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總預算案之審查

乙、議 事 錄

立法院第 7 屆第 6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99 年10 月18 日（星期一）上午9 時3 分至下午1 時21 分
中華民國99 年10 月20 日（星期三）上午9 時2 分至下午5 時21 分
中華民國99 年10 月21 日（星期四）上午9 時2 分至下午4 時59 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 9 樓大禮堂（10 月 18 日及 20 日）
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10 月 21 日）
出席委員：陳亭妃 陳淑慧 郭素春 鄭金玲 趙麗雲 蔣乃辛
楊瓊瓔 江義雄 管碧玲 林淑芬 黃志雄 洪秀柱
委員出席 12 人
列席委員：曹爾忠 羅淑蕾 楊麗環 林德福 盧秀燕 彭紹瑾
陳明文 朱鳳芝 簡肇棟 郭榮宗 涂醒哲 賴士葆
呂學樟 廖國棟 林滄敏 劉盛良 黃偉哲 黃仁杼
林明溱 侯彩鳳 劉建國 徐耀昌 陳 杰 蘇震清
江玲君 鄭汝芬 田秋堇 林建榮 賴坤成 潘孟安
簡東明 潘維剛 吳育昇 費鴻泰 康世儒 吳清池
羅明才 陳福海 顏清標 廖婉汝 張慶忠 翁金珠
陳 瑩 孔文吉 鍾紹和 高金素梅 邱議瑩 黃義交
許舒博 蔡錦隆 李復興
委員列席 51 人
列席人員：教育部部長
吳清基率同有關人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戴遐齡率同有關人員
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編審
鄭淑芳
主
席：楊召集委員瓊瓔
專門委員：劉其昌
主任秘書：阮 森
紀
錄：簡任秘書 秦素蓉 簡任編審 陳碧芬 專員 陳杏枝
報 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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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

論

事

項

（10 月 18 日）
一、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教育部及所屬單位預算。
(本次會議有委員陳亭妃、郭素春、陳淑慧、鄭金玲、趙麗雲、蔣乃
辛、楊瓊瓔、江義雄、管碧玲、楊麗環、黃志雄、洪秀柱、林淑芬、
曹爾忠、田秋堇、林明溱等 16 人提出質詢，均經教育部吳部長及相
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江玲君、潘維剛、鄭汝芬、鄭金玲、
江義雄、林淑芬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議：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另定於 9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進
行預算實質審查。
（10 月 20 日）
二、繼續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教育部及所屬單位預
。
算（進行預算處理）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內各款、項、目有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
後，再行調整。）
決議：
一、歲入部分
第 2 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97 項 教育部 1,200 萬 2,000 元，照列。
第 98 項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5,000 元，照列。
第 99 項 國立編譯館，無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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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 項 國家圖書館，無列數。
第 101 項 國立教育資料館，無列數。
第 102 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無列數。
第 103 項 國立國父紀念館，無列數。
第 104 項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無列數。
第 105 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無列數。
第 106 項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無列數。
第 3 款 規費收入
第 109 項 教育部原列 3,337 萬 2,000 元，增列 1,500 萬元，改列為
4,837 萬 2,000 元。
第 110 項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35 萬 9,000 元，照列。
第 111 項 國立編譯館 456 萬 4,000 元，照列。
第 112 項 國家圖書館 370 萬元，照列。
第 113 項 國立教育資料館 35 萬元，照列。
第 114 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21 萬 6,000 元，照列。
第 115 項 國立國父紀念館原列 1,689 萬 2,000 元，增列 500 萬元，
改列為 2,189 萬 2,000 元。
第 116 項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無列數。
第 117 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796 萬 6,000 元，照列。
第 118 項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8,000 元，照列。
第 4 款 財產收入
第 108 項 教育部 126 萬 8,000 元，照列。
第 109 項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無列數。
第 110 項 國立編譯館 66 萬 1,000 元，照列。
第 111 項 國家圖書館 176 萬 5,000 元，照列。
第 112 項 國立教育資料館，無列數。
第 113 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無列數。
第 114 項 國立國父紀念館原列 1,336 萬元，增列 350 萬元，改列
為 1,686 萬元。
第 115 項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無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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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 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24 萬 3,000 元，照列。
第 117 項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1,000 元，照列。
第 7 款 其他收入
第 105 項 教育部 7 億 5,401 萬元，照列。
第 106 項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無列數。
第 107 項 國立編譯館，無列數。
第 108 項 國家圖書館 3 萬 5,000 元，照列。
第 109 項 國立教育資料館，無列數。
第 110 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無列數。
第 111 項 國立國父紀念館，無列數。
第 112 項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無列數。
第 113 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無列數。
第 114 項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91 萬元，照列。
二、歲出部分
第 11 款 教育部主管
第 1 項 教育部原列 1,775 億 5,972 萬 7,000 元，除第 2 目「高等
教育」第 3 節「國立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輔助」406 億
2,066 萬 9,000 元、第 3 目「中等教育」第 3 節「國立高
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301 億 4,658 萬 4,000 元、
第 9 目「非營業特種基金」79 億 2,789 萬 5,000 元（含第
1 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基金」65 億 3,412 萬
1,000 元、第 2 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13 億
9,377 萬 4,000 元）
、第 11 目「加強文化與育樂活動」第 3
