。
(二)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3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三)委員林淑芬等 18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第 8 次 (四)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擬具「空
全體委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員會議
草案」
。
(五)委員吳玉琴等 17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六)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七)委員賴瑞隆等 20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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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民

報告及詢答完畢
。

陳宜民

報告及詢答完畢
。

邱泰源

報告及詢答完畢
。

邱泰源 擇期繼續審查。

(八)委員蔣萬安等 17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九)委員陳宜民等 17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十)委員陳曼麗等 22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十一)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二)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三)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四)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五)委員吳焜裕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六)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氣污
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十七)委員賴瑞隆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條、第
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
(十八)委員劉世芳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
八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十九)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條及
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委員陳歐珀等 22 人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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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一)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二)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三)委員陳宜民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第十四
條及第八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十五)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十六)委員趙天麟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十七)委員洪宗熠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五條
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八)委員賴瑞隆等 21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九)委員劉世芳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委員林德福等 24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一)委員徐永明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二)委員邱泰源等 29 人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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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三)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四)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五)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六)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七)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及第
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
(三十八)委員洪慈庸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五
條及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九)委員陳曼麗等 21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八
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委員蔣乃辛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一)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
條及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
。
(四十二)委員賴士葆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
條及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
。
(四十三)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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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條
文修正草案」
。
(四十四)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五)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六)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一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七)委員林淑芬等 2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八)委員蔣乃辛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增訂第八
十四條之一條、增訂第八十四
條之二及第八十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
(四十九)委員王惠美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委員林岱樺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一)委員陳曼麗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草
案」。
(五十二)委員吳焜裕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三)委員吳玉琴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四)委員盧秀燕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五十五)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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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2
〈一〉

107.4.9
〈一〉
107.4.11
11
〈三〉
107.4.12
〈四〉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十六)委員許毓仁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五十七)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八)親民黨黨團擬具「空氣污
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等 58 案。
（二天一次會）
考察台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
學兒童醫院及台中醫院之兒童醫
＊
陳宜民
療現況與展望、社會安全網中如何
落實保護兒童權益。
(4 月 9 日及 4 月 11 日)
(4 月 9 日及 4 月
繼續審查：
11 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空氣污染防
審查完竣。
制法修正草案」。
(二)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3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三)委員林淑芬等 18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第 9 次 (四)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擬具「空
全體委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邱泰源
員會議
草案」
。
(五)委員吳玉琴等 17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六)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七)委員賴瑞隆等 20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八)委員蔣萬安等 17 人擬具「空
11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九)委員陳宜民等 17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十)委員陳曼麗等 22 人擬具「空
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
(十一)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二)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三)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四)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五)委員吳焜裕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十六)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氣污
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十七)委員賴瑞隆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條、第
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
(十八)委員劉世芳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
八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十九)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條及
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委員陳歐珀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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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正草案」
。
(二十一)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二)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二十三)委員陳宜民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第十四
條及第八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十五)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十六)委員趙天麟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十七)委員洪宗熠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五條
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八)委員賴瑞隆等 21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二十九)委員劉世芳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委員林德福等 24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一)委員徐永明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二)委員邱泰源等 2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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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三)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四)委員蘇治芬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五)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十六)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七)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及第
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
(三十八)委員洪慈庸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五
條及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三十九)委員陳曼麗等 21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八
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十)委員蔣乃辛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一)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
條及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
。
(四十二)委員賴士葆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
條及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
。
(四十三)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
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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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正草案」
。
(四十四)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五)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六)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一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七)委員林淑芬等 2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十八)委員蔣乃辛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增訂第八
十四條之一條、增訂第八十四
條之二及第八十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
(四十九)委員王惠美等 22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委員林岱樺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一)委員陳曼麗等 18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草
案」。
(五十二)委員吳焜裕等 20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三)委員吳玉琴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四)委員盧秀燕等 17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
條、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五十五)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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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十六)委員許毓仁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五十七)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五十八)親民黨黨團擬具「空氣污
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五十九)委員徐志榮等 16 人擬具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七條條文
修正草案」。
(六十)國民黨黨團擬具「空氣污染
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60 案。(逐條審查)
(4 月 12 日)
一、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兒童及
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
戶條例草案」
。
(二)本院委員呂孫綾等 19 人
擬具「兒童及少年教育發
展與儲蓄帳戶條例草
案」。
(三)委員委員柯志恩等 17 人
擬具「兒童及少年未來教
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
案」。
(四)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
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
(五)委員陳曼麗等 16 人
擬具「兒童及少年教育與
發展帳戶條例草案」
。
(六)委員李麗芬等 21 人擬具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
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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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
一、審查完竣。

