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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作如下修訂後通過：
(一)下列兩案由「保留，送院會處理」改為「保留，待處理未審
查完竣部分時，再行處理」：
1.按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 99 年度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
議及辦理事項，已要求自 100 年度起，中央對地方政府之
補助款均應於預算書中詳列補助計畫及補助對象，以利立
法院預算審查，並有助於社會大眾共同監督。交通部 100
年度預算書中之 160 頁，表示對此項決議之辦理情形係載
明遵照辦理。然道路交通安全計畫中，其中加強道路交通
萬元之獎補助費用，均未按該決議辦理，交通部卻公然於
預算書中載明遵照辦理，顯然係屬業務上登載不實。爰針
對上述二筆預算，全部予以凍結，經向本院交通委員會報
告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宜津 郭玟成 郭榮宗 賴坤成
王幸男
2.台灣鐵路管理局分析指出，該局自去年 6 月到今年 6 月因
鐵路改建工程局施工不慎造成台鐵行車事故共 17 起。原因
包括挖土機挖斷電纜線、鋼筋吊籠吊放不慎、配線錯誤等
施工品質問題外，還包括斷電後忘了接電導致沒電、新架
設電車線壓接頭因施工不良脫落，甚至還有包商監工闖進
列車動線被撞致雙腿截斷等離譜情形。今年 5 月、6 月更
各發生 3 起事故，3 月、4 月各發生 2 起事故，情況有變本
加厲趨勢。然而每次事故發生時，直接遭受旅客責難的卻
是臺灣鐵路管理局員工，對於此種黑貓偷吃、白貓擔罪的
情況，鐵路改建工程局卻僅回應會檢討，並將責任推給承
包廠商，絲毫無反省改進之態度，爰予以刪鐵路改建工程
局局長之考績獎金以示懲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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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葉宜津 郭玟成 郭榮宗 賴坤成
王幸男
(二)其他不予通過之提案，均應予以登錄。
二、本院議事處 99 年 10 月 13 日函，為請本會處理交通部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該部交通作業基金業務總支
出部分決議第 1 項，民航事業作業基金「用人費用」及「服務費
用」凍結四分之一，請排入議程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三、本院議事處 99 年 10 月 13 日函，為請本會處理交通部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該部交通作業基金業務總支
出部分決議第 2 項，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其他福利費」凍結五分
之一，請排入議程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決定：
「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四、本院議事處 99 年 10 月 13 日函，為請本會處理交通部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該部交通作業基金業務總支
出部分決議第 7 項，民航事業作業基金新增補助高速鐵路工程局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A14a 車站經費凍結五分之一，請
排入議程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決定：
「交交
通委員會處理。」
五、本院議事處 99 年 10 月 13 日函，為請本會處理交通部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該部交通作業基金固定資產
建設改良擴充部分之決議第 1 項，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固定資產
之建設改良與擴充」預算凍結五分之一，請排入議程案，經提本
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就「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該部民用航
空局歲出部分預算暨該部交通作業基金－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99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凍結項目須經報告後始得動支等 4
案」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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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由交通部政務次長葉匡時、民用航空局局長尹承蓬報告
後，計有委員陳根德、楊仁福、賴坤成、李鴻鈞、陳福海、郭榮
宗、徐耀昌、郭玟成、蔡錦隆、林明溱、葉宜津、王幸男、林建
榮、江義雄、黃偉哲、曹爾忠等 16 人提出質詢，均經交通部政務
次長葉匡時、航政司司長祁文中、民用航空局局長尹承蓬、桃園
國際航空站主任魏勝之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委員林建榮、
葉宜津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朱鳳芝、楊麗環所提書面
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審查事項
