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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質詢第 18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 日
質詢對象：教育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王世堅 林世宗
計 2 位 時間 36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1 月 3 日──
速記：何采穎
主席（陳議員重文）：
現在進行教育部門第 18 組，質詢議員有王世堅議員和林世宗議員，質詢時間
36 分鐘，請開始。
王議員世堅：
請觀傳局劉局長上備詢台。
觀光傳播局劉局長奕霆：
議員好。
王議員世堅：
局長，早在 1 個半月前我有針對臺北市藍色公路，你們幾個局處彼此之間的橫
向溝通很差!藍色公路做得很差，當然除了水利局、產發局以外，其實觀傳局要負很
大的責任。你的前任簡余晏局長只有她在藍色公路上有盡到觀傳局應做的工作，因
為只有她召集相關局處，針對藍色公路哪些該檢討？哪些該策進？她有實際作為。
在這部分我發現，劉局長，你上任後雖然你的年紀輕，柯市長和社會其實都有
很大的期待，你能帶來一股較清新、有衝勁的作法。可是我發現，你在觀傳局應做
的那些任務，該執行的各種項下，其實你是後知後覺。我舉個例子，這次武漢肺炎
的影響，臺北市整個觀光業的情況，觀光旅遊和相關業者，從旅遊業、飯店業到餐
飲業，已經不是 1 個慘字可以形容。
完全沒有國外的觀光客，中央大力推動、鼓勵國內旅遊，結果臺北市沒有分到
任何 1 塊大餅，大約只分到一堆小肉屑，沒辦法這是消費者全體國民的選擇，不來
臺北市觀光。臺北市從今年 3 月疫情大爆發後，住房率從 4 成、3 成甚至在最慘時
連 1 成也不到，只剩 7%，後來回升到 11%。
有 18 家飯店停業、17 家商旅歇業，這些都有相當規模，這 35 家業者影響數千
位市民，他們的工作、收入、生計直接歸零。我發現你不但後知後覺，你的反應也
太慢!市政府在觀傳局應做的工作項下，每年都有編列這些預算，比方說市政及觀光
綜合行銷裡面觀光旅遊規劃與管理、觀光政策發展及規劃…編列的預算都不少。
去年議會審查通過，今年該你們要執行的預算就有 4,400 萬元，今年的 4,400
萬元往年差不多也都是四千多萬元。
劉局長奕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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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議員世堅：
今年你怎麼執行？我認為你的反應太慢、後知後覺，你到今年 8 月，2 個月前
才辦臺北後疫情時代觀光旅遊轉型論壇，你遲到 8 月才舉辦這也不打緊。你辦的這
場論壇我是相當有意見，這場論壇只邀請 3 位重要來賓做具體的專案演講，3 位來
賓只有 1 位我沒話講，國內眾所周知、公認的他不但會運用科技還會運用至各個產
業面、政策面的唐鳳政務委員。
另外 2 位，分別是上海市的國台辦主任李文輝，柯文哲市長的好朋友，天字第
1 號柯友友；另一位是上海市的旅遊局副主任程梅紅，這位也是大有來頭，他不只
是旅遊局副主任，他是第 13 屆的人民大會代表。天啊!都是這種紅通通的。
劉局長，我不懂，這兩位，至少李文輝和旅遊專業無關，他沒有任何這方面的
專業訓練統統沒有。另外，其他國家的專業人士你都不邀請，你只邀中國，而中國
正是這次武漢肺炎的發源地，你竟然把元凶請來，害臺灣、害全世界現在大家是足
不出戶、不能出國就是中共!結果你誰不邀請，偏邀他們來，請他們來談如何振興觀
光旅遊，天啊!我不知道你這是什麼邏輯？這是柯文哲市長交代你辦的嗎？
劉局長奕霆：
跟議員說明，本來臺北市觀傳局和上海市的文旅局過去在雙城業務上，本來就
是有交流，所以在辦這場論壇時也請他們來做分享，包含在疫情期間要如何做其他
的振興、紓困和旅遊業的討論，當時是有這樣的想法，所以請上海市的代表來幫忙
做些分享。至於李主任是因為上海市的國台辦主任，所以論壇也有邀請他來。
王議員世堅：
