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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質詢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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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博雅 林亮君
計 2 位 時間 36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1 月 3 日──
速記：張瑋珊
主席（陳議員重文）：
我們接下來進行教育部門質詢第 21 組，質詢議員有苗博雅議員、林亮君議員，
使用時間 36 分鐘，請開始。
苗議員博雅：
謝謝主席，我請教育局局長上臺。
教育局曾局長燦金：
苗議員好。
苗議員博雅：
我的投影片還沒有放出來，稍等一下。
局長你好，今天第 1 個議題是要來跟你探討，應該要怎麼樣去維護學童可以在
學校裡有不吃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權利？
萊克多巴胺對於人體健康到底有沒有影響，是一個科學的事實問題，我們今天
在這裡先不做討論。
但是我相信，在臺灣的每一個國人其實不分年齡，應該都要有一個權利可以去
自主選擇，當我不想吃的時候，我就可以不會吃到，不需要我再去列舉一大堆的科
學數據，來證明該成分不安全，也就是不管是安全或不安全的食品，其實我們都應
該保有一個可以選擇的權利，局長，你認不認同？
曾局長燦金：
如果是在學校的教育裡，我覺得應該要比較嚴肅地去面對，因為這個有政策的
問題。
苗議員博雅：
所以如果我們要讓在小學、國中、高中裡讀書的孩子們有不會吃到萊克多巴胺
的權力，是不是在學校的團膳中就不應該出現含有萊劑的肉品？
曾局長燦金：
對，這個部分，我們要積極地維護。
苗議員博雅：
好，你會積極，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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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議員博雅：
我看了一個你們提供給我的資料，內容是有關於公立學校團膳的契約範本。
在這個契約範本裡，從中央到地方，都表示政府有規定校園裡不可以採用含有
萊劑的肉品，但是我看了整個契約，發現好像並不是這樣子。
局長，你看一下現在螢幕上所呈現的畫面。當你們如果發現廠商食材上的農藥
或動物用藥殘留檢驗不合格，你們的罰則是什麼？
曾局長燦金：
關於這個部分，我們有記點。
苗議員博雅：
在你們給我的這個契約範本裡，已經有提到罰則是記 10 點到 20 點，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是。
苗議員博雅：
看起來是罰得很重，因為廠商被記到了 20 點之後，學校就可以解約。
但是在契約旁邊的備註欄中，我有一個看不懂的地方，所以今天想要來跟局長
請教。你們在旁邊的備註寫說「殘留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如果可以提供
生產者名單，則不記點」，局長，這是什麼用意？
廠商提供的肉品被驗出含有萊劑，而且超過安全容許量，但是如果他們可以提
供賣肉品給他們的生產者名單，你們就可以不被記點，我想問你們這樣子的做法，
叫做有把關嗎？
曾局長燦金：
不是只有這個部分，我們另外還有 1 個合約的範例。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黃科長一正：
報告議員，我們在契約裡是有依循目前的「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規定
廠商的肉品不得含有乙型瘦肉精。
苗議員博雅：
你們所謂的罰則附在契約裡，是在附好看的嗎？這個就是你們附在契約裡的罰
則。
接下來，你們繼續看，「無法提供生產者名單，就視情節輕重，記 1 點到 3 點
」。關於這個部分，我也看不懂，因為你們在旁邊明明就寫檢驗不合格者，會記 10
點到 20 點，結果你們又另外寫如果超過安全容許量，但是沒有辦法提供生產者名單
者，只記 1 點到 3 點，除非有假冒或是混充供貨不實的情節時，才會加重罰則到 10
點。
所以我如果是廠商，說實在地，我也看不懂你們這個記點規則到底在寫什麼。
黃科長一正：
報告議員……
苗議員博雅：
局長，你們目前的契約到底是怎麼規定的？
黃科長一正：
我有 2 點是不是可以補充說明？
苗議員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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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
黃科長一正：
我們在這個表格前面的部分還有一個規定，就是不可歸責於廠商時，記的點數
會比較少，這是第 1 點。
第 2 點，我們透過契約的變更，是要廠商承諾我們會使用國產豬。至於國產豬
的部分，農委會在 9 月初已經公告，我們國產豬的部分不得使用乙型瘦肉精。
苗議員博雅：
跟局長說明一下，其實這種所謂動物用藥的事情，我們應該要嚴肅地看待，而
不是單純去區分肉品是國產貨或是從國外進來的。難道國產豬如果有施用禁藥，這
樣子就是可以被接受或是可以吃的嗎？
曾局長燦金：
我想我們在契約的主文裡已有相關規範，如果契約規範得不清楚，我們再去修
正，讓規範可以更加清楚。
苗議員博雅：
