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議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第 21屆第 9次臨時會第 1次會議 

時間：109年 12月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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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議程表通過。(另附) 

二、主席宣布開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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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 

四、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許代表高源： 

    1.施厝村內還有好些道路路名已編好但標示的路名牌尚未安裝更

新，請公所盡速規劃處理。 

    2.許厝路已完工，但有一支電線桿位置易產生事故，請盡速聯繫

台電進行遷移，以維護行車安全。 



    3.麥寮十分欠缺工業用地，是否能由公所想辦法與縣府協調在麥

寮設立一個工業區域，讓那些外包商集中在一起，避免一些優

良農地變成農地工廠，而且零星四散不好管理。 

  林代表志隆： 

    1.請公所在施作道路 U型溝時，能將水溝板橋寬度維持在 4米寬，

這樣二塊農田合併板橋寬度可達 8米，就足以提供農機車輛進

出，也必較安全，建議不論是哪個單位要來施作，最好在設計

時一併將板橋列入規劃。 

    2.鄉內有些路燈整排自 108年安裝至今快 2年了還沒送電？有些

有亮有些不亮，請查明原因盡速送電。 

  林副主席森敏： 

    1.北堤的簡易碼頭因處於出海口經常積淤，造成漁民漁船無法進

出靠岸，希望公所能協調有關單位能對北堤的簡易碼頭定期進

行疏濬，以利漁船進出。 

    2.建議未來能將簡易碼頭移到施厝大排出海口約 7公頃左右的蓄

水池處旁或裡面設置，徹底解決漁船進出受淤泥阻塞的問題。 

  吳代表明宜： 

    請工務課檢討研議排水溝疏濬工程的疏濬時程可否再提前？年度

疏濬總經費編列要能足以使用到年末，以因應鄉民需求。 

五、公所報告事項 

  蔡鄉長長昆： 

      針對吳代表明宜所提鄉政顧問團經費問題，在這裡向代表報告，

自 110年起要向各顧問團成員徵詢有無意見並請其簽名，如果有

意見做成書面要讓鄉公所了解，再送至代表會讓代表們了解顧問

團有在做什麼事，做到甚麼程度，不論對公所有何建議、批評或

讚賞都可以。 

  陳主任秘書： 

    1.針對貨櫃市集未來的走向向各位代表報告，貨櫃市集成立後經



營成果不好，公所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個責任一定要公所檢討。

未來貨櫃市集除了水電和正常行政費用之外，未來的設備公所

並不會再增加，過去我們也打算委外團隊經營，也有廠商來投

標，但是投標的營業項目及我們要經營的精神和內容不一樣，

所以在此拜託大會再給公所半年的時間，由農經課重新整理要

營業的方向、目標，以及開放對外招商，希望可以完成委外，

在明年定期會期間，由業務單位向代表們做一個報告。 

    2.再來就是這段時間各位代表對於崙南幼兒分園工程的關心，在

這邊要先肯定幼兒園長，因為一般公務人員要主動提案向中央

申請經費也是有心要做才會提出，他如果沒提出我們後續也是

要花到我們的本預算，當初要提這個計劃的時候，粗估包括它

的規模、隔間、量體，可能考慮的不是很周到，我們提出的坪

數是452坪，包括多功能教室增加後，提報的預算是4900多萬，

教育部補助的是 3900多萬，因為本身的需求，包括從 452坪擴

大到 471坪，還有其他教室沒算在內，我也和我們園長這兩天

也在討論，我們這次隔間、量體依目前的規模是 6200萬，這個

部分拜託大會依照這個規模讓我們設計，設計好之後我們會調

整提送至教育部的計畫內容，包括硬體的增加和隔間的擴大，

這部分是否能向中央申請補助，替公庫節省一些費用。第二部

分，如果按照目前的期程來計算，加上硬體部分如果順利發包

的話，可能明年裝修費及設備費還用不到，所以我也和園長有

商量過，這部分是不是列入 111年的預算，明年 110年的裝修

費和設備費的部分就暫時不要影響到目前鄉政要發展的需求性，

在此向大會主席、副主席、所有代表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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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 

時間：109年 12月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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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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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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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修正案) 

      1.行政室一般行政-研考業務(32130010103)-業務費-一般事務

費(P87)︰召開本鄉鄉鎮顧問團會議活動、會餐、茶水及製作

鄉鎮顧問團聘書等各項費用 1,000,000元，刪減 400,000元。 

      2.一般建築及設備-財產設備(51130019001)-設備及投資-房屋

建築及設備費(P141)︰雲林縣麥寮鄉立幼兒園崙南分園新建

園舍室內裝修經費 13,445,983元，刪減 13,435,983元。 

      3.刪減後預算金額有仟元進位數差額請自行調整，其餘部分照

原案通過。 

    大會議決：「照修正案通過」 

 