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歲出部分預
算。
審查結果：
第 2 項 民用航空局
第 1 目 一般行政

2 億 8,470 萬 8‚000 元，照列。
2 億 8‚256 萬 2‚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 員 提 案 3 案 ：
1. 法定編制人員之薪給係法定經費，而民航事業作業基金非機關
單位，無法定之組織編制，不應編列正式員額之人事預算，民
用航空局將未編足之人事費，轉由民航事業作業基金編列支應
，明顯違反預算法第 5 條規定，且立法院審查 96 年度金管會預
算做成決議略以：「建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 97 年起
，應將原移至金融監督管理基金編列人事費用之員額預算，回
歸本會編列之」
。而金管會遲至 99 年度預算方將人事費全數回
歸公務預算。故為使下年度起人事預算編列即回復正常，建請
民用航空局 100 年度預算「一般行政-人員維持」
編列 2 億 7,797
萬 4,000 元凍結三分之一，俟民用航空局就人事預算編列回歸
正常公務預算，納入 101 年度預算作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玟成 賴坤成 葉宜津 郭榮宗
陳福海
決議：不予通過。另請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予交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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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桃園國際機場機場改善小組甫於今年 7 月成立，針對桃園國際
機場進行總體檢，並提出 106 項建議，惟桃園國際機場至今仍
頻頻出包，顯見民用航空局仍未善盡督導之責，螺絲鬆動，爰
建議減列 100 年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一般行政」項下「考績
獎金」 1,595 萬 3,000 元之二分之一，即 797 萬 6,000 元。
提案人：賴坤成 郭玟成 郭榮宗
連署人：林建榮 葉宜津
決議：不予通過。
3.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長期以來漠視台東民眾權益，至今台東飛機
票價全國最貴，還需飽受班機臨時取消及飛航班次不足之苦，
對此現象，民用航空局卻毫無積極作為與回應，爰要求全數刪
除 100 年度民用航空局「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項下「特
別費」21 萬元。
提案人：賴坤成 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連署人：林建榮 陳福海
決議：不予通過。
第 2 目 空運及航管業務 31 萬 6‚000 元，照列。
第 3 目 一般建築及設備 63 萬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1 案：
1.民用航空局 100 年度預算就「一般建築及設備」科目項下較上年
度新增 63 萬元，主要是汰換首長座車一輛，惟查其上年度、甚
至前年度之車輛數均維持 15 輛，該筆預算專為現任局長所訂
購，有浪費之嫌，是以上述預算應全數刪除。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賴坤成 郭榮宗
陳福海
決議：不予通過。
第 4 目 第一預備金 120 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13 項：
1.針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0 年度出國視察計畫編列歲出預算18 萬
8,000 元，預計指派 4 人次前往美、歐及亞洲地區執行航空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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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危險物品外站查核。惟以往年度相同計畫實際執行內容及績效
之相關資訊未臻透明公開，爰提案要求民用航空局於 2 週內針對
該計畫執行相關事項(含過去各年度之執行情形及執行效果，以及
預期效益)向交通委員會提出詳細報告。
提案人：楊仁福 陳根德 賴坤成 葉宜津
陳福海 曹爾忠 郭榮宗
2.針對遠東航空公司提出之復飛計畫，建議民用航空局除應依據國
際民航組織(ICAO)訂定之飛航安全檢查相關規則之最高標準，針
對其現有航機之適航性以及公司未來長期營運能力進行審查，始
得發出適航證書。
提案人：楊仁福 葉宜津 陳根德 賴坤成
郭榮宗 曹爾忠 陳福海
3.9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顯示：「除桃園及高雄國際機場
維持賸餘外，其餘各機場均發生短絀，且其短絀數自民國 90 年度
之 6,200 餘萬元，逐年遞升至本年度之 15 億 2,200 餘萬元。…；
設施使用率未及 5 成者，計有臺北等 8 座機場，其中屏東及恆春
機場使用率甚且未及 1%，幾近閒置，…。」本問題自高鐵通車之
後後逐漸惡化，立法院每年均要求民用航空局檢討，惟至今未見
任何成效。請民用航空局於 2 個月內就所管轄 17 個航空站，逐一
提出檢討報告及改善方案，包括是否建議轉型、航空站等級及人
力設置等資料，送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陳根德 葉宜津
連署人：楊仁福 王幸男 賴坤成 曹爾忠
郭榮宗 陳福海
4.金門機場後續改建工程正由民用航空局委託國道新建工程局執行
中，但桃園國際機場航廈改建工程瑕疵頻傳殷鑑不遠，尤其漏水
問題嚴重，有損國家形象。金門機場的輸運量是全國第 4 大，小