你要注意 1 件事情，如果你們的契約主文修正之後，罰則沒有做相對地修正，
就會前言不對後語，到時候廠商被你們解約或處罰時，去法院打官司，究竟誰贏誰
輸都還不知道。
所以你們在修約的時候，應該要全面地去考量，而不是只有看到主文，卻沒有
看到後面的附件，。
曾局長燦金：
好。
苗議員博雅：
這是第 1 個要提醒的部分。
第 2 個，我想要問 1 件事情，按照你們目前提供給我的契約範本，我所看到的
是，只要肉品殘留的萊克多巴胺是在安全容許量以下，提供肉品的廠商就不需要被
處罰，真的是這樣子嗎？你們的政策是這個樣子嗎？
黃科長一正：
議員，我補充說明。關於標準的部分，當然是針對目前已經被容許使用的動物
用藥，如果我們更嚴謹地要求廠商必須使用國產豬，以目前國產豬的規定看起來，
使用國產豬當然也就不會有隱形瘦肉精。
苗議員博雅：
我剛剛已經講過，我們不能夠很天真地認為國產的肉品，就一定不會有動物施
用禁藥的問題。
曾局長燦金：
沒有，現在的規範是國產肉品不能用萊克多巴胺。
苗議員博雅：
國產肉品目前是不能用萊克多巴胺，可是我們國內之前也曾經發生過國產農產
品有農藥或動物用藥殘留超標的問題，而且說實在地，我們國內的動物用藥也不是
只有萊克多巴胺，如果你們有去看的話，其實農委會目前所允許使用的動物用藥列
表是一長串。
所以我今天不是因為政府要進口萊豬，我們才在討論學童的食安問題，而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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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本身就存在，尤其是在這個萊克多巴胺的議題上，我剛才已經強調，對於一
般的消費者而言，像是我是一個成年人，在外面買東西的時候，我可以認明標章或
是買國產的肉品，就可以排除掉有萊克多巴胺的機率，至於外國進口的肉品，就算
是在安全容許量以內，我還是都不想吃到，就可以不用去買。
可是在校園的團膳裡，學生是沒有選擇權，你給他們吃什麼，他們就得吃什麼
，所以我的看法是，針對於校園的團膳，即便肉品的萊克多巴胺含量是在安全容許
量以內，仍不應該讓該肉品進來，局長，你能不能認同這樣子的做法？
曾局長燦金：
對，因為我們是從比較積極面的方式去因應，也就是使用國內在地的牛肉、
豬肉等生鮮食材，來做為校園的團膳，所以事實上就是在反對去吃進口的萊豬或是
其他有瘦肉精的肉品。
苗議員博雅：
你們目前的契約是規定「一定」要使用國產食材，還是「優先」使用國產食材
？
曾局長燦金：
一定要使用。
苗議員博雅：
如果沒有使用國產食材，而是使用進口食材的話，你們會怎麼樣去處置？
曾局長燦金：
我們就記點。
苗議員博雅：
記多少點？
曾局長燦金：
我們就記 10 點以上。
苗議員博雅：
至少記 10 點以上？
曾局長燦金：
對。
苗議員博雅：
這是你們目前新版的規定？現在你們新版的合約確定就是這樣子寫？
黃科長一正：
這個是本來就有寫到的部分。
苗議員博雅：
你們的契約內容本來就會這樣子寫，包括後面的罰則也是嗎？
黃科長一正：
報告議員，這個部分是原本就有的規範，現在就是 Plus 我們的食安法規，譬如
說標示不實的部分，因為廠商有向我們承諾一定會使用國產豬，所以……
苗議員博雅：
之後將你們跟廠商之間新修訂的契約，送 1 份到我的辦公室，讓我來幫你們看
一下。
黃科長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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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曾局長燦金：
好。
苗議員博雅：
因為如果按照你們原先跟廠商簽訂的契約內容來看，我其實非常擔心 1 件事情
，就是屆時若發生廠商提供的肉品含有萊劑，可是又在安全容許量以內的話，你們
其實也拿他們沒辦法。
曾局長燦金：
我們現在 338 個單位都換約完成，我也不清楚我們……
苗議員博雅：
好，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局長，按照你們目前的營養午餐契約，供餐的肉品
可不可以有內臟？如果廠商供應內臟，會不會違約？
黃科長一正：
報告議員，關於這個部分，我們需要釐清一下，但是我們在一般的菜單當中，
並不會有內臟的部分。
苗議員博雅：
我看你們一般的菜單或者是一般的生活經驗確實是不會這樣子，可是你們的契
約也並沒有去針對內臟的部分做規範，所以造成很多家長的擔憂。
因為從目前中央對萊克多巴胺的規範來看，其中豬肝跟豬腎的安全容許值就比
其他部位還高了 4 倍，所以這也是很多家長會擔憂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邊要具體建議 1 件事情，就是在你們的合約中最好具體敘明肉品來
源不要採用動物的內臟。
動物內臟不只是會有萊克多巴胺的問題，因為大家也都知道，在食安相關的議
題上，其實各種動物內臟殘留動物用藥的可能性跟濃度都會比較高，所以基於保障
民眾的食品安全，尤其是年幼學童這個部分，我希望這 1 點建議，你們可以加進去
考量，好不好？
曾局長燦金：
好。
苗議員博雅：
最後一個想要來請教的是，我知道現在很多學校都有所謂的「午餐供應委員會
」，會去針對這些供應食材的廠商做不定時的稽查，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對。
黃科長一正：
對。
苗議員博雅：
這些稽查的報告和結果會公佈在哪裡？
黃科長一正：
目前我們是沒有特別去做公告的動作。
苗議員博雅：
