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立 法 院 第 9 屆 第 8 會 期 會 議 情 形 分 週 預 報 表
月／日 星期 時間 單
位 輪值召委
開
會
事
由 地
點 聯席委員會
全天 教育及文化 李委員麗芬 考察臺中市及南投縣教育設施。
考察「宜蘭 1.分級醫療雙向轉診實施狀況 2.居家整合照護計畫實施狀況 3.宜蘭健康
全天 社福及衛環 邱委員泰源
磐石大聯盟計畫推展狀況」。
全天 經
濟 陳委員超明 考察「台中電廠等經濟建設」。
一、審查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關於交通部主管臺灣港務
全天 交
通 葉委員宜津 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預算。二、審查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 紅樓 201 會議室
分關於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設基金非營業預算。 (以上 2 案合併詢答)
全天 內
政 李委員俊俋 審查客家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108 年度及 109 年度預算書案。
紅樓 202 會議室
全天 外交及國防 王委員定宇 邀請國家安全局局長邱國正報告「2020 年總統大選維安整備工作」，並備質詢。
紅樓 301 會議室
一、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條條
11／11 一
文修正草案」案。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二
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李俊俋等 19 人擬具「中華
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
全天 司法及法制 周委員春米
紅樓 302 會議室
何志偉等 32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四）委員洪宗熠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委員周春米等 23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11 月 11 日及 13 日為兩天一次會）
一、彙總整理提出「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含機密部分）
全天 財
政 施委員義芳 草案」提報院會案（機密部分舉行秘密會議）。二、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顧主任
九樓大禮堂
委員立雄就「綠色金融執行成效」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自 9 時 25 分進行）
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9 次會議：
討論事項：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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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內政、外交及國防、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社會福利及衛生
環境委員會 108 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
11／12 二 全天 院
會
議場
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外
交及國防委員會 108 年度非營業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內
政委員會 108 年度非營業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一、審查 109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預算案。（詢答及審查，相關提案請於
11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前提出）二、處理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預算解凍案 1 案。三、審查（一）委員蔣絜安等 20 人擬具「師資培育法第五條
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蔣絜安等 24 人擬具「師資培育法增訂第
11／13 三 全天 教育及文化 李委員麗芬 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擬具「師資培育法第八條之一及 群賢樓 101 會議室
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進行詢答及逐條審查）四、審查（一）委員許智傑等
20 人擬具「大學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李麗芬等 21 人擬具
「大學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進行詢答及逐條審查）
（11 月 13 日、14 日二天一次會）

全天 社福及衛環 邱委員泰源
全天 經
全天 交

濟 陳委員超明
通 葉委員宜津

全天 內

政 李委員俊俋

全天 司法及法制 周委員春米

全天 財

政 施委員義芳

全天 教育及文化 李委員麗芬

11／14

四

全天 社福及衛環 邱委員泰源

全天 經

濟 陳委員超明

全天 交

通 葉委員宜津

一、邀請衛生福利部就 1.「推動分級醫療，落實雙向轉診」之成效、2.「居家醫療照
護整合計畫」執行成效、3.「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執行狀況，進行專題
報告，並備質詢。二、審查(一)委員鍾孔炤等 20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八條之一 群賢樓 801 會議室
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八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案。（11 月 13 日、14 日二天一次會）
考察「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根留臺灣企業及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考察宜蘭地區交通建設。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第三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委員簡東明等 21 人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
條例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審查委員 Kolas Yotaka、鍾佳濱等 16 人
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修正草案」案。五、審查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審 紅樓 202 會議室 經濟
查委員邱志偉等 17 人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修正草案」案。
七、審查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
修正草案」案。八、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本院制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
林回饋條例」時，通過附帶決議「若須提高禁伐補償金額，應由開徵碳稅支應」，檢
送相關研處情形，請查照案。【第一案及第七案如經院會復議則不予審查】
一、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二
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李俊俋等 19 人擬具「中華
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
紅樓 302 會議室
何志偉等 32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四）委員洪宗熠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委員周春米等 23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11 月 11 日及 13 日為兩天一次會）
審查「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案（109 至 115 年度）」。（如院會未交付，
九樓大禮堂
外交及國防
則不予審查）（11 月 13 日及 11 月 14 日為兩天一次會）
處理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中央研究院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案 6 案。
群賢樓 101 會議室
（11 月 13 日、14 日二天一次會）
一、邀請衛生福利部就 1.「推動分級醫療，落實雙向轉診」之成效、2.「居家醫療照
護整合計畫」執行成效、3.「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執行狀況，進行專題
報告，並備質詢。二、審查(一)委員鍾孔炤等 20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八條之一 群賢樓 801 會議室
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八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案。（11 月 13 日、14 日二天一次會）
繼續審查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單位預算部分及附屬單位預
紅樓 101 會議室
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反托拉斯基金。(處理)
考察台東地區交通建設。

全天 內

政 林委員為洲 審查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部分。
紅樓 202 會議室
併案審查（一）委員陳歐珀等 21 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
員羅致政等 19 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顧立雄等 18 人擬
全天 司法及法制 周委員春米 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葉宜津等 18 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及第 紅樓 302 會議室
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五）委員林昶佐等 16 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第（五）案如經院會復議，則不予審查】。
審查「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案（109 至 115 年度）」。（如院會未交付，
全天 財
政 施委員義芳
九樓大禮堂
外交及國防
則不予審查）（11 月 13 日及 11 月 14 日為兩天一次會）
11／15 五 全天 院
會
議場
詳見議事日程。
附註：（一）本表僅供參考，如有變動，另以議事處及各委員會正式開會通知為準。（必要時中午及晚間繼續開會）
（二）製表截止時間為 108 年 11 月 8 日下午 2 時 30 分；本表會議內容如有變動，而未能於上開截止時間前將最新會議資料通知管理科時，議事處及各委
員會應將會議變動情形通知相關單位及全體委員，並請在會議預報系統內更新資料。
（三）開會事由依議事處及各委員會所提供議程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