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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華
江凱寧

一、繼續審查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教育部及所屬單位預
算案。
二、繼續審查 106 年度教育部主管 51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國
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金、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學產基金、運動發展基金及大專
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三、繼續審查 106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預算案。
四、繼續併案審查委員陳學聖等 28 人、委員許智傑等 17 人、委員
黃國書等 16 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案。
決議：
壹、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教育部及所屬單位預算案，全
部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歲出部分
第 11 款 教育部主管
第1項

教育部原列 1,345 億 7,291 萬 9 千元，除第 2 目「高等
教育」第 3 節「國立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輔助」423 億
5,029 萬 5 千元、第 7 目「非營業特種基金」67 億 9,120
萬 4 千元、第 9 目「加強文化與育樂活動」第 2 節「國
立社教館所維持及發展輔助」11 億 5,200 萬 6 千元、第
10 目「非營業特種基金」第 1 節「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
金」586 萬 6 千元，均暫照列，俟所屬非營業特種基金
審議確定，再行調整外，減列第 1 目「一般行政」中「
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書刊」5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及「人事行政管理與財務輔導」5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 2 目「高等教育」第 1 節「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中「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大學產學研合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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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第 4 目「終身教育」第 1
節「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中「建立終身學習推動組織
」10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共計減列 1,200 萬元，其
餘均照列，改列為 1,345 億 6,091 萬 9 千元。
貳、本會主審「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務預算部
分，均已審查完竣。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
查結果調整。擬具審查報告，函復財政委員會，本委員會審查
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會召集委員陳學聖
及何欣純補充說明。
參、繼續審查 105 年度教育部主管 51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國
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
金、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學產基金、運動發展基金及大專
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全部審查完竣。審查結
果如下：
一、51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照案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校務基金通過決議 2 項：
(一)凍結「業務成本與費用-教學成本-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服務
費用-一般服務費-由政府補助收入支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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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蔣乃辛

(二)國立臺灣大學附屬之圖書館應為我國公共圖書館，非臺灣大
學師生所獨有，因此應負公共圖書館之責，針對校外人員進
入圖書館所制定之規範，應設有合宜之規定，如建立友善門
禁管理措施、圖書複印或調閱書本之協助等，國際一流大學
圖書館，如日本東京大學之圖書館，除借閱圖書、使用閱覽
室優先以該學校之師生為主外，其餘規定皆與東大師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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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一致，並未有差別之待遇，因此建請國立臺灣大學研議
建立校外人員進入圖書館之友善機制。
提案人：李麗芬
連署人：張廖萬堅 蘇巧慧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通過決議 1 項：
(一)審計部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民國 104 年底
止，51 所國立大學校院，仍有 21 所學校、301 棟校舍未取得
建造執照、316 棟校舍未取得使用執照。依照國立政治大學
提供給立法院預算中心資料指出，至 105 年 7 月底止，政治
大學原有 43 棟無建造及使用執照校舍，目前已拆除 25 棟，
所餘 18 棟仍有部分持續使用。建請國立政治大學儘速完成補
照，在取得使用執照前宜加強注意修繕防護措施，另預定拆
除之校舍部分，應評估停止使用，爰此，建請國立政治大學
提出相關檢討報告，於 3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蔣乃辛
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通過決議 2 項：
(一)凍結「業務成本與費用-管理及總務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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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何欣純
連署人：黃國書