好，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我認為家長有知的權利，家長不只是有權利知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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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孩在學校是吃什麼菜單，還有權利知道小孩吃的食物是哪個廠商所供應的，以
及知道學校方面有沒有做什麼把關和對廠商的稽查。
所以我今天對於這個質詢議題有 3 個具體的訴求，首先，第 1 個就是你們應該
要去確認你們的契約是不是有對於含萊劑的肉品，比照基因改造食材跟加工品，做
全面性的禁用。你們也不要再討論什麼安全容許量的問題，反正就是不可以使用含
有萊劑的肉品。
第 2 個訴求，我希望你們在契約裡可以敘明主要食材禁用動物的內臟，讓我們
的家長可以安心。
第 3 個訴求，教育局以及學校的午餐供應委員會去查核廠商的稽查紀錄表，我
認為應該公告在學校的官網上，讓家長可以上網去看。關於這 3 點訴求，你們有沒
有辦法做到？
曾局長燦金：
好，沒有問題，我們會積極地去處理。
苗議員博雅：
好，謝謝局長。
接下來，跟局長繼續討論第 2 題，就是很多年輕人所關心的公共幼兒園議題。
局長，「臺北市公共化教保服務」的供給量政策目標目前是設定在多少？
曾局長燦金：
我們政策目標是設定在 70％。
苗議員博雅：
好。
曾局長燦金：
目前是在 58％。
苗議員博雅：
我要請教局長，你 58％的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
曾局長燦金：
我們當然是按照我們提供的公共化教保服務數量，包括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
兒園和準公共化幼兒園，然後以實際就讀人數當作母數。
苗議員博雅：
你是以實際就讀人數當作母數，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對。
苗議員博雅：
可是我去看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網站，他們有公布各縣市公共化教保
服務的統計數字，發現國教署用的是核定數，不是實際就讀數，你有發覺到這兩者
的差異嗎？
你看一下現在投影片上所呈現的資料，這個是在 108 年國教署統計各縣市的公
共化教保比率數據，跟臺北市有 2 個地方不一樣。
首先，國教署在計算公共化的時候，他們只計算公立幼兒園跟非營利幼兒園，
並沒有將準公共化幼兒園算進去。
第 2 個，國教署是以核定數在計算它的百分比。所以這 2 點計算方式跟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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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不太一樣，局長，為什麼會這種有落差？
曾局長燦金：
我覺得這個是定義的問題，因為過去的公共化只有公立幼兒園跟非營利幼兒園
。
苗議員博雅：
就是彼此的定義不一樣，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準公共化幼兒園因為是中央新的政策，所以我覺得準公共化幼兒園應該也要比
照，並且納進去做計算。
苗議員博雅：
你們把準公共化幼兒園納進去，又以實際就讀數去計算，定義跟國教署的不一
樣，就會導致 1 件事情，就是你們計算出的數字會變得非常漂亮。
你們 58％的數字其實是很漂亮的，但是你看一下現在投影螢幕上呈現的數據，
這些都是我用國教署的算法去算出來的。如果改以核定名額去計算，今年臺北市就
算將公立、非營利、準公共化幼兒園全部都納進來，其實連 50％都不到，只有 49.83
％。而且如果按照國教署的定義，再把準公共化幼兒園的部分給拿掉，臺北市就只
剩下 38.7％，像是有種潮水退了，看到褲子沒穿的感覺。
你們當然也可以說數字不是唯一、不是絕對，但是我今天在這邊要代表跟我差
不多年齡的年輕父母，來跟局長表達一些意見。
曾局長燦金：
是。
苗議員博雅：
就是現實是很殘酷的，雖然你們給議員的報告裡寫你們公共化教保服務比率是
58％，以書面的資料看起來，好像在臺北市 10 個小朋友中就有 6 個小朋友可以就讀
公立幼兒園等公共化教保機構。
可是現實是很殘酷的，你們今年度的公立幼兒園加上非營利幼兒園名額，其實
只有占臺北市 2 歲到 5 歲人口數的 31.61％。而且這個數字還有納入準公共化幼兒
園一起做統計，如果移除準公共化幼兒園的部分，你們只剩下不到 25％，也就是 10
個 2 歲到 5 歲的小孩子當中，能夠順利地抽中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的不到 3
個人。
所以 7 成年輕人只能選擇私立幼兒園或是由自己來照顧，局長，你覺得這是個
令人滿意的狀況嗎？
曾局長燦金：
這是供需面的問題，因為過去幼兒園大多是由 4 歲、5 歲的幼童來就讀，後來
在 101 年以後，這個部分做了一個政策的切割，2 歲以上是屬於教育系統，2 歲以下
是屬於社政托育系統。事實上，2 歲以下幼兒要不要就讀的問題，其實對家長而言
，他個人是很掙扎的。
苗議員博雅：
我認同你講的是供需的問題。
曾局長燦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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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議員博雅：
現況之下就是供應量小於需求量，所以家長都因為求不到很痛苦，連帶著大家
都很害怕小孩子的托育問題。
為什麼大家會害怕？你看一下我所整理公立跟私立幼兒園之間的差異，其中最