節「國立社教館所維持及發展輔助」14 億 5,384 萬元、
第 12 目「非營業特種基金」第 1 節「國立社教機構作業
基金」4,403 萬 5,000 元，均暫照列，俟所屬非營業特種
基金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外，減列第 1 目「一
般行政」1,00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 2 目「高等教育」
1,300 萬元（含第 1 節「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中「推動
大學評鑑制度」1,000 萬元及第 2 節「技術職業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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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督導」中「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流及評鑑」300
萬元）
、第 3 目「中等教育」第 1 節「中等教育督導及師
資培育」500 萬元、第 7 目「訓育與輔導」第 2 節「學生
國防教育與安全維護」中「學生國防教育推展與校園安全
維護」300 萬元、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6 節「國際
教育交流」中「辦理兩岸學術交流相關事務」100 萬元（科
目自行調整）
，共計減列 3,2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
為 1,775 億 2,772 萬 7,000 元。
本項通過決議 52 項：
(一)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1 節「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中「強
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制」3 億 2,172 萬 1,000 元之三分之
一，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
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林淑芬
蔣乃辛 陳亭妃 管碧玲 黃志雄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趙麗雲）
(二)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1 節「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中「改
善教學研究環境及提升高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3,500 萬元，
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
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陳亭妃
林淑芬 蔣乃辛 江義雄
連署人：鄭金玲 管碧玲 趙麗雲 黃志雄）
(三)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1 節「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中「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大學校院）」5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管碧玲
鄭金玲 林淑芬 陳亭妃
連署人：江義雄 蔣乃辛 郭素春 趙麗雲）
(四)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1 節「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中「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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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頂尖大學計畫」30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管碧玲
蔣乃辛 林淑芬 鄭金玲 陳亭妃
趙麗雲 郭素春
連署人：江義雄 黃志雄）
(五)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2 節「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中「輔導改進技專校院之管理發展」2,000 萬元，俟教育部向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趙麗雲 林淑芬 管碧玲
蔣乃辛 洪秀柱 江義雄 郭素春
連署人：鄭金玲 楊瓊瓔 黃志雄 陳亭妃）
(六)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2 節「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中「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1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趙麗雲 林淑芬 蔣乃辛
陳亭妃 管碧玲 洪秀柱 鄭金玲
連署人：楊瓊瓔 江義雄 黃志雄 郭素春）
(七)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2 節「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中「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2,5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趙麗雲 蔣乃辛 黃志雄
洪秀柱
連署人：鄭金玲 楊瓊瓔 江義雄）
(八)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2 節「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中「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技專校院）」3 億元，俟教育部
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
支。
（提案人：陳淑慧 趙麗雲 管碧玲 陳亭妃
鄭金玲 林淑芬 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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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楊瓊瓔 洪秀柱 江義雄 蔣乃辛
郭素春）
(九)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4 節「私立學校教學獎助」中「輔
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助」7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陳亭妃
林淑芬 管碧玲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十)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4 節「私立學校教學獎助」中「私
立學校軍訓教官與護理教師待遇及進用學輔人力」5,000 萬
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
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管碧玲
陳亭妃 林淑芬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十一)凍結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4 節「私立學校教學獎助」中「輔
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臺商子弟學校整體發展」2,000 萬
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
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管碧玲
林淑芬 郭素春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陳亭妃 趙麗雲）
(十二)凍結第 3 目「中等教育」第 1 節「中等教育督導及師資培育」
1 億元，俟教育部針對高級中學優質化及協助儲備師資就業
等，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前瞻務實的專案報告，
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趙麗雲
管碧玲 陳亭妃 林淑芬 蔣乃辛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黃志雄）