蘇巧慧

張廖萬堅

(二)國立中興大學 106 年度校務基金於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編列
分年性項目經費 1 億 5,100 萬元，分別為女生宿舍誠軒大樓
新建工程 1 億 0,800 萬元及興大二村男生宿舍新建工程
4,300 萬元，預計以自籌款支應。惟女生宿舍誠軒大樓新建
工程及興大二村男生宿舍新建工程皆經重新招標設計，整體
進度嚴重落後。且 2 項工程計畫總經費達 11 億 7,800 萬元，
經扣除至 105 年度累計預算數，尚有 9 億 9,300 萬元資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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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2 項新建工程同時進行，所需支應工程款不低，允宜審
慎評估並滾動式檢討資金需求及調度，避免影響學校資金運
用，爰此，國立中興大學應提出檢討報告，於 3 個月內送交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蔣乃辛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通過決議 1 項：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國立大
學校院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查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及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 2 家財團法人冠上
學校名稱，會址亦位於校內，且業務內容與校務基金競合，
並有 2 名學校行政人員兼辦法人日常業務並持續接受各界捐
款，收支卻不必納入校務基金，易致外界混淆或質疑。教育
部應積極協助國立成功大學與該 2 家設於校內之基金會協調
辦理更名作業，或將營運規模較小之基金會研議併入校務基
金，以符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立
法意旨。爰此，建請教育部及國立成功大學提出檢討報告，
於 3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蔣乃辛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通過決議 1 項：
(一)為配合推動大學合併政策，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已合併並改名，同意自行政院核定 2 校合併之日起，由合
併改名後之學校繼續執行原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之 106 年度各項預算，並編製決算。
提案人：何欣純
連署人：鍾佳濱 陳學聖 蘇巧慧
二、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照案通過。
三、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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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照案通過。
五、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除「業務總收入」中「國立海洋生物
博物館-業務收入-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權利金收入」增列 200 萬
元及「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業務收入-勞務收入-服務收入」增
列 100 萬元外，餘均照案通過。另通過決議 2 項：
(一)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規定，老人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
待，平日應予免費。另第 2 條規定老人之定義，為年滿 65
歲以上之人。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各項門票及場地使用規費收費標
準」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921 地震教育園區全票新臺幣 50
元、優待票 30 元，滿 65 歲以上者平日免費、假日適用優待
票 30 元；第 18 款規定，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票價全票 50 元
、優待票 30 元，滿 65 歲以上者平日免費、假日適用優待票
30 元。
綜上，要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應於 1 個月內改善「921
地震教育園區」及「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之優惠票價應符
合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應予以半價（25 元）之規定。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李麗芬 蘇巧慧

吳思瑤

(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3 年決算數短絀 6,112 萬 7 千元，104
年決算數短絀 6,789 萬 9 千元，105 年預算數短絀 8,994 萬 7
千元，106 年度預算編列短絀 9,035 萬 7 千元，短絀金額有
連年增高之勢。參考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因業務成本
與費用增加以致短絀擴大，應撙節檢討成本支出，加強經費
使用效能，爰此，建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提出經費運用改
善報告，並於 1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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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揚

六、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照案通過。另通過決議 3 項：
(一)106 年度該基金所轄 154 所學校中，屬各類特殊教育學校計
15 所。該等特殊教育學校係專為各類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
生施以特殊教育及提供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所設置，當應依
特殊教育法規定，配置足額教師。根據特殊教育法以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
法規定，各特殊教育學校除少數資賦優異特殊教育班外，每
班學生人數應不超過 15 人，並置教師 3 人。經查，該基金所
屬特殊教育學校近(102-106)年依其學生、教師人數及班級數
計算之平均每班學生人數約在 11 人左右，尚符合前揭應在
15 人以下之小班制規定；惟平均每班教師人數則約在 2.54
人至 2.71 人之間，均未達規定應有之 3 人標準，顯示其中有
若干學校存在師資不足問題。綜上，該基金所屬各特殊教育
學校均直屬教育部主管，其相關教學體制運作當應確實依教
育部所訂法令規定辦理，以為其他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之表
率，惟卻未依班級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規定配置足額教師，
恐有影響教學品質之虞，爰此，建請教育部應於 3 個月內清
查，並促各該未足額進用教師之特殊教育學校加以改善。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蘇巧慧 李麗芬

吳思瑤

(二)為因應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等 4 直轄市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及桃園市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生效(下稱新
5 都)，其轄區內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計畫改隸新 5 都一案，
教育部自民國 99 年起即與新直轄市政府協商，迄今已 5 年。
惟目前卻僅有新北市 12 校完成改隸，臺中市同意 17 校改隸
，其餘 3 都則以經費、員額尚無完善配套措施等為由，暫拒
接管轄區內 37 校，致新 5 都轄區內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間，
存在改隸與暫不改隸兩種體制不一之狀況，且其餘 3 都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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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校何時可行改隸迄今仍未可期，此將造成體制混亂，亦
可能影響學生權益。
由於改隸與否涉及各直轄市財政狀況、接管意願、行政
業務負擔、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國有財產法等法令限制，又兼
及財政部、內政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等機關之權責，建
請教育部應積極與各直轄市政府溝通，尋求最大共識，儘早
完成移撥改隸作業。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李麗芬 蘇巧慧

