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附錄
一、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6 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
110 年 7 月 13 日
議

時 午
星
程 間別
期
月 日

上

午

9 時―――――12 時

下

午

2 時―――――5 時

9 月 16 日 四 議員報到（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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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 五 2.預備會議：
（1）報告議事日程（2）決定市政總質詢順序
9 月 18 日 六
例
假
9 月 19 日 日
例
假
9 月 20 日 一
調整放假
9 月 21 日 二
中秋節
9 月 22 日 三 第 1 次會議：市長施政報告及說明
9 月 23 日 四 第 2 次會議：民政局、十二區區公所工作報告及說明
9 月 24 日 五 第 3 次會議：社會局、法務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9 月 25 日 六
例
假
9 月 26 日 日
例
假
9 月 27 日 一 第 4 次會議：都市發展局、地政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9 月 28 日 二 第 5 次會議：經濟發展局、地方稅務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9 月29 日 三 第 6 次會議：交通局、捷運工程局、政風處工作報告及說明
9 月30 日 四 第 7 次會議：文化局、客家事務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10 月1 日 五 第 8 次會議：教育局、體育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10 月2 日 六
例
假
10 月3 日 日
例
假
10 月4 日 一 第 9 次會議：工務局、觀光旅遊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10 月5 日 二 第 10 次會議：水務局、環境保護局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1 次會議：農業局、秘書處、原住民族行政局工作報告
10 月6 日 三
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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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7 日 四
10 月8 日
10 月9 日
10月10日
10月11日
10月12日

五
六
日
一
二

10月13日 三
10月14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18日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
11 月1 日
11 月2 日
11 月3 日
11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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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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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假
例
假
放
假
第 14 次會議：警察局、新聞處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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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次會議：財政局、主計處、人事處工作報告及說明
第 17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例
假
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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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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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假
例
假
第 23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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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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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假
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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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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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5 日 五

11 月6 日
11 月7 日
11 月8 日
11 月9 日
11月10日
11月11日
11月12日
11月13日
11月14日
11月15日
11月16日
11月17日
11月18日
11月19日
11月20日
11月21日
11月22日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11月23日 二
11月24日 三

第 32 次會議：
（1）桃園市政府報告本市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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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第一讀會）
例
假
例
假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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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聯席審查本市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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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第33次會議：審議本市111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第二、三讀會）
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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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110 年
臨
時
會

第
16
次
臨
時
會

第
17
次
臨
時
會

議 時
午
星 別 程 間
月 期
日

8 月 27 日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8 月 30 日
8 月 31 日
9月1日
9月2日
9月3日
9月4日
9月5日
9月6日
9月7日
9月8日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9月9日

四

9 月 10 日

五

9 月 11 日

六

9 月 12 日

日

9 月 13 日

一

9 月 14 日

二

9 月 15 日

三

上午

下午

9 時―――12 時

2 時――――5 時

議員報到
例
假
例
假
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上午 11 時)
各審查會蒐集資料
第 1 次會議：桃園市政府專案報告
第 2 次會議：桃園市政府專案報告
第 3 次會議：桃園市政府專案報告
例
假
例
假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各審查會下鄉訪視及考察
第 4 次會議：桃園市審計處報告本市 109 年度總
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
經過
聯席審查本市 109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審核報告
聯席審查本市 109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審核報告
例
假
聯席審查本市 109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審核報告
第 5 次會議：審議本市 109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
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第 6 次會議：(1)臨時動議(2)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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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6 次臨時會
「市 府 專 案 報 告」議 案 一 覽 表
日期：110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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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
算執行及整體規劃運作情形，提出專案報告。

2

今年敬老愛心卡使用率低，結餘部份要如何處理，
黃婉如議員
請提出專案報告。

3

請市政府全面檢討桃園區易淹水地區的改善狀況及
黃婉如議員
桃園中路區段徵收區上下班交通問題。

4

請說明本市各區污水接管率暨實施範圍(龍潭區)匡
徐玉樹議員
列原則。

5

請說明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工程暨水岸美化進度。

6

福德一路 177 巷拓寬案辦理情形：
為舒緩八德交流道交通壅塞情形，八德區福德一路
177 巷係一條有效且便捷的替代道路，市政府前已允
呂淑真議員
諾辦理道路拓寬計畫及現地會勘，請市政府針對福
德一路 177 巷辦理拓寬案及自德昌街打通銜接至興
豐路 2350 巷口案之執行進度，進行專案報告。