三通的便利性更造就金門成為兩岸來往重要門戶，亦是眾多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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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對我國的第一印象，改建工程的設計規劃與施工品質務求最
高品質。民用航空局身為主管權責機關，應正視航站工程施工及
驗收程序之重要性，並要求廠商確實負起保固責任，避免再度發
生工程品質不佳及修復效率不彰情事。
提案人：陳福海
連署人：陳根德 賴坤成 葉宜津 李鴻鈞
曹爾忠 郭榮宗
5.梅姬颱風重創宜蘭縣及蘇花公路，鑒於蘇花公路係宜花東地區民
眾與觀光客往來的重要通道，每遇天災即柔腸寸斷，成為環島路
網最危險路段，茲要求交通部於災後復建全線通車前，應積極滿
足民眾及觀光客的運輸需求，全力提供海陸空替代性交通應急措
施，並於「蘇花改」未完工前，針對花東旅運票價，研究實施政
策補貼，以資撫慰。
提案人：林建榮 郭榮宗
連署人：曹爾忠 賴坤成 葉宜津 楊仁福
陳福海
6.台中航空站至今仍無免費無線上網設備，旅客必須事先在中華電
信付費辦理帳號密碼，才能在機場使用網路。請民用航空局儘速
在台中航空站建置免費無線上網設施，以便利旅客使用，提升機
場品質。
提案人：蔡錦隆 陳福海
連署人：林明溱 曹爾忠 葉宜津 郭榮宗
7.民用航空局設有台北、高雄 2 個國際航空站，基於台灣區域發展
平衡，以及因應兩岸空中航務日趨頻繁之需要，建請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儘速規劃台中航空站提升為國際航空站。
提案人：蔡錦隆
連署人：林明溱 曹爾忠 葉宜津 郭榮宗
陳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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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桃園國際航空站第一航廈及第二航廈漏水不止，立法院審查 97
年度預算時即決議要求民用航空局徹底改善，惟迄今仍未改善，
99 年 10 月 21 日兩座航廈處處漏水，眾多工作人員忙著接水掃
水，此種情景貽笑國際，顯見民用航空局執行能力有嚴重問題，
茲特要求民用航空局務必應於半年內完全改善航廈漏水問題。
提案人：蔡錦隆 陳福海
連署人：林明溱 曹爾忠 葉宜津 郭榮宗
9.桃園機場，自新任民用航空局長上任以來仍然狀況頻傳，但民用
航空局均將相關責任推給承包廠商，忽視民用航空局在相關事務
上該有的監督責任。況且部分事件，並非單純承包廠商問題，民
用航空局官員亦需負相當之責任，然而發生如此多起出包事件，
卻未見相關官員受到懲處，民用航空局僅以桃園航空站將改制桃
園機場公司，過渡時期難免會有陣痛期為理由推拖。桃園機場為
台灣國際門面，卻常發生有損國際形象事件，爰要求民用航空局
於 1 個月內提出懲處名單，以免相關人員繼續懈怠。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賴坤成 郭榮宗
陳福海
10.為有效降低台東航空班機取消率，提升台東地區航空運輸品質，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於 100 年起更新助導航設施，以改善現行台
東航空站動輒因能見度低於標準值而關閉機場的窘境。
提案人：賴坤成 郭玟成
連署人：林建榮 葉宜津 郭榮宗 陳福海
11.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於 2 個月內針對台東、花蓮、金門、馬祖地
區提出飛航運輸品質改善計畫，包含機票票面價調降、降低班機
取消率、班次增加等項目。
提案人：賴坤成 郭玟成 曹爾忠
連署人：林建榮 葉宜津 郭榮宗 楊仁福
陳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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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花蓮、台東之交通要道台 9 線蘇花公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流失，
預計 11 月中旬始能搶通。道路中斷期間，造成花東地區交通不便
，此段時間花東地區人民僅得仰賴鐵路、航空運輸，建請於蘇花
公路搶通前，對於花東地區人民，予以半價優惠，其經費由交通
部及所屬單位預備金予以補貼。
提案人：葉宜津 賴坤成 郭榮宗 陳福海
13.民用航空局桃園航空站將於本(10)月底改為國營公司，現在還有
許多噪音防制費尚未核准的住戶，民用航空局應於月底前與桃園
縣政府協商，依法核准完畢。
提案人：郭榮宗 陳福海 葉宜津
本項另有委員提案 1 案，不予通過：
1.基於行政一體性原則，101 年起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人事費不得轉
由民航事業作業基金編列支應，俾期預算、人事、指揮、監督、權
責一致。
提案人：賴坤成 郭玟成 葉宜津 陳福海
郭榮宗
連署人：林建榮
討論事項
處理院會交付交通部函請安排報告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
位預算之決議，有關該部民用航空局 99 年度預算凍結項目須經報告
後始得動支等 4 案：
一、有關業務總支出部分之決議第 1 項：為督促民航局有效解決各
航站長年虧損問題，並確實改善各航站人力、航警及設施閒置
問題，要求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99 年度編列 50 億 4,016 萬 9,000
元之「用人費用」
、28 億 5,723 萬 3,000 元之「服務費用」
，凍
結四分之一，待民用航空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報告改善方案
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二、有關業務總支出部分之決議第 2 項：交通委員會曾做過決議，