(十三)凍結第 3 目「中等教育」第 2 節「中等教育管理」1 億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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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蔣乃辛 林淑芬 管碧玲
江義雄 陳亭妃 趙麗雲 洪秀柱
黃志雄
連署人：鄭金玲 楊瓊瓔）
(十四)凍結第 4 目「國民教育」第 1 節「國民教育行政及督導」中
「國民中小學基本需求」
、
「扶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及「強
化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3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洪秀柱 楊瓊瓔 林淑芬 蔣乃辛
管碧玲 黃志雄 陳亭妃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陳淑慧 趙麗雲
郭榮宗）
(十五)凍結第 4 目「國民教育」第 1 節「國民教育行政及督導」中
「發展並健全幼稚教育」2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林淑芬 管碧玲 陳亭妃
洪秀柱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十六)凍結第 5 目「社會教育」第 1 節「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1
億 2,0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
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淑芬 管碧玲 陳亭妃 蔣乃辛
洪秀柱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十七)凍結第 5 目「社會教育」第 2 節「籌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中「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工程」1 億元，俟教育
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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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十八)凍結第 6 目「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5,000 萬元，俟教育部
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
支。
（提案人：蔣乃辛 陳亭妃 林淑芬 趙麗雲
江義雄
連署人：陳淑慧 鄭金玲 管碧玲 黃志雄
楊瓊瓔 洪秀柱）
(十九)凍結第 7 目「訓育與輔導」第 1 節「學生事務與輔導」中「學
生事務行政與督導」
、
「學生輔導」及「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
2,0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
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金玲 蔣乃辛 黃志雄 江義雄
陳亭妃 林淑芬 郭素春
連署人：趙麗雲 陳淑慧 洪秀柱 楊瓊瓔
管碧玲）
(二十)凍結第 7 目「訓育與輔導」第 1 節「學生事務與輔導」中「性
別平等教育」100 萬元，俟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性別平等
教育法」修正草案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趙麗雲
連署人：楊瓊瓔 蔣乃辛 黃志雄 田秋菫）
(二十一)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1 節「一般教育推展」中
「人事行政管理與財務輔導」之「輔導各地方政府落實地
方教育發展基金運作」1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二十二)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1 節「一般教育推展」中
「校園安全衛生設施改善及永續發展人才培訓計畫」5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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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江義雄
連署人：陳淑慧 鄭金玲 趙麗雲 黃志雄
洪秀柱 楊瓊瓔）
(二十三)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1 節「一般教育推展」中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計畫」450 萬元，俟教育部針對
「興建測驗評量暨圖書大樓先期設計規劃」向立法院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二十四)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4 節「教育與學術資訊管
理及發展」3,0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義雄 陳亭妃 林淑芬
連署人：趙麗雲 鄭金玲 陳淑慧 蔣乃辛
洪秀柱 楊瓊瓔 黃志雄 管碧玲）
(二十五)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5 節「科技教育」中「先
導型永續校園中程綱要計畫」中之「低碳校園推動計畫」
2,733 萬 3,000 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二十六)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5 節「科技教育」中「防
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2,932 萬 7,000 元，俟教育
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
支。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二十七)凍結第 8 目「各項教育推展」第 6 節「國際教育交流」中
「吸引外國學生來臺留學」之「外國來臺留學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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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
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二十八)鑒於現今公立大學校長欲續任，教育部會事先進行評鑑並
出具評鑑報告，以供學校續聘校長之參考，並最多聘任 2
次，惟私立大學則無此監督標準，導致私立大學傳出萬年
校長掏空校產弊案，由於政府每年補助私校金額龐大，教
育部應加強事前監督，而非一概以尊重私校自主，俟弊端
發生後始亡羊補牢，故建請教育部儘速檢討大學法有關大
學校長任期及續任次數之限制規範，以避免萬年校長之弊
端再次發生。
（提案人：郭素春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鄭金玲）
(二十九)鑒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以來，雖政府補助經費有逐年
下降，但補助款比例仍占 6 成。為確實提升該中心之營運
績效並產生實質作用及壓力，建請教育部明確落實依評鑑
結果據以核給每年補助款之關聯機制，並促使該中心善盡
籌募經費之責，同時加強定期對該中心財產及財務狀況實
施檢查，以確保該中心之營運及財務運作符合法令規定，
並維持法人業務永續經營。
（提案人：郭素春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鄭金玲）
(三十)鑒於教育部推動「建教合作」計畫以來，屢屢傳出學生淪為
企業廉價勞工，近來更爆發學校根本沒有「建教班」卻「假
建教合作」之名，吸引學生上門再送去企業被壓榨而從中抽
成弊端，建請教育部必須負起嚴格把關之責，並主動與地方
政府、勞委會協調，除對違規案件必須確實執行減少補助款
或取消，並予以減班減招之外，也應設立檢舉專線讓「未報
備建教合作案」無所遁形，以保護建教生權利，並善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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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責。
（提案人：郭素春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鄭金玲）
(三十一)鑒於目前國內身障學生超過 10 萬人，卻僅有 6,773 人能
進入特教體系接受教育，比率僅 7.01%，為宣示政府重視
