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2016/02/19

立法院之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
權力，且大法官會議已有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親民黨主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張，應修法明訂調查事項之範圍及運作方式，對於「拒絕
案
配合調查文件」及「拒絕配合出席作證或陳述」等情事發
生時，可課處罰則。另為建立國會調查權制度，明定調查
聽證與重大政策、法案之公聽制度。

2016/02/19

鑑於黨團協商制度長期運作以來，社會對協商之存續與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及第七 否、啟動門檻、透明程度及議事效率等制度設計，俱有諸
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多討論及改革呼求。親民黨團提案主張三點，第一為透明
開放，第二為門檻提高，第三是議事效率。

2016/02/19

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鑑於遙控無人機之發展日漸普及，卻無任何法規可資依
循。親民黨團提案主張，各國規範最大總重為七至二十五
公斤之間，惟我國地狹人稠，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故應從嚴限制最大總重（含機體、燃料、裝備酬載等設計
重量）。十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之性能、酬載，已可執行
特定任務，需具有專業操作技能，且因易影響操作人本身
及地面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應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管
理；另最大總重十公斤以下遙控無人機因影響層面較小，
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自治法規管理。

2016/02/19

最新勞保基金精算報告指出，勞保負債已高達8.97兆，就
勞保基金現金流量而言，將於民國107年首次出現當期保
費收入不足以支付各項給付之現象，之後保費收入與各項
給付支出缺口逐年增加，基金資產累積餘額預期於民國
116年出現虧損，至153年，基金資產累積虧損更將高達
43.74兆元。上述情勢發展，將使近千萬勞工，亦即我國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 近半數國民同時面臨生活困境，其影響之大恐遠大於今日
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之希臘財政風暴，攸關國家安全至鉅。又現行勞保、公
保、農保、軍保均有政府撥補財務虧損之法定明文規範，
為維持國民不同職業類別間之公平待遇，勞保基金財務亦
應增訂法定保證規範。親民黨團提案明訂中央政府負勞保
最終支付責任外，同時增訂基金運用之最低保證收益條款
，並要求按月上網透明公告基金整體財務狀況，以完整配
套穩定勞保財務、國家財政及社會民心。

審議進度

提案連結

委員會

https://goo.gl/pdmO72

委員會

https://goo.gl/eTuOYp

一讀

https://goo.gl/VWkYI2

一讀

https://goo.gl/IynooO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2016/02/19

鑑於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係依憲法第七條平等權及第十五條
保障工作權之精神，規定雇主對求職人或受僱者，不得因
個人因素而遭差別待遇，然自81年5月8日施行至今，職
場上仍普遍存在就業歧視之問題，然依現行法規定，主管
機關對於違法雇主僅能處以行政罰鍰，對於存有歧視之不
就業服務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肖雇主，外界仍無從知悉其名稱，一旦雇主不知悔改，可
案
能造成其他勞工於就業選擇時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而受
到歧視及不平等之待遇。親民黨團主張，應參酌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修正就業服務法，明文要求主管機關應公布違
法之雇主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2016/02/19

為保障臺灣人民食品安全，親民黨團提案增訂「食品身分
標準」制度，建立相關檢驗方法，對食品原料從源頭把關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
，並針對科學證據難以證明對人體有害的問題食品，增訂
草案
「不宜供人食用」條款，由主管機關基於專業認定是否具
有潛在風險而禁止製造及販賣。

2016/02/26

有鑑於衛生福利部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結果推估，103
年失能人口計73萬人，其中65歲以上者超過46萬人，惟
目前國人對於失能老人之長期照顧服務方式之選擇，除長
照計畫外，尚有6萬8,229人選擇機構式照顧，20萬4,733
人聘僱外籍看護工，其餘14萬5,101人多由家屬自行照顧
，但民眾自行照顧失能長輩時，亦有照顧服務指導與諮詢
之需求，行政院於103年10月7日召開研商推動我國長期
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
照顧制度相關事宜會議決議，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應整合
案
現行相關做法，規劃推動照顧實務指導員試辦計畫，對接
受外籍看護工或由家屬自行照顧之失能者受照顧情形，提
供關懷訪視及專業諮詢指導，以維護受照顧者服務品質，
相關財源則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協助。親民黨團主張，
為穩定並充實我國照顧服務供給，增進照顧人力職涯發展
，進而鼓勵國人投入長照服務，促進國民就業，應修正就
業服務法，將本國長期照顧服務就業促進入法。

