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1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16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預備會議 

    宣讀本次會期議事日程表 

    大會決議：照變更後議程表通過。(另附) 

二、開幕典禮 

三、主席宣布開會 

四、報告事項 

    1.諮議代表上次會(第 7次及第 8次臨時會)議事錄 

      大會決議：照本通過。 

    2.上次會期(第 8次臨時會)通過的議決案共計有 19件，均已移送

鄉公所辦理。 

    3.自上次定期會結束後的休會期間(1090917~1090913)，簽請由主

席依大會授權逕行核定的配合款墊付案件數計有 3件，茲彙報



如下： 
 

編

號 

承辦

單位 

提請日期 

文號 
案     由 墊付金額 

核定日期 

文號 

核定 

結果 

1 

工 

務 

課 

109.10.13 

麥鄉工字第

1090020593

號函 

為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補助辦理「雲林縣麥寮

鄉麥寮國小人行環境及

景觀改善工程」經費

2,977萬 5,000元整，地

方需負擔配合款計新臺

幣 535萬 9,500元整，

請 貴會同意本所辦理

墊付先行支用。 

新台幣       

535萬

9,500元 

109.10.29

麥鄉代字第

1090000949

號函 

本案同

意墊付 

2 

工 

務 

課 

109.10.13 

麥鄉工字第

1090020594

號函 

為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補助辦理「雲林縣麥寮

鄉施厝及興華二村村內

道路及環境改善工程」

經費 4,782萬元整，地

方需負擔配合款計新臺

幣 860萬 7,600元整，

請 貴會同意本所辦理

墊付先行支用。 

新台幣       

860萬

7,600元 

109.10.29

麥鄉代字第

1090000950

號函 

本案同

意墊付 

3 

工 

務 

課 

109.10.13 

麥鄉工字第

1090020595

號函 

為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補助辦理「雲林縣麥寮

鄉市區道路及景觀改善

工程」經費 4,700萬元

整，地方需負擔配合款

計新臺幣 846萬元整，

請 貴會同意本所辦理

墊付先行支用。 

新台幣       

846萬元 

109.10.29

麥鄉代字第

1090000951

號函 

本案同

意墊付 

以上共計 3件。 



五、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吳代表宗典： 

    請公所提供本次三件墊付案及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案的詳細內容給

各代表備查。 

  吳代表明宜： 

    各區代表沒有參與到鄉內各建設工程的施工進度，無法向民眾說

明，請鄉公所提供資料讓代表們適時了解進度。 

  韓主席青山： 

    只要在鄉內建設有需要幫忙時，都要讓代表們知道，我們很樂意

站在地方角度幫忙，但請公所要盡到告知的義務。 

  張代表俊生： 

    關於圖書館橋頭分館的變更設計案，包含內部裝修的細節，請公

所於本次鄉內建設考察時提出完整說明。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2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19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請假)      主任秘書(請假)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16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主席提議再次變更本次會期議事日程 

    大會決議：照變更後議程表通過。(另附)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暨報告上次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報告單位：民政課、工務課、財政課、農經課、行政室、主計室 

              政風室、人事室。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3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20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19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秘書報告：鄉公所追加提案 3件(編號第 6、7、8號)，請大會納

入議程審議。 

三、鄉長施政報告。 

四、各單位工作報告暨報告上次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報告單位：社會課、清潔隊、幼兒園、圖書館。 

五、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雷代表忠儀： 

  1.請社會課長提供鄉公所一整年度所舉辦的活動場次次數及活動

經費總金額。 

  2.請清潔隊隊長告知斗六市清潔隊在運送廚餘的過程中要注意密

閉性，不要有外漏造成地面髒亂。 



  韓主席青山： 

    請清潔隊隊長函文通知斗六市清潔隊，並請副本知會各代表。 

  許代表漢郎： 

    請幼兒園長提供崙南分園的進度資料。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4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24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20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鄉政總質詢及答覆。(另錄) 

三、代表要求事項 

  許代表高源： 

    沼液車的使用狀況如何？請農經課提供登記要沼液的農民有多少
人？ 

  吳代表明宜： 

  1.109年度海洋音樂祭有無行銷宣傳？怎麼會選在補班日舉辦？

現場市集與貨櫃市集沒有連結？市集的主題看不出為何？當日

抽獎禮券沒有宣傳，該如何參與抽獎？本席要求政風室調查此

案，並請農經課提出「廠商」的結案報告。 

  2.我們想要了解貨櫃市集目前的狀況為何？未來的發展方向？目

前出租攤位的情形？貨櫃市集的年度預算你們抓多少？有沒有

轉為其他用途的規劃？今年度的天幕帳費用明細？請農經課提

出有關貨櫃市集的完整報告。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5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25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請假)  圖書館長邱淑美 
          清潔隊員吳平雄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24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公所陳主任秘書東松向大會說明有關國土計畫對本鄉現況的影響，

