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至 12 時 22 分
地
點 紅樓 2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李麗芬 陳靜敏 邱泰源 陳曼麗 吳玉琴 郭正亮 陳宜民
曾銘宗 許毓仁 尤美女 吳焜裕 周春米 鄭秀玲
主
席 陳委員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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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
議程草案編列通過;各黨團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
「反滲透法草案」等 10 案、(國民黨黨團) 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16 人
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2 案及(時代力量黨團)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財團法人法第七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2
案，共計 14 案照列。
議程草案討論事項 至 、 至 等 13 案院會已通過，予以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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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案; 本院財政委員
會函送財政、交通、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
務預算部分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討論案等 22 案。
討論事項提案：
1、民進黨黨團（李委員麗芬）提議：議程討論事項編列
本院財政
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案; 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財政、交通
、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務預算部分審
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討論案等 22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決定：照案通過。（經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11 人，贊成者 9 人，
反對者 1 人，棄權者 1 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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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孔文吉等 19 人擬具「礦業法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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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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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出土地法第 104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之修法建
議案。
（第 2 案送請修憲委員會審查）
2、◎◎◎為使國人能行使國家政權及地方政權，建請恢復建立國民
大會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案。
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 1 案至第 7 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
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為中油資訊處等事檢送相關整理資料案。
2、◎◎◎為提起刑事自訴狀附帶民事，請求最高檢舉獎金 1000 萬元
及被侵權損失 200 萬元案。
3、◎◎◎為重測後土地面積減少損及權益事再陳情案。
4、◎◎◎等為岳母 102 年間遺失證件，最近接到台灣之星委託之顧
問公司催繳費用，受到刁難及恐嚇事陳情案。
5、◎◎◎為台南永康區戶政事務所、台水及台電欺騙法官，違法行
政誤導司法公正案。
6、◎◎◎為當事人間返還特留分及家繼、贈與契約等事件，提出準
備程序及上訴抗告狀案。
7、◎◎◎為北檢 108 年度他字第◎◎◎號詐欺案，違反憲法第 24、
170 條規定陳情案。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 1 案至第 7 案，
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李念慈為議事處經辦程序委員會事務對本人請願案件，不遵照政
府法令，有違公文一文一事……等規定，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案。（函轉本院人事處）
2、李念慈再為議事處經辦程序委員會事務對本人請願案件，不遵照
政府法令，有違公文一文一事……等規定，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案。（函轉本院人事處）
3、◎◎◎為請蔡總統到教會參加禱告聚會案。（函轉總統府）
4、◎◎◎為就衛福部掠奪老弱國民年金權益事續陳情案。（函轉衛
生福利部）
5、◎◎◎為建請海洋委員會規劃在花蓮縣設立國家級國立海洋資源
博物館案。（函轉海洋委員會）
6、◎◎◎為建請衛星輔助系統及器材應開放案。（函轉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7、◎◎◎為有關身心障礙津貼少領 1 個月陳情案。（函轉屏東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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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12 次院會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簡表

案 號

1.

2.

3.

法

案

名

稱

(一)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案。
(二) 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財政、交通、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公務預算部分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 16 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二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
草案」、委員呂玉玲等 20 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蘇
治芬等 16 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
佳濱等 17 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委
員蔡培慧等 24 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
焜裕等 16 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焜裕等 16 人
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三條及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條數

26

38

4.

本院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駐波蘭代表
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案。

5.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徐志榮等 16 人、委員吳玉琴等 18 人分別擬
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6.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周春米等 23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案。

131

7.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4

8.

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電影及
視聽文化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

33

9.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及委員周春米等
18 人擬具「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3

10.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案。

7

11.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周春米等 17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慈庸等 19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 23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黃偉哲等 19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
政等 21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4

12.

本院委員周春米等 26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二條文草
案」，請審議案。

1

3

1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江永昌等 16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案。

19

14.

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修
正草案」，請審議案。

1

15.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案。

81

16.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修正草
案」案。

45

17.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 20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二條條文
修正草案」及委員尤美女等 16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9

18.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9 年度預
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19.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109
年度預算書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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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預算書案。

21.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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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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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