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
109 年 5 月 25 日

星

議 時
午別
程 間
期
月
日

8 月 13 日

四

8 月 14 日

五

8 月 15 日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8 月 18 日
8 月 19 日
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8 月 24 日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8 月 30 日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8 月 31 日

一

9月1日

二

9月2日
9月3日
9月4日

三
四
五

上 午
9 時――――12 時

下 午
2 時―――5 時

議員報到（8 月 12 日下午 9 時起登記市政總質詢發
言順序）
1.開幕典禮（上午 11 時）
2.預備會議：
（1）報告議事日程（2）決定市政總質詢順序
例
假
例
假
第 1 次會議：市長施政報告及說明
第 2 次會議：民政局、十二區區公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3 次會議：社會局、法務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4 次會議：都市發展局、地政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5 次會議：經濟發展局、地方稅務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例
假
例
假
第 6 次會議：交通局、捷運工程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7 次會議：文化局、客家事務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8 次會議：教育局、體育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9 次會議：工務局、觀光旅遊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0 次會議：水務局、政風處工作報告及說明
例
假
例
假
第 11 次會議：農業局、秘書處、原住民族行政局工作
報告及說明
第 12 次會議：消防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科
技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3 次會議：衛生局、勞動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4 次會議：環境保護局、新聞處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5 次會議：警察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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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9月6日

六
日

9月7日

一

9月8日

二

9 月9 日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
9 月 14 日
9 月 15 日
9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9 月 18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7 日
9 月 28 日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9 月 29 日

二

9 月 30 日

三

10 月 1 日

四

例
假
例
假
第 16 次會議：青年事務局、桃園航空城公司、桃園捷
運公司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7 次會議：財政局、主計處、人事處工作報告及說
明
第 18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第 19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第 20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例
假
例
假
第 21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第 22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第 23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第 24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25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例
假
例
假
第 26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27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28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29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30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31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例
假
第 32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33 次會議：
（1）桃園市政府報告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
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編製經過
（2）審議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第一讀會）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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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節

10 月 2 日
10 月 3 日
10 月 4 日
10 月 5 日
10 月 6 日
10 月 7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17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19 日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10 月 20 日

二

10 月 21 日

三

調 整 放 假
例
假
例
假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調整放假
例
假
例
假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例
假
例
假
聯席審查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第 34 次會議：審議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
及綜計表（第二、三讀會）
第 35 次會議：
（1）臨時動議（2）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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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0、11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109 年
臨
時
會

第
10
次
臨
時
會

第
11
次
臨
時
會

議

時 午別
程 間
星期

上

午

9 時―――12 時

下

午

2 時―――5 時

月日
7 月 24 日

五

議員報到

7 月 25 日

六

例假

7 月 26 日

日

例假

7 月 27 日

一

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上午11 時)

7 月 28 日

二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7 月 29 日

三

第 1 次會議：桃園市政府專案報告

7 月 30 日

四

第 2 次會議：桃園市政府專案報告

7 月 31 日

五

第 3 次會議：桃園市政府專案報告

8 月1 日

六

例假

8 月2 日

日

例假

8 月3 日

一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8 月4 日

二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8 月5 日

三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8 月6 日

四

第 4 次會議：桃園市審計處報告本市 108 年度總決算
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經過

8 月7 日

五

聯席審查本市 108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
表審核報告

8 月8 日

六

例 假

8 月9 日

日

8 月 10 日

一

聯席審查本市 108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
表審核報告

8 月 11 日

二

第 5 次會議：審議本市108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
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8 月 12 日

三

第 6 次會議：
（1）臨時動議（2）閉會

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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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0 次臨時會
「市 府 專 案 報 告」議 案 一 覽 表
日期：109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

編
號

市府專案報告議案

提案人

1

「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土地（中壢區青芝段
158、159 地號）作價投資予桃園航空城公司其預算 桃園市政府
執行及整體規劃運作情形專案報告。

2

桃園區 2-5 祥鷺生態埤塘與 2-6 夜鷺生態埤塘連結
黃婉如議員
案，請市府就執行進度及相關規劃，提出專案報告。

3

落實身障及年長者「行」之福利措施，請市府就以
下措施執行情形，提出專案報告。
1.購置大型復康巴士。
黃婉如議員
2.敬老愛心卡每月 800 點改為每季（3 個月）發放
2,400 點。

4

本市鄭市長於 2018 年提出班班有冷氣計畫，建請
就該政策現階段之進度以及能完全落實之時程，進 林政賢議員
行專案報告。

5

桃園中小學班班有冷氣安裝時程為 5 年 12 億，預
計 2024 年完成；今年 6 月 7 日行政院宣布將以前
瞻計畫挹注全國中小學冷氣安裝經費，預計 2 年內 劉勝全議員
完成；請市府優先改善校園電力設備並提前安裝進
度，最遲與中央同步完成。

6

建請就笑氣（一氧化二氮 N2O）之管制及相關立法
林政賢議員
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7

請說明龍潭區都市計畫內大昌路產創園區暨五福
街拓寬計畫進度。

徐玉樹議員

8

請說明龍潭區銅鑼圈劃出山坡地保育區計畫案進
度。

徐玉樹議員

9

高速公路上方(大溪區仁善段 651 地號)土地荒置，
處於重劃區地點，土地未予活化利用，浪費寶貴土 李柏坊議員
地資源，建請市府加速活化土地，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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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區僑愛市民活動中心是早期軍方建築，而周邊
10 居民長輩居多，辦理里上活動時，年長者較為不 李柏坊議員
便，僑愛市民活動中心增建外掛式電梯進度為何?
請市府經濟發展局專案報告説 明國光發電廠與海
湖發電廠回饋金運用管理委員會之差異；有關國光
11 電廠管委會委員代表為何將市議會推薦員額刪
林正峰議員
除？另，以附表列出管委會委員名單及其所代表機
關。
「桃園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
，選定坐落中壢區青
12 埔地區，佔地約 9.8 公頃，目前招標進度？何時發 梁為超議員
包？預計何時動工？
目前計畫實施中的中壢平鎮都市計畫(配合中原營
13 區整體開發)，中壢後站周邊發展還有哪些正在規 梁為超議員
劃中及實施尚未完工的工程？目前進度為何？
青埔國際棒球場租約期間各年度租金、權利金項目
金額明細，未來委外經營租約修正項目金額或其他
14
舒翠玲議員
相關問題暨過去 10 年內市府或中央編列相關預算
整修明細。
中油天然氣第三接收站施工期間所造成觀音藻礁
15 生態破壞之狀況說明暨草漯沙丘未來營運之相關
計畫及工程施作期程說明。