7

八德區仁德路文小二用地規劃辦理情形：
八德擴大都市計畫區內人口愈來愈多，國小新生再
過 4、5 年就讀需求將會增加，八德國小雖已辦理整
修及增班，但仍不敷新生就讀需求，且目前實施總
呂淑真議員
量管制，部份學童被分配到其他國小就讀，造成家
長接送不便；仁德路文小二用地興建國小屬急迫需
求性，市政府應未雨綢繆，提前佈署，儘速規劃興
建，以符學子求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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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樹議員

8

航空城徵收進度已進入簽立同意書、契約書，即將
進行發價階段，相關作業不如預期，影響被徵收戶
權益，請詳述說明下列問題：
1.申請複估金額嚴重落後。
2.營業損失補償金問題。
3.工廠特殊機具搬遷費如何認定。
徐其萬議員
4.宮廟(特殊建物、大型神像、佛器)補償金額，目
前未明確回覆。
5.發價延遲影響徵收戶搬遷權益，購屋價款無法如
期支付等嚴重問題。
6.一般鐵皮工廠營業時間將中斷，有何輔導及補救
方案。

9

航空城徵收即將進入搬遷期，住戶、一般工廠自動
拆遷(騰空點交)衍生超大量垃圾、廢棄家具、環境
徐其萬議員
衛生及治安等問題，請市政府權責單位協助搬遷戶
及提出因應對策。

10

請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專案報告說明本市規劃開發的
產業園區有哪些？預定何時開發完成？
1.據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作報告，經濟發展局總計
規劃開發 5 處產業園區，各園區預定 110 年～111
周玉琴議員
年前開發計畫審議通過，並視開發規模陸續於 112
～113 年間開發完成。
2.請詳列説 明 5 處產業園區座落何處？預計開發面
積多大？最新開發進度為何？

11

請市政府專案報告說明本市楊梅體育園區整體開發
進度？場館如何分配使用與發展定位為何？何時完
工啟用？
專案報告內容請詳細説 明：
1.第一、二期土地徵收進度。
周玉琴議員
2.土地與工程預算編列進度與規劃。
3.整體場館配置與新建期程。
4.第一期工程施工執行情況。
5.周邊聨 外交通與道路改善工程與規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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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市政府針對大溪大嵙崁人工溼地二期工程進度，
進行專案報告。
埔頂重劃區生活汙水僅 1/3 水量進入大嵙崁人工濕
地，剩下的 2/3 汙水直接排入大漢溪，多次提出在 李柏坊議員
大嵙崁人工濕地後段尚有腹地，應再研議擴大濕地
規劃，讓生活污水再淨化後放流至大漢溪，提高大
漢溪水質潔淨。

13

請市政府針對大溪區仁善國小及員樹林國小老舊校
舍不敷使用問題及其改建案工程計畫進度，進行專
案報告。
目前仁善國小及員樹林國小教室老舊且區域人口成
李柏坊議員
長，學童人數不斷增加，周邊學校招生也已達飽和狀
態，兩所學校除教室數量不敷使用外且缺少專科學習
教室，教師辦公室甚至還需讓出做為學童學習使用空
間，故此兩所國小校舍改建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14

平鎮區第九公墓遷葬及公園停車場闢建規劃進度，
黃敬平議員
進行專案報告。

15

平鎮龍潭山仔頂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地方與中央
黃敬平議員
籌建規劃進度，進行專案報告。

16

建請放寬桃園國際機場航高管制(蘆竹區)措施專案
褚春來議員
報告。

17

如何開闢南崁都市細部計畫道路專案報告。

18

龍潭國中旁金龍路 180 巷封閉改道龍華路 526 巷後，
因此 526 巷道狹小，附近有幼兒園、國小、國中及社
區住戶林立，每逢上下班車輛多，現有龍華路 526 巷 林昭賢議員
根本無法負荷，鄭市長允諾優先拓寬此巷道，事過 3
年，請市政府作拓寬此巷道之進度專案報告。

19

龍潭區龍華路 479 巷路寬僅 3 公尺餘，該巷道交通
流量大會車困難，市政府原列入變更都市計畫拓寬為
12 公尺，市政府現不續辦本案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嚴 林昭賢議員
重影響地方發展及交通甚巨，請市政府恢復繼續執行
本案變更都市計畫個案拓寬之可行性作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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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春來議員