4973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要求民用航空局、臺灣鐵路公司、高速公路局、高速鐵路相關
單位，每 6 個月提供本會有關其所屬單位販售物品價格。然決
議以來，未曾有相關單位提供上述資料，且期間消費者仍抱怨
連連，反映販售物價並未調整。此種不重消費者權益事宜，經
本會予以反應並要求提供資料，卻完全不予理會。爰凍結民航
事業作業基金「其他福利費」1 億 5,152 萬 4,000 元之五分之
一，至其改善並向交通委員會報告同意後始得動支。
三、有關業務總支出部分之決議第 7 項：99 年度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新增補助高速鐵路工程局「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A14a
車站經費 1 億 7,000 萬元，係為機場旅館 BOT 案有增設車站之
需，而與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之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建設計畫所分攤之經費（興建總經費約 8.38 億元，其中 6 億元
由民航基金支應、2.38 億元由特別預算支應），此無異於政府
以數億元經費間接協助該機場旅館 BOT 案，實有對外詳加說明
之必要，爰此要求上述經費凍結五分之一，俟交通部就該機場
旅館 BOT 案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四、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部分之決議第 1 項：民航事業作
業基金 99 年度之「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編列 46 億
1,530 萬 6,000 元。惟查，該基金關於固定資產建設部分 97 年
度決算數為 19 億 6,228 萬 2,000 元，換算該年度預算數後，其
執行率僅有 36.68%，主因是有多項計畫工程延宕所致，可見主
管機關就改善機場硬體設施及儀器計畫之相關規劃與擬定未臻
周延，預算執行進度落後。是以，為期該基金能確實衡酌執行
能力妥適編列預算，併參考以往年度執行情形，上述預算凍結
五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
「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交通部民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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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歲出部分，處理完畢。
三、院會交付處理「交通部函請安排該部 99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交
通作業基金－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凍結項目須經報告後始得動
支」等 4 案，其中除第 4 案有關固定資產部分繼續保留，另定
期進行處理。其餘均報告完竣，准予動支。
四、擬具處理報告，提報院會。
五、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交通
部及相關單位儘速以書面答復。
10 月 28 日(星期四)
報告事項
一、本院議事處 99 年 10 月 19 日函，為請本會處理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決議，請
將「建立網路內容監理機制暨衛星電視頻道申設執照相關管
理」報告案排入議程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4 次會議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二、本院議事處 99 年 10 月 19 日函，為請本會處理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決議，請
將「建立網路內容監理機制暨衛星電視頻道申設執照相關管
理」報告案排入議程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4 次會議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蘅就「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該會單位預算暨該會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
決議，有關該會預算報告等 2 案」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蘅報告後，計有委員
葉宜津、王幸男、楊仁福、郭榮宗、潘孟安、林明溱、蔡錦隆、
曹爾忠、徐耀昌、林建榮、管碧玲、楊麗環、陳福海、江義雄、
賴坤成等 15 人提出質詢，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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蘅、副主任委員陳正倉、主任秘書陳昌宏及相關人員予以答復說
明，委員葉宜津、林建榮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李鴻鈞、
楊瓊瓔、朱鳳芝、潘維剛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審查事項
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單位預
算。
審查結果：
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21 項
