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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審查完竣待院會二讀之法律案(含逕付二讀)（序號 7，共 38 案）
凡例說明：9-1-1 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院會

序號

1

案由

院會交付
會次及日期

併案審查
1.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 9-1-17
正草案
(105.06.17)
(民進黨黨團)
2.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 9-1-12
正草案
(105.05.06)
(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
併案審查
1.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5-8
五條、第七條及第三十條 (107.04.13)
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
2.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3-3
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 （106.3.3）
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

2 3.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4-3
三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106.10.06)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
4.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4-12
三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106.12.08)
案
(委員許智傑等 24 人)
5.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4-15
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106.12.29)
(委員陳賴素美等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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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
委員會

處理情形

院會說明
委員

第 1 會期第 28 次全 黃國書
體委員會議
（105.06.30）
決議：審查完竣，須
交由黨團協商，擬具
審查報告，提請院會
討論。
第 5 會期第 12 次全 吳思瑤
體委員會議
（107.04.25）
決議：審查完竣，須
交由黨團協商，擬具
審查報告，提請院會
討論。
第 5 會期第 12 次院
會（107.05.11）
決議：第 6 案自委員
會抽出逕付二讀，與
相關提案併案協
商，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討論。
107.5.15：黨團協商
完竣

6.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5-10
三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107.04.27)
案)
(委員柯志恩等 17 人)
併案審查
1.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 9-1-9
訂第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105.04.15)
(委員蔣乃辛等 19 人)
2.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9-1-16
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六條之 (105.06.03)
3
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

第 5 會期第 12 次全 吳思瑤
體委員會議
（107.04.25）
決議：審查完竣，須
交由黨團協商，擬具
審查報告，提請院會
討論。

3.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 9-5-8
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107.04.13)
(委員賴瑞隆等 19 人)
併案審查
1.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行政院)

9-5-3
(107.03.09)

2.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委員管碧玲等 18 人)

9-1-10
(105.04.22)

3.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4 (委員黃國書等 17 人)

9-1-17
(105.06.17)

4.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委員許智傑等 18 人)

9-4-12
(106.12.08)

5.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

9-4-14
(106.12.22)

6.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 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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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會期第 14 次全 吳思瑤
體委員會議
（107.05.07）
決議：審查完竣，本
案不須交由黨團協
商，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討論。
第 5 會期第 12 次院
會（107.05.15）
決議：交黨團進行協
商。
107.5.25：黨團協商
完竣

案
(時代力量黨團)

(105.05.27)

7.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委員吳思瑤等 31 人)

9-5-11
(107.05.04)

併案審查
1.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 9-5-3
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及 (107.03.09)
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
2.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 9-2-10
二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 (105.11.11)
修正草案
(委員李彥秀等 23 人)
3.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 9-2-11
5 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 (105.11.18)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吳思瑤等 27 人)
4.性別平等教育法增訂第 9-3-14
三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 (106.5.19)
(委員陳亭妃等19人)
5.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 9-4-1
(106.09.22)
文修正草案
(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
6.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 9-4-3
七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條 (10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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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會期第 4 次全體 高金素梅
委員會議
（107.10.18）
決議：審查完竣，本
案不須交由黨團協
商，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討論。
第 6 會期第 7 次院會
（107.11.02）
決議：交黨團進行協
商。

文修正草案
(委員何欣純等 24 人)
7.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 9-5-3
文修正草案
(107.03.09)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
8.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 9-5-5
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及 (107.03.23)
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趙正宇等 18 人)
9.性別平等教育法增訂第 9-5-10
二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 (107.04.27)
(委員馬文君等 17 人)
10.性別平等教育法增訂 9-5-10
第三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107.04.27)
(委員柯志恩等 17 人)
11.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 9-5-11
條文修正草案
(107.05.04)
(委員鄭寶清等 18 人)
12.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 9-6-3
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107.10.05)
(委員柯志恩等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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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
1.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
(行政院)

9-5-12
(107.05.11)

2.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
(委員柯志恩等 17 人)

9-4-10
(106.11.24)

3.學位授予法第六條條文 9-4-2
修正草案
(106.09.29)
(委員蔣乃辛等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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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會期第 5 次全體 陳亭妃
委員會議
（107.10.25）
決議：審查完竣，本
案不須交由黨團協
商，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討論。

4.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 9-5-12
正草案
(107.05.11)
(委員張廖萬堅等 22 人)
5.學位授予法第三條及第 9-5-13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107.05.18)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
6.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 9-5-14
正草案
(107.05.25)
(委員陳亭妃等 17 人)
併案審查
1.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 9-6-1
金設置條例草案
(107.09.21)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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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 9-6-3
金設置條例草案
(107.10.05)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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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會期第 5 次全體 陳亭妃
委員會議
（107.10.25）
決議：審查完竣，本
案不須交由黨團協
商，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