局長，我先跟你溝通基本邏輯，你要推廣臺北市的觀光旅遊，如果要對國外推
廣說後疫情哪天國門開了，請大家來或是旅遊泡泡，這是對國外的部分。我們有這
麼多友邦，日本、韓國不邀請？好歹也邀請東南亞新南面……
劉局長奕霆：
東南亞的部分我們有請……
王議員世堅：
這幾年和我們往來很多的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泰國，你們 1 國
也沒邀請。
劉局長奕霆：
我們這 2 個月也有邀請東南亞地區的藝人來合作拍些影片。
王議員世堅：
你該邀的不邀，你邀馬來西亞的藝人來拍影片，這是裡面另 1 筆預算。該邀的
不邀，中共是第 1 個向臺灣旅遊說「不」的國家，就是他們，中共是高壓威權政治
掛帥，中國的旅客俗稱陸客喜歡來臺灣，但中國一紙命令下來說停就停。第 1 個對
我們示惡的就是他們，而東南亞、日本、韓國的旅客都對我們示好，示好的國家不
邀請，示惡的、拒絕我們的反而邀請來擔任座上賓，而且論壇的 3 名嘉賓是唯二可
以來臺灣發表政策演說的國外人士，唯二都是中共!其中 1 個還是人民大會的代表。
對內，我們的國旅那麼多，你從來沒有和其他各縣市來競爭…
劉局長奕霆：
有，我們 6 月有規劃 7 月、8 月的團客方案。
王議員世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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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 1 人 1,000 元，照理說臺北市也是 22 縣市之首，我們應該可以拿到最
多補助，因為消費者決定，不要講臺中市、高雄市都拿得比我們多，臺中市第 1 期
就獲得 4.1 億元的補助，他獲得補助已經超過 41 萬間房，我們連滾帶爬才有 3 億元
，現在有增加……
劉局長奕霆：
現在有到 3.4 億元左右。
王議員世堅：
臺中市各方面的條件，不是我在貶抑臺中市，臺中很好!但我們臺北比臺中更好
，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我們是首都。臺北市有最完整的捷運、公車大眾運輸系統，
臺北市有最多近代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例如總統府、監察院、國立臺灣博物館、土
地銀行、北門、臺北郵局…我們有最多具有歷史意義的近代歷史建物。
新時代的東西，我們有全臺北、全東南亞最大的百貨群，超過十家大型百貨公
司，要古有古、要今有今。結果開放政府獎勵來國內旅遊，臺北市 22 都我們敬陪末
座，我不知道你這個觀傳局在做什麼？
劉局長奕霆：
我們 7、8 月的團客在補助的部分，我們至少有帶來 2 萬到 3 萬多名的團客到臺
北市旅遊，我們在 6 月時就有規劃。
王議員世堅：
你先回答我，我剛才中國的問題，為什麼國外只獨邀中國？
劉局長奕霆：
跟議員說明，辦理論壇時也是考慮到剛才和議員說明過的，過去在雙城論壇，
尤其在前幾任局長時，有和上海市簽雙城的合作……
王議員世堅：
你不要講前幾任局長的事，當時都還有陸客。
劉局長奕霆：
是。
王議員世堅：
陸客是在武漢肺炎爆發前就大量腰斬，而且他們也擺明再來就是不來。所以在
我看來，劉局長，你就是柯市長的傳聲筒，柯市長就是連防疫期間也在思考要如何
討好中國。
劉局長奕霆：
不會，還是以城市交流的部分來進行邀請。
王議員世堅：
李文輝完全是個政治腳(臺語)，他沒有任何旅遊、觀光的專業!我敢斷定，因為
我查過他的經歷、履歷；另外，程梅紅表面上是觀光局副局長，他也是個政治腳(
臺語)，我相信你們很清楚。
我剛才講的這筆 4,400 萬元預算，你有做了個「臺北特調」，不用翻了這就叫
作「臺北特調」，雞尾酒上面寫得很花，只有 6 個中文字「輕鬆喝、簡單玩」其他
全是英文。
有 cocktail、first friend、only sales、ready to drink、anywher anytime…這個很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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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局長奕霆：
