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12月9日（星期一）下午2時48分至下午5時 9分
中華民國102年12月11日（星期三）上午9時1分至下午1時 27分、
下午2時31分至下午3時 49分
中華民國102 年12 月12 日（星期四）上午9 時1 分至下午12 時36
分、下午2時33分至下午5時 26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淑慧 邱志偉 鄭麗君 李桐豪 鄭天財 林佳龍
孔文吉 陳學聖 蔣乃辛 許智傑 陳亭妃 黃志雄
呂玉玲 何欣純
委員出席 14 人
列席委員：楊麗環 徐欣瑩 段宜康 陳碧涵 許忠信 吳秉叡
李貴敏 盧秀燕 楊應雄 許添財 陳明文 廖正井
黃昭順 江啟臣 賴士葆 林德福 黃文玲 王惠美
陳歐珀 徐耀昌 邱文彥 羅明才 蘇清泉 蔡錦隆
簡東明 蕭美琴 楊瓊瓔 潘維剛 黃偉哲 江惠貞
鄭汝芬 王育敏 呂學樟 顏寬恒 管碧玲 李昆澤
吳育仁 吳宜臻 姚文智 陳怡潔
委員列席 40 人
列席人員：（12 月 9 日）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
（12 月 11 日）

主

蔡春鴻率同有關人員
陳莉容

教育部部長
教育部政務次長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
（12 月 12 日）

蔣偉寧率同有關人員
黃碧端率同有關人員
蘇文樹

文化部部長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
席：邱召集委員志偉

龍應台率同有關人員
吳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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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委員：劉其昌
主任秘書：鄭光三
紀
錄：簡任秘書 秦素蓉

簡任編審 陳碧芬 專員 葉 蘭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12 月 11 上午）
二、教育部部長就「一、如何落實人才培育方案及未來成效評估。
二、教育部針對主權錯亂之離譜公文的檢討作為、日後如何杜
絕類似情形再發生以及相關人員懲處情形。三、十二年國教之
戶外學習規劃進度期程與未來戶外教育政策之總體方案。四、
如何改善中小學師資培育、聘任、進修、退休整體失調情形及
相關配套措施。五、大學學雜費調整對學生受教權之影響及如
何加強對弱勢家庭學生學費補貼之措施」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本日上午議程採綜合詢答，委員林佳龍、陳亭妃、許智傑、李桐
豪、蔣乃辛、陳淑慧、孔文吉、鄭天財、鄭麗君、段宜康、陳碧
涵、邱志偉、許忠信、黃志雄、呂玉玲、鄭汝芬、許添財等 17 人
提出質詢，均經教育部蔣部長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
員許智傑、黃志雄、徐耀昌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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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
（12 月 12 上午）
文化部部長就「一、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修法精神、規劃方向、草案
內容及修法進度。二、文化部對現有文化資產保存之成果及相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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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執行情形」進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日上午議程有委員李桐豪、黃志雄、鄭天財、蔣乃辛、孔文吉、
鄭麗君、黃昭順、何欣純、段宜康、陳碧涵、邱志偉、李昆澤、
吳育仁、邱文彥等 14 人提出質詢，均經文化部龍部長及相關人員
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潘維剛、許智傑、陳亭妃、黃志雄、林
佳龍、陳淑慧、呂玉玲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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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
討 論 事 項
（12 月 9 日下午）
繼續審查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
屬單位預算。
決議：
一、歲入部分
第 2 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152 項 輻射偵測中心，無列數。
第 153 項 核能研究所 200 萬元，照列。
第 3 款 規費收入
第 166 項 輻射偵測中心 169 萬 1,000 元，照列。
第 167 項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2,151 萬 5,000 元，照列。
第 168 項 核能研究所 1 億 3,900 萬元，照列。
第 4 款 財產收入
第 163 項 輻射偵測中心，無列數。
第 164 項 核能研究所 234 萬 1,000 元，照列。
第 7 款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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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 項