舒翠玲議員

航空城地上物查估補償價格偏低，查估不實，查估
過程蓄意壓低評點點數，補償金額與實務嚴重落
16
徐其萬議員
差，造成民怨並蘊釀發動大型抗爭活動一案，請專
案報告說明，如何有效進行補救措施。
有關「綠能太陽能」發電，水利會各區委員、小組
長、農民強烈反對於埤塘建置「太陽能」板，影響
17 生態、環保與農民生計，本市有「千塘之都」之美 徐其萬議員
名，不要因政策錯誤變成「鉛塘之都」
，請市府詳
加說明，以免影響百姓生計，環境遭受汙染破壞。
請市府於八德區埤塘公園或擴大都市計畫區裡建
設具特色主題的遊樂設施。
（比照桃園區風禾公
18
呂淑真議員
園、大溪區埔頂公園、平鎮區新勢公園、大園區橫
山書法藝術公園、楊梅區頭重溪柚子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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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市府改善八德區大勇兒童公園設施。
（例如廁所
19 採光不足、空間不友善、無專責人員管理及入夜後 呂淑真議員
易造成治安問題等等）
請市府工務局專案報告説 明楊梅區榮平路（快速路
五段到陸光路與復旦路四段）道路拓寬進度；以及
20
周玉琴議員
榮平路（幼獅路二段至快速路五段）道路拓寬規劃
進度。
21

請市府專案報告説 明桃園市楊梅體育園區整體開
發進度。

22

請就平鎮區文化公園地下停車場坍塌案，目前處理
陳萬得議員
情形、進度、未來規劃及期程等，進行專案報告。

周玉琴議員

「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平鎮高中南側
23 農業區整體開發計畫，請就其目前現況進度及民眾 陳萬得議員
陳情處理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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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0 次臨時會
「市 府 專 案 報 告」議 案 一 覽 表
日期：109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

編
號

市府專案報告議案

提案人

24 請市府就蘆竹區海湖地景公園內規劃濱海里市民
劉勝全議員
活動中心，提出專案報告。
25 中壢汙水處理廠進度如何?

劉曾玉春議員

桃園青埔八景島水族館 XPARK 水生公園即將開
26 幕，勢必會影響未來周邊的交通動線，交通局有 劉曾玉春議員
沒有因應措施？對於桃園市民要如何做回饋?
27 請說明桃園市交通預警及微笑偵速等多項智慧型 黃敬平議員
交通號誌設施推動情形。
28 請說明市府加碼農遊券、旅遊券、夜市券等 11 黃敬平議員
個振興經濟方案。
請市府針對行政院所發行之「振興三倍劵 」如何
活絡與帶動本市「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提出專案
29 報告。另建請市府進行「振興三倍劵 原住民優惠 陳姿伶議員
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就其評估研擬進行專案報
告並說明相關法規、執行概況及檢討方式。
桃園三倍券配合執行成效：
1.去年春遊、秋冬旅遊補助執行率不佳改善情形。
30 2.各局處振興加碼措施。
朱珍瑤議員
3.預期促進桃園在地消費與成效。
4.庇護工場三倍券振興方案。
請市府就因應中央實施振興三倍券政策，本市為
31 提高該政策乘數效應所為之相關具體配套措施， 牛煦庭議員
提出專案報告。
因應本市獲行政院核增 400 名編制員額，請市府
32 就轄下各局（處）
、科（課、室）之增編人員分配 牛煦庭議員
計畫及其具體數額，提出專案報告。
中壢一號社會住宅、中壢體育園區陸續動工，中
33 壢進入交通黑暗期，請就施工期的交通配套，提 謝美英議員
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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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因應氣候異常，中壢地區遇暴雨淹水，請就增闢 謝美英議員
滯洪池進度及治水、防水計畫，提出專案報告。
國中目前體育班和高中體育班的相關規劃，對於
35 桃園的學生體育選手三級銜接教育規劃，提出專 陳美梅議員
案報告。
36 南昌營區目前由桃園市政府代管後的後續規劃方 陳美梅議員
向。
南昌營區規劃及所有預計建設項目、發揮效益，
37 目前可能的規劃有：紙風車劇團進駐、兒童遊樂 簡智翔議員
園、文藝基地等等，更有一說是等桃煉遷廠後結
合桃煉現有空地一併開發，請市府說明清楚。
改裝電動自行車：由於電動自行車無需申請牌
照，屬無大牌之車輛。雖然有最大行駛速率在每
38 小時 25 公里以下之限制，但經由改裝，改裝後的 簡智翔議員
電動自行車動力速度遠超正常，若是發生意外事
故，將無法追蹤查詢，該如何管制或攔檢？
39 本市坡度未達 5%之山坡地解編配套方式，請市府 褚春來議員
進行專案報告。
40 本市私人產權之既有巷道如何解決，請市府進行 褚春來議員
專案報告。
龍潭區福龍路(縣道 113 甲線 5k+960-9k+800 段)
41 謝新巧先生、翁仁德先生申請撤銷徵收案進度， 林昭賢議員
進行專案報告。
有關市政府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對依法律規
42 定予以優待者，其差額所造成之短收，本市每年 林昭賢議員
編列預算及分配各運輸業者情形如何？
請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針對 108、109 年補
43 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計畫，實施成 王仙蓮議員
效及執行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請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針對桃園市原住民
44 族傳統農耕示範區，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進行 王仙蓮議員
專案報告。
蔡總統的原住民族政策，主張保障原住民族居住
45 權，營造都市部落共同體；請市府就推動原鄉地
區建築物合法化，加強落實居住正義辦理進度， 簡志偉議員
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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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0 次臨時會
「市 府 專 案 報 告」議 案 一 覽 表
日期：10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