身障學生之就學權益，避免家長奔波接送身障學生，進而
增進弱勢者未來進入社會服務之能力，建請教育部積極檢
討特教資源配置，儘早落實每縣市至少有一特教學校（中
重度特教班）之目標。
（提案人：郭素春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鄭金玲）
(三十二)為推動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教育部 100 年度於「國
民教育行政及督導－發展並健全幼稚教育」工作計畫項下
編列 33 億 9,900 萬元經費，由於此項補助金額龐大、受
益對象眾多，卻無法律授權依據，且由於目前幼兒券之預
算由內政部及教育部兩機關分別編列，事權難以統一，因
此為解決幼稚園與托兒所雙軌制衍生之問題，建請儘快完
成相關法律之立法，以明確授權之依據，於法律通過前，
教育部應主動結合內政部統籌整合幼教資源，以利國家資
源做更合理配置及運用。
（提案人：郭素春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鄭金玲）
(三十三)鑑於國內所得分配持續惡化，民國 98 年最高所得與最低
所得倍數高達 6.34 倍；同年，國內高、低所得家庭教育
支出倍數亦提高至 11.19 倍；高所得家庭大量投資於教育
支出，嚴重壓縮低所得家庭子女之就學機會。經查，民國
96 年最低所得組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僅 53.4%，而
最高所得組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卻高達 77.5%。為
協助弱勢學生，政府應增加就學貸款補助，惟教育部民國
100 年度有關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補助預算，卻較 9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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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減少為 21.57 億元，減幅達 50%；因此為調和教育支
出差距，協助弱勢家庭接受高等教育，教育部應重新檢討
「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補助」政策，以符合教育發展之需要。
（提案人：陳淑慧 楊瓊瓔
連署人：郭素春 鄭金玲 江義雄）
(三十四)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應視本年度校務基金歲出經本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之實際數予以一併調整，以符合預算法等
相關規定。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三十五)為加強吸引外國留學生來台政策，落實高等教育國際化，
爰要求教育部半年內研議訂定未來 5 年如何提升外國留
學生來台人數，包括具體之成長率、所需經費、執行方向
等，並將研議之計畫內容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三十六)為確實督導第 1 期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教育部應於今年本 5 年計畫結束前，要求獲經費補助
之各校提出書面執行績效評比報告(應包含與當年提出申
請計畫時所提列之績效比較)，且教育部應針對各校評比
內容再提出本計畫總體執行之檢討以提供第 2 期計畫執
行之參考。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三十七)為促使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發展經費之使用更為集中，避
免浮濫補助，教育部應控管第 2 期五年五百億經費、教學
卓越等大型計畫補助之學校數，讓教育資源更為集中，俾
利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目標之達成。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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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教育部攜手計畫是以照顧弱勢家庭課業落後子女為目
的，計畫實施以來協助分攤許多弱勢家庭父母照顧子女之
沉重負擔，然本計畫今年(100 年度)預算減少，不利於落
實政府照顧弱勢之政策目標，教育部應研議補救措施，不
但應擴大照顧弱勢家庭子弟之課業輔導，且應於寒暑假結
合相關社團活動實施整日之照顧，俾使需整日外出工作之
弱勢家庭父母無後顧之憂。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三十九)為落實職業學校「實用技能學程班」之執行，協助更多經
濟弱勢學生學習專業技術，降低失業率，教育部應針對参
與實用技能學程班學生畢業 1 年內之工作情形進行調
查，並且提供必要之協助，以便了解此技能班教授內容是
否符合實際產業所需，爰要求教育部自 99 學年度起，每
年針對畢業生流向、失業情況進行調查。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四十)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負責辦理每年四技二專、二技等重要
考試，但近年卻屢屢傳發弊端，嚴重影響考生權益。為加強
督導，教育部應確實遵照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要點，落實對
該中心業務查核，以維護招生考試之公平性，避免類似弊端
再次發生。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四十一)「十二年國民教育」自民國 72 年開始，教育部即說主張
研議，但歷經 10 屆教育部長，前教育部長鄭瑞城，將原
先「十二年國民教育計畫」名稱修正為「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先導計畫」
，其中第三項為「高中職社區化」
，包含學
區劃分實施方案、高中職學校資源分布調整方案、高中職
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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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29 日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落幕，吳院長雖然
說 12 年國教，
「坐而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將進入「起
而行」的階段，卻仍是擬定時程表，優先推動國民教育
向下延伸至 5 歲，顯然馬政府根本無心處理國中銜接高
中職升學問題。
蘆洲市每年度平均 3,200 位國中應屆畢業生，蘆洲、
五股地區卻無當地國立高中職，使得蘆洲五股學子必須
到外地就學。現階段教育部劃分高中職社區，卻以地理
作為劃分依據，全國共劃分 45 個適性學習社區，未考量
學生就學便利性，如果有合理考量，何以「五股、八里、
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劃定為單一區域？甚
至該區完全沒有任何一所國立高中職。民間推動 12 年國
教，首先落實高中職社區化，目的是希望每年畢業國中
生能免試升學，就讀住家附近高中職，相對的，當高中
職社區化為普及的前提下，更遑論 12 年國民教育的目
標。建請教育部應朝向在台北縣蘆洲市增設國立高中分
校的方向考量。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四十二)高等教育在 90 年代經歷一波大量擴充，導致大專院校校
所與人數不斷暴增，而在時間進入 21 世紀後，台灣的高
等教育更呈現出技術學院和專科大量升格為大學的現
象，近 10 年來，大學數量暴增 52 所，而技術學院和專科
數量大幅縮減。在這個階段，高等教育學生數成長
22.44%，而高等教育經費成長 14.92%，於是，高等教育
經費的不足是可以預見的，於是公私立大學的學費不斷調
漲，10 年來，公立大學的學費調漲了 14.50%，私立大學
學費調漲 5.63%。
然而 10 年來，台灣每戶可支配所得卻不增反減，衰
退了 0.43%，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個出現的狀況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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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生提早面臨經濟壓力。根據 1 份由人力資源公司在
今年 6 月所公布的調查，有 85%大學生必須打工以彌補經
濟缺口，這些打工大學生每週平均打工時數 16.4 小時，
已經逼近每週「上課」時數 18 小時，相當於平均每天工
作近 2.5 個小時，其中更發現有高達 3 成 5 的打工時
數甚至多過上課時數，平均每週多出 13.3 小時。
反觀高等教育的經費分配，10 年來雖然經費有成長
了 88 億，但若扣除五年五百億的「追求卓越計畫」
，其實
整體高等教育的經費是倒退的，而在面對 10 年來學生人
數成長了 22.44%的狀況，高等教育的資源勢必不足。換
言之，台灣高等教育的資源雖然一直成長，然而在分配
上，卻呈現出「不均」的狀況，排名前幾名的國立大學，