第3款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6‚603 萬 8‚000 元，照列。

規費收入

第 23 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64 億 8‚633 萬 3‚000 元，暫照

列，俟非營業特種基金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再行調
整。
本項有委員提案 2 案，保留，待審查非營業基金預算時，再行處理：
1.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 年預算歲入第 3 款第 23 項第 1 目「行
政規費收入」合計 74 億 5,555 萬 6,000 元，逕自提撥 13%移到
「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因未奉行政院核定，也不合預算
程序，先予凍結。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到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提撥。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林明溱 陳根德
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 年度歲入預算編列 65 億 5,446 萬 6,000
元，僅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 34 萬 8,000 元，查其主因之一係「行
政規費收入」刻意未予編足，反而逕自將部分規費收入移編至
非營業基金，而該移撥比率不僅未曾陳報行政院核定，造成該
自行移撥比率年年上升卻未有任何理由說明，況且該作法本已
違反預算法、決算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相關規定，明顯破壞
國庫統收統支之預算制度，是以其 100 年度歲入預算爰予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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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億 6,922 萬 3,000 元，即將原扣減並移撥予通訊傳播監督管理
基金之預算回復至公務預算中，以顯現預算收入全貌，始為適
法。
提案人： 葉宜津 王幸男 郭榮宗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 22 項
第7款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9 萬 5‚000 元，照列。

其他收入

第 26 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列數。

歲出部分
第2款

行政院主管

第 21 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 億 9‚033 萬 1‚000 元，照列。
第1目

一般行政

5 億 9‚023 萬 1‚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1 項，保留，送院會處理：
1.依立法院審查 98、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均指出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歲出預算僅編列人事費用，違反預算法第 50
條之規定，應將機關基本運作費用列入公務預算，不能用非
營業基金支付。然而 100 年度預算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歲出預算仍僅編列人事費用，而無編列維持機關運作所需之
基本行政工作費用。其作法不但違反預算法，且一再違反立
法院相關決議，爰凍結「一般行政-人員維持費」四分之一，
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0 年 9 月將 101 年度預算送交立
法院，而其預算書歲出預算有編列維持機關運作所需之基本
行政工作費用後自行解凍。
提案人：葉宜津 王幸男 賴坤成 郭榮宗
本目通過決議 2 項：
1.立法院審議 99 年度總預算案時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於
政務人員待遇中編列之調查研究費用因無法律依據，則自 100 年
度起不得再行編列。惟本年度其以行政命令核定支給為由照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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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委員之調查研究費用，該作法業經審計部於最新半年審核報告
中要求改正，顯見該作法明顯違法，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卻仍
堅持編列不僅違法、更違反立法院決議，等同於變相自肥，並有
藐視國會之嫌，是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於 1 年內研修委員支
領調查研究費之法律依據。

提案人：葉宜津 王幸男 郭榮宗
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公務預算編列之員額外，另以其主管
之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之業務費進用臨時人員 23 人及派遣
人員 47 人，明顯規避人事法令。爰此，建議應依行政院年度
預算員額核增情形，逐年配合減少臨時人員之僱用。
提案人：陳福海 葉宜津