編號
46

市府專案報告議案

提案人

請將大溪區、復興區市民活動中心案件進度，區分
陳治文議員
為規劃中及興建中両 部分，進行專案報告。

大溪區老城區大溪市圖與埔頂市圖規劃期程如
何？鳳飛飛紀念館未來規劃方向朝何種風貌設
陳治文議員
47
計？與其館舍預期坐落在老城區何處？進行專題
報告。
請說明楊梅區公車路網佈建、涵蓋狀況，及低底盤
48 公車所占之路線、比例？另就楊梅區免費公車之路 鄭淑方議員
線、班次與減班情形，亦請一併說明？
49

請說明桃園各區長照服務推廣及申請狀況，並就供
鄭淑方議員
給與需求之服務量能作進一步分析？

為擴大節能減碳路燈 LED 化節電，請市府對於改制
50 前公所編制內封閉型社區路燈與鄉村三合院路燈 蔡永芳議員
納管，提出可行與規範說明。
針對台北市 YouBike 1.0 轉換 YouBike 2.0，已自
109 年 1 月開始試辦推動，新北市表明將不予跟
蔡永芳議員
51
進。市府在 110 年的 YouBike 1.0 營運期滿後，未
來針對共享單車營運有何對策，請說明。
輕型公共運輸轉型：
1. YouBike1.0 目前建置花費。
2.升級為 2.0 須負擔費用。
52
3.無樁式公共自行車推廣與運用情形。
4.電力輔助公共自行車推廣與運用情形。
5.共享機車推廣與運用情形。
53

朱珍瑤議員

請說明新闢龜山區民眾前往台北市工作、就學搭乘
陳雅倫議員
之國道客運路線目前之進度為何？

54 請說明龜山區幸福國中操場目前之進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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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倫議員

請桃園市政府針對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
物拆遷補償標準，第三條第二項執行情形，進行專
55 案報告；並提供完整相關資料供議會各議員參考。 游吾和議員
另，就執行實質逐年調整評點計值及延長地上物協
議價購同意書繳交期程案，進行專案報告。
桃園市政府遵守承諾先建後遷之期程，針對航空城
徵收戶安置問題，進行專案報告(優先拆遷、先建
56 後拆、房屋及土地買賣(租屋)及補償還款等等相關 游吾和議員
權益問題)。
請市府說明本市大園區「航空城搬遷規劃」之未來
發展，並擬定整體配套提出具體說明：
1.針對機場園區優先搬遷區進行專案報告。
2.如何協助受影響之原民族人。
57 3.遭遇優先搬遷住戶(屋主／租屋者)之相關配套。 陳姿伶議員
4.詳述受影響原民鄉親之權利義務。
5.針對具備福利身份(急難救助、租金補貼、低收
入戶…等)之族人提供相關保障。
機場捷運 A10 山鼻站，南山路一段、三段及包含部
分二段均已完成電線電纜地下化，為何南山路二段
張桂綿議員
58
(長興路口)至南山路三段(山鼻路口)尚未完成地
下化？進行專案報告。
59

是否有要廢除台31 線北延(台4 桃3)道路預定地？
張桂綿議員
更改為長安路 12 米計畫道路預定地？

電動汽車係為未來趨勢，針對公寓大廈設置電動汽
車能源補充設施一事，現況因無相關管理規範可供
60 指引，致生許多爭議，請市府就電動汽車能源補充 彭俊豪議員
設施設置管理問題是否研議自治條例，或新增建築
指引及定型化契約範本，提出專案報告。
桃園市社區合作農場聯合社自民國 91 年度起，業
務輔導從社會局移交至農業局，然相關補助經費並
61 未隨業務移交由農業局編列，致推廣農業之會務停 彭俊豪議員
擺，且定位不明，請市府針對桃園市社區合作農業
聯合社定位及預算爭議，提出專案報告。
有關中壢區後站體育園區及社會住宅規劃完工在
62 即，交通流量勢必大增，請提出中山東路(龍東路 王浩宇議員
至環中東路段)徵收及道路拓寬計畫之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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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桃園敬老愛心卡點數若未於當月使用即過
63 期，請針對擴大使用及延長使用效期，提出專案報 王浩宇議員
告。
64

請說明歷年桃園燈會主題、辦理地點、實支經費；
黃家齊議員
以及桃園燈會逐年分區辦理之可行性。

桃園市火車站周邊、舊城區之都市更新計畫概要、
進度、期程？兩區塊內有 77 藝文町、鐵道願景館、
65 景福宮、大廟口派出所、桃園區農會穀倉等文化資 黃家齊議員
產，請說明串聯發展文化觀光之可行性及相關規
劃。
66

請市府就八德茄苳溪「落羽松森林至營盤橋」流域
段樹文議員
長期水汙染及垃圾堆積，提出專案報告。

67 桃園展演中心文創聚落委託管理專案報告。

黃景熙議員

拉拉山水蜜桃之行銷方案檢討專案報告。
（1.對於
水蜜桃之嬌弱特性，是否能針對外盒包裝部分來做
改善？不需手來碰觸桃子即可用肉眼分辨桃子是
68 否腐爛？2.針對不良攤商，以及私賣假桃甚至爛桃 黃景熙議員
之廠商，是否有罰則可開罰？以及如何規範？3.針
對水蜜桃之等級，是否能訂定統一購買之標準？讓
觀光客不做冤大頭。）
69 四維商圈前瞻計畫與具體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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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權吉議員

三、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109 年

議 時
午別
星
程 間
期
月
日

上 午

下 午

9 時――――12 時

2 時―――5 時

10 月 22 日

四

議員報到

10 月 23 日

五

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上午 11 時)

10 月 24 日

六

例

假

10 月 25 日

日

例

假

10 月 26 日

一

第 1 次會議：討論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10 月 27 日

二

分組審查三讀議案及一般議案

10 月 28 日

三

分組審查三讀議案及一般議案

10 月 29 日

四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五

第 2 次會議：（1）討論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2）討論一般議案
（3）臨時動議
（4）閉
會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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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桃園市議會第 2 屆各審查委員會名單
109.8.24