核能研究所 105 萬 3,000 元，照列。

二、歲出部分
第 18 款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第 2 項 輻射偵測中心原列 7,178 萬 7,000 元，減列「業務費」
項下「資訊服務費」及「資訊軟硬體設備費」100 萬元，
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7,078 萬 7,000 元。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第 1 目「一般行政」項下「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列有「0400
獎補助費」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6 萬元，建議全數減
列。
說明：退休公務員三節慰問金原來之法源，為公務員退休
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而該法已於 2010 年廢除，
是以本預算編列並無任何法令依據，違反法律保留
之重要性原則，而行政院亦已宣佈將對退休公務員
慰問金制度進行改革。縱然行政院計畫將退休員工
慰問金朝向｢法制化、只救濟弱勢｣處理，但此預算
編列違法已是既成事實，矧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輻射偵測中心編列之首長特別費與第一預備金，仍
能就孤苦退休公務員個案慰助。爰此，建議全數刪
除本預算 6 萬元。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林佳龍 何欣純
本項通過決議 1 項：
(一)凍結第 2 目「環境輻射偵測」第 2 節「人造游離輻射偵測」
100 萬元，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及連署人：邱志偉 鄭麗君 何欣純
林佳龍 陳亭妃 許智傑
第 3 項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8,478 萬 7,000 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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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 目「一般行政」項下「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列有「0400
獎補助費」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13 萬 2,000 元，建議
全數減列。
說明：退休公務員三節慰問金原來之法源，為公務員退休
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而該法已於 2010 年廢除，
是以本預算編列並無任何法令依據，違反法律保留
之重要性原則，而行政院亦已宣佈將對退休公務員
慰問金制度進行改革。縱然行政院計畫將退休員工
慰問金朝向｢法制化、只救濟弱勢｣處理，但此預算
編列違法已是既成事實，矧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編列之首長特別費與第一預備
金，仍能就孤苦退休公務員個案慰助。爰此，建議
全數刪除本預算 13 萬 2,000 元。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林佳龍 何欣純
本項通過決議 3 項：
(一)凍結第 2 目「放射性物料管理」第 1 節「放射性物料管理
作業」400 萬元，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孔文吉 鄭天財 邱志偉 鄭麗君
何欣純 林佳龍 陳亭妃 呂玉玲
陳學聖
連署人：陳淑慧 許智傑 蔣乃辛 黃志雄
(二)凍結第 2 目「放射性物料管理」第 3 節「核物料及小產源
廢棄物安全管制」100 萬元，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邱志偉 陳亭妃
林佳龍 何欣純 許智傑
(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應就「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預計修法之具體內容，
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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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修正現行條例第十一條之地方同意公投規定。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林佳龍 何欣純
第 4 項 核能研究所原列 22 億 4,893 萬 2,000 元，減列第 2 目
「核能科技計畫管考、設施運轉維護及安全」第 1 節
「綜合計畫」5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 3 目「核能
科技研發計畫」50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共計減列
55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22 億 4,343 萬 2,000
元。
本項通過決議 7 項：
(一)凍結「業務費」中「臨時人員酬金」2,000 萬元，俟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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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 邱志偉 陳淑慧 林佳龍
何欣純 陳亭妃
連署人：鄭天財 許智傑 呂玉玲
(二)凍結「派員出國計畫」100 萬元，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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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偉
連署人：鄭麗君 何欣純
(三)凍結第 1 目「一般行政」6,000 萬元，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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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 鄭天財 呂玉玲 陳學聖
連署人：林佳龍 何欣純 蔣乃辛 黃志雄
(四)凍結第 2 目「核能科技計畫管考、設施運轉維護及安全」
第 1 節「綜合計畫」200 萬元，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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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 邱志偉 陳亭妃 林佳龍
何欣純 蔣乃辛
連署人：孔文吉 許智傑 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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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凍結第 3 目「核能科技研發計畫」5,000 萬元，俟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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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偉 陳亭妃 林佳龍 蔣乃辛
何欣純
連署人：鄭麗君 孔文吉 黃志雄 許智傑
(六)凍結第 4 目「推廣核能技術應用」3,000 萬元，俟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
始得動支。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邱志偉 陳亭妃
林佳龍 何欣純 許智傑
(七)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後，我國對於日本進口食品的輻射管控
分別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等單位主責，然相關輻射食品檢測業務均委交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辦理。核能研究所身為幕僚單
位，不應只辦理檢測，而應提高警覺、適時向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等單位反應輻