20

關於蘆竹區大竹國小擴校及五福國小建校執行進
張桂綿議員
度，提出專案報告。

21

針對改建大竹游泳池為多功能運動館及增建戶外公
張桂綿議員
園執行進度，提出專案報告。

22

請市政府針對楊梅高中老舊宿舍整建規劃案，提出
涂權吉議員
專案報告。

23

請市政府針對社子溪右岸護岸道路月眉橋至慈恩橋
涂權吉議員
暨成功橋及慈恩橋改建之進度，進行專案報告。

24

建請市政府調整有關本市復興區後山地區(羅浮國
小、高義國小、三光國小及光華國小)住宿生輔導
員，照護後山學童夜間安全合理工作待遇，停止剝
削基層勞工。
1.長年超時工作無加班費。(13:00～翌日 07:30 星
期一～四，每日超過 18.5 小時)
2.每年薪資無法晉級，停留原薪級；約聘僱人員每
年有 1/2 可以進級，羅浮國小因為有 2 位住宿生
王仙蓮議員
輔導員，所以每年有 1 位可以進級，而光華國小、
三光國小及高義國小僅有 1 位住宿生管理員，請
市政府將 3 校的住宿管理員合併計算，至少每年
能有 1 位可以進級，光華國小的幹事和護士考核
是與三光國小合併計算進行 3/4 考核的。
3.明明服務在最偏僻地區卻無法與其他校內同仁領
取山地加給。(校內偏鄉教師與職員皆有偏鄉加
給，獨缺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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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6 次臨時會
「市 府 專 案 報 告」議 案 一 覽 表
日期：110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

編號

市府專案報告議案

提案人

25

建請本市參考高雄市五倍券加碼 1,000 元為六倍
林政賢議員
券，進行專案報告。

26

疫情趨緩後，行政院將發行五倍券振興疫後經
濟，高雄市長陳其邁 10 日開出第一槍，宣布將加
梁為超議員
碼 1,000 元高雄券，讓五倍變六倍；市政府是否
跟進加碼，請提出專案報告。

27

請市政府針對各局處發放「五倍券」
、
「好市券」
及「振興券」等等因應疫情之振興方案，其各別
總經費及各單項支出費用明細，提出專案報告。 舒翠玲議員
（例如：好市券總經費？印製費用？行政費用？
代執行費用？管銷費用？）

28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5 次臨時會決議通過普發市
民 5,000 元現金，行政院規劃發放五倍振興劵 ，
陳萬得議員
請就目前桃園市財政現況、紓困市民、振興協助
在地產業等提供專案報告。

29

請市政府針對行政院擬定發放之「振興五倍券」
進行專案報告。
1.請詳加說明本市使用規範及如何刺激消費。
陳姿伶議員
2.請研擬原住民族版本，如何改善及振興原民經濟。
3.請說明市政府政策目標，如何將消費量能留在本市。

30

COVID-19 疫情趨緩，針對景氣復甦對策，中央及
地方政府已陸續提出各式振興方案，如五倍券、
彭俊豪議員
高雄券…等，請市政府對於經濟振興方案提出專
案報告。

31

請市政府就本市配合行政院振興三倍券政策相關
加碼措施執行成效，以及配合行政院振興五倍券
牛煦庭議員
政策相關加碼措施計畫、經費來源與預期效益，
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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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COVID-19 疫情影響民眾生活甚鉅，對於疫情期間
生活陷困的民眾，政府應該做好紓困，且應將資
源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上。請市政府針對各類別 蔡永芳議員
陷困民眾就非普發（即有排富）的紓困措施及未
來加強措施的作為，進行專案報告。
今年 5 月間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仍值學期間，
本市國小及中等學校停班課，遠距教學學生受教
權成效影響評估？學生配合遠距教學電腦、平板
及手機等視訊設備普及度?偏鄉及家境弱勢家庭
網路暨裝置負擔評估與救濟?遠距視訊教學頻寬
穩定度各校反饋意見?期末成績測驗評量方式及
公平性?為保學生受教權影響降至最低，萬一變種
病毒疫情再起，學生遠距教學非臨場管理，穩定
性確保或分流上課應變因應計畫為何?
為防杜 COVID-19 最具風險的群聚感染，設於本市
之大專院校下至中等學校、小學及本市公私立幼
兒園、課後照顧及補教業，除了有教師證及服務
證明教職人員暨(或)依照級別已施打疫苗者之
外；應報列針對非正式人員，卻必須服務常駐於
學校的如臨時人員及各級學校恆常性進出者，例
如廚工、團膳及各類供應商，雖未達施打級別，
列入施打疫苗是否已納入施打政策?其必要性與
可行性?另本市義務役役男服務全國各地軍種單
位，與來自全國各地同袍群聚，為免休假返鄉返
家攜原感染，施打疫苗政策為何?
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策
略暨紓困方案，對本市整體影響及因應措施，進行專
案報告。(含藝文、農業、觀光產業具體紓困振興方
案、後疫情時代工商產業及經濟復甦政策、中央紓困
方案市政府因應措施及財源說明成果)
一、請說明本市 109 年向中央提送「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地方政
府防疫動員計畫補助方案」總計畫完整內容
暨補助經費支用執行情形。
二、請說明本市 110 年向中央提送「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地方政
府防疫動員計畫補助方案」總計畫完整內容
暨目前核定補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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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達議員