大的差異就是費用的部分。
公立幼兒園的費用，每個月 2,500 元。非營利幼兒園的費用，每個月 3,500 元
。準公共化幼兒園的費用，每個月 4,500 元。這些費用算下來跟私立的部分落差非
常地大。
我有將你們每 1 年補助就讀私立幼兒園的津貼 57,200 元也算進去，包括「臺北
市幼兒學費補助一生六六大順方案」的 13,660 元學費補助去乘以 2 個學期，以及其
他相關的托育、育兒津貼等，全部加減計算之後，結果就讀私立幼兒園的家長每 1
年還是要負擔 10、20 幾萬元的費用。
所以孩子學費的部分，對於像我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而言，根本就是不可承受
之重，坦白講就是如此，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臺北打拼的年輕人會不敢生小孩的原
因。局長，你應該也知道小孩子的人口數其實一直在變少，對不對？
曾局長燦金：
對。
苗議員博雅：
我幫你做了一個推估，來，圖上的藍線是按照民政局人口變化推估研究報告所
呈現出的趨勢。到 2030 年為止，臺北市 2 歲到 5 歲的人口數一直是往下降的，因為
大家都不生小孩，所以人口數一直變少。
曾局長燦金：
對。
苗議員博雅：
圖上的紅線，則是我依照你們設置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和準公共化幼兒
園的數量所做的趨勢線。你看看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讓臺北市家長不要再擠破頭搶
公幼的名額？至少要等到 2030 年，你們才能達到供需平衡的目標。
如果再除去準公幼的名額數，結果就更可憐了。你看圖上黃線的部分，根本就
沒有成長的趨勢，而且是到 2030 年都不會有成長。
曾局長燦金：
我們現在配合公宅的政策，其實再過 2 年、3 年之後，這個數字就會大幅地成
長起來。因為前面這幾年都還在規劃的階段，所以我們的社宅還沒有完成，目前都
是利用學校的閒置空間跟原來的地方去設置。
此外，我們的非營利幼兒園目前有 4 間，也是全國最多的，再經過 3 年、4 年
，我們至少會成長到 60 幾間以上的公幼數量。
苗議員博雅：
你現在說的話，全臺北市民都有聽到，所以我們會持續關注你的表現。
而且我有看過你在 2017 年提報到教育部的計畫，當時臺北市本來是規劃到 2020
年的時候，公立幼兒園加上非營利幼兒園的名額要增加 4,537 人，可是實際上這 4
年以來，只增加 3,721 人，就是你們增加的速度已經變慢，雖然中央在此時推動準
公幼計畫，剛好可以讓你們補一補，可是這個部分真的只能補得了一時、補不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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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所以我今天想要問局長 1 個問題，臺北市教保服務公共化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臺北市到底要到哪一年，才會達到你所說 70％的目標？目前你們有沒有相關的預先
規劃？
曾局長燦金：
我們會在 111 學年度，達到 70％供應的目標。
苗議員博雅：
111 學年度就會達到？
曾局長燦金：
對。
苗議員博雅：
如果沒有達到怎麼辦？
曾局長燦金：
如果沒有達到，我們就應該被追究責任。
苗議員博雅：
就這樣子嗎？現在你們已經每天都在被我們追究了。
曾局長燦金：
Do our best，我們盡力來做。
苗議員博雅：
如果按照剛才的推估，就是得等到 2030 年，這對於很多的年輕家長是個不可承
受之重，臺灣的少子化也等不了多久。
再者，你們的「準公幼」，現在也被大眾批評叫做「偽公幼」，因為你們的把
關不夠嚴謹，很多家幼兒園良莠不齊，不僅有超收的現象，甚至還有兒虐的疑慮。
所以針對這件事情，我還是希望教育局可以再努力一點，將公立幼兒園和非營
利幼兒園的部分給擴充起來，漸漸地讓臺北市真正的公幼可以達到 7 成的水準，這
就是我今天的訴求，希望局長可以帶回去，好好努力去做，可以嗎？
曾局長燦金：
我們努力，但是準公幼其實也是公私協力的一種，我們……
苗議員博雅：
可是品質就是會不一樣。
曾局長燦金：
我們會再來加強準公共化幼兒園的品質。
苗議員博雅：
局長，我覺得國教署對於公幼的分類會比較正確，但是今天我們在這邊沒有辦
法細講，但我還是鼓勵臺北市繼續往公立幼兒園和非營利幼兒園的方向去走，好，
時間暫停，謝謝。
曾局長燦金：
謝謝議員。
林議員亮君：
我請體育局局長上臺。大家都辛苦了，已經到教育部門質詢的最後 1 組了。
體育局李局長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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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好。
林議員亮君：
局長，我今天來跟你討論一下市政府委託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關於大巨蛋工程的
契約。有關這個部分，我也曾在市長的年度預算編列質詢時提問，所以我想你應該
有所瞭解。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亮君：
好，我們可以看到體育局在明年度的預算中，針對大巨蛋工程總共編列了 1 千
多萬元，這個部分包含 1 個是權利金的評估，另外 1 個就是市政府在 2007 年委託中
興工程顧問公司專案管理大巨蛋的追加預算，大概將近 7 百萬元。