射食品檢測最新狀況，並且參考其他國家對輻射食品檢測
之高標準做法，研議提高日本食品進口檢測標準之研究報
告，替國人健康把關。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孔文吉 黃志雄
三、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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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上午)
教育部函，為本院審議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檢送有關
該部補助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補助臺灣大學之經費部分繼續凍結
1 億元之相關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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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准予動支，通過附帶決議 2 項，均提報院會。
(一)有鑒於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所屬之山地實
驗農場及實驗林管理處，接受教育部與國立台灣大學校
務基金編列預算補助，卻不受教育部與國立台灣大學監
督。且該處雖位於原住民族地區，長期利用原住民族地
區資源，卻從未能主動積極溝通，瞭解原住民族之需求
與執行行政院推動原住民保留地政策。雙方關係交惡，
甚至任意興訟與當地原住民爭地，且偏離其教學實驗之
用途。為回應民意與落實行政院原住民族原住民保留地
執行政策，請教育部督促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等校，於 2 個月內提供其附屬山地農場及實驗林管理處
之完善監督計畫。維護原住民傳統領域之自主性與管理
權，達成其與原住民之新夥伴關係。
提案及連署人：孔文吉 鄭天財 陳淑慧
(二)國立台灣大學校產中擁有許多日式宿舍，部分宿舍經整
修後不僅具備古蹟保存價值且增添周邊鄰里人文藝術氣
息，爰要求國立台灣大學重新檢視鄰近住宅區內的日式
宿舍，盡量以文化創意使用為主要考量，在不影響周邊
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讓年輕學子有更多空間能發揮文
化創意，培育人文藝文氣息。
提案及連署人：蔣乃辛 黃志雄 邱志偉
鄭麗君
(12 月 11 日下午)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修正草案」
、
「大學法
第三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
「專科學校法第五條、第
二十七條之一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空中大學設置條例第
八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王育敏等 29 人擬具「補習
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補
習及進修教育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委員李昆澤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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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擬具「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
、委員李桐豪等 23 人擬具「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增訂第二十五
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草案」案。
（本日下午議程有委員許智傑、蔣乃辛、管碧玲、王育敏、邱志偉
等 5 人提出質詢，均經教育部黃次長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另
有委員許智傑、黃志雄、陳淑慧、鄭麗君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
登公報。）
決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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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教育部提出「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修正草案，僅以年齡
或空泛定義之「快樂學習」作為得否補習之允駁分辨要件，
事前並未充分參酌家長代表等各方意見。為避免倉促修法未
來衍生更多爭議，應俟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公聽會
整合各方意見後再行審議。
三、報告及詢答結束，另定期繼續審查。
(12 月 12 日下午)
繼續審查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文化部及所屬單位預算。
決議：
一、歲出部分
第 23 款 文化部主管
第 1 項 文化部
本項通過決議 7 項：
(一)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1 節「人文及文學發展業
務」中「人文研發業務」600 萬元(含辦理或輔助團體辦理
文化平權理念推廣 100 萬元及辦理國民記憶庫計畫 500 萬
元)，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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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欣純 孔文吉 鄭天財 鄭麗君
蔣乃辛 陳碧涵
連署人：黃志雄 李桐豪 許智傑 陳淑慧
林佳龍
(二)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1 節「人文及文學發展業
務」中「文學發展業務」1,0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麗君 邱志偉 許智傑 蔣乃辛
連署人：何欣純 黃志雄 李桐豪 林佳龍
(三)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2 節「出版業務推動與輔
導」中「出版事業之輔導」3,0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邱志偉 何欣純 呂玉玲 鄭天財
鄭麗君 林佳龍 陳亭妃 陳學聖
許智傑
連署人：蔣乃辛 黃志雄
(四)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2 節「出版業務推動與輔
導」中「對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捐助」3,000 萬元，俟文化
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
支。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邱志偉 何欣純
許智傑 林佳龍
(五)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3 節「臺灣文學館業務」
中「文學推展」500 萬元，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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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天財 何欣純
連署人：鄭麗君 孔文吉 陳淑慧 許智傑
黃志雄 李桐豪
(六)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3 節「臺灣文學館業務」
中「文學推展」項下大陸地區旅費 3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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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林佳龍 何欣純
(七)凍結第 6 目「人文及出版業務」第 4 節「國家人權博物館籌
備業務」中「博物館業務之推展」3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麗君 邱志偉 鄭天財 許智傑
李桐豪
連署人：林佳龍 何欣純
臨