名

稱

第一審查委員會
(民政)
第二審查委員會
(財政)
第三審查委員會
(建設)
第四審查委員會
(教育)
第五審查委員會
(警政、衛生)
第六審查委員會
(工務)

召集人
莊玉輝
陳美梅
楊進福
徐景文
林志強
劉仁照
劉熒隆
林正峰
段樹文
簡智翔
林政賢
蘇志強
李家興
梁為超
王仙蓮
余信憲
褚春來
郭蔡美英

委

員

徐玉樹 林俐玲 王浩宇 陳治文
黃景熙 鄭淑方 涂權吉
郭麗華 周玉琴 徐其萬 李光達
葉明月 呂淑真 劉曾玉春 陳 瑛
陳雅倫 詹江村 黃敬平 簡志偉
黃婉如 彭俊豪 牛煦庭
游吾和 呂林小鳳 張桂綿 楊家俍
舒翠玲 劉安祺
謝美英 陳萬得 吳宗憲 蘇家明
陳姿伶 劉勝全
吳嘉和 李柏坊 林昭賢 朱珍瑤
邱佳亮 蔡永芳 黃家齊

程序委員會

邱奕勝

林政賢 徐玉樹 陳治文 鄭淑方
李家興 劉勝全

紀律委員會

陳

劉熒隆 陳萬得 李柏坊 劉曾玉春
徐景文 呂林小鳳

市地價評議委員會
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
畸零地調處委員會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瑛

彭俊豪
劉熒隆 陳 瑛
蔡永芳 涂權吉

．3980．

備註

五、桃園市議會第 2 屆議員座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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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會市政總質詢
議員發言順序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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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單位質詢發言索引
（一）市長（109 年 8 月
17 日）
李議員柏坊質詢··········886
徐議員玉樹質詢··········887
陳議員美梅質詢··········888
周議員玉琴質詢··········889
呂議員淑真質詢··········892
黃議員婉如質詢··········894
葉議員明月質詢··········897
涂議員權吉質詢··········900
林議員政賢質詢··········902
林議員正峰質詢··········904
陳議員萬得質詢··········908
褚議員春來質詢··········911
簡議員志偉質詢··········914
王議員仙蓮質詢··········915
張議員桂綿質詢··········917
徐議員其萬質詢··········919
舒議員翠玲質詢··········920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922
劉議員熒隆質詢··········924
段議員樹文質詢··········925
楊議員進福質詢··········927
謝議員美英質詢··········927
李議員家興質詢··········929

劉議員勝全質詢 ·········931
林議員昭賢質詢 ·········934
王議員浩宇質詢 ·········935
余議員信憲質詢 ·········937
郭議員麗華質詢 ·········938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940
林議員志強質詢 ·········942
蔡議員永芳質詢 ·········944
鄭議員淑方質詢 ·········947
劉議員仁照質詢 ·········950
彭議員俊豪質詢 ·········951
邱議員佳亮質詢 ·········952
黃議員景熙質詢 ·········953
吳議員宗憲質詢 ·········954
陳議員治文質詢 ·········956
陳議員雅倫質詢 ·········957
楊議員家俍質詢 ·········957
黃議員敬平質詢 ·········958
黃議員家齊質詢 ·········960
林議員俐玲質詢 ·········962
牛議員煦庭質詢 ·········964
簡議員智翔質詢 ·········968
李議員光達質詢 ·········970
詹議員江村質詢 ·········973
朱議員珍瑤質詢 ·········975
游議員吾和質詢 ·········978
舒議員翠玲質詢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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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政局、十二區區
公所（109 年 8 月
18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982
黃議員敬平質詢··········984
陳議員美梅質詢··········986
葉議員明月質詢··········988
黃議員婉如質詢··········992
林議員政賢質詢··········997
舒議員翠玲質詢········ 1000
黃議員家齊質詢········ 1002
林議員俐玲質詢········ 1005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009
郭議員麗華質詢········ 1010
李議員柏坊質詢········ 1013
褚議員春來質詢········ 1015
徐議員其萬質詢········ 1017
張議員桂綿質詢········ 1020
陳議員姿伶質詢········ 1022
蘇議員家明質詢········ 1023
簡議員志偉質詢········ 1026
徐議員玉樹質詢········ 1029
陳議員萬得質詢········ 1030
王議員仙蓮質詢········ 1032
朱議員珍瑤質詢········ 1034
陳議員瑛質詢··········· 1037
周議員玉琴質詢········ 1038