局長，我現在要問你 2 個問題，大巨蛋在今年 8 月 7 號市政府發函復工之前，
請問大巨蛋到底有沒有施工？
李局長再立：
有進行 14 項行政法院裁定核可的安全維護工程。
林議員亮君：
所以大家之前一直在說「大巨蛋停工」，其實根本是不正確的說法，它應該是
「部分復工」，換句話說它就是「部分停工」。
局長，你應該可以認同我的說法，對不對？因為這是由法院裁定可以施工的 14
項工程，所以也就表示大巨蛋一直以來確實都還有在施工。
此外，這 14 項的施工項目原本就是在興建大巨蛋的過程中，應該要做的嗎？還
是額外做的事？
李局長再立：
沒有，原本就應該要做的。
林議員亮君：
所以這 14 個項目確實是在原訂的興建過程中本應該要完成的部分，只是因為當
初遠雄公司未按圖施工，而被勒令停工之後，法院為了公共安全的部分，讓大巨蛋
復工這 14 項。
好，這樣子非常地清楚，我點出幾個剛才的問題，第 1 個是「部分停工」的大
巨蛋，也就是剛剛局長所說的「部分施工」。
再來，在今年 8 月 7 日以前就有在施工的 14 個項目，譬如說蓋屋頂，其實是大
巨蛋原本就應該要施作的部分，並不是市政府新增的工程項目。
接著就是我在上一次質詢也曾提到的，有關市政府跟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對於大
巨蛋的專案服務契約，你們是採「總包價法」，也就是將全部工程加總計算出一個
固定的價金，大約是 4 千萬元左右。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跟局長討論一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從 2007 年到現在，究竟
有沒有履行他們跟臺北市政府當初約定應該要提供的服務？
來，第 1 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的應辦事項，其實在契約的第 6 條第 8 款當中
有提到，就是他們應該要審查遠雄公司所提送的圖說跟相關文件。局長，我想請問
一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李局長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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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林議員亮君：
總共做了幾次？從 2007 年到現在，你們和該公司的所有會議紀錄以及相關文件
、報告，你們可不可以提供？請問，這是可以提供的嗎？
李局長再立：
可以提供，我們之後會提供給議員。
林議員亮君：
好，再提供給我。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同樣也是這個契約裡所提到的第 14 條，他們必須要協助臺
北市政府去處理遠雄公司違失或違約等相關爭議，也就是如果臺北市政府的興建營
運契約有第 19 條、第 20 條的相關爭議事項，臺北市政府就可以委託中興工程顧問
公司去處理。
其中第 19 條所提到的爭議，指的就是大巨蛋工程可能會有的進度落後或是品質
有重大疏失的問題。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在柯市長上任之前，大巨蛋的施工是有在
進度上，還是其實進度是落後的？大巨蛋有符合原訂的施工進度嗎？
陳技監兼代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副執行長世浩：
大致上都還 Ok。
林議員亮君：
大致上都還 OK 嗎？有沒有剛才所提到的工程品質有重大違失呢？不按圖施工
算不算是這其中一個部分？請問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有沒有覺得就這個部分協助臺北
市政府去處理？有還是沒有？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應該是這樣講，他們是屬於專案管理，專案管理並不包含監造。
林議員亮君：
所以我問是有還是沒有？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如果是有的部分，我們都有提供資料給他們，請他們幫我們審查，但他們並不
是實質去做監造的工作。
林議員亮君：
對，我現在不是在問監造的工作，而是問他們有沒有實質上協助臺北市政府去
做契約所約定的事項？因為這些才是履約的範圍，所以是有還是沒有？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有。
林議員亮君：
好，我們繼續來看中興工程顧問的應辦事項，如果大巨蛋工程進度落後的話，
他們須督導遠雄公司提出改善方案。
剛剛局長跟相關單位都回覆我說大巨蛋工程是有在進度上，但我不知道你們到
底有沒有掌握，因為大巨蛋工程進度在柯市長上任之前，其實是稍有落後的，所以
這個部分，你們應該要求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去請遠雄公司提出改善方案，可是實際
上他們並沒有這樣子做。
另外，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還有 1 個很重要的應辦事項，就是要協助甲方變更契
1531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9期

約相關事宜。
我想請問你們在今年 9 月 11 日跟遠雄公司重新談判，之後所簽訂的第 1 次變更