瓜分了大部分的高教資源，中後段班的大學，卻呈現出經
費不足的狀況。在教育部的施政步調上，我們看到的是，
教育部試圖在其中取得平衡，但在經費的分配上，卻呈現
出「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狀況，而在教學與研究的取
捨上，
「追求教學卓越」每年編列 50 億，分配給所有大學，
而「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每年編列
100 億，卻是少數大學才能拿到。於是，台灣高等教育的
問題，清楚呈現出：「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中後段班
大學資源越趨不足」
、
「學費持續偏高」
、
「大學生提早面對
經濟壓力」等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少子化的狀況越趨
明顯後，將成為危機。根據 1 份研究指出，公立大學的學
雜費佔整體經費比例達 30%，私立大學則達 64%，少子化
之後，招生人數銳減，可以預見將會有許多大學面臨倒閉
的命運，這個危機如何解決，到現在都還看不到教育部提
出解決方案。建請教育部應儘速通盤檢討現行牛步化之退
場機制，提出分年度分階段各級學校之退場機制及配套措
施，同時並針對高教資源分配適當與否及改善方式提出檢
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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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四十三)教育部為促進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之財務健全發展，規定私
立學校之財務報表需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然近年來私立學
校重大掏空學校資產、董事異動等情事不斷，包括民國
90 年景文學院爆發嚴重財務弊案，掏空近 10 億元，被稱
為「台灣教育界最大貪瀆弊案」
、94 年經國管理學院及健
康管理學院等 9 校不當使用獎補助款、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爆發校地購置弊案，董事不法獲利約 700 餘萬元，97 年
遭檢察官依背信等罪提起公訴、今年甚至有真理大學爆發
電腦採購、維修弊案，前校長涉嫌掏空校產數億元，遭檢
方依《貪污治罪條例》
、
《刑法》背信罪嫌起訴並求處重刑。
上開弊案等導致學校經營困難、損及學生及教職員工權
益，為收防範之效並落實監督私立學校財務、杜絕掏空等
弊端，教育部應針對招生率低、負債比率高、董事會成員
更換變動頻率高等學校加強查核，並針對所發現的缺失，
要求學校限期改善並建立有效之內部控制機制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四十四)教育部於 98 年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執行過程諸多爭議，除高學歷者之失業率仍高於平均失業
率，且第一階段之實習員離職率高達 8 成，未能達到「協
助學生進入職場，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目標外，方案執
行期間違規企業達 108 家，共計獲得教育部補助經費達
9,033 萬元，這些違規情形包含未定時發放薪資及年終獎
金、發生勞資糾紛、請款不實、機構名稱和負責人等營運
情形變更等，甚至有企業拆解成數家公司再個別申請大量
實習員、或無故解聘原有員工行裁員之實，再向政府申請
免費的實習員填補裁員缺，但是對於上述違規情形，教育
部僅讓該等違規企業往後不得申請補助及申請媒合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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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但是方案執行期間，如果實習員仍有持續工作之事實
則將以維護實習員權益為優先，故仍給予實習補助，卻未
要求其應繳還所享有實習員之薪資，還繼續替其承擔人事
費，顯有圖利部分企業之嫌，不但未能解決高失業率問
題，反而排擠真正需要工作之人力、損害勞工之勞動權益。
教育部於 100 年度預算中仍編列 11 億 3,500 萬推動第
二階段「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為避免上開
不合理之情事，教育部應立即檢討現行審核機制，確切於
實習媒合前落實嚴格初審機制，並訂出相關懲處方式，避
免不肖企業藉機裁員並損害實習員正常工作之權益。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四十五)台灣目前仍有 5 縣市並無特教學校(南投縣、嘉義縣、澎
湖縣)，致使家長必須奔波接送身障學生至鄰近縣市受教
育，甚至部分身障學生輟學在家；為解決身障學生受教機
會不均問題，保障其受教權，落實政府對弱勢教育重視，
爰建請教育部 2 年內落實每縣市至少有 1 所特教學校（特
教班）之目標。金門縣、連江縣身心障礙學生未達設校規
模，以設特教班或資源班，及增加特教設施與人員方式辦
理。
（提案人：陳亭妃
連署人：管碧玲 林淑芬）
(四十六)教育部宣布將追溯採認中國學歷至民國 81 年，外界質疑
教育部在為政府高官開後門，為釐清爭議，建請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 1 個月內全面清查出所有中央各部會一級主管
在 99 年 9 月之前取得中國學歷之人員名單。
（提案人：陳亭妃
連署人：管碧玲 林淑芬）
(四十七)教育部執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計畫至
99 年 9 月底，總計參加媒合之大專實習生 4 萬 1,4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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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人數高達 3 萬 5,566 人，離職率高達 8 成以上，為了
避免大專畢業生於實習方案到期時再度面臨失業窘境，爰
建請教育部行文要求第二階段受補助之企業必須繼續延
用實習方案之大專畢業生以落實保障其工作權益。
（提案人：陳亭妃
連署人：管碧玲 林淑芬）
(四十八)教育部執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計畫，有
部分企業發生違規情事，如發生勞資糾紛、未按時發放薪
資及年終獎金、大量解僱等事件，總計違規企業達 108
家。而教育部僅凍結違規企業「後續」媒合資格，而無任
何規範罰則。為避免政府公帑之浪費及不當支出，爰建請
教育部全面檢討審核機制並訂出違規罰則，以避免企業違
規卻仍可繼續獲得政府補助。
（提案人：陳亭妃
連署人：管碧玲 林淑芬）
(四十九)為提高生育率，落實 5 歲幼兒免費入學政策，爰要求教育
部於 101 學年度全面實施無排富之 5 歲幼兒免學費計畫，
同時取消發放幼兒教育補助，並將經費全數用於 5 歲幼兒
免學費政策，實踐國教向下扎根 1 年的目標，同時研議發
放 4 歲幼兒教育補助。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五十)有關繼續性經費應依預算法之規定，行政機關應確實將計畫
之全貌及分年編列預算之規劃方案（含全部計畫內容、經費
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併同年度預算一併送請
立法院審議且將預算資訊全數揭露於預算書，俾利立法院預
算審議且符合預算法第 39 條之規定。
（提案人：蔣乃辛 楊瓊瓔
連署人：陳淑慧 趙麗雲 江義雄）
(五十一)為因應少子化，許多學區學校的空餘空間，應考量改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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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區化的特殊教育班，未設特殊教育學校之縣市，地方
政府應依據該縣市的地理環境、交通動線，規劃設置幾個
區域型的小型特殊教育班，俾利分散在各處且行動非常不
便的身心障礙學生，可以在能承受的交通時間內就學。
（提案人：洪秀柱 楊瓊瓔
連署人：蔣乃辛 郭素春 趙麗雲 江義雄）
(五十二)教育部自訂之「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中，係以各校提報的資料做書面審查基準為常態。然因上
開標準攸關大學申請增設、調整下一學年度院、系、所與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並做為各校申請相關獎補助之
審查依據。然而，竟有大學強迫教師以追溯方式，轉聘至
師資不足的系所掛名，以表面做帳方式達到系所師資之最
低人數標準，換言之，校方以不實資料提報，避免下一學
年被減招或藉以領取教育部之各項獎勵措施，其所引起之
效應不只是政策的公平性被挑戰，甚至在無形中鼓勵大學
一起“做假、偽造”之歪風，教育部應於 3 個月內就大學提
報書面資料之真實性進行了解，凡涉及不實者，該駁回即
駁回，該重新審查即重新審查，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提案人：洪秀柱 楊瓊瓔
連署人：蔣乃辛 趙麗雲 江義雄 郭素春）
第 2 項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1 億 3,900 萬 7,000 元，照列。