英文比我好，我看還不一定唸得出來。
王議員世堅：
局長，曾幾何時觀傳局也開始在賣酒？
劉局長奕霆：
跟議員說明，這是我們在推夜間觀光的部分。
王議員世堅：
賣酒過去是公賣局的專業，當然現在已經有開放，但是好歹臺灣菸酒公司有百
年以上的酒廠，北、中、南都有，酒是人家的專業。我不懂市政府去搞這個要做什
麼？你再回覆我這個案子是成功？還是失敗？這個案子你做這個酒……
劉局長奕霆：
我們才剛推出 1、2 周而已。
王議員世堅：
我必須講快一點，待會這 2 瓶林世宗議員會喝完。
劉局長奕霆：
15%、11%而已。
王議員世堅：
15%？他都是喝 42%的。臺北特調還好才花 30 萬元，讓你做個雞尾酒玩玩，可
是這部推廣影片就不得了，你花費 550 萬元製作費拍這宣傳廣告，就你剛才說的請
了馬來西亞的藝人，還找 1、2 位名人、網紅來製作影片。局長，到現在這部影片是
下落不明……
劉局長奕霆：
還在製作中是近期內拍攝的。
王議員世堅：
今天已經是 11 月 3 日。
劉局長奕霆：
是。
王議員世堅：
再不到 2 個月 2020 年就結束，你花費 550 萬元的影片製作費要推廣 30 萬元的
臺北特調，到現在還沒推出。
劉局長奕霆：
行銷推廣可以分階段，7 月、8 月的團客，我們 8 月以後……
王議員世堅：
分階段？這個階段也分的太怪？
劉局長奕霆：
不會，我們還是依階段來進行。
王議員世堅：
然後你又花這個？這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臺北市本來的觀光旅遊行銷有個
意象，這個意象就是臺北一遊未盡。
劉局長奕霆：
是，這個滿久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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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議員世堅：
但你花費將近二百萬元辦「你所未見的臺北」，我覺得是更荒唐每張每頁如果
給在場所有官員、媒體朋友拿去看，有哪些是大家沒看過的臺北？我不是要你拿出
挖箱寶，好歹不能這麼零碎像在蒐集ㄤ仔標(臺語)，比如美食篇，美食篇印這樣的
小圖片、小花樣，必須張大眼睛看。上面的美食有哪些？有麻辣火鍋、鹹酥雞、珍
奶、芒果冰、刈包、臭豆腐、燒餅油條。
請問局長，裡面哪項是臺北獨有特色，而國內中、南、東部所沒有？
劉局長奕霆：
我們還是以國際推銷為主。
王議員世堅：
這些美食叫作你所未見的臺北，我基本講簡單吃的，臺北的米食文化，發源地
大同區大橋頭，米食粿仔文化好歹也是臺北的特色。表示你們根本就只做浮面，完
全沒有深入研究、探討。
劉局長奕霆：
議員還可以再延伸。
王議員世堅：
我不懂!因為我今天的質詢時間有限，我最後奉勸你，事在人為，要有心，你就
會知道懂得怎麼做。
劉局長奕霆：
我們檢討、加強。
王議員世堅：
事在人為而你不為!就這麼簡單。
林議員世宗：
局長請回座，請文化局蔡局長上備詢台。
文化局蔡局長宗雄：
議員好。
林議員世宗：
局長，你是柯市長上任後第 4 位文化局長，前 3 任都不歡而散，我期待未來 2
年你能給臺北的文創或藝術留下些什麼。
蔡局長宗雄：
是。
林議員世宗：
下一張，這是臺北的痛也是我們士林的痛，10 年前郝前市長以 48 億元，結果
是個錢坑到現在已花費 67 億元甚至需要到七十多億元才能完成。110 年的 7 月、8
月、9 月要啟用，是不是真的？
蔡局長宗雄：
明年 7 月、8 月、9 月開始節目進場……
林議員世宗：
何時可以完工？
蔡局長宗雄：
明年 4 月報竣，下半年會做驗收和驗收節目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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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世宗：
你看這筆預算，市府核定 48 億元，搞到現在是 67 億元，聽說會爆增至七十多
億元，十幾年來延宕在士林的黃金地段，讓整個商業、交通形成大毒瘤。