三、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吳代表明宜： 

    1.為何有很多鄉民要將先人骨灰骸暫厝或寄放在麥寮公墓而不願

遷移至生命紀念館安放？公所要去調查統計，了解實際狀況，

方能做出貼近民情跟符合鄉民需求的規劃。 

    2.建議鄉長能參考他鄉鎮的作法，在明年舉辦路跑活動時發放消

費金給每位鄉民，藉以促進我們麥寮鄉當地的消費並振興經

濟。 

  許代表漢郎： 

    153甲線自瓦磘往北至橋頭整排路燈都不亮已經很久了，請查明

盡速處理。 

  許代表志隆： 

    本鄉將舉辦路跑活動，公所要先檢視所有跑步路線的狀況，盡快

加以鋪平改善，如果來不及改善應考慮更改路線，以維護路跑人

員的安全。 

  林代表緯豐： 

    請公所提供有流標或辦二次追加預算的各項工程資料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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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次臨時會第 3次會議 

時間：109年 12月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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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讀會： 

      1.無文字修正意見。 

      2.全案照二讀會修正案通過。 

    大會議決：「照修正案三讀通過」 

  第 2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109年振興麥寮鄉水產品網路直播及社區體驗整合

興銷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36萬 6,000元整辦理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3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109年度大糧倉計畫-麥寮鄉國產雜糧行銷計劃」經

費計新台幣 13萬 3,500元整辦理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4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雲林縣政府 109年度雲林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獎金」

預算新台幣 11萬元整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5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崙後社區 109年「充實活動中心設施設備」預算新台

幣 9萬 8,400元整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6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 109年度新吉社區「寒冬送暖、關懷老人」活動預算

新台幣 2萬元整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7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 109年度雷厝社區「重陽關懷活動暨消防隊政令教育

宣導」活動預算新台幣 2萬元整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8號案(公所提案) 

    案由：辦理興華社區「109年九九重陽敬老尊賢活動」預算新台

幣 2萬元整先行墊付案。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 9號案(張代表俊生提案) 

    案由：建請對施厝休閒步道往西至橋頭段，進行綠美化。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0號案(張代表俊生提案) 

    案由：本鄉 LED路燈光束退化昏暗且燈體嚴重損壞，應予改善。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1號案(許代表漢郎提案) 

    案由：建請打通中山路 62之 1號住宅前道路，使該道路往西銜接

到中華路，以便利該區居民出入及保障安全。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2號案(許代表漢郎提案) 

    案由：建請公所協助籌措經費補助麥寮鄉農會新建公糧倉庫，以

能實質照顧及服務鄉內農民。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3號案(許代表高源提案) 

    案由：要求將六輕促協金每年的 10%經費用於中興村的各項建設

上。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4號案(吳代表宗典提案) 

    案由：爭取鄰長為民服務腳踏車。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5號案(吳代表宗典提案) 

    案由：要求公所提出麥寮市場與橋頭市場改善計畫。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6號案(吳代表宗典提案) 

    案由：建議改善麥寮城鄉運動公園廣場設置直排輪溜冰專用場。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第 17號案(吳代表宗典提案) 

    案由：建議於全鄉所有公車站均設置候車亭，便利鄉民候車。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二、因議案審查需要，主席提議自 12月 8日至 10日這三天召開本屆

第 10次臨時會來繼續審查。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三、秘書報告：本次臨時會通過公所提案 8件及代表連署提案 9件，

尚有 2件議案未完成審查，保留至下次臨時會繼續審議。 

四、宣讀 109.12.04及 109.12.07會議紀錄。 

    大會決議：確認通過。 

五、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雷代表忠儀： 

    雷厝集會所工地欠缺水井供水，請社會課長設法開鑿或尋找供水

方法，以利工程進行。 

  吳代表明宜： 

    1.要求行政室對公所所有臨時人員建立一套考核及管理制度，以

能充分調配運員用人力，提升整體工作效率。 

    2.工務課長要詳實分派各臨時人員應辦業務事項，以能有效協助

課內主辦人員，減輕課內正式課員的工作量。 

  林副主席森敏： 

    1.東北季風強常造成跳電，請工務課要求台電要清洗電線結石，

避免跳電造成危險。 

    2.請工務課要求各電信業者在東北季風較大時要出來巡視各家線



路，避免纜線掉落造成用路人安危。 

  許代表高源： 

    請主計主任和農經課長共同研議，查看公所是否有相關條例規定

可以補助農會興建公糧倉庫。 

 

 

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