審議進度

提案連結

委員會

https://goo.gl/p6ta98

一讀

https://goo.gl/Xwya8W

委員會

https://goo.gl/q5Xouk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提案連結

二讀（廣泛討論）

https://goo.gl/0Q8FZJ

一讀

https://goo.gl/1zZMOV

一讀

https://goo.gl/Tw3vfa

一讀

https://goo.gl/5QXrhE

三讀

https://goo.gl/hAKKyH

有鑑於我國憲政已邁向民主深化與鞏固階段，政黨輪替成
為常態，第十、十二及十四屆三次政黨輪替，總統選舉後
，等待就職交接期間達一至四個月之久，故有將總統、副
總統職務交接事項予以法制化之必要。為維護國家憲政秩
序安定，並使總統、副總統當選人就職後順利行使職權，
親民黨團爰提出「總統交接條例草案」，以使總統交接有
所遵循，並免憲政運作危機。

2016/02/26

總統交接條例草案

2016/02/26

民國104年，原住民王光祿以土造獵槍擊獵山羌及長鬃山
羊被法院以違反槍砲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判處有期徒刑
3年6月確定一案，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並於當年12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及 月15日，對本案提起非常上訴。其新聞稿內容指出該判
第二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決「隱含原住民族日後皆不能再自製比以前祖先更精良的
獵槍打獵，永遠只能使用落伍土造獵槍打獵，結果可能造
成原住民族發展其特有文化之岐視，更違反旨在保障原住
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親民黨團決定對此修法。

2016/02/26

民國九十四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制定，至今已十一年，國家
公園法第十三條禁止原住民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條文卻
未見修正，導致國家公園區域內或周邊原住民族部落，族
人權益、族群傳統歲時祭儀與文化傳承工作遭受剝奪與限
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制，明顯違反原基法之規範。親民黨團提案，台灣原住民
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必
要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遵
行事項之辦法。

2016/02/26

基本人權是今日世界之主流，每個人均享有決定自我族群
識別的權利。在過去威權體制下，許多人失去原住民身分
，其所延伸的個人身分的認定問題，是在追討被剝奪的權
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利，而不是要求特別的、額外的權利。這更是今日我們必
須面對的重大責任，更是落實民族意願與尊重文化多元之
理念。這親民黨修訂原住民身份法的基本立場。

2016/02/26

針對台南遭遇嚴重震災，民眾損失大量的生命財產，仍必
須負擔各項新舊貸款及稅捐，而災害防救法對於受災戶之
相關財產、貸款、稅捐的減免規定多有不足，為加速災區
重建，降低災民經濟壓力，讓災民盡速恢復正常生活，親
民黨團提案修訂災害防救法，讓民眾之租稅減免於法有
據。

★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議進度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2016/03/11

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4年三讀通過，其中第十四條及第二
十四條條文，即考量多元文化特色及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
境，故於條文中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四條及第二十 定之。因原住民族地區之地理環境、人口結構與族群文化
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間本身就有其差異性；未來執行長期照顧服務，若僅由主
管機關「會商」原民會訂定相關辦法，恐無法落實原住民
族長期照顧服務，親民黨團主張，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子法。

2016/03/11

勞工保險條例已於101年修正，將職業傷害保險給付請求
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權延長以五年不行使而消滅，為保障職業傷害勞工受領補
案
償之權利，親民黨團主張比照勞工保險條例，延長職業災
害受領補償權為五年。

審議進度
一讀

https://goo.gl/gzAF0y

一讀

https://goo.gl/Ue72YV

政黨法草案

為強化民主憲政體制，規範政黨之組織與運作符合民意， 委員會
確保政黨財務公開透明，落實政治多元發展，降低政黨對
於行政及議事程序的影響，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政黨
政治環境，親民黨團提案制訂「政黨法」，建立政黨競爭
的遊戲規則。