涂議員權吉質詢 ······· 1041
陳議員治文質詢 ······· 1043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045
邱議員佳亮質詢 ······· 1046
王議員浩宇質詢 ······· 1047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049
林議員志強質詢 ······· 1050
鄭議員淑方質詢 ······· 1051
余議員信憲質詢 ······· 1054
游議員吾和質詢 ······· 1056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058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1059
段議員樹文質詢 ······· 1061
楊議員進福質詢 ······· 1062
謝議員美英質詢 ······· 1063
李議員家興質詢 ······· 1065
劉議員勝全質詢 ······· 1069
詹議員江村質詢 ······· 1072
梁議員為超質詢 ······· 1073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075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077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081
黃議員敬平質詢 ······· 1085
（三）社會局、法務局
（109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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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議員吾和質詢········ 1088
陳議員雅倫質詢········ 1089
黃議員景熙質詢········ 1091
徐議員景文質詢········ 1092
邱議員佳亮質詢········ 1095
陳議員治文質詢········ 1098
鄭議員淑方質詢········ 1100
郭議員麗華質詢········ 1102
劉議員仁照質詢········ 1104
王議員浩宇質詢········ 1104
黃議員敬平質詢········ 1105
林議員正峰質詢········ 1107
陳議員美梅質詢········ 1110
陳議員瑛質詢··········· 1111
黃議員婉如質詢········ 1112
呂議員淑真質詢········ 1116
周議員玉琴質詢········ 1118
涂議員權吉質詢········ 1120
徐議員玉樹質詢········ 1122
王議員仙蓮質詢········ 1124
林議員昭賢質詢········ 1124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126
段議員樹文質詢········ 1128
謝議員美英質詢········ 1129
楊議員進福質詢········ 1131
李議員家興質詢········ 1133
劉議員勝全質詢········ 1135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138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140
林議員志強質詢 ······· 1141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 1144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145
吳議員宗憲質詢 ······· 1147
楊議員家俍質詢 ······· 1149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153
林議員政賢質詢 ······· 1155
張議員桂綿質詢 ······· 1159
葉議員明月質詢 ······· 1161
陳議員萬得質詢 ······· 1163
褚議員春來質詢 ······· 1167
簡議員志偉質詢 ······· 1170
梁議員為超質詢 ······· 1172
蘇議員家明質詢 ······· 1173
徐議員其萬質詢 ······· 1176
朱議員珍瑤質詢 ······· 1177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180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182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187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191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196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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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發展局、地政
局（109 年 8 月 20
日）
黃議員敬平質詢········ 1204
林議員正峰質詢········ 1209
林議員政賢質詢········ 1212
朱議員珍瑤質詢········ 1215
陳議員美梅質詢········ 1217
黃議員婉如質詢········ 1218
林議員昭賢質詢········ 1222
呂議員淑真質詢········ 1222
陳議員治文質詢········ 1227
林議員俐玲質詢········ 1228
黃議員景熙質詢········ 1230
徐議員景文質詢········ 1232
王議員浩宇質詢········ 1234
林議員志強質詢········ 1236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238
郭議員麗華質詢········ 1240
邱議員佳亮質詢········ 1242
陳議員萬得質詢········ 1243
葉議員明月質詢········ 1245
周議員玉琴質詢········ 1247
涂議員權吉質詢········ 1250
陳議員瑛質詢··········· 1252
張議員桂綿質詢········ 1253

王議員仙蓮質詢 ······· 1256
簡議員志偉質詢 ······· 1258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260
徐議員其萬質詢 ······· 1262
蘇議員家明質詢 ······· 1265
陳議員姿伶質詢 ······· 1268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1269
段議員樹文質詢 ······· 1271
莊議員玉輝質詢 ······· 1273
謝議員美英質詢 ······· 1274
劉議員勝全質詢 ······· 1276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282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283
鄭議員淑方質詢 ······· 1285
余議員信憲質詢 ······· 1287
劉議員仁照質詢 ······· 1288
吳議員宗憲質詢 ······· 1289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291
楊議員家俍質詢 ······· 1293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294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298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302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307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311
游議員吾和質詢 ······· 1314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319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320
游議員吾和質詢 ·······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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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發展局、地方
稅務局（109 年 8
月 21 日）
陳議員治文質詢········ 1323
鄭議員淑方質詢········ 1325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327
郭議員麗華質詢········ 1328
林議員俐玲質詢········ 1331
葉議員明月質詢········ 1333
林議員正峰質詢········ 1337
陳議員美梅質詢········ 1339
黃議員婉如質詢········ 1341
李議員柏坊質詢········ 1347
林議員政賢質詢········ 1349
褚議員春來質詢········ 1353
陳議員雅倫質詢········ 1356
王議員浩宇質詢········ 1358
黃議員景熙質詢········ 1360
蔡議員永芳質詢········ 1362
吳議員宗憲質詢········ 1367
黃議員家齊質詢········ 1369
呂議員淑真質詢········ 1369
周議員玉琴質詢········ 1372
彭議員俊豪質詢········ 1375
徐議員玉樹質詢········ 1378
林議員昭賢質詢········ 1380
涂議員權吉質詢········ 1381

楊議員家俍質詢 ······· 1384
蘇議員家明質詢 ······· 1385
張議員桂綿質詢 ······· 1388
陳議員姿伶質詢 ······· 1391
簡議員志偉質詢 ······· 1392
徐議員其萬質詢 ······· 1394
朱議員珍瑤質詢 ······· 1397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1399
段議員樹文質詢 ······· 1401
謝議員美英質詢 ······· 1403
劉議員勝全質詢 ······· 1408
詹議員江村質詢 ······· 1412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414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418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423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428
游議員吾和質詢 ······· 1431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434
（六）交通局、捷運工程
局（109 年 8 月 24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 ······· 1436
林議員政賢質詢 ······· 1439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443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445
葉議員明月質詢 ·······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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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萬得質詢········ 1451
黃議員婉如質詢········ 1454
褚議員春來質詢········ 1458
陳議員治文質詢········ 1461
邱議員佳亮質詢········ 1463
郭議員麗華質詢········ 1465
游議員吾和質詢········ 1467
鄭議員淑方質詢········ 1469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472
王議員浩宇質詢········ 1473
段議員樹文質詢········ 1474
莊議員玉輝質詢········ 1475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478
劉議員熒隆質詢········ 1480
李議員家興質詢········ 1482
謝議員美英質詢········ 1484
劉議員勝全質詢········ 1486
林議員昭賢質詢········ 1489
徐議員玉樹質詢········ 1492
周議員玉琴質詢········ 1493
蘇議員家明質詢········ 1496
張議員桂綿質詢········ 1500
涂議員權吉質詢········ 1502
簡議員志偉質詢········ 1504
王議員仙蓮質詢········ 1508
陳議員姿伶質詢········ 1511
朱議員珍瑤質詢········ 1513

徐議員其萬質詢 ······· 1515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516
黃議員景熙質詢 ······· 1518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520
徐議員景文質詢 ······· 1522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524
吳議員宗憲質詢 ······· 1527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529
楊議員家俍質詢 ······· 1531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533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536
詹議員江村質詢 ······· 1543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546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550
梁議員為超質詢 ······· 1554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556
黃議員敬平質詢 ······· 1564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567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568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570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571
（七）文化局、客家事務
局（109 年 8 月 25
日）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 1573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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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家齊質詢········ 1576
郭議員麗華質詢········ 1578
林議員正峰質詢········ 1579
黃議員婉如質詢········ 1581
葉議員明月質詢········ 1584
陳議員瑛質詢··········· 1587
林議員政賢質詢········ 1588
周議員玉琴質詢········ 1590
陳議員姿伶質詢········ 1593
陳議員萬得質詢········ 1594
張議員桂綿質詢········ 1596
李議員柏坊質詢········ 1598
莊議員玉輝質詢········ 1600
謝議員美英質詢········ 1601
李議員家興質詢········ 1604
林議員昭賢質詢········ 1606
游議員吾和質詢········ 1607
陳議員治文質詢········ 1608
王議員浩宇質詢········ 1609
陳議員雅倫質詢········ 1611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612
彭議員俊豪質詢········ 1613
楊議員家俍質詢········ 1615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617
段議員樹文質詢········ 1619
劉議員熒隆質詢········ 1620
劉議員勝全質詢········ 1621