第 3 項 國立編譯館 1 億 4,580 萬 5,000 元，照列。
第 4 項 國家圖書館 3 億 7,368 萬 9,000 元，照列。
第 5 項 國立教育資料館 9,072 萬 4,000 元，照列。
第 6 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7,577 萬 3,000 元，照列。
第 7 項 國立國父紀念館 2 億 4,386 萬 1,000 元，照列。
第 8 項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無列數。
第 9 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3 億 1,300 萬 7,000 元，照列。
第 10 項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2 億 0,484 萬 2,000 元，照列。
三、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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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
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
從其指定。
（10 月 21 日）
三、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及所屬
單位預算。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內各款、項、目有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
後，再行調整。）
四、處理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之決議，就該會運動發展基金「輔助運動訓練場館興整建及
維護管理計畫」凍結 5,000 萬元，請安排報告案。
說明：依據本院審查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有關運動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項下通過
決議第二項。
五、處理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
建設特別預算之決議，就該會「自行車道路網建置」預算凍結
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說明：依據本院審查 99 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
別預算案（歲出部分第 1 款第 2 項體育委員會）通過決
議第一項。
六、處理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函為 99 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
建設特別預算之決議，就該會「自行車道路網建置」預算凍結
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說明：依據本院審查 99 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
別預算案（歲出部分第 1 款第 2 項體育委員會）通過決
議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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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採綜合詢答，委員陳淑慧、陳亭妃、黃志雄、蔣乃辛、郭
素春、鄭金玲、趙麗雲、洪秀柱、江義雄、朱鳳芝、吳育昇、林明
溱、楊瓊瓔、曹爾忠、邱議瑩、林淑芬、黃仁杼、管碧玲、簡東明
等 19 人提出質詢，均經體委會戴主委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另
有委員江義雄、林淑芬、鄭金玲、潘維剛、廖婉汝之書面質詢列入
紀錄，刊登公報。)
決議：
一、歲入部分
第 2 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27 項 體育委員會及所屬，無列數。
第 3 款 規費收入
第 30 項 體育委員會及所屬 1,631 萬 1,000 元，照列。
第 4 款 財產收入
第 28 項 體育委員會及所屬 2,026 萬 8,000 元，照列。
第 7 款 其他收入
第 31 項 體育委員會及所屬 705 萬 5,000 元，照列。
二、歲出部分
第 2 款 行政院主管
第 28 項 體育委員會及所屬 35 億 9,249 萬 9,000 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31 項：
(一)凍結第 1 目「一般行政」1,000 萬元，俟體委會向立法院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亭妃 管碧玲 林淑芬 趙麗雲
楊瓊瓔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黃志雄）
(二)凍結第 2 目「體育行政業務」500 萬元，俟體委會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淑慧 楊瓊瓔 林淑芬 陳亭妃
管碧玲 蔣乃辛 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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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趙麗雲 郭素春）
(三)凍結第 3 目「國家體育建設」第 1 節「推展全民運動」3,000
萬元，俟體委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
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及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林淑芬
陳淑慧 楊瓊瓔 黃志雄
趙麗雲 鄭金玲 江義雄
郭素春 蔣乃辛）
(四)凍結第 3 目「國家體育建設」第 2 節「推展競技運動」8,000
萬元（含「健全全國性體育團體培訓機制」5,000 萬元及「輔
導全國性亞奧運團體強化國際競賽成績」
、
「運動人才中長程培
育計畫」
、
「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
、
「運動科學介入競技實力提
升計畫」3,000 萬元）
，俟體委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
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及連署人：蔣乃辛 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陳亭妃 管碧玲
林淑芬 江義雄 鄭金玲
趙麗雲 黃志雄）
(五)凍結第 3 目「國家體育建設」第 4 節「整建運動設施」4 億元，
俟體委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
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陳亭妃 林淑芬 江義雄
郭素春 管碧玲 黃志雄 楊瓊瓔
趙麗雲
連署人：陳淑慧 鄭金玲）
(六)國家體育場係政府花費鉅資經多年興建完成，體委會並自 99
年度起開始編列預算支應國家體育場營運所需經費。99 年度
國家體育場之歲出預算為 6,869 萬 6,000 元，本（100）年度預
算編列 6,128 萬 4,000 元，所費不貲。然截至 99 年 7 月底止國
家體育場之歲入實收數僅有 583 萬 4,000 元，其中租金收入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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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收 86 萬元，與歲入預算數 2,632 萬元相去甚遠，長此以往，
恐形成政府沈重負擔。為國家體育場之永續發展，建請體委會
提出具體國家體育場經營策略，並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報告。
（提案人：陳淑慧 楊瓊瓔
連署人：黃志雄 鄭金玲 江義雄 趙麗雲）
(七)體育是國力的展現，國民體能是國力的具體象徵，中華民國建
國 100 年，政府準備在各方面向世界展示中華民國 100 年來的
成就。強大國力的最佳展現，應該是以豐富運動賽事，展示國
民體能的提昇，不僅符合世界追求和平的潮流，也可以建立我
國健康清新的國際形象。爰此，體委會應規劃慶祝百年國慶的
系列運動賽事或體育活動，例如擴大舉辦各種泳渡、路跑、自
行車活動等。
（提案人：陳淑慧 楊瓊瓔
連署人：郭素春 江義雄 趙麗雲）
(八)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畫主要規劃 4 年內打造興建全國 50 座國
民運動中心，提高國人運動人口與培養規律運動習慣，然至
99 年 10 月底為止，除台北市外，大部分國民運動中心仍在規
劃階段，爰要求體委會 3 個月內重新檢討本計畫目標，且應考
量城鄉差距與各鄉鎮運動習慣調整計畫內容，並將檢討報告送