李光達議員

陳美梅議員

朱珍瑤議員

37

因露營區尚無主管機關及法源依據，所以各種經
濟紓困方案獨漏露營行業別，近 3 個月毫無收入
的業者未受到協助，但卻有課徵業者繳納營業稅
簡志偉議員
等相關稅捐。建議市政府研議克服法規的限制，
在現階段主管機關及法規的空窗期，仍應該要擬
定露營產業經濟紓困方案，予以協助度過難關。

38

請就各級學校開學防疫指引及停辦教師甄試影
謝美英議員
響，提出專案報告。

39

建請就南門國小、西門國小及龍山國小等相關改
林政賢議員
建案工程，進行專案報告。

40

中壢區中山東路下水道分流工程，照規劃設計施
工，將會影響莒光公園攔河堰；在地里長反映，
照規劃設計施工，將會造成莒光公園小瀑布、水 梁為超議員
中倒影景色、沿岸植栽及棚架不保，是否研議變
更設計至滯洪池，請市政府提出專案報告。

41

有關公共自行車(YouBike)租賃系統及共享運具
(i-Rent、GoShare 等) 之現況及未來願景暨本市 陳美梅議員
自行車道現況及未來規劃，進行專案報告。

42

建請市政府主計處及財政局報告 110 年度各項業
務之資本門及經常門的預算執行率及目前長短債 舒翠玲議員
舉債額度集中支付基金調度狀況。

43

請就「遠見 35 週年慶系列宣傳案」緣由、目的、
陳萬得議員
全案宣傳內容及決標等提供專案報告。

44

請詳細說明本市八德區下列各項重大公共建設進
度及預期完成期程。
1.大鶯豐德交流道。
2.文小二用地建校進度。
3.六號生活圈道路。
4.八德客運轉運站。
朱珍瑤議員
5.興豐路電網地下化。
6.延平路延伸至和平路道路新闢工程。
7.八德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8.大湳滯洪池。
9.樹仁三街滯洪池。
10.介壽路一、二段騎樓整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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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請市政府就「原民都會區課程策略聯盟」整體政
策進行專案報告。
1.請針對「組織架構、業務職掌及施政目標」詳
陳姿伶議員
加說明。
2.請針對「都會區原民聯合畢業季」提出可行性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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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6 次臨時會
「市 府 專 案 報 告」議 案 一 覽 表
日期：110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

編號

市府專案報告議案

提案人

46

李家興議員
請市政府編列預算，採購先進 EL 發光背心，透過
劉曾玉春議員
先進 EL 背心主動警示發光元件，提高警察局、消
莊玉輝議員
防局及環境保護局各單位夜間值勤安全，避免意外
劉熒隆議員
發生一案，提出專案報告。
段樹文議員

47

請就桃園市「第二行政園區」規劃進度及「中壢體
謝美英議員
育園區」各使用分區開發計畫，提出專案報告。

48

鑑於噪音車輛屢屢影響民眾安寧，唯每次聯合稽查
需要動員市政府警察局及環境保護局等稽查人員
眾多，稽查時間也較受限制，噪音科技執法是比較
節省人力且稽查時間較不受限的工具，可望有效率
嚇阻噪音車輛。
經瞭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目前僅有 4 台噪音科技執
法設備，明顯不足，雖今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計 段樹文議員
畫購置 20 台，供全台縣市借用，環境保護局已先
行登記預借 2～4 台，核准與否仍要看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核准。
建議以 1 區配置 1 台的數量，由市政府自行採購 9
台噪音科技執法設備，以有效嚇阻噪音車輛橫行，
確保民眾安寧。

49

請市政府針對蘆竹區新南路沿線汙水施工變相收
取費用案，提出專案報告。
汙水工程於上述地點施工下水道案，經民眾於 6 月
初檢舉，並請市政府水務局派員調查無誤，共計 26
劉勝全議員
戶全額高達 60 萬元以上，經 110 年 6 月 4 日正式
發文要求市政府水務局針對日鼎水務公司缺失進
行裁罰及退款，本案遲至 8 月 10 日回文裁罰 30 萬
元違約金，然而向民眾變相收費部份，毫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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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請市政府針對蘆竹區大華國小擴增校地增建教室
案，提出專案報告。
1.大華國小 107 年度由 202 人增加到現在達 420
人，教室嚴重不足。
2.107 年 8 月 15 日與前教育局高局長會勘，針對撥
用蘆竹區宏華段 868、893 等 2 筆土地(8,936.7 劉勝全議員
平方公尺)，現雖已獲國防部同意代管。
3.為保護校內獨角仙甲蟲生態，應考慮增建教室在
該 2 筆土地較適宜。
4.宜考量專案變更都市計畫，該2 筆土地為學校用地，
以便移轉國有財產局時辦理無償撥用興建校舍。