2016/03/18

廢止「調度司法警察條例」

民國34年行憲前制定之「調度司法警察條例」，係為明
訂院、檢、警之協助指揮關係，係「軍訓政時期」之產物
，有其時空背景及時代意義，雖歷經民國36年、69年之
修正，本條例仍有推事、設治局長、警保處長、警長、警
士等不合時宜之用語，整部條文仍未脫民國34年軍訓政
時期制定之版本，與我國民主進程不符，親民黨主張應予
廢止。

2016/03/18

洪仲丘事件不僅凝聚了白色力量，同時也改變了軍中不良
的風氣。憲兵設立之目的為維護軍紀、執行軍中執法，而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條 非國家對人民之司法工具，故其司法調查及偵辦之權，應
文修正草案
限於具現役軍人身分者。親民黨團主張，為改革過去威權
統治之歷史遺緒，並鞏固憲政民主發展，應修法明訂憲兵
僅得就現役軍人行使司法警察權。

2016/03/18

有鑑於刑事訴訟法「自願性同意」搜索之規定，實務運作
多年來，經常發生執法人員便宜行事，甚至濫權威迫搜索
刑事訴訟法刪除第一百三十一條之
等侵害人民司法人權之事例，有違法治國保障人權之基本
一條文草案
原則，並與我國簽署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精神
有所扞格，親民黨團主張應刪除該條文。

2016/03/11

提案連結

https://goo.gl/cgaXDt

一讀

https://goo.gl/zmkztN

一讀

https://goo.gl/Af46lW

一讀

https://goo.gl/eUVl3r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為確保兩岸交流所簽訂之各項協議，都能在憲法的架構下
，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簽訂，並強化立法院的監督
機制及各項衝擊評估，使全民都能獲得充分的訊息，內容
能確實符合全民利益。親民黨團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的
框架下，以務實、公開、透明的原則，讓全民參與，落實
監督機制，強化評估衝擊以及成效檢討，使兩岸協商制度
化，交流能持續良性發展，並爭取社會大眾對於政府推動
兩岸交流協商的信賴與支持。

2016/03/25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

2016/03/25

目前的社會、司法、體制，依然存在很多不同文化之間的
差異跟衝突，造成原住民的權益受損，所以如果要尊重原
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模式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三條條 權利，首要就是必須有原住民立法委員負起職責。親民黨
文修正草案
認為，依照原住民族基本的生活文化去修改或是融合相關
制度，但是依據目前的補選制度，非達立法委員缺額二分
之一不予補選，明顯限制原住民參政權利，因此基於尊重
少數，保障參政的基本權利。

2016/04/08

過去政黨因缺乏民主法治觀念，利用戒嚴時期法令不完備
，接收國產、徵用民產以及其他利用不對等價格取得龐大
財產，時至今日，這些龐大巨額的財產並沒有隨著民主法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暨處 治進化過程當中，完成相應歸還國家或私人的程序，反而
理條例草案
被拿來進行不公平的政黨競爭，嚴重破壞了民主憲政。親
民黨團認為，應該節省國家社會成本，加速處理不當黨產
，將其歸還全民，實現政黨財務公開透明，以保障民主之
公平公正發展。

2016/04/15

建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台南維冠大樓倒塌，造成重大傷亡，事後發現許多施工不
良、偷工減料及疑似擅自變更結構等情形，為避免憾事再
發生，親民黨團擬加強主管機關勘驗程序及責任，以確保
建築物結構安全及施工品質，保障人民居住及生命財產安
全。另為避免勘驗人員因與建築工程單位有利害關係存在
，而不能有公正的判斷，新增勘驗人員如與工程單位有利
害關係者應迴避之條件。

2016/04/22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七十一年五月公布施行以來，歷經
六次修正，其中主管機關由內政部移轉至文化部，迄今已
★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逾十年，但有關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事項未明定於
案
本法中，跟「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違背。親民黨團提案明
訂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
育專業人才。