協約書中，有沒有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提供相關的意見跟分析報告？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這個部分是屬於監察院糾正的違約事項，……
林議員亮君：
不是，我是問你們跟遠雄公司重新談判之前，有沒有去諮詢過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有還是沒有？或者是他們有沒有曾主動提供相關的意見給你們？
因為市長之前一直表示臺北市政府要跟遠雄公司議約，而且已經談了非常久，
後來在今年 9 月 11 日終於第 1 次議約完成。所以我想請問你們，在今年 9 月 11 日
之前的協商過程中，有沒有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提供協助，或者是請他們瞭解第 1
次應該要協商的相關事宜？
有關於監察院的部分，我當然知道，但問題是從 2007 年到現在，臺北市政府總
共須付給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4 千多萬的錢，你們付錢給他們，卻不請他們幫忙，現
在還在跟我講說，要追加預算，這是非常沒有道理的事！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應該是這樣……
林議員亮君：
另外，在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的應辦事項中，還有 1 項就是他們必須要陪同臺北
市政府去勘查大巨蛋的施工狀況，請問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都有出席嗎？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事實上是這樣子，就是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林議員亮君：
請問是有還是沒有？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在大巨蛋停工之前，有到現場去看過。
林議員亮君：
看過幾次？而且可不可以不要再跟我講「停工」？我剛才就已經跟你們討論過
，大巨蛋是「部分停工」，因為現場還是一直有在施工。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他們在部分停工之前，都有去現場看。
林議員亮君：
所以每個星期三，臺北市政府到大巨蛋進行勘查的時候，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每
一次都有派員出席嗎？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這個沒有。
林議員亮君：
沒有的話，這樣子還是在你們契約的範圍內嗎？為什麼他們可以不用出席？你
們有沒有跟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講過，他們應該要出席？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但是他們在 14 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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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亮君：
局長，我跟你講，這個契約裡包含前面所討論的種種事項，都是中興工程顧問
公司應該要來協助臺北市政府做處理，如果按照剛剛技監所講的，實際上根本就不
需要花到 4 千多萬元。你們付錢給顧問公司，結果顧問公司什麼事情都不用做，剩
下的東西就直接去跟遠雄公司協商就好了嗎？
再者，你剛剛所說有關於變更契約的部分，是你們按照監察院提出給臺北市政
府的幾項建議。你們再去做修正，如果是這樣子，你們根本就不用花到 4 千多萬元
，而且後續也不應該再請他們協助，直接就把這個契約給收掉，也不用再繼續付錢
給他們，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議員可以看一下這個契約，他們實際上有做很多事情。
林議員亮君：
該契約書裡有提到，他們應該要提供臺北市政府有關於大巨蛋的設計、施工，
財務、法律諮詢以及相關建議。
我問 1 件事情，柯市長曾經在他的懶人包裡表示，如果臺北市政府要跟遠雄公
司解約，可能就要賠 3 百多億元，所以之前苗博雅議員曾經就此事質詢過柯市長，
當時柯市長在質詢臺上回答說這個數字是由遠雄公司那邊所提出的，請問這個違約
金的問題，你們有沒有去諮詢過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問看看到底是不是這個數字？
臺北市政府花了 4 千多萬元，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幫你們做專案管理，並提供
財務和法律層面的相關諮詢，所以請問你們有沒有曾經向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詢問過
這個違約金的數字？有還是沒有？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針對這件事情是還沒有。
林議員亮君：
還沒有！什麼叫還沒有？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因為這個 3 百多億元是由遠雄公司自己提出來的，我們並沒有要付。
林議員亮君：
可是柯市長在他的懶人包裡有表示如果要和遠雄公司解約，臺北市政府就要賠