51

桃園航空城徵收案，針對竹圍、沙崙、後厝及圳頭
等里，被徵收後之行政區域如何重新調整，請提供 游吾和議員
專案報告說明。

52

桃園市各區段徵收案，依據 110 年 7 月行政院主計
總處營建物價總指數為 123.98；新北市現評點計值
為 17.2 元，而本市現評點計值為 13.9 元，相差 3.3 游吾和議員
元，徵收戶未來面臨原物料上漲，變無法重建家園
時，市政府該如何處理，請提供專案報告說明。

53

建請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就「林口特定區計畫-工五
工業區擴大方案」目前辦理進度及期程，提出專案 林俐玲議員
報告。

54

建請市政府民政局就第三公墓之有無主墳的遷葬
林俐玲議員
安置計畫，提出專案報告。

55

近年來致災性豪雨造成淹水問題日益嚴重，加上龜
山區開發迅速、人口成長及都市型態改變，請擬定
陳雅倫議員
龜山區易淹水地區之排水系統及道路側溝改善方
針，並提出施工規劃與預計進度。

56

龜山區公設保留地通盤檢討目前進度，並研議兒九
陳雅倫議員
公園與山頂國小併同開發之可行性。

57

國道 3 號增設大鶯豐德交流道可行性研究報告已獲
得行政院核定，請 市政府就後續環差、都市計畫
蔡永芳議員
變更、設計、用地取得及開工等程序與籌措經費及
配合期程，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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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壢體育園區內滯洪池預定地，面積達 3 公頃，原
為農地，尚有一定保水作用，現已因開發喪失原有
功能，若遇颱風強降雨，勢必造成周邊淹水問題，
彭俊豪議員
建議盡速施做滯洪池工程，減少洪患影響，以維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請市政府針對目前規劃進度提出
專案報告。

59

請市政府說明與公路總局針對台 31 線、台 66 線橋
下空間，規劃為多元特色遊憩區之研議與盤點情 鄭淑方議員
形。

60

請說明本市對蔬果批發市場及學校營養午餐等各
端點之蔬果農藥殘留監測機制與篩檢結果；又針對
未透過上述管道，自行接洽產地小農或零售商之小 鄭淑方議員
販及攤商，於蔬果混賣的狀況下無法提出個別供貨
來源時，市政府又該如何確保無藥殘與食物安全？

61

請說明本市針對市售蔬菜水果等農作物之農藥殘
留監管方式、局處業務分工及今年度抽樣篩檢比例 黃家齊議員
與結果，並評估進行全篩之可行性。

62

中路區建案及移入人口日益增加，停車空間需求
大；請依桃園中路重劃區人口成長比例，統計公有
停車位數量之供需使用狀況，並評估未來 3 年內計 黃家齊議員
畫開發作為停車使用之路段、空間與相關替代措
施。

63

觀音區新富路與新華路間大堀溪綠美化執行情
郭蔡美英議員
形，進行專案報告。

64

如何加強市政府各局處與區公所間橫向聯繫，以解
權屬爭議，並提昇行政效能；另各局處對議員函查
郭蔡美英議員
事項及會勘結果執行情形，為避免遺漏，應予覆知
議員是盼。

65

請市政府就本市龜山區路外停車場設置計畫以及
牛煦庭議員
期程，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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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市議會第 2 屆第 18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110 年

議 時
午別
星
程 間
期
月
日

上 午
9 時――――12 時

下 午
2 時―――5 時

11 月 25 日

四

議員報到

11 月 26 日

五

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上午 11 時)

11 月 27 日

六

例

假

11 月 28 日

日

例

假

11 月 29 日

一

第 1 次會議：討論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11 月 30 日

二

分組審查三讀議案及一般議案

12 月 1 日

三

分組審查三讀議案及一般議案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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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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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桃園市議會第 2 屆各審查委員會名單
110.2.19