審議進度

提案連結

一讀

https://goo.gl/ZOt2Oz

委員會

https://goo.gl/oK21Nf

三讀

https://goo.gl/JwLo42

一讀

https://goo.gl/eRPGdI

三讀

https://goo.gl/CXer6j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2016/04/29

國內電信詐騙國際化、集團化、高科技化，不但技術獨步
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 全球，受害人數、金額亦屢創新高，使臺灣成為外媒眼中
條文修正草案
的「詐欺王國」。為維護民眾財產及國家形象，親民黨團
提案修法提高刑期與罰金之上限。

2016/05/13

金融機構合併法已經已於104年修正通過公布，雖然在農
業金融法有配合修法刪除若干條文，但因刪除若干條文造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 成條次變更，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金融控股公司之合
草案
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準用金融機構合併法之相關規範
條文之條次未配合修正，親民黨團看到該法律漏洞，決定
提案修正。

2016/05/20

對於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制度中，原住民之參政
權僅對於平地原住民席次有所保障；山地原住民設籍於原
住民族地區山地鄉以外之地區者，卻在選舉時，必須投票
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 給一般選區之漢族候選人。此現象造成政府整體原住民族
案
政策無法落實於地方，都會區山地原住民權益無人監督。
親民黨團主張，關於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之選制，應
打破山地及平地原住民之區分，以各地區原住民總人口數
合併計算，選出原住民籍議員及代表席次。

2016/05/20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繁，加上許多都會區地
質敏感，建築物老舊，一旦發生強震，恐造成難以彌補的
損失。親民黨團提案，為降低災害風險，應加速規畫防災
型都市更新，對於一定防震係數以下的建築物，無論是公
辦、私辦、政府劃定或是自行申請，都應該給以適度的容
積獎勵。都更有爭議時，地方主管機關應召集相關人員協
調之，若協調不成，中央主管機關應出面協調，以確保都
市更新之推動。

2016/06/17

歷史正義是政治體制轉型過程的一種機制，透過歷史正義
機制處理過去遺緒問題，讓統治者改變過往對於歷史的詮
釋，或是重新面對過去遭受不當對待的民族，在這過程之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尊嚴恢復條例
中，必須要重新揭發一些事實，或是將過去某些重要的歷
草案
史時刻交代清楚，其目的是希望平反過去受壓迫者或受害
者所承受苦難，消弭社會之間的分歧和潛在社會衝突。親
民黨團主張，沒有原住民的轉型正義不是正義。

審議進度

提案連結

委員會

https://goo.gl/YWYJb0

一讀

https://goo.gl/AN7AYH

一讀

https://goo.gl/RHYbTN

委員會

https://goo.gl/bwMevp

委員會

https://goo.gl/FKulL9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提案連結

一讀

https://goo.gl/16lleA

一讀

https://goo.gl/G65ZBA

一讀

https://goo.gl/c42S1A

一讀

https://goo.gl/to1KSv

委員會

https://goo.gl/3Hsof7

兩年多前，桃園一位葉姓員警開槍擊中倒車拒捕嫌犯小腿
，導致嫌犯失血過多死亡，卻被法院判決六個月徒刑及罰
金，已對警察同仁造成寒蟬效應，導致許多員警該用槍時
不敢用槍，甚至看到警察反被追打。親民黨團聽到第一線
警員的心聲，決定修法成立「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進行
警械使用鑑定，並提交司法機關納入裁判依據。

2016/06/17

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016/06/24

農產運銷公司問題吵翻天，誰當董座對人民到底有何干？
其實最重要的是，極端天候異常下的農產品產銷失衡問題
以及誰來監督的問題。因此，親民黨團提案修法，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明定設置公民及原住民族董事名額，引入社會公民力量監
案
督；並保障原住民族之農民及農民團體所生產之農產品進
入農產品運銷體系，並針對農產品批發市場之不當聯合壟
斷價格行為，更明確規範與處罰。

2016/07/01

雇主違反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童工、女工、退
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休、職業災害補償等攸關勞工權益之規定，其罰鍰實在是
案
過輕。親民黨團主張將雇主違反攸關勞工權益規定之罰鍰
提高最高至七十五萬元，且得按次連續處罰。