(七)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擬具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
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
(八)委員陳亭妃等 17 人擬具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
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等
8 案。
(於討論事項第二、三、四後
進行逐條審查)
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十一條、第二十一條及第
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
(二)本院委員陳宜民等 16 人
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
保障條例第十一條、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三)委員林靜儀等 16 人擬具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
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
障條例第十二條及第二
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
三、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傳染病
防治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
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
四、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藥事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二)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
擬具「藥事法第六條、第
七條及第四十條之二條
文修正草案」等 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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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完竣。

三、審查完竣。

四、擇期繼續審
查。

（三天一次會）

12

107.4.16
〈一〉

107.4.18
〈三〉
13
107.4.19
〈四〉

第 10 次 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
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深
報告及詢答完畢
全體委
陳宜民
澳發電廠內保育區範圍劃定及環
。
員會議
評爭議」列席報告，並備質詢。
(4 月 18 日)
(4 月 18 日)
一、邀請衛生福利部就「食品藥物
一、報告及詢答
管理署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
完畢。
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準』，增訂 8 項亞硫酸鹽漂白
劑在發酵蔬菜及醃漬蔬菜之
使用範圍及限量，以及增列二
氧化硫為食品添加物」列席報
告，並備質詢。
二、審查：
二、第(一)(三) (
(一)委員林德福等 22 人擬具
四)案審查
「癌症防治法第二條及
完竣，第(二
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另擇期
(二)委員林德福等 22 人擬具
繼續審查。
「癌症防治法第十六條
第 11 次
條文修正草案」。
全體委
(三)委員陳宜民等 17 人擬具 陳宜民
員會議
「癌症防治法第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何欣純等 18 人擬具
「癌症防治法第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三、繼續審查：
三、審查完竣。
(一)委員顏寬恒等 18 人擬具
「國民年金法第十二條
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
「國民年金法第三十九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委員李昆澤等 17 人擬具
「國民年金法第三十九
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蔣萬安等 24 人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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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
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
(4 月 19 日)
一、邀請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教
育部就「從國小教育開始落實
與深化『尊嚴勞動』(Decent
Work)，以建立學生在未來職
涯發展中，對勞動觀念的正確
認識」
、
「有效維護實習生與建
教生應有之權益」
、
「因應暑期
及畢業潮將至，有效保障求職
者與打工學生之權益」及「因
應醫師納入勞基法，醫師人力
緊迫，有效培養醫事人力」等
列席報告，並備質詢。
二、繼續審查：
(一)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
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親民黨黨團擬具「就業服
務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
正草案」。
(三)親民黨黨團擬具「就業服
務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
(四)委員陳宜民等 20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五)委員邱志偉等 18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及
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
(六)委員林為洲等 16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及
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
(七)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之
19

(4 月 19 日)
一、報告及詢答
完畢。

二、審查完竣。

107.4.23
14
〈一〉

第 12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107.4.25
15
〈三〉

第 13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一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
正草案」。
(八)委員陳宜民等 20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六條條
文修正草案」
。
(九)委員吳玉琴等 17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六十六
條及第六十八條條文修
正草案」。
(十)委員吳玉琴等 17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二天一次會）
審查：
一、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
說明及詢答完畢
邱泰源 ，另擇期繼續審
修正草案」。
二、行政院函請審議「毒性化學物
查。
質管理法修正草案」案。(本
日僅進行詢答)
一、邀請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就
一、報告及詢答
「現階段麻疹疫情現況及相
完畢。
關積極因應措施」進行專題報
告，並備質詢。
二、邀請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就
二、報告及詢答
「長期照顧給付(支付)新制
完畢。
的實施情形、如何保障基層照
顧服務員勞動條件及長期照
顧 2.0 各項服務推展所面對
的困境及政策因應措施」進行 邱泰源
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三、審查：
三、說明及詢答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醫療事
完畢，另擇
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
期繼續審查
案」。
。
(二)委員吳玉琴等 18 人擬具
「醫療事故處理法草
案」。
(三)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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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26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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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30
〈一〉