吳思瑤

(三)「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106 年度就建教合作業務於
「教學收入」項下之「建教合作收入」科目編列 6 億 4,153
萬 3 千元；另於「教學成本」項下之「建教合作成本」科目
編列 6 億 2,859 萬 2 千元，因此預估該項業務賸餘為 1,294
萬 1 千元，較 105 年度之 1,599 萬 4 千元，估計更為保守。
惟該基金上揭建教合作收支及賸餘預算數近年來皆遠低於決
算數，101 至 104 年度分別產生賸餘 7,591 萬 8 千元、8,703
萬 6 千元、9,561 萬 3 千元及 8,541 萬 7 千元，顯見 106 年
度並未參照過去實績據以編列預算，對照上述該基金近年該
項業務收入、成本及賸餘之實績，明顯過於低估，核與前揭
行政院所訂應「參照過去實績及業務增減情形，核實估計其
賸餘（短絀）」之規定未合，實應檢討改進，並依規定參照過
去實績覈實編列。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吳志揚
七、學產基金—除「學產房地管理計畫」減列 100 萬元（科目自行
調整）外，餘照案通過。另通過決議 2 項：
(一)教育部學產基金學產土地共計 4,985 筆，面積約 828.87 公頃
，遭占用面積 117.32 公頃（14.16%，849 錄）
；閒置 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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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13.76%，750 錄）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多次就資
訊揭露為相關決議，然學產地之處理面對包括規則變更、拒
絕繳回等情況，教育部應有處理準則，並跨部會協處。105
年 7 月教育部並於解凍報告指出運用「學產房地資料庫管理
系統」、「內政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查詢」、「內政部地籍圖資
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全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查詢系統」等
系統。然資訊不完整且運用跨部會資料而未能整合，致使學
產基金對於遭占用、閒置地處理不易且費時之情況效率不彰
。且教育部用於處理學產基金之人事異動更迭快速，恐不利
掌握處理進度。爰要求教育部 6 個月內提出跨部會、跨平台
之「學產地」資訊統整計畫，以系統性方式處理前開資訊問
題暨承辦人之進度匯報，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
案報告。
提案人：何欣純
連署人：蘇巧慧

黃國書

張廖萬堅

(二)學產基金經管土地 831 公頃、4,985 筆土地與 44 件建物，是
以租金收入為學產基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惟預算書所列租
金收入明細簡略，且亦未明列各建物活化專案與土地開發專
案之執行績效，不利國會監督，請教育部於下年度(民國 107
年度)改善。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李麗芬 許智傑 吳思瑤
八、運動發展基金—除「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收
入」增列 3 億元及「健全體育運動人才培育之運動產業環境改
善支出計畫-服務費用-專業服務費」減列 40 萬元外，餘照案通
過。另通過決議 2 項：
(一)凍結「培訓體育運動人才及運動訓練環境改善計畫」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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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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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連署人：吳思瑤 李麗芬 吳志揚 張廖萬堅
陳學聖 柯志恩 何欣純 黃國書
蘇巧慧 徐永明 許智傑 吳思瑤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二)運動發展基金針對目前因人口高齡化，編列補助輔導運動產
業與醫療保健及觀光旅遊或長照或幼教等跨業合作，且目前
政府欲推動長照 2.0，體育署應與衛福部、觀光局進行跨部
會協商，健全運動產業與各不同產業之連結，惟預算之編列
及說明無法看出實質效益與成果，爰此，建請體育署針對此
項工作計畫內容提出具體專案報告。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連署人：陳學聖 張廖萬堅 徐永明
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鑑於 2016 巴西里約奧運期間選手與協會風波爭議不斷，凸顯體育
署多年來未善盡輔導與監督之責，為健全體育團體組織運作與提
升效能，並落實各級選手照顧及培育體系，請體育署就組織開放
化、營運專業化、財務透明化、績效考核客觀化，搭配完備法制
基礎之策略，儘速完成相關修法作業並落實執行。
提案及連署人：黃國書 陳學聖 何欣純 吳思瑤
蘇巧慧 蔣乃辛 李麗芬 張廖萬堅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柯志恩
九、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照案通過。另通過決議 6 項：
(一)凍結「基金用途」1 億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志揚
連署人：陳學聖

柯志恩

(二)查教育部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尚未訂定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爰要求教育部於 3 個月內完成訂定並公告該基金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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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及運用辦法，以利監督查核，並確保基金之運用合乎相
關規定。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鍾佳濱

呂孫綾

李麗芬

(三)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為 106 年度新設立基金，106 年度
預算案基金來源 25 億元，基金用途 2 億元，來源與用途相抵
後賸餘 23 億元。
依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設置計畫書，該基金分 2 階
段推動，第 1 階段：先報請行政院核准設置「大專校院轉型
及退場基金」，並依預算法第 4 條及第 21 條規定，訂定本基
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明定管理方式、收入來源、支出
用途等，循程序編製基金之年度預算。第 2 階段：透過修正
私校法或制定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等方式，賦予本基金之
設立法源，並對於學校法人清算解散後之賸餘財產，得納入
本基金，俾利確保學校賸餘財產使用之公共性及本基金之永
續經營。綜前計畫書及預算法規定，該基金設立應訂定之法
令包括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綜上，轉型退場基金先行編列預算設立後，再訂定高等
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賦予設立法源，程序顯先後倒置，未盡妥
適，爰此，要求教育部應儘速完成私校法修正或高等教育創
新轉型條例之制定，以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及會計制度，
俾利基金之健全運作。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李麗芬 蘇巧慧