2016/07/01

酒駕肇事真的害了多少無辜家庭天人永隔。根據警政署公
布資料顯示，105年1-5月取締酒駕違規4萬2,767件，移
送法辦2萬6,502件，酒駕肇事死亡人數41人。為了加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
遏止酒駕，親民黨團提案針對五年內酒駕違二次以上者，
條文修正草案
由現行九萬元罰鍰提高至十二萬元，另外拒絕接受酒精濃
度測試之檢定者，除了提高罰鍰外，同時併處以拘役，不
得易科罰金。

2016/07/15

台灣經過長時間的東西歷史交流，早已成為一個族群融合
，多元文化的社會。人們來自不同的地理、歷史環境，並
生活在一起，進入現代民主社會以後，因為相互接觸和交
流的增加，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寬容就成為了一個重
要議題。親民黨要求制定「族群平等法」，一方面禁止以
激烈言行煽動族群對立，再者也期盼能落實憲法中的肯定
多元文化發展，讓所有族群都能平等相待，以促進族群平
等和諧。

族群平等法草案

審議進度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2016/07/15

憲法明文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受到保障，然而過去許多
戒嚴時期人民因軍事審判而獲內亂、外患罪者，致使憲法
所保障之權利受到嚴重侵害。過去雖規定「於受無罪判決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確定」後，得請求發還財產，但審判曠日廢時，相關程
四條及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序、認定、受理機關等規範不明，致條文如同虛設。親民
黨團認為，主管機關應成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
委員會」，統一事權，就各項人民權利受損申請進行審查
及協助回復其權利。

2016/07/15

臺灣勞工長期過勞現象沒有改善，政府又想要砍調勞工的
七天假期，親民黨團強力反對。黨團提出勞動基準法修訂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第七十 條文，明定勞工週休二例假日；增訂雇主對「吹哨者」勞
四條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工之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者，無效；反對
砍七天假；雇主若未給予勞工適當勞動權益，得按次連續
處罰。

2016/09/20

親民黨團主張，台灣金融體系長期以來未落實內控稽核，
未符合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規範，相關法規罰則過輕，或對
於有遭利用進行洗錢之虞的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未能充
分納入洗錢防制體系、金融機構保存交易資料及進行客戶
審查等事項，尤其是金融體系未能具備反恐意識，定期檢
視客戶背景、地理背景等等風險因子進行評估，應儘速提
出相關法律修正。

洗錢防制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議進度

提案連結

一讀

https://goo.gl/hyD5S9

三讀

https://goo.gl/grGce0

委員會

https://goo.gl/xIMXkm

委員會

https://goo.gl/xIMXkm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青年買不起蛋黃區，社會住宅青年青年可不可以買，對於
剛出社會的青年及弱勢民眾，購買新房不容易，只得以租
屋替代，然而租屋房源又稀少且分布不均。親民黨團提案
修訂住宅法，在均衡城鄉發展，維護地方歷史文化的前提
下，建設專供低價出租之社會住宅，增加房屋所有權人低
價租與青年與弱勢的誘因，完善租屋資訊媒合服務。

2016/09/23

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016/10/07

近期警政署刑事局因接獲金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機構之情
資，破獲保險仲介勾串醫師，詐領六千萬保險金；並記取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條文修 兆豐金海外分行未落實國際法律遵行，因而被國外金融監
正草案
理機構處以鉅額罰鍰之經驗，親民黨提案，明訂由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機構來辦理防制保險犯罪、推動國際法律遵行
等相關業務，並增訂辦理業務所需經費來源。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提案連結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一讀

https://goo.gl/xIMXkm

「恐龍法官」層出不窮，但3年多來，司法評鑑委員會僅
移送9位檢察官，7位法官到監察院，不僅成效不彰，民
眾也無法得知評鑑結果。親民黨團修訂法官法，參酌相關
法律之規定及社會各界意見，調整現行法官評鑑委員會組
織結構，增加社會公正人士人數，增訂社會公正人士評鑑
委員部分由全民票選，以及法官評鑑委員會可主動進行評
鑑，並將評鑑決議結果公開，使法官評鑑制度益臻周全，
落實司法改革，挽回民眾對司法的信心。

