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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9月 24日 四 1 

一、報到 

二、開幕 

三、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含議事日程表) 

四、市長施政總報告 

五、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六、報告事項 
(一)法規報告案 
(二)其他 

七、討論事項 
(一)前次會未完成事項 
(二)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三)審議各項提案 

9月 25日 五 2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

法制處、研考會、民族事務

委員會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

法制處、研考會、民族事務

委員會 

9月 26日 六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9月 27日 日  例              假- (停  會) 

9月 28日 一 3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勞工局、社會局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勞工局、社會局 

9月 29日 二 4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民政局、各區公所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民政局、各區公所 

9月 30日 三 5 
財經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財政稅務局、主計處 
財經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財政稅務局、主計處 

10月 1日 四  中秋節例假- (停  會) 

10月 2日 五  中秋節彈性例假- (停  會) 

10月 3日 六  例              假- (停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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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10月 4日 日  例              假- (停  會) 

10月 5日 一 6 
教育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教育局 

教育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教育局 

10月 6日 二 7 

教育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文化局(含臺南市美術館營

運狀況)、新聞及國際關係

處 

教育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文化局(含臺南市美術館營

運狀況)、新聞及國際關係

處 

10月 7日 三 8 

建設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經濟發展局(含臺南市工商

發展投資策進會)、農業局 

建設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經濟發展局(含臺南市工商

發展投資策進會)、農業局 

10月 8日 四 9 
建設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衛生局、環境保護局 

建設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衛生局、環境保護局 

10月 9日 五  國慶日彈性例假- (停  會) 

10月 10日 六  國慶日例假- (停  會) 

10月 11日 日  例              假- (停  會) 

10月 12日 一 10 
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警察局、消防局 

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警察局、消防局 

10月 13日 二 11 
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交通局、觀光旅遊局 
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交通局、觀光旅遊局 

10月 14日 三  
專案報告-「學甲區爐碴掩

埋案」 

專案報告-「學甲區爐碴掩

埋案」 

10月 15日 四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10月 16日 五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10月 17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0月 18日 日  例              假- (停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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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10月 19日 一 12 
工務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工務局、水利局 

工務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工務局、水利局 

10月 20日 二 13 
工務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地政局、都市發展局 

工務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地政局、都市發展局 

10月 21日 三 14 市政總質詢 
PM  2：30專案報告-「制定

臺南市畜牧產業相關法規」 

10月 22日 四 15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議案 

10月 23日 五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專案報告-「臺南市國土計

畫」規劃方案 

10月 24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0月 25日 日  例              假- (停  會) 

10月 26日 一 16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議案 

10月 27日 二 17 市政總質詢 
專案報告-「安平再生水廠

規劃方案」 

10月 28日 三 18 市政總質詢 

一、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   
報告 

二、報告事項 
三、討論事項 
（一）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二）審議各項提案 
四、「學甲區爐碴掩埋案專

案調查小組」報告 

10月 29日 四 19 市政總質詢 

一、聽取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
算案編製情形 

二、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
南市總預算暨附屬單
位預算案 

10月 30日 五 20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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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10月 31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1月 1日 日  例              假- (停  會) 

11月 2日 一 21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3日 二 22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4日 三 23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5日 四 24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6日 五 25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7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1月 8日 日  例              假- (停  會) 

11月 9日 一 26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0日 二 27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1日 三 28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2日 四 29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3日 五 30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4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1月 15日 日  例              假- (停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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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11月 16日 一 31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7日 二 32 市政總質詢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8日 三 33 市政總質詢-自由發言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19日 四 34 市政總質詢-自由發言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20日 五 35 市政總質詢-自由發言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21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1月 22日 日  例              假- (停  會) 

11月 23日 一 36 市政總質詢-自由發言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24日 二  聯席審查議案 
聯席審查 110年度臺南市

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11月 25日 三  聯席審查議案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11月 26日 四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11月 27日 五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11月 28日 六  例              假- (停  會) 

11月 29日 日  例              假- (停  會) 



臺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  

                                          業經 109年 9月 24日(下午)大會變更通過                                                  

6 

 

                                                   

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11月 30日 一  
一、彙整議案資料 

二、蒐集議案資料 

12月 1日 二 37 

一、報告事項 
(一)法規報告案 
(二)各委員會會勘紀錄報告 
(三)其他 
二、討論事項 
(一)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二)審議各項提案 
三、臨時動議 

12月 2日 三 38 

一、報告事項 
（一)法規報告案 
（二)各委員會會勘紀錄報告 
（三)其他 
二、討論事項 
（一)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二)審議各項提案 
三、臨時動議 
四、閉幕 

備註: 

一、 會期自109年9月24日至12月2日，共計70日，9月24日、10月28日(下午)、12

月1、2日之議程，須經過半數議員出席；10月29日-11月24日（下午）聯席

審查110年度臺南市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之議程須經半數以上議員出

席，始得開議，其餘議程經3位以上議員出席即可由會議主席宣布開會。 

二、 「市政總質詢-自由發言」議程每位議員質詢時間為10分鐘。 

三、 開會會場： 

（一）議事廳－大會、總質詢、業務質詢、聯席審查議程及專案報告。 

（二）各委員會審查議案時間及地點－另函通知各議員並於本會網站公告。 

四、 109年9月26日係補10月2日調整中秋節彈性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