吳思瑤

(四)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先行編列預算，再訂定高等教育創
新轉型條例賦予設立法源，程序明顯先後倒置。另依預算法
第 4 條及第 21 條規定，以及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11 條規定，該基金之設立亦應訂定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並
11

訂定會計制度，以為內部控制及會計事務處理準據。教育部
應於 6 個月儘速完成私立學校法之修正或高等教育創新轉型
條例之制定，以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與會計制度，俾利基
金之健全運作。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陳學聖

吳志揚

(五)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基金先行編列預算設立後，再訂定高等
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賦予設立法源，程序顯先後倒置，未盡妥
適，且基金用途與教育部單位預算部分用途雷同，如協助推
動學校轉型、協助學校停招或停辦、辦理基金行政業務等。
爰要求於 3 個月內完成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之
提送，並建置相關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與會計制度，俾利釐
清基金之定位，以妥善健全基金之運作。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李麗芬

許智傑

吳思瑤

(六)依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基金 106 年度預算案業務計畫及預算
說明，該基金屬特別收入基金。然而，其 106 年度編列基金
來源 25 億元，全數為國庫撥款收入。縱有規劃基金第 2 階段
運作來源，包括增加違反私校法之罰鍰及私立學校法人解散
清算後之部分賸餘財產，仍尚無國庫撥補以外之特定收入來
源可足供支應其特殊用途，不符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
「…二、特種基金︰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
，其種類如左︰…（五）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
為特別收入基金。」之定義。
爰建請主管機關應基於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基金之設立
目的及業務範圍，研謀該基金特定收入之來源及歸類為作業
基金之妥適性，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
請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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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李麗芬 許智傑 吳思瑤
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查教育部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尚未訂定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爰請行政院於 106 年 2 月 1 日前將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送立法院，以利監督管理，並確保基金之運用合乎相關規定，
在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張廖萬堅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李麗芬 鍾佳濱 柯志恩 陳學聖
肆、106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預算案，全部審查完竣，
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學聖補充說明。
審查結果如下：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
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一)業務總收入：7 億 2,327 萬 2 千元，照列。
(二)業務總支出：7 億 1,527 萬 2 千元，照列。
(三)本期賸餘：800 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625 萬 2 千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
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 7 項：
(一)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 104 年度成立以來，每年編列預算辦理
尿液生化檢測，104 年度已完成預計檢測目標 350 人次，105
年度編列委託尿液生化檢測費用 100 萬元，預計檢測 350 人
次，惟因無廠商投標，致該中心 105 年 2 月起 3 次招標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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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標，截至 105 年 10 月 25 日止仍尚未發包；因未完成採購
程序，該中心針對個案以小額方式辦理送檢，截至 105 年 9
月底止實際支出 5 萬 6 千元，僅檢測 10 人次；查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辦理運動員之尿液生化檢測，係為避免運動員誤食運
動禁藥，進而影響參賽資格及我國國際聲譽，事關重大，爰
請體育署就上述情事進行檢討改進，以確保選手權益，並維
護我國國際聲譽。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呂孫綾

黃國書

李麗芬

(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成立，旨在培育優秀人才提升國際運動
競爭力、成為世界先進運動訓練專責機構。因此，為促進運
動選手職涯發展、培育運動傷害防護人才，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經常規劃辦理運動科學、運動防護暨物理治療相關講座及
研習會等教育訓練。然據該中心 104 年度決算指出，原預計
實施 5 場次教育訓練活動，實際上卻只辦理 2 場次，亦未說
明實際參與的人數，其執行成效欠佳，允宜進行檢討。爰要
求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出書面報告，建立各項工作管考機制
，以有效管理相關政策之辦理進度。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連署人：陳學聖 柯志恩
(三)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設有棒球場提供選
手訓練，經實地考察發現下列問題：
1.外野草皮有多處凹凸不平，選手訓練移動時恐有受傷之虞
。
2.灑水設備不足致選手練習時場上塵土飛揚，不利選手訓練
。
3.一壘側較三壘側高，致下雨時紅土隨水流往三壘界外區淤
積，影響選手訓練。
14