連署人：曹爾忠 林建榮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4 案，不予通過：
1.行政院假借取締偽劣假藥之名義加強取締未立案廣播電台，
造成南部地區失業率大增，而針對洗腎與假藥之直接因果關
係衛生署並無相關研究說明，顯見政治目的方為此次打壓未
立案電台之真正原因。而政府數 10 年來遲遲未開放電台頻率
實為未立案電台存在之歷史原因，監察院糾正報告也要求政
府應予輔導合法化，行政院 99 年 6 月 7 日核定「加強取締偽
劣假藥及非法廣播電台規劃方案」既未做好先期評估，亦未
邀集相關業者協調，就不顧監察院必須先行輔導之要求，逕
行強制取締，而本案亦未向立法院專案報告過，但所需相關
經費卻要立法院概括承受同意編列，故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100 年度預算「一般行政-人員維持」5 億 9,023 萬 1,000
元凍結三分之一，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向本會專案報告取
締未立案電台情形暨本會期完成廣播電台頻率開放後，始得
動支。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賴坤成 王幸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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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宗
2.行政院假借取締偽劣假藥之名義加強取締未立案廣播電台，
造成南部地區失業率大增，而針對洗腎與假藥之直接因果關
係衛生署並無相關研究說明，顯見政治目的方為此次打壓未
立案電台之真正原因。而政府數 10 年來遲遲未開放電台頻率
實為未立案電台存在之歷史原因，監察院糾正報告也要求政
府應予輔導合法化，行政院 99 年 6 月 7 日核定「加強取締偽
劣假藥及非法廣播電台規劃方案」既未做好先期評估，亦未
邀集相關業者協調，就不顧監察院必須先行輔導之要求，逕
行強制取締，而本案亦未向立法院專案報告過，但所需相關
經費卻要立法院概括承受同意編列，故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100 年度預算「一般行政-人員維持」項下「人事費-加
班值班費」2,423 萬 5,000 元內增列專案加班費 132 萬元應
予全數刪除。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賴坤成 王幸男
郭榮宗
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身為通訊傳播業務之主管機關並負維護
國民權益及保障消費者之責，對於透過網路及電話詐騙之手
法不斷推陳出新，影響民眾權益甚鉅，迄今卻尚未能速研修
(訂)相關技術規範以降低詐騙發生率。爰建議 100 年度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一般行政-人員維持」項下「獎金」編列之
8,111 萬 2,000 元，予以刪除三分之一，即 2,703 萬元。
提案人：賴坤成 郭榮宗 葉宜津
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多年卻未能完成基地台設置管理辦
法之法制程序，導致電信業者與民眾於基地台設置時衝突不
斷。爰此，建議刪除「一般行政」項目下，「人員維持-其他
給與」1,633 萬 7,000 元之 50%，以督促其積極作為。
提案人：陳福海 葉宜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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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曹爾忠 林建榮
第 2 目 第一預備金

10 萬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案 2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1.依預算法第 24 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5 條規定，有關行政規
費、使用規費收入，均應依預算程序，足額編列。但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100 年度歲入預算，卻僅以 87%編列，其餘 13%逕自
編列入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內。此編列方式早經本院 98 年度
決議，要求回歸公務預算足額編列，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卻
以通訊傳播基本法修正草案第 4 條未獲行政院同意修法，而繼
續違法編列。然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13 條第 2 項並
未授權其可不經預算程序即將行政規費、使用規費可逕自扣除
分配數後編列，且依現行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4 條，本未涉及預
算編列問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應以通訊傳播基本法修正
草案第 4 條未獲同意修法為違法編列預算理由。爰要求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自 101 年度起，對於行政規費、使用規費之收入
應於歲入預算中足額編列，應分配予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之
分配數則應於歲出預算中編列呈現。
提案人：葉宜津 王幸男 賴坤成 郭榮宗
2.101 年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應以其組織法僅規定人事費應