吳議員宗憲質詢 ······· 1625
徐議員玉樹質詢 ······· 1626
蘇議員家明質詢 ······· 1627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630
王議員仙蓮質詢 ······· 1631
簡議員志偉質詢 ······· 1633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635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639
徐議員其萬質詢 ······· 1644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645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649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653
（八）教育局、體育局
（109 年 8 月 26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 ······· 1658
林議員政賢質詢 ······· 1660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662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664
陳議員瑛質詢 ·········· 1666
黃議員婉如質詢 ······· 1668
陳議員姿伶質詢 ······· 1672
褚議員春來質詢 ······· 1673
徐議員景文質詢 ······· 1676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680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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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685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1687
郭議員麗華質詢········ 1688
游議員吾和質詢········ 1690
邱議員佳亮質詢········ 1692
徐議員其萬質詢········ 1694
葉議員明月質詢········ 1695
呂議員淑真質詢········ 1698
周議員玉琴質詢········ 1699
張議員桂綿質詢········ 1702
王議員仙蓮質詢········ 1704
黃議員敬平質詢········ 1706
蘇議員家明質詢········ 1710
徐議員玉樹質詢········ 1712
林議員昭賢質詢········ 1713
朱議員珍瑤質詢········ 1714
王議員浩宇質詢········ 1718
鄭議員淑方質詢········ 1720
黃議員景熙質詢········ 1722
陳議員治文質詢········ 1723
林議員志強質詢········ 1725
彭議員俊豪質詢········ 1727
劉議員仁照質詢········ 1729
楊議員家俍質詢········ 1730
黃議員家齊質詢········ 1731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733
段議員樹文質詢········ 1735

謝議員美英質詢 ······· 1737
劉議員勝全質詢 ······· 1741
簡議員志偉質詢 ······· 1746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748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751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753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756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761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764
（九）工務局、觀光旅遊
局（109 年 8 月 27
日）
王議員浩宇質詢 ······· 1766
黃議員景熙質詢 ······· 1767
郭議員麗華質詢 ······· 1769
鄭議員淑方質詢 ······· 1771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773
徐議員景文質詢 ······· 1775
陳議員治文質詢 ······· 1777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779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781
邱議員佳亮質詢 ······· 1782
林議員正峰質詢 ······· 1783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786
陳議員瑛質詢 ·········· 1788
林議員政賢質詢 ·······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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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姿伶質詢········ 1792
黃議員婉如質詢········ 1794
徐議員其萬質詢········ 1797
陳議員萬得質詢········ 1799
王議員仙蓮質詢········ 1801
蘇議員家明質詢········ 1803
黃議員敬平質詢········ 1806
莊議員玉輝質詢········ 1807
段議員樹文質詢········ 1808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809
謝議員美英質詢········ 1812
李議員家興質詢········ 1814
劉議員勝全質詢········ 1816
陳議員雅倫質詢········ 1819
余議員信憲質詢········ 1820
林議員志強質詢········ 1823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825
楊議員家俍質詢········ 1827
劉議員仁照質詢········ 1829
李議員柏坊質詢········ 1832
徐議員玉樹質詢········ 1834
周議員玉琴質詢········ 1836
呂議員淑真質詢········ 1840
張議員桂綿質詢········ 1842
褚議員春來質詢········ 1844
簡議員志偉質詢········ 1847
吳議員宗憲質詢········ 1849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851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855
游議員吾和質詢 ······· 1858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862
朱議員珍瑤質詢 ······· 1866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868
游議員吾和質詢 ······· 1869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871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874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878
（十）水務局、政風處
（109 年 8 月 28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 ······· 1880
陳議員瑛質詢 ·········· 1883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885
張議員桂綿質詢 ······· 1887
黃議員婉如質詢 ······· 1888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892
鄭議員淑方質詢 ······· 1893
郭議員麗華質詢 ······· 1897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900
陳議員治文質詢 ······· 1904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906
陳議員治文質詢 ······· 1907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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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議員吾和質詢········ 1909
林議員政賢質詢········ 1912
蘇議員家明質詢········ 1914
周議員玉琴質詢········ 1917
謝議員美英質詢········ 1920
徐議員玉樹質詢········ 1922
徐議員其萬質詢········ 1923
林議員昭賢質詢········ 1925
牛議員煦庭質詢········ 1926
朱議員珍瑤質詢········ 1933
莊議員玉輝質詢········ 1937
段議員樹文質詢········ 1938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940
李議員家興質詢········ 1942
劉議員勝全質詢········ 1944
舒議員翠玲質詢········ 1950
王議員浩宇質詢········ 1955
陳議員雅倫質詢········ 1956
黃議員景熙質詢········ 1960
林議員志強質詢········ 1962
余議員信憲質詢········ 1965
彭議員俊豪質詢········ 1967
簡議員智翔質詢········ 1969
蔡議員永芳質詢········ 1971
李議員光達質詢········ 1974
黃議員敬平質詢········ 1979
牛議員煦庭質詢········ 1983