償 3 百多億元，這件事情已經講很久了。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對，市長也是說這是依照遠雄的說法。
林議員亮君：
柯市長在第 2 任期上任之後，已經發現大巨蛋沒有辦法拆，但他仍然繼續按照
這個說法講下去。我質詢你們這件事情，你們也還在跟我說你們會去問，可是大巨
蛋都已經復工，你們到現在才要去問，而且都已經復工了，你們怎麼可能還去跟遠
雄公司解約？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應該是這樣講，市長也講的非常清楚，假如說……
林議員亮君：
對於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和臺北市政府所簽訂的契約，該顧問公司有相當多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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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項目沒有履行或是沒有做到，而臺北市政府竟然也都沒有主動提出要求，所以
我覺得這個部分，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有非常大的違失跟瑕疵。
現在體育局又向議會表示必須要追加預算 1 千多萬元，還說要做相關權利金的
評估。權利金的評估，包不包含在你們跟遠雄公司的契約裡？應該是有包含在這個
契約裡，對不對？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沒有。
李局長再立：
沒有。
林議員亮君：
有還是沒有？
李局長再立：
沒有。
林議員亮君：
請問你們跟遠雄公司簽訂的營運契約書裡，有沒有包含權利金？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權利金是 0 元。
林議員亮君：
對，權利金是 0 元。你們簽訂的這個契約裡有提到，如果要變更契約的話，可
以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進行相關的諮詢，結果你們現在還要再來跟臺北市議會、全
臺北市市民要 350 萬元，這難道不是在原本的 4 千多萬元費用裡，就可以處理的事
情嗎？而且你們拖到現在，大巨蛋都已經復工，才想到要來啟動這個部分嗎？
在事前或者是過程當中，所有臺北市政府可以進行的法律和財務層面的事情，
明明可以依照這個契約，來向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請求協助，但是你們都沒有好好地
去運用，並且該顧問公司沒有做到他們應辦的事項，你們竟然也沒有主動去要求他
們來完成，感覺這 4 千多萬元的花費就像丟到水裡一樣。
李局長再立：
我想跟議員報告……
林議員亮君：
我覺得關於這筆預算的執行，市政府和體育局一定要提出一個合理而且大家也
都可以接受的說法出來。
還有，請你們針對臺北市政府和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所簽訂的契約，提出從 2007
年到至今，該顧問公司曾提供協助和服務的相關文件以及出席會議紀錄等全部資料
到我的辦公室。
再者，剛剛我有提到一些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應該要做卻未做的事項，關於這個
部分，你們要如何向他們要求要出席、檢討或改善？
另外，這個契約的價金，到底可不可以增加？我在上一次的質詢已經有講過，
你們體育局自己的法務和會計單位，都認為增加價金的部分，可能會有契約上的問
題。
既然你們自己都知道會有問題，我就不明白你們為什麼還是執意要編列這筆預
算，所以這個部分，我請體育局一定要來做完整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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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是沒有理由的話，你們根本不應該編列這筆 1 千多萬元的預算，或是
直接就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來評估。你們現在可不可以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來評估
？他們的服務項目有沒有包含你們和遠雄公司的契約變更？你們可不可以請中興工
程顧問公司來評估？
這個契約裡明明彼此約定是可以的，為什麼你們不做？為什麼你們還要再跟臺
北市市民要錢？你們到底要在大巨蛋上，花掉臺北市市民多少錢？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跟議員報告，變更契約有分成 2 項。
林議員亮君：
關於這個部分，你們可不可以在今年 11 月 10 日之前，整理相關資料包含他們
應該出席的會議紀錄以及應辦而未辦的事項，如實地向本席報告，可不可以？局長
，請回答我。
李局長再立：
跟議員說明，你要的……
林議員亮君：
局長，請回答我。
李局長再立：
你要的資料，我們已經有提供給你的辦公室，我不知道你的辦公室有沒有轉交
給你。
林議員亮君：
局長，我講的是應辦而未辦的事項，也就是他們應該要做卻沒有做的部分，還
是你們覺得他們都有做了？
你們剛才明明就跟我講，大巨蛋的勘查，他們沒有到場，請問你們花了 4 千多
萬元，到底是花在哪裡？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目前我們認為他們在契約中應辦的項目都有辦理。