以法定程序編列及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之用途包括其他支出
等為由，而將人事費以外之支出仍維持全部移至特別收入基金
編列之方式，應將相關費用回歸公務預算編列，俾符體制。
提案人：賴坤成 郭榮宗 葉宜津
本項通過決議 13 項：
1.鑑於蘇花公路嚴重坍塌造成重大傷亡事件，外界質疑為何不能
早預警、封路，茲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速針對蘇花與南
迴公路等單一聯外孔道的長道路規劃設計「通訊救災」的預警
機制及全天候危險路段監測系統，納入中央防災救災體系，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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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憾事重蹈覆轍。
提案人：林建榮
連署人：徐耀昌 葉宜津 楊仁福 賴坤成
曹爾忠 王幸男
2.依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第 3 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每月每戶以新台幣 600 元為上
限。惟目前有線電視台節目重複機率過高，現行收費上限 600
元之標準並不合理，且日後若打破目前 1 區 1 家壟斷局面，月
租費價格勢必有調降空間。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公平
機制建立前，應立即調降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以
符公平原則及維護民眾收視權益。
提案人：陳根德 葉宜津 蔡錦隆 曹爾忠
林明溱
3.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資料顯示，民眾向單 e 窗口申訴檢舉
案件中，仍以網路色情占絕大多數。99 年 8、9 月不滿意度高達
54%，顯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網路分級制度之建立與推
廣業務」績效有待加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除應繼續加強宣
導，更應要求業者確實做好分級程式標籤，以免網站分級制度
淪為形式。
提案人：陳根德 葉宜津 蔡錦隆 曹爾忠
林明溱
4.國內「山寨機」日益猖獗，該類通訊產品並未經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任何檢測，電磁波是否超過標準更無從得知，長期使用
後恐傷害民眾健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加強查緝，並且加
強宣導及協助民眾辨識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驗證標籤，以維民
眾健康安全。
提案人：陳根德 葉宜津 蔡錦隆 曹爾忠
林明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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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自 95 年至 98 年以來每年詐騙案被害人
數約 4 萬餘人、詐欺民眾財產損失金額每年平均 127 億 2,645
萬元（未含沒有報案的受害人數及金額）。其中大多透過網路
及電話方式詐財。為降低詐騙發生率及民眾財產之損失，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應 2 個月內研訂技術規範，列為施政工作要項
之一，以有效遏止詐騙集團透過非法電信平台進行詐騙。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林明溱 陳根德
6.我國將於今(99)年 10 月中旬「開放中文網域註冊」
，未來只要
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註冊並分配 IP 後，鍵入中文網址即可連
結網站，屆時也將衍生：繁簡體難以判別、智慧財產或網路品
牌受到侵害、商標名稱相似、以及冒用登記等問題。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應 2 個月內研修（訂）規範及辦法，以資
防範。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林明溱 陳根德
7.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自成立以來，與交通部、新聞局
間之權責分際爭議不斷。例如「臺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交通部認為該部為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為該會才
是主管機關，竟需經由行政院協調，核定交通部為主管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業務監督機關，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 2 個月內將相關業務之權責歸屬通盤檢
討，予以法制化，以免再生爭議。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林明溱 陳根德
8.財團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情況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有來自富邦
集團之大富媒體併購有線電視凱擘案，和以旺旺集團為首之聯
合團隊標下取得中嘉有線電視系統。財團購併跨媒體經營，勢
必造成大者恆大之媒體言論集中化的現象，蓋原本閱聽眾可透