下一張，你的文化基金會除了北藝這個錢坑外，104 年至今管理費、藝術推廣
、試營運，連開幕都沒有已砸 3.2 億元現在是丟到水溝裡一去不復返。現在好不容
易北藝有可能重新開張，但重新張開的同時，每年要虧損 3 億元至 3.5 億元，是不
是？請問這種結果，開幕後你們要如何挽救這個北藝中心？
蔡局長宗雄：
這是臺北市的藝文新地標，所有的國際客和所有的國際表演都會在這裡發生，
有 3 個主要的劇場也會帶來相關的人流、帶動整個士林。
林議員世宗：
局長，帶動觀光人流、復甦振興士林商圈，是不是？
蔡局長宗雄：
沒錯。
林議員世宗：
當初，郝前市長在任時，陳雄文擔任都發局局長一職，我跟他說「地下絕對不
能挖 1 樓」，現在地下只有 1 樓只有 200 個停車位，到時開幕後整個交通大亂，請
問交通的部署該怎麼辦？
蔡局長宗雄：
我們會有大型接駁…
林議員世宗：
你們和交通局協商過了嗎？要怎麼處理？
蔡局長宗雄：
我們有去辦說明會也跟里長請謚、也有和里長溝通。
林議員世宗：
雖然是個爛攤子但現在我們要收尾，至少要給士林商圈帶來復甦的機會。
下一張，這是 1 樓的平面圖，有沒有錯？基地總共有六千多坪，是不是？
蔡局長宗雄：
對。
林議員世宗：
是不是要和在地文創、事業特色相形結合，共同推動北藝周遭所有商圈的復甦
和繁華？這是不是你們的責任之一？
蔡局長宗雄：
沒錯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林議員世宗：
1 樓平面有特色販賣部還有些空餘的空間，是否也能思考結合在地的文創特色
產業，能夠有個具體的地點，讓士林在地文化、文創特色可以在此展現，吸引到北
藝來的各界觀光旅客，讓士林文化特色可以展現。局長，這點可不可以思考？
蔡局長宗雄：
1 樓其實就是公共服務的功能而已。
林議員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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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是不是要去思考用這個地點？
蔡局長宗雄：
我們會在 1 樓做公共服務，因為整個 1 樓是個大空間的廣場。
林議員世宗：
那裡有政府立案的士林夜市國際觀光協會，你應該要和當地的協會做溝通，結
合整個商業處進行地方北藝開幕前的復甦繁榮計畫。
蔡局長宗雄：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林議員世宗：
下一張，螢幕上是北藝的地點，它周遭是士林商圈所謂的士林觀光夜市，由文
林路、大東路及基河路緊鄰在北藝周遭。北藝的啟動交通有問題，要振興周遭的商
圈，是不是也是文化局必須要和商業處、市場處要合作振興的共同使命？
蔡局長宗雄：
我們現在在營運前 2 年已啟動這個平台，做鄰里溝通的機制。
林議員世宗：
我在這裡具體建議，局長，你和商業處、文化基金會還有市場處、產發局，要
針對北藝明後年要啟動，周遭商圈的振興計畫和規劃要詳實、要積極推動。需要多
久時間可以回覆本小組酪振興、復甦繁榮的計畫？姑且不論以前北藝是個錢坑，我
們往後看不往前看。
蔡局長宗雄：
非常感謝議員，我們已經有個草案可以在 1 周後提供給議員，把這個計畫請議
員跟地方再溝通，我們會再修正。
林議員世宗：
你要把以前市政府留下的爛攤子和錢坑，迫不得已現在要完工啟用，也要讓它
有更多的附加價值把整個商圈、區塊連帶北藝的啟動，能夠帶動起來。局長，可不
可以？這是責無旁貸。
蔡局長宗雄：
我們是懷胎十年破繭而出。
林議員世宗：
懷胎十年是妖怪!你知道嗎？妖怪產生時要讓地方有感，好不好？
蔡局長宗雄：
在議員的共生之下一定會破繭而出。
林議員世宗：
好!請回座，請曾局長上備詢台。
蔡局長宗雄：
感謝議員指教。
教育局曾局長燦金：
林議員好。
林議員世宗：
局長，你是教育界的前輩，請問教育真正的目標和精神是什麼？
曾局長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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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多，包括個人希望孩子學習、進步，止於至善，對國家、社會希望能夠
