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8次臨時會第 1次會議 

時間：109年 0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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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 

    大會決議：照表通過。 

二、開幕典禮 

三、主席宣布開會 

四、報告事項 

    1.上次會期(第 7次臨時會)通過的議決案共計有 3件，均已移送

鄉公所辦理。 

    2.自上次定期會結束後的休會期間(1090825~1090913)，簽請由主

席依大會授權逕行核定的配合款墊付案件數為 0件。 

    3.公所追加提案 1件(編號 6)請大會納入本次會期審議。 

五、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雷代表忠儀： 

    麻煩主秘了解橋頭國小側門斜坡道危害民眾安全一事並提出如何

改善，以及橋頭派出所前人行步道停車問題。 

 



    許代表漢郎： 

    五月份定期會提出七號橋伸縮縫的問題至今仍未改善，工務課是

否有其他技術可以克服並盡快處理？ 

  韓主席青山： 

    1.本次追加預算有一筆 300萬元，是主秘為了小型工程設置的，

專門針對小額工程做緊急處理，如果有較急迫的工程，各代表

可以和工務課、主任秘書一起研究。 

    2.因工務課業務繁重，建議是否在日後質詢時多派一至兩名對相

關業務較了解的同仁參與。 

  林副主席森敏： 

1. 請工務課針對路燈保固到期後的修繕問題規劃一筆經費預算，

以及請查明去年裝設的路燈到今年長達半年仍未送電的原因？

並和台電公司核對是否有遺漏。 

2. 請農經課長向承辦人員宣導，如鄉民欲申請養殖魚塭排水溝潰

堤賠償時要說明需準備什麼資料，並由公所協助送件至縣政

府。 

3. 請主任秘書整理資料提計畫案建設魚塭養殖區排水溝大排。 

  吳代表明宜： 

    1.請鄉公所針對地方創生案提出專案報告。 

    2.請公所針對國土計畫在麥寮地區的整體規劃備齊相關資料提出

報告進行討論。 

  吳代表宗典： 

    1.請社會課長整理 109年度各社區申請設施設備執行情形，以及

社區綠美化經費執行狀況。 

    2.請社會課長提供 109年麥寮鄉社區營造計畫實施情形報告，以

及針對鄉內各場館需追加預算的部分，彙整提供執行情形及追

加的總經費。  



    3.請主計主任提供 109年第二預備金執行狀況以及動支明細。 

    4.請主秘、各課室主管彙整提供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所有代表

同仁在代表會提案的執行和目前進度？以及去年 108年度各位

代表同仁的建議案今年的執行狀況？ 

  林代表志隆： 

    請社會課長說明施厝活動中心整建工程目前的進度如何？原預計

九月底完工，現無法如期完工，請社會課長會同建築師現場履勘，

提供明確的完工日期；另原一樓樓梯拆除後又興建，請提出報告

說明原因為何？以及活動中心前廣場路面不平常造成民眾跌倒受

傷，希望課長及相關單位提出改善。 

  張代表俊生： 

    1.縣府在橋頭國小設立幼兒園，請主秘安排時間至橋頭幼兒園後

門會勘，希望能將環境整理安全一點，避免意外發生。 

    2.能否將施厝步道沿鐵道西引至橋頭中排，該路段目前大部分長

滿雜草，希望公所能向中央提出計畫爭取經費建設，提供民眾

好的活動場所。 

    3.希望公所能爭取經費將橋頭泰安宮旁的水溝加蓋擴大路面，並

於道路另一側加設防護欄，避免車輛跌入水溝。 

    4.橋頭村的路口意象設計不佳且隨便，希望公所能改善。 

    5.橋頭台 61線橋下尚有空地未整理，希望公所能做完整。 

    6.請公所自動於每次開會時提供崙南分校目前的進度資料。 

    7.請農經課改善服務態度及品質，站在幫助農民的立場協助，將

要辦理業務所需的資料要一次講解清楚，避免農民來回奔波。 

    8.公所的回報機制要落實跟加強，對於代表提出要會勘的案件或

建議案，都應依照回報機制主動做好回報，不是等代表來追蹤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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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 

時間：109年 09月 15日上午 10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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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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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員廖炎毅  工務課員林宜澄 

主席：林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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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一、宣讀 109.0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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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加減預算案。 

    第一讀會︰ 

    主席：因多位代表有事離席，先暫停審議，明天會議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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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次臨時會第 3次會議 

時間：109年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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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課員林宜澄 

主席：韓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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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一、審查議案 

  第 1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雲林縣麥寮鄉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加減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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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修正意見。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三讀會：無文字修正意見，照原案通過。 