4.倉庫及置物空間不足。
綜上，目前國訓中心棒球場地狀況不利選手訓練並有許
多待改善處，爰此，要求國訓中心針對棒球場場地問題進行
改善，且為重視使用者，應先行以問卷或座談會方式向選手
調查使用上問題，再行改善，國訓中心應於 3 個月內，彙整
問卷或座談會紀錄及場地改善報告，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進行書面報告。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連署人：陳學聖 柯志恩
(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
，為國家頂尖運動選
手訓練場地，場地設備適切與否及維護狀況影響選手訓練成
效。國訓中心應針對訓練場地問題每年定期檢討改善，且以
問卷或座談會方式向選手調查實際使用狀況及問題，並針對
其意見進行改善，且每次問卷調查及座談會皆需留下紀錄，
以供日後核對改善狀況。爰此，要求國訓中心應於 3 個月內
，針對上開事項之計畫及進度規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進行書面報告。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連署人：陳學聖 柯志恩
(五)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左訓時期起即對協助我國運動員提升競
賽成績不遺餘力，惟時代進展快速，現今各國皆極力發展運
動科學，並以運動科學之方式訓練運動選手。我國國訓中心
雖設有運動科學處支援選手之訓練，然其編制人力卻顯缺乏
，105 年運科處共計進用 33 人，其中僅 19 人為正式編制，
另 14 人為科技部計畫所進用；此外運科處亦外聘運動科學委
員 28 人、心理師 2 人。而前述人力進用情形恐導致以下 3
點問題：1.進用人力過少，不足以負擔國訓中心數百位國內
外運動選手之訓練。2.部分人力為科技部計畫聘任，造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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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同酬的情況。3.外聘之人力因各有正職工作，無法隨時
提供運動員各項協助，因此對運動員之幫助受限。
爰要求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檢討並改善相關人力及薪資之
規劃，並於 3 個月內提交書面報告至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李麗芬 蘇巧慧

吳思瑤

(六)經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僅聘任 2 名護理師及 1 名整復師，
雖國訓中心與長庚醫療體系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訂有
醫療服務契約，然人數僅 17 人，且為每週定期駐診之形式，
恐無法提供數百名運動員更進一步且完善之醫療、復健服務
或確實掌握運動員之健康狀況。競技運動對各方面身體素質
之需求相當高，部分運動員於訓練時更堪稱走鋼索，略有疏
失便容易造成運動傷害，因此，國訓中心作為國家運動訓練
之最高殿堂，更應提供最完善、優質之醫療服務，讓選手毫
無後顧之憂的進行訓練、爭取佳績。爰要求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評估醫師進駐之可行性，以提升對運動員身體健康之保障
，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李麗芬 蘇巧慧

吳思瑤

(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民國 104 年度成立以來每年編列預算辦
理尿液生化檢測，104 年度已完成預計檢測目標 350 人次。
105 年度編列委託尿液生化檢測費用 100 萬元，預計檢測 350
人次。惟因無廠商投標，致該中心 105 年 2 月起 3 次招標均
告流標，截至 105 年 10 月 25 日止仍尚未發包。因未完成採
購程序，該中心針對個案以小額方式辦理送檢，截至 105 年
9 月底止實際支出 5 萬 6 千元，僅檢測 10 人次。106 年度國
訓中心又於預算中編列 110 萬元辦理選手生化檢測。目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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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運動總會皆於非比賽期間，對運動員於訓練中心受訓期
間進行抽樣調查檢測，以杜絕使用運動禁藥。為落實保護運
動員，體育署應協助國訓中心建立長期穩定、專業可靠的尿
液生化檢測，避免委託案再度流標。同時國訓中心應嚴格管
控並教育選手注意平時飲食，尤其告知選手外食之風險，並
強化選手階段性之尿液生化檢查。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吳志揚

陳學聖

伍、繼續併案審查委員陳學聖等 28 人、委員許智傑等 17 人、委員
黃國書等 16 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案，全部審查完
竣。審查結果如下：草案第 10 條至第 16 條條文，均保留送院
會處理。本案須併行政院版本交由黨團協商，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學聖補充說明。
本案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為安定教學現場，兼顧幼兒受教權益，公立幼兒園依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以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之遷調應與教師介聘
於每年同時程辦理，以避免造成學期中因調動而更換教保服務人
員之情形。
提案人：吳志揚 黃國書 陳學聖 何欣純
吳思瑤 蘇巧慧 蔣乃辛 張廖萬堅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柯志恩
陸、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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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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