向上提升。
林議員世宗：
局長，終生多元學習、專材專教，局長還講過教育系統是超前部署，同時不能
剝奪學生家長的受教學習的選擇權，這才是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不是？
曾局長燦金：
沒有錯。
林議員世宗：
教育的菁英者，無論是公立或私立，只要是教育人營造 1 個學生學習的優質環
境，及學生學習必須要優質老師的養成，讓學生極力發揮潛能，同時為國舉才。這
是教育人及辦教育機構所要有的責任和義務，是不是？
曾局長燦金：
是。
林議員世宗：
因為這個樣子，所以 9 年國民教育才把它延伸至 12 年國民教育，把五專的前 3
年也納入比照高中前 3 年，是不是？
曾局長燦金：
是。
林議員世宗：
無非就是要讓教育多元學習，讓同學有充分的教育自主選擇權，而且發揮專才
專教，未來能夠達到每位同學的專業興趣能夠發揮到極致，這就是教育的精神，是
不是？
曾局長燦金：
適性揚才。
林議員世宗：
所以這是 12 年國教的精神，至於專才專教因為行行出狀元，所以有家政班、演
藝班，也有體育班。臺北市政府在規劃體育班的同時 1 年有多少錢？三千六百多萬
元嗎？
曾局長燦金：
應該不止。
林議員世宗：
最好是不止，三千六百多萬元輔佐臺北市的學校成立 35 項賽事的體育班，能夠
讓這些喜好運動的孩子們，逐步進步得到期許。可是三千六百多萬元有 230 班的體
育班，1 年 1 班只分配到 18 萬元。局長，18 萬元杯水車薪，要栽培 1 所學校的 1
個體育班，根本是打假球!這樣對這些孩子是極度的不公平，而且局長，學體育的孩
子們除了他本身要有專長外，還要有好的環境和教練、場域，最主要的是他們屬於
較弱勢和清寒，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我們有提供獎助學金。
林議員世宗：
對，這是好事，所以我剛才有說，學生有自由學習的教育選擇權，他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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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後，到國外去讀書、到各縣市去讀書，也可以到五專、到高中的實驗學校
，這是他們的自由，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對。
林議員世宗：
下一張，局長，復興高中體育班撞球班的陳姓教練，體育班老師的薪水是教育
局付？還是學生付？
曾局長燦金：
看是不是編制內？
林議員世宗：
都是由教育局支付，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對。
林議員世宗：
所以學生不用再支付其他的費用，是不是？
曾局長燦金：
有些如果是學校額外的……
林議員世宗：
你看這樣合不合理？他是業餘編制外的老師，他要學生供養他每個月六萬五千
元、三節也要六萬五千元、春節還要 15 萬元，同時學生所需的器材都要透過他採購
，不然他會整學生。請問這種劣質的教練、如此劣質的教學環境，難道教育局還為
他背書嗎？這個教練聽說還和體衛科去打壓國中端的老師，如果這名學生沒有送到
他這邊的體育班，就要記該名老師的點、撤教練資格甚至凍結金錢。
局長，這樣違反教育公平的選擇權，你知道嗎？這是萬萬不可，你要怎麼去查
？要如何導正？
曾局長燦金：
我請科長說明。
林議員世宗：
局長，我要跟你報告，教育是個公平的事業，你要檢討為什麼同學不來這間學
校的體育班？是設備不好？教練不好？還是環境不好？而不是反向去打壓老師，如
果不讓孩子來這裡，就要怎麼處理你。這是淪為不公平教育選擇權的打手，請問你
的超前部署、教育公開透明性在哪？這個要深自檢討。
曾局長燦金：
不過，我們希望自己國中的學生如果能留在臺北市繼續發展……
林議員世宗：
但是基於受教的選擇權，我剛說過五專也就是高中的前 3 年，它們也是拿中央
的補助也是沒有學雜費，所以教育是一體、對等的，所以你要把教育的公平性處理
好，不要讓這些國中端的老師們受於恐慌之中，尤其你們是替非法在背書。局長，
這樣不行的，好不好？