名

稱

召集人

委

員

吳嘉和
第一審查委員會
朱珍瑤 陳睿生 蔡永芳 黃家齊
李柏坊
(民政)
余信憲 褚春來 郭蔡美英
林昭賢
徐玉樹
第二審查委員會
陳治文 黃景熙 鄭淑方 涂權吉
林俐玲
(財政)
莊玉輝 陳美梅 楊進福
呂林小鳳
郭麗華
李光達 葉明月 呂淑真 劉曾玉春
第三審查委員會
周玉琴
(建設)
陳 瑛 徐景文 林志強 劉仁照
徐其萬
陳雅倫
第四審查委員會
簡志偉 黃婉如 彭俊豪 牛煦庭
詹江村
(教育)
劉熒隆 林正峰 段樹文
黃敬平
游吾和
第五審查委員會
舒翠玲 張桂綿 劉安祺 簡智翔 林政賢
(警政、衛生)
楊家俍
謝美英
蘇家明 陳姿伶 劉勝全 李家興
第六審查委員會
陳萬得
梁為超 王仙蓮
(工務)
吳宗憲
程 序 委 員 會 邱奕勝

蘇家明 徐玉樹 黃景熙 林志強
李家興 莊玉輝

紀 律 委 員 會 鄭淑方

段樹文 林政賢 林俐玲 林志強
林正峰 徐景文

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陳 瑛

畸零地調處委員會

楊進福 楊家俍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呂淑真 黃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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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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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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9 月
22 日）
李議員柏坊質詢 ·············964
陳議員美梅質詢 ·············965
林議員政賢質詢 ·············966
黃議員婉如質詢..············968
徐議員玉樹質詢 ·············972
周議員玉琴質詢 ·············974
呂議員淑真質詢 ·············976
涂議員權吉質詢 ·············980
陳議員姿伶質詢 ·············982
王議員仙蓮質詢 ·············984
張議員桂綿質詢 ·············985
陳議員萬得質詢 ·············986
簡議員志偉質詢 ·············987
徐議員其萬質詢 ·············988
朱議員珍瑤質詢 ·············990
陳議員瑛質詢 ················992
梁議員為超質詢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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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1744
陳議員雅倫質詢············1746
蔡議員永芳質詢············1749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751
陳議員治文質詢············1752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754
段議員樹文質詢············1756
莊議員玉輝質詢············1757
謝議員美英質詢············1760
李議員家興質詢············1763
陳議員姿伶質詢············1765
張議員桂綿質詢············1767
涂議員權吉質詢············1769
陳議員瑛質詢···············1771
蘇議員家明質詢············1774
吳議員嘉和質詢············1778
簡議員志偉質詢············1780
王議員仙蓮質詢············1783
呂議員淑真質詢············1785
周議員玉琴質詢············1788
徐議員玉樹質詢············1791
游議員吾和質詢············1794
鄭議員淑方質詢············1796
徐議員景文質詢············1798
吳議員宗憲質詢············1800
楊議員家俍質詢············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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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家齊質詢 ··········· 1804
郭議員麗華質詢 ··········· 1806
劉議員勝全質詢 ··········· 1808
余議員信憲質詢 ··········· 1811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813
林議員志強質詢 ··········· 1815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817
牛議員煦庭質詢 ··········· 1821
舒議員翠玲質詢 ··········· 1827
梁議員為超質詢 ··········· 1832
李議員光達質詢 ··········· 1834
黃議員敬平質詢 ··········· 1838

（十）水務局、環境保護局
（110 年 10 月 5 日）
徐議員景文質詢 ··········· 1846
黃議員景熙質詢 ··········· 1848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 1849
郭議員麗華質詢 ··········· 1851
鄭議員淑方質詢 ··········· 1854
陳議員治文質詢 ··········· 1856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859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860
黃議員家齊質詢 ··········· 1862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864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865
葉議員明月質詢 ··········· 1867
黃議員婉如質詢 ··········· 1869
林議員政賢質詢 ··········· 1874
陳議員萬得質詢 ··········· 1876
張議員桂綿質詢 ··········· 1878
彭議員俊豪質詢 ··········· 1880