（十一）農業局、秘書處
、原住民族行政
局（109 年 8 月
31 日）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986
王議員浩宇質詢 ······· 1987
林議員志強質詢 ······· 1989
蔡議員永芳質詢 ······· 1990
郭議員麗華質詢 ······· 1993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995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997
葉議員明月質詢 ······· 1999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001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003
李議員柏坊質詢 ······· 2006
王議員仙蓮質詢 ······· 2008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010
張議員桂綿質詢 ······· 2012
陳議員瑛質詢 ·········· 2015
褚議員春來質詢 ······· 2016
陳議員萬得質詢 ······· 2019
邱議員佳亮質詢 ······· 2022
徐議員景文質詢 ······· 2024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 2026
陳議員治文質詢 ······· 2028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030
劉議員仁照質詢 ·······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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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議員信憲質詢········ 2033
彭議員俊豪質詢········ 2036
楊議員家俍質詢········ 2039
徐議員玉樹質詢········ 2041
周議員玉琴質詢········ 2042
詹議員江村質詢········ 2044
呂議員淑真質詢········ 2046
蘇議員家明質詢········ 2048
梁議員為超質詢········ 2050
徐議員其萬質詢········ 2052
陳議員姿伶質詢········ 2054
簡議員志偉質詢········ 2056
舒議員翠玲質詢········ 2059
牛議員煦庭質詢········ 2062
莊議員玉輝質詢········ 2067
謝議員美英質詢········ 2068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2071
段議員樹文質詢········ 2073
劉議員熒隆質詢········ 2074
李議員家興質詢········ 2076
楊議員進福質詢········ 2077
劉議員勝全質詢········ 2078
黃議員敬平質詢········ 2081
李議員光達質詢········ 2085
簡議員智翔質詢········ 2090
朱議員珍瑤質詢········ 2094
游議員吾和質詢········ 2097

（十二）消防局、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資訊科技局（109
年 9 月 1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 ······· 2102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106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108
黃議員婉如質詢 ········2111
李議員柏坊質詢 ······· 2114
林議員俐玲質詢 ······· 2116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 2118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121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123
段議員樹文質詢 ······· 2125
劉議員熒隆質詢 ······· 2127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128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131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134
朱議員珍瑤質詢 ······· 2138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141
林議員昭賢質詢 ······· 2143
徐議員其萬質詢 ······· 2144
陳議員姿伶質詢 ······· 2146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148
蘇議員家明質詢 ······· 2149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152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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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議員煦庭質詢········ 2158
黃議員敬平質詢········ 2163
陳議員治文質詢········ 2168
郭議員麗華質詢········ 2170
王議員浩宇質詢········ 2172
余議員信憲質詢········ 2174
游議員吾和質詢········ 2176
徐議員景文質詢········ 2179
彭議員俊豪質詢········ 2181
楊議員家俍質詢········ 2184
梁議員為超質詢········ 2186
蔡議員永芳質詢········ 2187
舒議員翠玲質詢········ 2190
李議員光達質詢········ 2197
（十三）衛生局、勞動局
（109 年 9 月 2
日）
林議員俐玲質詢········ 2203
徐議員景文質詢········ 2205
陳議員雅倫質詢········ 2207
陳議員治文質詢········ 2208
黃議員家齊質詢········ 2210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2212
李議員柏坊質詢········ 2213
林議員正峰質詢········ 2215
葉議員明月質詢········ 2217

褚議員春來質詢 ······· 2219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222
陳議員姿伶質詢 ······· 2223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225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227
徐議員其萬質詢 ······· 2231
陳議員萬得質詢 ······· 2232
王議員仙蓮質詢 ······· 2236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238
游議員吾和質詢 ······· 2240
王議員浩宇質詢 ······· 2241
呂議員淑真質詢 ······· 2243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245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249
劉議員仁照質詢 ······· 2251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252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254
莊議員玉輝質詢 ······· 2259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2260
段議員樹文質詢 ······· 2261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262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264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266
徐議員玉樹質詢 ······· 2271
張議員桂綿質詢 ······· 2272
蘇議員家明質詢 ······· 2274
簡議員志偉質詢 ······· 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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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議員家俍質詢········ 2278
蔡議員永芳質詢········ 2280
牛議員煦庭質詢········ 2283
簡議員智翔質詢········ 2288
李議員光達質詢········ 2291
詹議員江村質詢········ 2298
（十四）環境保護局、新
聞處（109 年 9
月 3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 2302
李議員柏坊質詢········ 2305
林議員政賢質詢········ 2307
陳議員美梅質詢········ 2309
徐議員玉樹質詢········ 2311
黃議員婉如質詢········ 2314
褚議員春來質詢········ 2318
徐議員其萬質詢········ 2321
游議員吾和質詢········ 2322
林議員俐玲質詢········ 2324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2326
鄭議員淑方質詢········ 2328
王議員浩宇質詢········ 2330
葉議員明月質詢········ 2333
周議員玉琴質詢········ 2334
呂議員淑真質詢········ 2338
陳議員姿伶質詢········ 2341

陳議員瑛質詢 ·········· 2343
張議員桂綿質詢 ······· 2345
蘇議員家明質詢 ······· 2347
陳議員治文質詢 ······· 2351
簡議員志偉質詢 ······· 2353
邱議員佳亮質詢 ······· 2355
楊議員家俍質詢 ······· 2358
劉議員仁照質詢 ······· 2360
徐議員景文質詢 ······· 2362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364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366
牛議員煦庭質詢 ······· 2368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373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375
段議員樹文質詢 ······· 2380
劉議員熒隆質詢 ······· 2381
楊議員進福質詢 ······· 2383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385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387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392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396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397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402
李議員光達質詢 ······· 2407
朱議員珍瑤質詢 ·······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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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警察局（109 年
9 月 4 日）
陳議員治文質詢········ 2416
鄭議員淑方質詢········ 2417
吳議員宗憲質詢········ 2419
陳議員美梅質詢········ 2421
林議員正峰質詢········ 2422
林議員俐玲質詢········ 2424
陳議員雅倫質詢········ 2427
劉議員仁照質詢········ 2428
黃議員婉如質詢········ 2429
李議員柏坊質詢········ 2432
褚議員春來質詢········ 2434
林議員政賢質詢········ 2437
陳議員萬得質詢········ 2442
陳議員姿伶質詢········ 2444
張議員桂綿質詢········ 2445
陳議員瑛質詢··········· 2447
林議員昭賢質詢········ 2448
簡議員志偉質詢········ 2450
楊議員家俍質詢········ 2452
蘇議員家明質詢········ 2453
莊議員玉輝質詢········ 2455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2455
段議員樹文質詢········ 2457
劉議員熒隆質詢········ 2458