2016/10/07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016/10/14

樂陞案發生導致大量投資人蒙受損失，原本以為穩賺的錢
最後卻落得慘賠收場。親民黨團找出原因，因為公開收購
人違約或未履行收購義務妨礙證券市場交易安全，結果使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四及第一 得沒有資訊的散戶投資者受害。因此，我們修法主張，將
百七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保證金制度納入公開收購程序中，並要求公開收購人應出
具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另一方面加強對應賣人
之保護，給予參與應賣之投資人撤銷應賣之權利，並可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與公開收購程序相關之交易資訊。

2016/11/04

核廢料放哪兒問題頭大，但蘭嶼存放10萬餘桶核廢料已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地回饋暫行條 經數十年，政府不能不對蘭嶼鄉親有回饋感恩之心。親民
例草案
黨團主張，應該立專法來加速核廢料的遷移，照顧當地居
民，維護自然生態景觀，人文特色文化。

2016/11/04

台灣人權立國，對於世界各國來台就讀之學生，理應給予
醫療照顧之權利。此舉不但有助於吸引優秀青年來台灣唸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十條及
書，也能強化我國人權理念。親民黨團主張，對於來台灣
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就學的外籍生、僑生、大陸學生應一視同仁，待遇一致，
給予趨近國民待遇之醫療保障。

2016/11/04

台灣離島雖都是小島，但還有大小層級差別，有些是縣，
有些是鄉，但不管交通便利、生活機能等各種條件差異性
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
，政府卻一視同仁，反而對部分離島地區發展有害。親民
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黨團主張，離島地區的發展，要有因地制宜，對於弱勢離
島地區要更加給予幫助。

2016/11/04

面對極端氣候不斷發生，用電量激增，我國電力發展政策
已面臨瓶頸。親民黨團主張修改電業法，明訂中央訂定各
種收費費率計算公式，並由「電價費率審議會」來把關，
其中成員一定要有學者專家、人民代表、消費者保護團
體、環境保護團體等，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電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議進度

日期

2016/12/09

2016/12/23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審議進度

八仙塵爆、高雄氣爆等重大公共災害接續發生，受害者所 一讀
牽涉的醫療、復健、訴訟、賠償金額巨大，不但受害者追
償機率極低，各項法律責任的歸屬釐清也曠日耗時，親民
公共災害救償基金條例草案
黨團主張應由政府成立特別基金，來協助受害者負擔長期
醫療、復健、重建所需經費，並確保日後代位求償的可能
性。
一讀
現行使用牌照稅稅制設計過時，造成高價、高排放溫室氣
體車輛與國產車輛費率相同甚至更低，違反原本該稅制設
使用牌照稅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計的公平精神，親民黨團提案修法， 鼓勵節約，降低汙
染，同時平衡稅制。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增訂第五條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之二條文草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增訂第三條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之一條文草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證券交易法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條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文草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期貨交易法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一條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文草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增訂第三條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之一條文草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提案連結
https://goo.gl/xIMXkm

https://goo.gl/9JBRGb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日期

提案名稱

提案說明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保險法增訂第一百三十七條之二條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文草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銀行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案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2016/12/23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對於軍官、士官於受領退
休俸或贍養金期間死亡者，遺眷請領遺族慰撫金或原退休
俸、贍養金之半數（半俸）規定未臻完善，實務上引發諸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
多不必要爭議，且未能達成政府照顧軍、士官遺族之意旨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親民黨團提案修法增訂配偶領取半俸條件限制，及遇遺
族無法協調選擇撫慰金或半俸情況，可依規定比例選擇領
取。

審議進度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逕付二讀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一讀

逕付二讀
2016/12/23

鑑於金融科技發展已為世界先進國家之主流趨勢，為促進
信託業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金融業務模式之開拓與創新，建立監管者與創新者之間的
良性關係和合作機制，故親民黨團參考英國及新加坡等國
家，實施監理沙盒試驗，以期協助我國金融成功轉型，有
效提升金融競爭力，提出修法版本。

提案連結

https://goo.gl/9JBRGb

併案協商 https://goo.gl/9JBR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