曾局長燦金：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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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世宗：
時間暫停，你留下，再請體育局局長上備詢台。
體育局李局長再立：
議員好。
林議員世宗：
局長，剛才我就教曾局長的議題，你在台下應該知道此事？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世宗：
基於 12 年國教，有教無類、專才專教的教育精神，五專前 3 年等同於高中 3
年，是不是？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世宗：
既然是，為什麼家長要選擇讀五專，學生要去報考任何 1 家學校被千方百計的
刁難？為什麼他們會受到打壓？這樣教育不是不公平嗎？局長，這樣對嗎？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世宗：
2 位局長都在這裡，你們要回去好好研議，行文給臺北市所有的體育協會及賽
事承辦，你要讓任何就讀教育學習的每位學生，他們得到公平的待遇。局長，可以
嗎？
李局長再立：
議員，您提出來的概念，我覺得很有價值，我們 11 月 24 日剛好要辦臺北市體
育團體的業務研習會，我們會把這個概念拿去跟他們做宣導、聽他們的意見，如果
大家有共識，明年就可以開始試用於高中組。
林議員世宗：
我們要檢討的是教育的公平性，而不是教育的階級化，我們要討論的是辦教育
的相關教育人，它的設備、師資，能不能吸引學生來學習？而不是用反向操作來壓
制。2 位局長，是不是？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世宗：
曾局長，你打算怎麼辦？
曾局長燦金：
我們會再協同體育局，看要如何從訓練到選拔人才，包括競技……
林議員世宗：
局長，要讓優幣逐劣幣，不要劣幣逐良幣，要讓教育超前部署和多元終生學習
的方向得以紥實，這樣才是辦教育最基本的精神。
曾局長燦金：
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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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世宗：
請問這件事多久可以有個結論？讓家長放心，國中端的老師們教職同仁們也可
以安心。
曾局長燦金：
因為其中也有些中央的規範……
林議員世宗：
我們從臺北市做起，不是嗎？
曾局長燦金：
先給我們 1 個月的時間來討論。
林議員世宗：
什麼叫做先討論？
曾局長燦金：
討論以後看有沒有結論，再向議員請謚。
林議員世宗：
局長，該討論的是劣質老師要如何淘汰，優質學校如何培育？讓這些體育專班
能夠精實、能夠讓家長放心把孩子們放到各級學校裡學習，這樣才是最終教育的目
標，不是嗎？
曾局長燦金：
是，因為有些是全國的規定，希望學生不要跑來跑去。
林議員世宗：
9 年國教延長至 12 年國教難道不是全國，還是只試用臺北市？這是全國性!
曾局長燦金：
因為中央有特別的規範，是體育署的規範……
林議員世宗：
好，請儘速執行。李局長，我有幾個問題要請教你，公園處是不是在今年有 277
處公園的體育設施移交給你們？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世宗：
有些老舊該淘汰的，你們應該到這 277 處的公園做健診的動作好嗎？
李局長再立：
好。
林議員世宗：
下一張，螢幕上是天母公園，裡面的溜滑梯是石子做的，請看它的高低落差有
二十多公分，小朋友去玩是皮開肉綻，要不要趕快處理？
下一張，榮華公園的網球場，周遭圍籬破損，現場的排水器已報廢多年也沒有
更新。
下一張，這個場域裡連裁判椅、休息的椅子都沒有。
主席：
教育部門第 18 組質詢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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