＊

107.5.2
18
〈三〉

第 14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1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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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15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107.5.7
20
〈一〉

第 16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
法草案」。
舉行「推動分級醫療，強化偏鄉醫
邱泰源
療」公聽會。
考察高雄地區空氣污染防制與職
業訓練、就業服務執行情形。
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觀塘工業區
開發對大潭藻礁生態系統可能影
響與因應、能源開發與天然環境如
何共榮共存及如何有效降低電廠
空污」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一、審查行政院函送財團法人國家
衛生研究院 107 年度工作計
畫及收支預算案。
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財團法人鄒濟勳醫學研究
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藥害救
濟基金會、財團法人賑災基金
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財團法人惠眾醫療
救濟基金會及醫療財團法人
病理發展基金會 107 年度預
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三、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
醫藥品查驗中心、財團法人器
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107 年
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四、審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財
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
金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
金會及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
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書案。
邀請勞動部就「(一)現階段勞動檢
查作為與成果、(二)3K(辛苦、汙
穢、危險)產業勞工之勞動權益保
障與職業安全改善」進行專題報
21

陳宜民

陳宜民

報告及詢答完畢
。

說明及詢答完畢
陳宜民 ，另擇期繼續審
查。

邱泰源

報告及詢答完畢
。

告，並備質詢。

107.5.9
〈三〉
21 107.5.10
〈四〉
上午

(5 月 9 日)
(5 月 9 日)
繼續審查：
擇期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醫療事故預
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案。
(二)委員吳玉琴等 18 人擬具「醫
療事故處理法草案」案。
(三)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醫
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草案」
案。
(四)委員邱泰源等 22 人擬具「醫
療事件關懷及爭議處理法草
案」案。
(五)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擬具「醫
療糾紛爭議處理法草案」案。
(六)委員陳宜民等 19 人擬具「醫
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
案」案。
第 17 次
(逐條審查)
全體委 (5 月 10 日上午)
邱泰源 (5 月 10 日上午)
員會議 審查：
審查完竣。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二)委員黃秀芳等 18 人擬具「農
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七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張麗善等 22 人擬具「農
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四)委員劉建國等 20 人擬具「農
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
(五)委員馬文君等 16 人擬具「農
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案。(詢答及逐條審
查)
（5 月 9 日全天及 5 月 10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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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次會）

107.5.10
22 〈四〉
下午

社會福
利及衛
生環
境、經
濟及內
政三委
員會第
1 次聯
席會議

107.5.14
23
〈一〉

第 18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107.5.16
24
〈三〉

第 19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107.5.17
25 〈四〉
上午

第 20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老年農民福
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王惠美等 20 人擬具「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陳賴素美等 22 人擬具「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勞動部、
經濟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科
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交通部
就「廠場化學品稽查、管理、防災
及資訊接露」進行專題報告，並備
質詢。
邀請勞動部、內政部、財政部、行
政院人事總處、行政院主計總處及
銓敘部就「如何改善警消人員各項
權益(人力、裝備、工作條件及結
社權)實施檢討」進行專題報告，
並備質詢。
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送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研究院 107 年度工
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
二、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
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財團法人鄒濟勳醫學研
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藥害
救濟基金會、財團法人賑災基
金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
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惠眾醫
療救濟基金會及醫療財團法
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107 年度
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三、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
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財團法
23