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九)振興棒球計畫主要係為落實棒球扎根工作、穩住職棒發展且以
恢復過往台灣棒球之光榮歷史為主要目標，然迄今振興棒球計
畫執行 1 年多，以經費補助增加國小至國家儲備隊數之成效有
限，且觀看職棒人口數亦未有顯著成長，顯見該計畫仍有檢討
空間，爰要求體委會 3 個月內檢討振興棒球計畫執行內容與方
向，並就如何真正達成振興台灣棒球目標，向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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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十)對於中長程連續型計畫內容應依照預算法確實辦理，除在年度
預算書中需揭露計畫整體期程、總體經費、預計分年經費與計
畫內容外，不宜隨意變更內容，避免造成重要計畫延宕且資訊
不充分，不利立法院預算審議，爰要求體委會於 1 個月針對
100 年度變更之連續型計畫之內容、原因等詳盡資料書面送至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十一)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建計畫進度落後，每年編列高額經費卻
年年發生經費執行率低落事宜，嚴重影響國內體育人才培
訓，爰要求體委會 3 個月內對於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各項
設施建設之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時程等，向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十二)體委會年年編列高額獎補助費用以補助辦理各項活動，然多
年來經常遭質疑補助浮濫或不甚公平客觀等情事，爰要求體
委會自今年起，每年於體委會公務預算審查時必須提供各項
獎補助費執行概況說明(99 年度執行資料請於 1 個月內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包括實際核撥數、
執行數等作為預算審查參考。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十三)為發揚體育運動精神、培育優質之國家體育人才，體委會不
僅需建立完善之體育制度，更需制定宏觀之體育政策，然體
委會迄今除了中長程計畫與年度施政方針外，仍缺乏完整之
體育政策，實不利於體育人才培育。爰要求體委會 6 個月內
研議我國之體育政策及相關配套辦法，並將研議之內容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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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十四)打造運動島計畫係體委會規劃加強培養國民運動習慣、強健
國民體魄之重要計畫，然整體計畫目標值過低，恐無法在 4
年後即達成帶動全民運動之目標，體委會應於半年內重新檢
討與調整打造運動島之績效目標，並將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楊瓊瓔 郭素春 陳淑慧）
(十五)體委會辦理培訓我國運動選手競技實力業務多年，仍未建立
起各等級教練、運動選手之認定標準及「正確及完善之體育
人才庫」，致我國體育競技實力多年來之提升非常有限。為
加快提升我國運動選手之競技實力，爰要求體委會必須於半
年內建立「正確及完善之體育人才庫」，以有效率培訓運動
人才。
（提案人：陳亭妃
連署人：管碧玲 林淑芬）
(十六)體委會 1 年多來「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之執行進度，包括
從國小至高中高職之基層訓練站、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職
棒二軍及輔導國家儲備隊等進度落後且成效未顯。爰要求體
委會必須通盤檢討執行問題，並建立「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
之執行績效評估指標，以儘速提升我國棒球運動之競技實
力。
（提案人：陳亭妃
連署人：管碧玲 林淑芬）
(十七)針對我國參與或舉辦國際正式運動賽會，國旗與國歌問題都
曾受到對岸質疑，特別是觀眾席是否能攜帶國旗，爭議頗
多。再者，日前教育部長吳清基於總質詢時答覆，我各級學
校舉辦兩岸交流活動，都要秉持中華民國主權立場，不應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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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撤下我國國旗等。爰建請體委會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向對
岸中國釋放訊息，亦即「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若牽
涉奧會模式，希望對岸必須遵守，若有關我內政主權自主範
圍，亦希望對岸勿過度泛政治化，此為體委會未來需經常與
對岸及國際溝通之情節，勿因意識型態影響運動表現。
（提案人：郭素春
連署人：黃志雄 楊瓊瓔 蔣乃辛 陳淑慧
鄭金玲 趙麗雲）
(十八)台灣高爾夫球名將曾雅妮，球技獲得世界肯定，先前更有中
國北京華彬集團開出 10 億天價合約爭取曾雅妮，甚至入籍
中國，但是遭曾雅妮拒絕。高球運動將於 2016 年列入奧運
正式比賽項目，曾雅妮極有希望為我國奪下獎牌，因此未來
面對其他國家挖角，勢必難以避免。爰建請體委會協助曾雅
妮在不受干擾下，能正常參加比賽，讓台灣高球實力受世界
矚目。
（提案人：郭素春
連署人：黃志雄 趙麗雲 蔣乃辛 陳淑慧
楊瓊瓔 鄭金玲）
(十九)國家體育場 100 年度編列歲出預算 6,128 萬 4,000 元，歲入
預算編列 3,033 萬 5,000 元（99 年歲入預算數為 2,632 萬元）
，
但查截至 99 年 7 月底止國家體育場之歲入實收數為 583 萬
4,000 元，其中租金收入預算數 912 萬元，但至 7 月底止僅
實收 86 萬元，顯見營運收入非常有限，鑑於國家體育場每
年需高達 7,000 萬元之營運維持費，體委會實不該坐視此一
大型、具多功能及完善設施設備之世界級國家體育場經濟效
能低落，故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體委會必須強化運用國家
體育場，期能收支平衡，更達轉虧為盈之目的，以提升國家
體育場之營運成果，進而帶動全民體育之發展。
（提案人：郭素春
連署人：楊瓊瓔 黃志雄 蔣乃辛 陳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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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金玲 趙麗雲）
(二十)體育委員會 100 年度歲出預算第 1 目「一般行政」項下「人
員維持費」共編列經費 1 億 4,103 萬元，較 99 年度增列人事
費 650 萬 6,000 元，占「一般行政」增列總數之 86.74%。經
查係為因應運動發展基金之成立，新增業務需要需增員 5
名。本案雖經本院 99 年預算審議決議，自 100 年度起列入
公務預算項下，然而，據運動發展基金 99 年度預算基金用
途明細表內容顯示，所增 5 員係擔任基金會計、資金調度、
出納與會務管理、計畫支用補助及相關法制建置等事宜之經
辦人員，其平均月薪約新台幣 7 萬元（5 員薪資共計 424 萬
1,000 元，其他如超時工作報酬、獎金、退休及撫卹金、福
利費等另編），相當於民間經理級以上報酬。時值政府組織
再造人事精簡在即，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亦已訂於
今年 4 月 1 日起實施，其增員 5 名且薪資偏高，其必要性及
妥適性，值得商榷。爰要求體委會應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陳書面報告。
（提案人：趙麗雲 楊瓊瓔
連署人：鄭金玲 黃志雄 江義雄）
(二十一)振興棒球運動係政府對全民公開之承諾，必須劍及履及，
自從 2008 年暴龍事件和中信金球團解散之後，連年爆出
5 波職棒打假球風波，顯示黑道介入職棒簽賭事件極深，
已使台灣棒球球迷、球團與球員彼此間失去最珍貴的信任
關係。馬總統曾經建議，法務部與職棒聯盟、球團除應加
強內控，設立類似政府內部的政風機構，設防弊專責人
員，注意球員日常起居，並與治安機關聯絡，俾洞燭機先
防堵做假之外，另應儘速推動制度化興革，包括球員薪資
結構、自由球員制度、生活管理制度、爭議仲裁制度等。
爰要求體委會應針對為總統所提建議提出分項改善措
施、進程及目標達成評估報告。
（提案人：趙麗雲 楊瓊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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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鄭金玲 黃志雄 江義雄）
(二十二)體育委員會 100 年度歲出預算第 3 目「國家體育建設」項
下第 1 節「推展全民運動」共編列 2 億 9,984 萬 8,000 元，
較 99 年度減列 2 億 5,260 萬 1,000 元，減幅達 45.72%，
其中包括「運動樂活計畫」557 萬 6,000 元、
「績優身心障
礙選手獎勵金」123 萬 5,000 元、
「原住民運動與休閒活動」
10 萬元、