過不同媒體提供的內容辨識或比對資訊，一旦資訊被壟斷，全
民將因被蒙蔽而受害。據此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上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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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審核或決議前，應辦理多場聽證會，廣納各方意見，且決
議過程與結果都應資訊公開，供各界檢視過程。
提案人：葉宜津 王幸男 郭榮宗 蔡錦隆
林明溱 管碧玲
9.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於 3 個月內研修（訂）相關技術規範，
或提出有效方案以降低電話、手機簡訊詐欺發生率。
提案人：賴坤成 郭榮宗 葉宜津
10.基地台的設置爭議多年來懸而未決，一旦要架設基地台，都
會引發附近居民恐慌與抗爭，到後來有些業者乾脆摸黑趕
工、也不敢設置工程告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身為主管機
關，但基地台的設置管理遲遲未能完成法制程序，實有未當，
特此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廣徵中央及地方政府、電信
業者與人民之心聲，儘速完備管理辦法之法制程序。
提案人：陳福海 葉宜津
連署人：曹爾忠 林建榮
11.有鑑於電信業者設置基地台常引發民眾抗爭情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應制定規範，未來電信業者在設置基地台
前，應先由地方鄉鎮公所召開公聽會協調居民意見，俟同意
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方可核發基地台使用執照。
提案人：徐耀昌 葉宜津
連署人：陳福海 曹爾忠
12.2006 年凱雷以 460 億元併購東森媒體科技，成立凱擘，2010
年以 650 多億元轉售大富；4 年間差距 190 億元，2007 年安
博凱以 470 億元購中嘉，2010 年以 715 億元轉售，3 年間價
差 240 億元；財團靠政府政策，將消費客戶當豬仔販售，賺取
暴利，更甚養地，行政院已對養地採取有效措施，因此要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亦應對於有線電視的併購，採取嚴審措
施，不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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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曹爾忠 楊仁福 葉宜津 賴坤成
13.政府為防範詐騙集團透過大陸電信行騙，以縮小馬祖、金門
電信功率作為手段，造成金馬地區電信品質降低，收訊不良；
目前兩岸已完成簽署司法互助，查緝詐騙效果明顯獲得改善
；同時詐騙集團藉電信詐騙，已不限透過大陸電信，單獨以
縮小金馬電信功率，降低金馬電信收訊品質作為防範詐騙的
手段，已不具實質效益。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立即
解除限制，恢復並加大功率，以改善金馬通訊品質。
提案人：曹爾忠 楊仁福 葉宜津 賴坤成
本項另有委員提案 1 案，不予處理：
1.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應檢討非正式人員之進用人數，視
業務需要實施總量管制，並於 1 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賴坤成 郭榮宗 葉宜津
討論事項
處理院會交付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安排報告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決議，有關該會預算報告等 2 案：
一、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目前電視頻道、網路、甚至手機，
試播或播送暴力、情色影片及新聞畫面，嚴重妨害公序良俗」決
議案，向本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建立網路內容監理機制暨衛星電
視頻道申設執照相關管理」專案報告。
二、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動新聞以動畫『模擬新聞』
，不但對
犯罪細節過度描述，甚至揭露受害者照片及相關資訊，扭曲新聞
事件原貌，……，針對欲申請新電視台執照的電視媒體，擬定相
關管理辦法」決議案，向本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建立網路內容監
理機制暨衛星電視頻道申設執照相關管理」專案報告。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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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單位預算部分，處理完畢。
三、院會交付處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安排報告 99 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之決議，需該會報告」等 2 案，報告
完竣，准予備查。
四、擬具處理報告，提報院會。
五、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儘速以書面答復。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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