審查完竣。

邱泰源

陳宜民

報告及詢答完畢
。

陳宜民

報告及詢答完畢
。

陳宜民 審查完竣。

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107
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四、繼續審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
送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
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
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環境權
保障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書
案。(進行處理)
107.5.17
26 〈四〉
下午

＊

107.5.21
27
〈一〉

第 21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107.5.23
〈三〉
28
107.5.24
〈四〉

第 22 次
全體委
員會議

考察觀塘工業區開發對大潭藻礁
陳宜民
生態系統影響。
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訂第四
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四、委員楊鎮浯等 18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條條 邱泰源 審查完竣。
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邱泰源等 22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劉建國等 20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吳玉琴等 16 人擬具「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
案。(逐條審查)
(5 月 23 日)
(5 月 23 日)
一、處理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
一、 第 一 案 及
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
第三案，均
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書面 邱泰源
同意動支。
報告案 108 案及專案報告案
10 案。
二、處理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
二、第二案除專
24

29

107.5.28
〈一〉

府總預算有關勞動部主管預
案報告案第
算(公務預算)解凍專案報告
18 案保留，
案 49 案。
另 擇 期 處
三、處理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
理；第 13 案
府總預算有關行政院環境保
改為凍結 20
護署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
萬元外；其
凍案書面報告案 25 案及專案
餘各案均同
報告案 21 案。
意動支。
(5 月 24 日)
(5 月 24 日)
繼續審查：
審查完竣。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醫療事故預
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案。
二、委員吳玉琴等 18 人擬具「醫
療事故處理法草案」案。
三、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醫
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草案」
案。
四、委員邱泰源等 22 人擬具「醫
療事件關懷及爭議處理法草
案」案。
五、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擬具「醫
療糾紛爭議處理法草案」案。
六、委員陳宜民等 19 人擬具「醫
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
案」案。
（二天一次會）
一、邀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家發展
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教育
部就「我國公私部門對於部分
第 23 次
工時、勞動派遣、臨時工或外
一、二均報告及
全體委
包等非典型勞動現況及權益 陳宜民
詢答完畢。
員會議
保障措施檢討改善」進行專題
報告，並備質詢。
二、邀請勞動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就「『新經濟移民』對於國內
勞動環境影響暨衝擊」進行專
題報告，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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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30
〈三〉
30
107.5.31
〈四〉

一、邀請衛生福利部及外交部就
一、報告及詢答
「檢討參加第七十一屆世界
完畢。
衛生大會談如何解決健康不
平等問題及未來努力方向」進
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二、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及原住民
二、報告及詢答
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就「我國解
完畢。
決健康不平等、原鄉醫療資源
之現況與展望」進行專題報
告，並備質詢。
三、審查：
三、
(一)委員廖國棟等 16 人擬具
(一)審查完竣。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
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二)委員陳瑩等 17 人擬具
(二)審查完竣。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
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 24 次
案。
全體委
(三)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 陳宜民 (三)另擇期繼續
員會議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
審查。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
(四)另擇期繼續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
審查。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五)委員邱泰源等 29 人擬具
(五)審查完竣。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六)委員呂玉玲等 20 人擬具
(六)另擇期繼續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
審查。
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陳宜民等 16 人擬具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一
(七)另擇期繼續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詢
審查。
答及逐條審查)
四、審查：
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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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7.7.2
〈一〉

第1次
臨時會
第1次
全體委
員會議

(一)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
(一)另擇期繼續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審查。
益保障法第十六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擬具
(二)審查完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三)委員柯志恩等 19 人擬具
(三)審查完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條及
第九十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案。
(四)委員王育敏等 20 人擬具
(四)審查完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條、第
九十條之一及第一百十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陳素月等 18 人擬具
(五)另擇期繼續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審查。
益保障法增訂第三十三
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六)委員王育敏等 18 人擬具
(六)審查完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
三及第一百十八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詢答及
逐條審查)
（二天一次會）
一、處理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有關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
凍書面報告案 13 案及專案報
邱泰源 均同意動支。
告案 3 案。
二、處理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有關勞動部主管預
算(公務預算)解凍書面報告
案 21 案及專案報告案 1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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