「打造運動島計畫」2 億 4,026 萬 5,000 元等 4 項
業務，共計減列經費 2 億 4,717 萬 6,000 元。僉以身心障
礙者與原住民本屬弱勢族群、資源有限，預算減列理應審
慎為之；此外，馬總統於公開場合不斷重申，體力就是國
力，強國必先強身，堅持信念推動規律運動人口之際，攸
關全民之「推展全民運動」業務經費預算，卻不增反減，
即便能以運動發展基金填補，亦係以不穩定財源（運彩盈
餘）替代穩定財源（政府預算），做法值得商榷，爰要求
體委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陳書面
檢討與改善報告。
（提案人：趙麗雲 楊瓊瓔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黃志雄）
(二十三)體育委員會 100 年度歲出預算第 2 目「體育行政業務」項
下「擴增體育運動資源經費」中一般事務費的第＜4＞規
劃籌設運動博物館計畫，99 年及 100 年度預算連續 2 年
僅編列經費共 150 萬，不僅文物蒐集甚難落實，甚至各界
所捐贈之相關書籍與文物，亦恐因保存不當而有所毀損。
僉以辦理體育運動文物之保存及推廣為體委會工作重點
之一，亦是體育運動永續經營的重要指標，而台灣至今仍
未有中央級的體育運動博物館，實深遺憾。爰要求體育委
員會應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陳運
動博物館籌設之具體計畫與期程報告。
（提案人：趙麗雲 楊瓊瓔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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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依據體育委員會 100 年度預算之施政目標與重點，均一再
明示國民體能是國力的具體象徵，但經查，體育委員會近
年來「全民運動」與「競技運動」預算編列卻嚴重偏頗，
以今年預算而言，「推展全民運動」共編列 2 億 9,984 萬
8,000 元，佔該會總預算 之 8.35 %，反觀「推展競技運動」
共編列 10 億 8,754 萬元，則高達 33.07%。爰建議體育委
員會未來允宜務實檢討施政主軸暨預算編列配置之合理
合宜性，俾強化政策執行力，落實政策效益。
（提案人：趙麗雲 楊瓊瓔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黃志雄）
(二十五)體育委員會 100 年度歲出預算第 2 目「國家體育建設」項
下第 2 節「推展競技運動」共編列 10 億 8,754 萬元，較
99 年度減列 4 億 2,488 萬 5,000 元，減幅達 28.09%，其中
包括「各亞奧運單項協會移地訓練及比賽器材」4,230 萬
8,000 元、
「優秀運動選手教練獎勵金」1 億 3,740 萬 9,000
元、「運動人才培訓及改善訓練環境」2 億 3,236 萬 8,000
元及「國家棒球儲備隊長期培訓」1,500 萬元等 4 項業務，
共計減列經費 4 億 2,708 萬 5,000 元。經查體育委員會運
動發展基金 100 年度預算經費共編列 18 億 4,526 萬 6,000
元之基金用途共六項，其中「培訓體育運動人才計畫」編
列 5 億 7,258 萬元及「輔助競技運動人才訓練之基層運動
場管興整建及維護管理計畫」編列 1 億 9,982 萬 9,000 元
等二項計畫內容，與上開體委會單位預算「推展競技運動」
項下所列其他三項業務相近（
「國家棒球儲備隊長期培訓」
除外）
。依據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 8 條所示「運動彩券發
行之盈餘，其百分之十撥入公益彩券盈餘，並依公益彩券
發行條例管理使用；餘百分之九十，專供主管機關發展體
育運動之用，不得充抵政府預算所編列之體育經費，其使
用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且運動
彩券銷售不如預期，今（99）年 3 月間發行機構台北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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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一度要求體委會調降保證盈餘，引發各界擔憂衝擊
「運動發展基金」財務之穩定性。僉以國家發掘與培育優
秀運動人才，亟需穩定財源進行長期規劃與執行，但體育
委員會卻減列相關預算達 28.09%，爰要求體委會應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陳書面檢討與改善
報告。
（提案人：趙麗雲 楊瓊瓔
連署人：鄭金玲 江義雄 黃志雄）
(二十六)台北縣蘆洲市發展快速，人口已突破 20 萬人，其都市型
態明顯及人口急遽增加，惟目前該市仍缺乏大型室內運動
中心（如國民運動中心）
，市民如欲從事休閒健身之運動，
仍需前往市郊外之河堤公園，尤其上班族於傍晚返家後，
再前往較為偏遠之戶外河堤公園，對於人身安全恐有疑
慮，且交通問題也必須納入考量。建請體委會應評估在台
北縣蘆洲市建造國民運動中心，提供當地民眾可於室內從
事休閒、運動健身之運動之場所，俾利培養民眾之良好體
適能，達成提升生活品質和促進健康的目標。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二十七)體委會為振興棒球運動，所提出之「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
行政院已於 99 年 3 月 3 日核定通過，惟目前體委會執行
進度只完成協助台北市棒球隊、台北縣棒球隊及台中威達
超舜棒球隊組成甲組球隊、輔助台北市政府等 23 縣市設
置國小 80 站、國中 45 站、高中職 32 站，共計 157 個棒
球基層訓練站及輔助 14 所大專校院棒球隊加強培訓、支
援 14 個棒球替代役男，舉辦打擊技術講習及聘請美國職
棒大聯盟專家來台等。
振興棒球實力應從充實基層訓練站並落實執行為
主，但目前補助各縣市從國小至高中高職僅 157 站、社會
甲組棒球隊也只有 3 隊成立，國人所期待棒球實力接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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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訓職棒二軍及輔導國家儲備長期培訓則沒有明顯進
度，體委會應提升相關計畫之執行率，以大幅提升我國棒
球運動成長及競技實力。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二十八)體委會近年委辦事項包括體育行政業務、推展全民運動、
推展競技運動、推展國際體育及整建運動設施等工作，委
辦經費約為 2 億元，而 95 至 99 年度實際執行數甚至超過
預算數，且體委會委辦事項內容包括辦理年度運動統計彙
編、兩岸運動人員交流、輔導績優運動員生涯規劃、編印
發行年報及運動時報、辦理公民營運動設施輔導管理業務
及改善公民營運動場館設施安全、辦理出版品與出國報告
等經常性例行業務等業務皆委託其他機關辦理，令人質疑
委託業務之必要性及體委會之人力管理是否有充分、盡責
使用之疑。體委會應依各工作計畫重新檢討評估各項業務
委辦之必要性，以避免浪費國家公帑及充分有效運用人
力。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二十九)台北縣五股鄉目前幾乎沒有公園綠地及簡易運動休閒設
施，為提供當地民眾可從事休閒、運動健身之運動場所，
建請體委會於五股地區增建公園綠地及廣設簡易運動休
閒設施，俾利培養民眾之良好體適能、達成體委會全民
運動之績效目標並提升生活品質和促進健康的目標。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陳亭妃 管碧玲）
(三十)去年 11 月行政院長吳敦義公開承諾，將於 2010 年起把高雄
世運主場館移交高雄市政府管理，每年並補助 4,000 萬元。
立法院今年年初審查預算時亦通過決議「體委會應即刻完成
移交」，惟體委會至今沒有任何動作，明顯失職。高雄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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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高雄市民的光榮記憶，世運主場館移交高市管理也是市
民的期盼，吳敦義已經公開承諾，就應該信守，儘速洽高雄
市政府工務局完成修繕後，辦理移交。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林淑芬 陳亭妃）
(三十一)體委會國家體育場管理處於其網頁刊登「處長的話」，內
容不僅假造主場館興建歷程、有違事實，抹黑高雄市政
府、塑造與高雄市政府的高度對立，抹煞高雄市民對主場
館的榮譽感及參與感。體委會應儘速要求國家體育場管理
處修改內容，以正視聽。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林淑芬 陳亭妃）
三、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
四、第 4 案至第 6 案，均准予動支，提報院會。
五、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
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
從其指定。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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