以及其規劃上不符本鄉實際需求的部份。 

三、鄉政總質詢及答覆。(另錄) 

四、代表要求事項 

  吳代表宗典： 

    1.請行政室彙整 108年促協金的執行狀況，以及 109年度提送的

計畫有哪些？ 

    2.請行政室說明 109年麥寮鄉政顧問團執行的情況如何？ 

    3.請主計室整理提供今年度第二預備金的支出狀況。 

    4.請行政室及人事室彙整在今年 109年臨時人員及約聘雇人員總

計有多少人員？以及明年度增加的人員數量。 

    5.請清潔隊提供 109年環境維護機具設備費用 610萬的執行狀

況？ 

    6.請清潔隊說明清溝車時常故障的原因為何？ 



    7.請清潔隊針對環境整理組辦公廳及圍籬建置相關費用 450萬做

詳細說明。 

    8.請幼兒園提供教室冷氣汰換的數量明細。 

    9.有關延宕工程的罰款費用規費收入為 440萬，請財政課列出是

那些各場館的罰款金額。 

   10.政風室對各場館延宕及罰則這部分都沒有在工作報告中詳列出

來，請政風室整理提供整年度各工程的工作缺失報告。 

   11.請工務課整理麥寮鄉所有場館工程案(包含室內裝修及大地工

程)是否有延宕工程的部分？及各場館預計完工時間為何？ 

   12.請業務單位提供本鄉今年度向上級單位申請補助經費計畫的狀

況及進度為何？ 

   13.請農經課彙整鄉內農民申請轉作情事的相關資料。 

   14.請工務課提供 109年度 PCM團隊專案管理計畫執行的輔導內容

資料。 

   15.請工務課詳列所有路燈材料費預算及材料儲存場地的規劃和使

用方法，預算有無重複編列情形？  

   16.請工務課說明麥寮城鄉運動公園路口意象編列的 80萬預算用

途為何？ 

   17.請行政室彙整今年度所有促協金支出的狀況及盈餘。 

   18.請社會課彙整今年用社區培力計畫去執行的活動有多少項？  

   19.請社會課提供優質公廁推動計畫的相關資料。 

   20.請社會課針對工作報告內容提出具體報告說明。 

  許代表高源： 

    請社會課提報說明為何中興村公園步道施工到一半卻停工？ 

  吳代表明宜： 

    請提供幼兒園崙南分校預算經費評估的完整報告。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6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26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請假)  圖書館長邱淑美 
          清潔隊員吳平雄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25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鄉政總質詢及答覆。(另錄) 

三、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許代表高源： 

    本席要求六輕促協金每年度應提撥 10%經費用在中興村做各項建

設使用。 

  張代表俊生： 

    1.橋南加油站與六輕聯一道路十字路口南北向的路面不平，騎摩

托車容易發生危險，請工務課長找時間進行會勘處理。 

    2.建議模範父母親的紀念品再提升其品質及豐富性。 

  林副主席森敏： 

    請檢視鄉內市區國有閒置空地，加以開發整理使用。 

 



  吳代表明宜： 

    1.本席建議公所建立一套公民參與預算的審查機制。 

    2.辦理太陽能光電政策及漁電共生環社檢核機制說明會時，公所

方面要注意通知到全體代表、村長及鄉民。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7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27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請假)  圖書館長(請假) 
          清潔隊員吳平雄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26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議案討論。 

    進行到第 1號案 110年度總預算案第一讀會未完成。 

三、因會期將屆而預算尚未審查完成，依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由

主席提請大會決議通過延長會期 5天。(延長會期議事日程表另附) 

四、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吳代表宗典： 

    1.請行政室統計 109年及 110年臨時人員的薪資表。 

    2.請社會課提供社區培力計畫經費 68萬元的執行狀況。 

    3.請主秘提供本所向上級單位申請補助的經費額度，及本鄉要配

合的金額，還有目前的執行狀況？ 

    4.請社會課提供今年度有動土、揭牌活動的項目資料。 

    5.請社會課提供今年社區推動小組工作執行狀況。 

 