劉議員仁照質詢············1881
林議員志強質詢············1883
劉議員勝全質詢············1885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1887
游議員吾和質詢············1889
余議員信憲質詢············1890
謝議員美英質詢············1893
段議員樹文質詢············1895
李議員家興質詢············1896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1899
劉議員熒隆質詢············1901
牛議員煦庭質詢············1903
呂議員淑真質詢············1908
徐議員玉樹質詢············1910
陳議員瑛質詢···············1912
周議員玉琴質詢············1914
徐議員其萬質詢············1917
吳議員嘉和質詢············1918
簡議員志偉質詢············1920
陳議員姿伶質詢············1923
林議員昭賢質詢············1924
王議員仙蓮質詢············1926
蘇議員家明質詢············1928
朱議員珍瑤質詢············1930
涂議員權吉質詢············1933
蔡議員永芳質詢············1935
楊議員家俍質詢············1936
舒議員翠玲質詢············1938
簡議員智翔質詢············1944
李議員光達質詢············1951
黃議員敬平質詢············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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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農業局、秘書處、
原住民族行政局
（110年10月6日）
李議員柏坊質詢 ··········· 1960
陳議員美梅質詢 ··········· 1961
葉議員明月質詢 ··········· 1963
林議員政賢質詢 ··········· 1965
黃議員婉如質詢 ··········· 1966
張議員桂綿質詢 ··········· 1970
王議員仙蓮質詢 ··········· 1972
謝議員美英質詢 ··········· 1973
林議員俐玲質詢 ··········· 1974
鄭議員淑方質詢 ··········· 1976
陳議員雅倫質詢 ··········· 1978
陳議員治文質詢 ··········· 1980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 1981
周議員玉琴質詢 ··········· 1983
徐議員玉樹質詢 ··········· 1985
陳議員瑛質詢 ·············· 1987
林議員昭賢質詢 ··········· 1989
簡議員志偉質詢 ··········· 1990
陳議員萬得質詢 ··········· 1993
吳議員嘉和質詢 ··········· 1995
陳議員姿伶質詢 ··········· 1996
簡議員智翔質詢 ··········· 1998
牛議員煦庭質詢 ··········· 2002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 2007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008
余議員信憲質詢 ··········· 2010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012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014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 2017

李議員家興質詢············2019
朱議員珍瑤質詢············2022
蘇議員家明質詢············2024
劉議員仁照質詢············2026
黃議員家齊質詢············2027
蔡議員永芳質詢············2029
楊議員家俍質詢············2031
林議員志強質詢············2032
李議員光達質詢············2036
游議員吾和質詢············2040
黃議員敬平質詢············2041

（十二）消防局、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資訊
科技局（110 年 10
月 7 日）
陳議員雅倫質詢············2047
鄭議員淑方質詢············2048
林議員昭賢質詢············2050
陳議員治文質詢············2050
郭議員麗華質詢············2052
劉議員仁照質詢············2053
黃議員家齊質詢············2054
陳議員美梅質詢············2055
李議員柏坊質詢············2057
褚議員春來質詢············2059
黃議員婉如質詢············2060
林議員政賢質詢············2063
葉議員明月質詢············2064
張議員桂綿質詢············2066
王議員仙蓮質詢············2067
陳議員瑛質詢···············2068
牛議員煦庭質詢············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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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議員吾和質詢 ··········· 2074
段議員樹文質詢 ··········· 2075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076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078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080
朱議員珍瑤質詢 ··········· 2082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084
余議員信憲質詢 ··········· 2085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 2087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089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090
陳議員姿伶質詢 ··········· 2092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093
徐議員玉樹質詢 ··········· 2095
徐議員其萬質詢 ··········· 2097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099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102
蘇議員家明質詢 ··········· 2105

（十三）衛生局、勞動局
（110年10月8日）
李議員柏坊質詢 ··········· 2109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112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113
葉議員明月質詢 ··········· 2117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119
張議員桂綿質詢 ··········· 2126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128
褚議員春來質詢 ··········· 2131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134
徐議員景文質詢 ··········· 2137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139

郭議員麗華質詢············2141
林議員俐玲質詢············2144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2146
蔡議員永芳質詢············2147
呂議員淑真質詢············2149
周議員玉琴質詢············2152
陳議員姿伶質詢············2156
陳議員萬得質詢············2158
楊議員家俍質詢············2161
段議員樹文質詢············2162
徐議員其萬質詢············2163
簡議員智翔質詢············2165
陳議員治文質詢············2167
涂議員權吉質詢············2170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2174
劉議員熒隆質詢············2177
李議員家興質詢············2179
蘇議員家明質詢············2181
舒議員翠玲質詢············2184
游議員吾和質詢············2189
謝議員美英質詢············2190
黃議員家齊質詢············2192
林議員志強質詢············2194
彭議員俊豪質詢············2196
余議員信憲質詢············2198
劉議員勝全質詢············2200
陳議員睿生質詢············2202
劉議員仁照質詢············2204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2206
徐議員玉樹質詢············2208
朱議員珍瑤質詢············2210

(十四）警察局、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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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2 日）
林議員俐玲質詢 ··········· 2214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215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216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217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219
陳議員姿伶質詢 ··········· 2221
李議員柏坊質詢 ··········· 2223
段議員樹文質詢 ··········· 2224
牛議員煦庭質詢 ··········· 2225
張議員桂綿質詢 ··········· 2229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230
陳議員萬得質詢 ··········· 2231
蘇議員家明質詢 ··········· 2233
徐議員玉樹質詢 ··········· 2235
梁議員為超質詢 ··········· 2236
余議員信憲質詢 ··········· 2238
鄭議員淑方質詢 ··········· 2240
林議員志強質詢 ··········· 2242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243
陳議員瑛質詢 ·············· 2245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246
朱議員珍瑤質詢 ··········· 2248
簡議員志偉質詢 ··········· 2250
陳議員治文質詢 ··········· 2252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253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255
蔡議員永芳質詢 ··········· 2257
李議員光達質詢 ··········· 2259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261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262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264