楊議員進福質詢 ······· 2460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461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463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466
王議員浩宇質詢 ······· 2468
林議員志強質詢 ······· 2470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473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476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477
徐議員玉樹質詢 ······· 2479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481
徐議員其萬質詢 ······· 2484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485
牛議員煦庭質詢 ······· 2490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494
李議員光達質詢 ······· 2498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502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505
朱議員珍瑤質詢 ······· 2506
（十六）青年事務局、桃園
航空城公司、桃園
捷運公司（109 年
9 月 7 日）
林議員正峰質詢 ······· 2509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511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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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政賢質詢········ 2514
黃議員婉如質詢········ 2517
陳議員瑛質詢··········· 2521
葉議員明月質詢········ 2523
張議員桂綿質詢········ 2524
王議員仙蓮質詢········ 2525
褚議員春來質詢········ 2527
林議員俐玲質詢········ 2529
徐議員景文質詢········ 2532
王議員浩宇質詢········ 2534
鄭議員淑方質詢········ 2535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2537
陳議員雅倫質詢········ 2537
彭議員俊豪質詢········ 2539
黃議員家齊質詢········ 2541
李議員柏坊質詢········ 2541
周議員玉琴質詢········ 2543
呂議員淑真質詢········ 2546
簡議員志偉質詢········ 2548
陳議員姿伶質詢········ 2550
蘇議員家明質詢········ 2552
段議員樹文質詢········ 2555
謝議員美英質詢········ 2556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2557
李議員家興質詢········ 2559
劉議員勝全質詢········ 2561
徐議員其萬質詢········ 2567

林議員昭賢質詢 ······· 2569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570
游議員吾和質詢 ······· 2573
牛議員煦庭質詢 ······· 2576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580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583
李議員光達質詢 ······· 2586
（十七）財政局、主計處
、人 事處（ 109
年 9 月 8 日）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590
林議員俐玲質詢 ······· 2592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595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596
林議員正峰質詢 ······· 2601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603
游議員吾和質詢 ······· 2605
余議員信憲質詢 ······· 2607
王議員浩宇質詢 ······· 2610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612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614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616
徐議員玉樹質詢 ······· 2617
王議員仙蓮質詢 ······· 2620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622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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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治文質詢········ 2625
陳議員姿伶質詢········ 2628
李議員柏坊質詢········ 2629
林議員昭賢質詢········ 2631
彭議員俊豪質詢········ 2633
黃議員家齊質詢········ 2634
徐議員其萬質詢········ 2636
謝議員美英質詢········ 2637
張議員桂綿質詢········ 2639
蘇議員家明質詢········ 2641
朱議員珍瑤質詢········ 2644
牛議員煦庭質詢········ 2646
段議員樹文質詢········ 2652
劉議員勝全質詢········ 2653
李議員光達質詢········ 2658
舒議員翠玲質詢········ 2662
梁議員為超質詢········ 2665
黃議員敬平質詢········ 2666

．3998．

八、市政總質詢發言索引
（109 年 9 月 9 日）
莊議員玉輝質詢 ······· 2669
葉議員明月質詢 ······· 2673
陳議員治文質詢 ······· 2690
徐議員玉樹質詢 ······· 2702
（109 年 9 月 10 日）
黃議員景熙質詢 ······· 2716
林議員俐玲質詢 ······· 2721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724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730
李議員柏坊質詢 ······· 2736
段議員樹文質詢 ······· 2750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756
（109 年 9 月 11 日）
吳議員宗憲質詢 ······· 2766
呂議員淑真質詢 ······· 2782
陳議員瑛質詢 ·········· 2800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812
（109 年 9 月 14 日）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2833
林議員正峰質詢 ······· 2844
徐議員景文質詢 ······· 2864
（109 年 9 月 15 日）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876
李議員光達質詢 ······· 2890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904

涂議員權吉質詢 ······· 2917
（109 年 9 月 16 日）
林議員昭賢質詢 ······· 2933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945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951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954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955
徐議員其萬質詢 ······· 2957
陳議員萬得質詢 ······· 2969
（109 年 9 月 17 日）
王議員浩宇質詢 ······· 2992
黃議員家齊質詢 ······· 3002
陳議員雅倫質詢 ······· 3010
蘇議員家明質詢 ······· 3015
陳議員美梅質詢 ······· 3039
（109 年 9 月 18 日）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 3049
張議員桂綿質詢 ······· 3054
余議員信憲質詢 ······· 3067
郭議員麗華質詢 ······· 3076
陳議員姿伶質詢 ······· 3083
（109 年 9 月 21 日）
林議員志強質詢 ······· 3092
劉議員仁照質詢 ······· 3105
彭議員俊豪質詢 ········3111
劉議員仁照質詢 ······· 3116
彭議員俊豪質詢 ······· 3120
林議員志強質詢 ······· 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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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敬平質詢 ······· 3130
（109 年 9 月 22 日）
楊議員家俍質詢 ······· 3146
段議員樹文質詢 ······· 3149
李議員家興質詢 ······· 3155
劉議員熒隆質詢 ······· 3161
劉議員安祺質詢 ······· 3170
（109 年 9 月 23 日）
吳議員嘉和質詢 ······· 3181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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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議員勝全質詢 ······· 3232
（109 年 9 月 24 日）
游議員吾和質詢 ·······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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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議員為超質詢 ······· 3278
黃議員敬平質詢 ······· 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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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議員玉樹質詢 ······· 3289
梁議員為超質詢 ······· 3290
黃議員敬平質詢 ······· 3291
徐議員玉樹質詢 ······· 3292
詹議員江村質詢 ······· 3294

（109 年 9 月 25 日）
簡議員智翔質詢 ······· 3310
褚議員春來質詢 ······· 3323
簡議員志偉質詢 ······· 3338
朱議員珍瑤質詢 ······· 3349
舒議員翠玲質詢 ······· 3354
（109 年 9 月 26 日）
牛議員煦庭質詢 ······· 3380
黃議員婉如質詢 ······· 3403
楊議員進福質詢 ······· 3422
謝議員美英質詢 ······· 3430
（109 年 9 月 28 日）
林議員俐玲質詢 ·······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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