  吳代表明宜： 

    1.歲入有編列兩筆罰緩預算，請社會課及工務課整理哪些工程罰

緩各多少？把數字來源明確向代表們告知。 

    2.11/23至員林考察時有主管喝酒，下午回來沒上班的主管是否

有請假？請提供相關資訊。 

    3.請鄉長了解公所各預算及促協金執行的狀況後和代表報告，預

算去年度沒有編列而今年度有追加的部分，也請提出完整報

告。 

    4.鄉政顧問團的施政報告沒有提供書面資料，要審慎思考顧問團

這麼多人有沒有其必要性？ 

  許代表高源： 

    請農經課統整菜市場攤位土地出租狀況及租金有多少？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8次會議 

時間：109年 11月 30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27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議案討論。 

  第 1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雲林縣麥寮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 

    第一讀會︰無修正意見。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逕付二讀」。 

    第二讀會： 

      對各課室單位預算逐一進行審查中，未完成。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9次會議 

時間：109年 12月 1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請假)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11.30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二、議案討論。 

  第 1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雲林縣麥寮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對各課室單位預算逐一進行審查中，未完成。 

四、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吳代表明宜： 

    幼兒園崙南分校估價一坪 9.6萬的經費為何增加到 12萬？報告內

看不出來，設計規劃估價部分請公所提供完整報告。 

  許代表高源： 

    垃圾掩埋場在大灣，台 17線往大灣路段及清潔隊周遭道路建議拓



寬改善，以維護垃圾車及當地百姓進出安全。 

吳代表宗典： 

  1.請農經課會同清潔隊行文到縣府或上級單位，如何處理鄉內流

浪犬捕抓的問題。 

  2.請提供清潔隊第二辦公廳舍的場地規劃狀態。 

  3.請清潔隊提供大灣掩埋場內部機具改善及空間配置的解決方

法。 

  4.農民曝曬花生後路面殘留沙土易打滑，請清潔隊長適時派灑水

車出勤做道路清潔，維護行車安全。 

張代表俊生： 

  請清潔隊提供農作物露天燃燒申請的管道及相關法令規定。 

 

 

散會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 10次會議 

時間：109年 12月 2日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詳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鄉長蔡長昆      主任秘書陳東松    

          民政課長戴淑卿  工務課長徐正杰  農經課長吳岳峯 

          社會課長方彥博  財政課長陳玟伶  行政主任吳苡榛 

          主計主任謝春城  人事主任羅云秀  政風主任廖光輝  

          幼兒園長廖淑萍  清潔隊長陳冠嘉  圖書館長邱淑美 

主席：韓青山 

紀錄：許麗卿 

----------------------------------------------------------- 

會議內容： 

一、議案討論。 

  第 1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雲林縣麥寮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對各課室單位預算逐一進行審查中，未完成。 

二、因預算案審查需要，主席提議在 12月 3日、4日、7日這三天召

開本屆第 9次臨時會來繼續審查。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三、秘書報告：本次定期會公所提案 8件及代表連署提案 5件，均尚

未完成審查，全部保留至下次臨時會繼續審議。 

四、宣讀 109.12.01及 109.12.02 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五、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許代表高源： 

    請公所對太陽能發電有在麥寮的規劃案，都要在收到公文時立即

知會代表、村長並公開予鄉民知悉。 

  雷代表忠儀： 

    貨櫃市集成效不彰，是否可以考慮拆除，將貨櫃提供清潔隊設立

第二辦公區使用，並將原地改設置為停車場。 

  吳代表明宜： 

    1.請農經課長具體暸解產業活化 410萬的預算在未來要做什麼規

劃，並請提供完整的相關報告。 

    2.鄉公所對於各協會舉辦活動的補助金額不一，請社會課研議制

定相關的補助辦法。 

    3.本席建議社會課對於模範父母親及好人好事的遴選要擬定相關

的遴選辦法。 

  吳代表宗典： 

    1.本席建議地方優秀志工也能加入社區觀摩，也能邀約地方民意

代表一同進行視察。 

    2.請社會課和民政課研議相關辦法，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申請候

車亭設置並加以包裝，帶動地方觀光。 

    3.公所舉辦各項活動應注意所需空間大小是否足夠，以免因過於

擁擠或動線不良而造成反效果。 

 

 

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