李議員光達質詢············2264

（十五）青年事務局、桃園
航空城公司、桃園
捷運公司（110 年
10 月 13 日）
陳議員美梅質詢············2266
褚議員春來質詢············2267
葉議員明月質詢············2270
黃議員婉如質詢············2272
林議員政賢質詢············2277
李議員柏坊質詢············2279
陳議員姿伶質詢············2281
蔡議員永芳質詢············2283
郭蔡議員美英質詢 ········2286
陳議員雅倫質詢············2287
郭議員麗華質詢············2289
林議員俐玲質詢············2291
劉議員勝全質詢············2292
牛議員煦庭質詢············2298
謝議員美英質詢············2304
蘇議員家明質詢············2307
段議員樹文質詢············2310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 ········2311
陳議員萬得質詢············2313
楊議員進福質詢············2315
簡議員智翔質詢············2316
謝議員美英質詢············2319
陳議員治文質詢············2320
簡議員志偉質詢············2322
李議員家興質詢············2324
徐議員玉樹質詢············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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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議員俊豪質詢 ··········· 2328
林議員志強質詢 ··········· 2330
余議員信憲質詢 ··········· 2332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334
朱議員珍瑤質詢 ··········· 2336
梁議員為超質詢 ··········· 2337
舒議員翠玲質詢 ··········· 2339
劉議員仁照質詢 ··········· 2344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345
李議員光達質詢 ··········· 2351

蔡議員永芳質詢············2398
舒議員翠玲質詢············2400
梁議員為超質詢············2403
蘇議員家明質詢············2405
吳議員嘉和質詢············2407
陳議員治文質詢············2410

（十六）財政局、主計處、
人事處（110 年 10
月 14 日）
林議員俐玲質詢 ··········· 2355
陳議員雅倫質詢 ··········· 2356
彭議員俊豪質詢 ··········· 2358
黃議員家齊質詢 ··········· 2359
劉議員勝全質詢 ··········· 2361
褚議員春來質詢 ··········· 2363
陳議員美梅質詢 ··········· 2366
黃議員敬平質詢 ··········· 2368
林議員政賢質詢 ··········· 2370
張議員桂綿質詢 ··········· 2373
謝議員美英質詢 ··········· 2375
黃議員婉如質詢 ··········· 2376
徐議員其萬質詢 ··········· 2379
林議員昭賢質詢 ··········· 2381
李議員柏坊質詢 ··········· 2383
牛議員煦庭質詢 ··········· 2386
簡議員智翔質詢 ··········· 2390
李議員家興質詢 ··········· 2393
周議員玉琴質詢 ···········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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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市政總質詢發言索引
（110 年 10 月 15 日）
林議員昭賢質詢 ···········2413
陳議員治文質詢 ···········2425
葉議員明月質詢 ···········2437
段議員樹文質詢 ···········2454
李議員家興質詢 ···········2457
（110 年 10 月 18 日）
陳議員瑛質詢 ··············2465
涂議員權吉質詢 ···········2477
徐議員玉樹質詢 ···········2490
梁議員為超質詢 ···········2500
黃議員敬平質詢 ···········2505
（110 年 10 月 19 日）
林議員志強質詢 ···········2523
彭議員俊豪質詢 ···········2536
劉議員仁照質詢 ···········2550
陳議員睿生質詢 ···········2564
（110 年 10 月 20 日）
徐議員景文質詢 ···········2575
劉曾議員玉春質詢········2588
余議員信憲質詢 ···········2600
郭議員麗華質詢 ···········2607
（110 年 10 月 21 日）
李議員光達質詢 ···········2616
吳議員宗憲質詢 ···········2627
呂議員淑真質詢 ···········2640
周議員玉琴質詢 ···········2657

（110 年 10 月 22 日）
徐議員其萬質詢············2675
呂林議員小鳳質詢 ········2690
陳議員美梅質詢············2701
（110 年 10 月 25 日）
段議員樹文質詢············2712
莊議員玉輝質詢············2715
李議員家興質詢············2718
王議員仙蓮質詢············2729
吳議員嘉和質詢············2741
（110 年 10 月 26 日）
蔡議員永芳質詢············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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