時

提

案

一、為推展我國戶外教學政策，同時作為十二年國教之配套措施，
教育部應委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建構「戶外教育 VS 學習領域課
程研發協作」
，配合產、官、學、民間團體協作，以強化學校本
位特色課程和戶外學習方案的規劃、執行，並訂定具體指標與
評估方法，以確保戶外教育之品質。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許智傑 邱志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即將於 2014 年實施，有鑑於我國
課程設計向來以「課室內教學」為主，民間團體倡議師法美、
英，建置國家級戶外教學之宣言與法案，作為十二年國教之配
套措施。今 102 年 4 月倡議團體拜會部長後，獲得部長承諾全
力支持，同時指派次長主責，並於 102 年舉辦 2 次戶外教育研
商會議，裁定 11 人小組研擬戶外教育宣言，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授周儒、國立臺南大學教授陳伯璋主持，期間歷時 4 個月、
召開 9 次會議，完成「戶外教育政策推動規劃研究報告」
，達
成「應由教育主管機關和學校教育來主導」之共識。爰要求教
育部應於 102 年年底之前設立任務編組「戶外教育推動委員
會」
，由教育部部長或次長每年 3 - 4 次召集其他部會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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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部內國教署、體育署、青年發展署、終身教育司、資訊
暨科技司、綜合規劃司等代表和各界專家擬定戶外教育推動方
針，並整合相關業務；同時以書面方式將成果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許智傑 邱志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三、針對我國「戶外教育政策」之建構，其中「課室外場域」包含
了國家風景區(交通部)、國家公園(內政部)、休閒農場(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森林遊樂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文化場
館(文化部)、觀光工廠(經濟部)…等等，其主管機關橫跨數個部
會。爰要求教育部於完成任務編組「戶外教育推動委員會」之
後，由此委員會進行推動與串聯，同時爭取行政院於 3 個月內
建立「戶外教育跨部會協調平台」
，任命 1 位政務委員召集教
育部、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相
關單位，進行整合戶外教育之相關業務聯繫，場域資源整合與
策略推動研擬。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許智傑 邱志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四、為落實「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第三條
第三項但書第二款規定：「原住民聚集地區、重點學校及特殊
科系，得衡酌學校資源狀況、區域特性及入學管道，依原住民
學齡人口分布情形及就讀現況專案調高比率；其調高之比率，
高級中等學校，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大專校院，由中央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及大專
校院定之。」，同時為解決大專校院粗在學率原住民 50.32%、
一般學生 85.54%，二者落差 35.22%，及為協助解決原住民大
專校院學生休學率高於一般學生 2.2%之問題，爰請教育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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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以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依法專案調高比
率，並加強辦理原住民學生在校之生活及學業輔導。
提案人：鄭天財
連署人：陳淑慧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五、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廠落成於 1939 年，為「臺北三市街」與
東郊松山庄縫合為今日臺北市區之重要指標，其與配合興建之
附屬設施如東町國民住宅和雙葉國民學校，形成日治時期臺灣
最大型工業聚落之一，矧其建築相當精美，體現新建斯時「分
離派建築」的時代潮流，多項尚能運作之氣動工具和蒸氣鎚，
更受到包括如英國國會友臺小組成員在內之國際友人重視，應
予妥適保存，設立國家級之交通與鐵道博物館群。惟文化部迄
今對臺北機廠之保存與再發展並無作為，使同屬中央之臺鐵局
循工業區變更之模式，由臺北市政府劃設「文創園區」與「第
二美術館」，全然無視臺北機廠之建築條件與空間特性，更未
能吸取如英國約克國家鐵路博物館、法國米盧斯火車城（Cité
du Train）或德國紐倫堡德國鐵路博物館之成功案例。爰要求文
化部於 1 個月內邀集相關單位、學者專家與社會各界，就臺北
機廠的保存與再發展舉辦公聽會。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李桐豪
管碧玲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文化部辦理。

何欣純
段宜康

邱志偉
李昆澤

六、文化部訂於 2014 年 1 月將其本部辦公室自臺北市北平東路租
賃處，遷往新莊副都心之中央合署辦公大樓。惟就此行政院於
2007 年與 2008 年 2 度定案之預期政事，文化部先未於 2013 年
編列相關預算，並擬以違反預算法第七十條和中央政府預算執
行要點第二十九點之方式動支第二預備金，後又傳出文化部部
長龍應台將有包括「南海工作坊」在內的 3 個辦公室，引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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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嘩然。面對各界質疑，文化部非但於 11 月 22 日公告以限制
性招標方式辦理「南海工作坊」之室內裝修採購，矧相關經費
係來自經費流用，無論必要性或妥適性皆有可議。爰要求文化
部就「南海工作坊」相關標案辦理情況，於 1 週內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文化部並應於前開報告中，評
估停止辦理「南海工作坊」相關工程之可行性。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何欣純 邱志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文化部辦理。
七、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五年祭」為排灣族部落之文化資產，卻
被民間團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
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登錄為五年祭之保存團體，造成部
落要舉辦五年祭需經該民間團體同意，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
作業要點」規定需為保存團體方可接受補助之爭議。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政府處理原住民
族事務…，應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
其合法權益」，查原住民族之文化資產屬於特定部落或特定原
住民族所有，非屬個人或民間團體所有，文化部應依前揭規定
意旨，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面檢視目前原住民族文化
資產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登錄情形，並應針對登錄錯誤之
處提出解決方案，以尊重原住民族或部落文化資產權利，消除
原住民族或部落與登錄保存團體之爭議。
提案人：鄭天財
連署人：何欣純 邱志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文化部辦理。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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