林議員亮君：
你們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因為我還有下一題。關於這個部分，請你們在 11
月 10 日之前回覆我，局長，可以嗎？
李局長再立：
可以。
林議員亮君：
好，接下來，下一個我要問的是有關智慧運動中心 App。局長，你應該知道這
個智慧運動中心的 App，請問你有使用過嗎？
李局長再立：
有。
林議員亮君：
這個 App 在 Android 或是 iOS App 商店上的評價都非常地差，只有 2.0 的評價
分數，通常評價為 2.0 的 App 很快就會被下架。
但是我有發現 1 件事情，就是我去 Google「臺北市政府」跟「智慧運動中心」
，所得出的第 1 個搜尋結果是資訊局的網站，之後點進去資訊局網站的新聞稿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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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上就有寫到「市府為便利市民運動，建置智慧運動中心服務 App，透過 App
就能先預約運動中心場地，展期間免費註冊預約，就有機會獲得運動中心體驗券」
。
也就是資訊局網站表示這個 App 是由臺北市政府建置的，但是我向體育局詢問
，體育局回覆我卻說這個 App 是由各運動中心自行投資與建置，局長，你可不可以
回答我，這個 App 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市政府建置的，還是業者自行建置的？
李局長再立：
運動中心建置的。
林議員亮君：
好，雖然這個不是你們體育局的原因，但是為什麼資訊局說是臺北市政府建置
？這篇新聞稿是怎麼寫的？所以這個 App 不是臺北市政府建置的？
李局長再立：
不是。
林議員亮君：
所以它是由民間公司建置的？
李局長再立：
對，OT 廠商建置的，我們再去做整合。
林議員亮君：
好，我們接著往下看，這個 App 的使用者給了超多的負評，
真的是負評如潮。有使用者表示「智慧 App 變成了笨蛋 App」，或者是說「明
明已經預約成功，結果到現場之後，發現已經有人在使用，詢問運動中心或臺北市
政府，臺北市政府回覆民眾說這個 App 並不是官方的，所以如果有相關的事情，得
去找運動中心等等」，總而言之，市民的問題，都沒有辦法獲得解答。
以上這些是 iOS App 商店上使用者的回應，接著我們繼續來看 Android App 商
店的留言，使用者說「臺北市政府的主管機關到底對這個 App 有沒有使用過」。
局長，我真的是想要問一下，這個 App 除了可以預約場地之外，現在運動中心
的實名制是否也是透過這個 APP 來執行？
李局長再立：
是，我想跟議員報告……
林議員亮君：
你先告訴我，實名制的部分是不是由這個 App 來執行？
李局長再立：
是。
林議員亮君：
所以這個 App 實際上還是有在配合臺北市政府執行防疫工作或者是市民運動政
策，對不對？
李局長再立：
對，而且這個 App 已經有大幅度的改善，你剛才 Show 的評價都是 2019 年的資
料，今年已經是 2020 年底，所以我們已經有做了大幅度的改善，以上報告。
林議員亮君：
我 Show 出來的 Android 評價內容，留言時間都是 2020 年 9 月或 10 月，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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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你不要這樣子回答我的問題，好不好？
而且我告訴你，App 開發商最近一次去回覆這些網友評價的時間，是在我發文
過後的 10 月 28 日，你看這 1 排全部都是那個時候的回覆。
再來，這個 App 是從 2017 年開始建置到現在，剛開始上架的時候，下載的數
量其實非常地少，一直到 2020 年的 3 月、4 月突然暴增，這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要
網路實名制，所以大家就去下載這個 App，希望可以透過網路實名制，較快速地來
預約運動場地使用。
我想要問 1 個問題，你們讓開發商蒐集這些使用者的資料，可是有關於 App 使
用上的問題，市政府卻都管不了嗎？局長，你們管不管得了這個 App？
李局長再立：
不是，我不曉得……
林議員亮君：
另外，局長，你知不知道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體育場館中有 3 個體育場館，一定
要下載這個 App，才能預約場地？
李局長再立：
我不知道。
林議員亮君：
萬華區、松山區、北投區的體育場館，一定都要使用這個 App，才能夠進行預
約。因為我現在的時間有限，要不然我再提供影片給體育局。
但是我直接用手機下載這個 App，會直接進到官方網站，根本就沒有辦法做預
約的動作，關於這個部分，你們可不可以立刻開放官網，讓民眾可以直接在官網上
進行預約，以及進一步去檢討和修正這方面的問題？
李局長再立：
我們會儘快來改善。
林議員亮君：
好，謝謝局長。
主席：
好，跟委員會報告，第 1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的教育部門業務質詢已答覆結束，
謝謝市政府 4 個局處，大家辛苦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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