    大會議決：「照原案三讀通過」。 

  第 2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修正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4、6、11、12、29、

33條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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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修正意見。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三讀會：無文字修正意見，照原案通過。 

    大會議決：「照原案三讀通過」。 

  第 3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廢止本鄉麥寮高中游泳池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案。 

    第一讀會︰無意見。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逕付二讀」。 

    第二讀會：無意見。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三讀會：無意見，照原案通過。 

    大會議決：「照原案三讀通過」。 

  第 4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為辦理麥寮鄉橋樑修繕工程預算新台幣 85萬 2,368元先行

墊付乙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5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為辦理補助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計畫預算新台幣

150萬元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6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為辦理麥豐社區 109年麥寮親子玩水節暨消防體驗活動預

算 2萬元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7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於海豐村忠和 113之 1號住宅前以南道路東側增設擋

土牆，以維護道路安全。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8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於通往海豐村麥寮排水四號橋道路增設 U型溝，以利

排水並改善道路安全。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9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於後安大排安南橋以北道路，增設 U型溝渠及重新鋪

設柏油路面(長度約 400公尺)，以利行車安全。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0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改善後安大排西側支排旁道路柏油路面及建置 U型溝

渠(長度約 450公尺)，以利行車安全及排水。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1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位於後安養殖區內道路，建請增設 U型溝渠及路面重新鋪

設柏油(長度約 330公尺)，以利行車安全。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2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於後安大排安南橋以南道路，增設 U型溝渠及鋪設柏

油路面(長度約 500公尺)，以利行車安全。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3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改善後安大排東側支排旁道路柏油路面並建置 U型溝



渠(長度約 500公尺)，以利行車安全及排水。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4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於後安排水溝末端設置擋土牆，並同時局部改善南側

擋土牆，長度約 300公尺，以保障漁民生計。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5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公所將豐安段周圍適合發展養殖漁業之區域，規劃設

置「養殖漁業生產區」或「魚塭集中區」。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6號案(林副主席森敏提案) 

    案由：建請成立後安派出所以維護地方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7號案(吳代表明宜提案) 

    案由：麥寮市場、橋頭市場已經年老失修，重新盤點。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8號案(吳代表明宜提案) 

    案由：貨櫃市集要求重新盤點計畫。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9號案(吳代表宗典提案) 

    案由：建請公所補助麥寮鄉守望相助隊(巡守隊)觀摩研習課程活

動經費。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二、臨時動議：無。 

 



三、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吳代表宗典： 

    1.請主計主任彙整購買防疫設備有動用到第二預備金的總金額及

支出明細。 

    2.三盛村及新吉村農村基礎調查盤點計畫的執行單位委託台灣農

村協會辦理，建議是否可以請公所 PCM團隊及社區推動小組一

同參與，並請於開始執行時回報進度給各代表。 

    3.請政風室計算各延宕工程的罰款總額。 

    4.請財政課於明年度本預算增加延宕工程的罰款項目。 

    5.請社會課提供各場館的施工進度及預計完工日期。 

  許代表高源： 

    1.請農經課長重視對貨櫃市集未來的規劃及發展方向。 

    2.各場館建設及裝修的設計圖請社會課要審查清楚，避免工程發

包後有疏忽又要重新追加預算。 

  許代表漢郎： 

    1.沙崙後七號橋處去年裝設的路燈至今仍未送電，請工務課派員

安排時間與代表一同前往會勘。 

    2.請清潔隊長編列預算增購山貓鏟裝機，以提升工作效率。 

    3.路口如果有遮擋視線的樹木請清潔隊要及時處理，避免發生危

險。 

  吳代表明宜： 

    1.建議是否可以請工務課臨時人員主動回報各代表提出的案件進

度？ 

    2.我們並不反對綠能政策，而是有更好的選擇，建請鄉長能夠詳

細了解國土計畫內容，替麥寮鄉民爭取更好的福祉。 

  韓主席青山： 

    1.請工務課長要做好時間管理，有和代表、民眾約時間會勘的要



準時出席。 

    2.因為審查預算的關係，有時加班費發放會有延誤問題，請清潔

隊長要向隊員們解釋，避免誤會產生。 

  張代表俊生： 

      請清潔隊長增加隊員工作服的數量以及反光標示，若預算不足

則需編列工作服裝的相關預算。 

四、諮議大會本次會期議案議決情形 

    秘書：本次會期經大會議決案共計 19件，均照案通過，以上報告。 

    大會︰確認通過。 

六、宣讀會議記錄 

    宣讀 109.09.15及 109.09.16會議紀錄 

    大會︰確認通過。 

七、閉幕典禮 

 

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