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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六次臨時會議事程序表 

一、大會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  國歌。 

五、向  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致開會詞。 

七、長官致詞。 

八、來賓致詞。 

九、預備會議。 

1、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代表出席人數 

2、討論事項： 

決定議事日程表 

十、討論事項： 

1、鄉公所提案  

2、代表提案。 

3、人民請願。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秘書報告本次大會會議紀錄。 

十三、主席致閉會詞。 

十四、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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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六次臨時會議事錄 

預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八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杉、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請假）隊員黃銘藝代理、圖書館管理員吳

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八、主席致開會詞： 

今天是本會第 21 屆第 6次臨時會的開幕，很感謝各位踴躍出席、列席，

尤其是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病毒肆虐，看到大家噴酒精、戴

口罩來開會，基本上除了是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其實更是為了保護你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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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健康。本人在此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謝謝大家的配合。 

這 3天臨時會會期主要是要審查公所清潔隊的 5個墊付案，以及民政 

課『生命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5次修正案』等。本席在此除了祝大

會成功，也期盼疫情早日趨於緩和並得到控制！更要祝福與會大家~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 

九、預備會議： 

主席報告：本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決定本次會議日程表。 

十、第一次會議：（同日上午十時）。 

十一、討論事項：決定本次會議日程表。 

十二、散會：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八日下午五時。  

 

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九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杉、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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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一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公所提案： 

第一案：清潔類（109 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決議：同意墊付。 

第二案：清潔類（環保志工中隊服務績效考評）。 

      決議：同意墊付。 

第三案：清潔類（環境清潔考核執行績效獎勵金）。 

      決議：同意墊付。 

第四案：清潔類（109 年度加強街道揚塵洗掃補助款）。 

      決議：同意墊付。 

第五案：清潔類（村里節電大車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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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同意墊付。   

九、散會：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九日下午五時。  

 

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十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杉、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二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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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公所提案： 

第六案：民政類（宜蘭縣壯圍鄉生命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5次修正

案）。 

決議：三讀通過。 

代表提案： 

第一案：農經、工務類（蘭陽溪北岸河口，近年來因冬山河口改道，嚴重

沖刷蘭陽溪北岸，嚴重影響東港村防汛安全）。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工務類（高鐵延伸至宜蘭縣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秘書宣讀本次臨時會紀錄（秘書宣讀經出席代表無異議認可）。 

十一、主席致閉會詞： 

        沈鄉長、張秘書、公所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非常感謝本次第 21屆第

6次臨時會，大家都能踴躍出席及列席，本次會期審議 5件墊付案、1件自

治條例修正案及 2件代表提案，非常感謝代表同仁認真的監督，秉持我們

的責任，為人民做出貢獻，敬祝大家健康快樂！謝謝。 

十二、散會：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十日下午五時。 

主席：詹旺彬         秘書：李美珠         紀錄：黃自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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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 

第二十一屆第六次臨時會建決議案 

一、鄉公所提案： 

編號第 1 號：清潔類       提案人：壯圍鄉公所 

來文字號：109 年 02 月 04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1165 號 

案提：本所辦理「109 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畫」獲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

助經費計新台幣 91 萬 2,130 元整，本款項將納入 109 年度第 1次追

加預算辦理，在未完成法定預算程序前，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 提

請大會審議。 

說明：依據壯圍鄉公所 109年 02月 04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1165 號函辦理。 

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同意墊付。 

 

編號第 2 號：清潔類       提案人：壯圍鄉公所 

來文字號：109 年 02 月 06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1298 號 

案提：本鄉獲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8 年 1月至 108 年 11 月環保志工

中隊服務績效考評」獎勵金 2萬元整，將列入 109 年度第 1次追加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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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辦理，在未完成法定預算程序前，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 提請

大會審議。 

說明：依據壯圍鄉公所 109 年 02 月 06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1298 號函辦理。 

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同意墊付。 

 

編號第 3 號：清潔類       提案人：壯圍鄉公所 

來文字號：109 年 02 月 13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1598 號 

案提：本所獲宜蘭縣政府 108 年下半年環境清潔考核執行績效獎勵金 17萬

8,100 元整，擬列入 109 年度第 1次追加預算辦理，在未完成法定預

算程序前，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 提請大會審議。 

說明：依據壯圍鄉公所 109 年 02 月 13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1598 號函辦理。 

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同意墊付。 

 

編號第 4 號：清潔類       提案人：壯圍鄉公所 

來文字號：109 年 03 月 04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23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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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本所獲宜蘭縣政府 109 年度加強街道揚塵洗掃（含機具購買）計畫補

助款 21 萬 1,000 元整，本所配合款 21 萬 1,000 元，合計 42 萬 2,000

元及 109 年空氣品質淨化區經營維護管理計畫補助款 26萬 7,000

元，本所配合款 26萬 7,000 元，合計 53萬 4,000 元，共計95萬 6,000

元整，擬列入 109 年度第 1次追加預算辦理，在未完成法定預算程序

前，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 提請大會審議。 

說明：依據壯圍鄉公所 109 年 03 月 04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2399 號函辦理。 

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同意墊付。 

 

編號第 5 號：清潔類       提案人：壯圍鄉公所 

來文字號：109 年 03 月 16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2924 號 

案提：本所辦理「村里節電大車拼活動方案-宜蘭縣獲獎村里獎勵金及衍生

行政費執行計畫」及「宜蘭縣鄉鎮市節電行動-競賽計畫獎勵金運用

執行計畫」，分別獲得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新台幣 25 萬 9,518

元及 40 萬元整，本款項將擬列入 109 年度第 1次追加預算辦理，在

未完成法定預算程序前，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 提請大會審議。 

說明：依據壯圍鄉公所 109 年 03 月 16 日壯鄉清字第 1090002924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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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同意墊付。 

 

編號第 6 號：清潔類       提案人：壯圍鄉公所 

來文字號：109 年 03 月 30 日壯鄉民字第 1090003483 號 

案提：檢送「宜蘭縣壯圍鄉生命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5次修正條文

對照表乙份，請貴會惠予審查。 

說明：依據壯圍鄉公所 109 年 03 月 30 日壯鄉民字第 1090003483 號函辦理。 

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三讀通過。 

二、代表提案： 

編號第 1 號：農經、工務類       提案人：林代表忠孝 

附署人：詹主席旺彬、林副主席萬固、吳代表旺水、陳代表木坤、林代表

榮華、楊代表宜樺、潘代表文益、林代表進凱、林代表文達、林

代表听洲。 

案提：蘭陽溪北岸河口，近年來因冬山河口改道，嚴重沖刷蘭陽溪北岸，嚴

重影響東港村防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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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蘭陽溪北岸河口，近年來因冬山河河口改道向北流匯入蘭陽溪，

水流直接嚴重沖刷蘭陽溪北岸，導致北岸嚴重侵蝕，影響東港村

防汛安全。 

（二）建議河川局將現在疏濬工程的泥砂回填宜蘭河及蘭陽溪口北岸

高灘地， 現為農業處託管水鳥保護區（東港榕樹公園至出海

口間），新回填區域可作為汛期緩衝區，以維護東港村人民生

活安全。 

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第 2 號：清潔類       提案人：潘代表文益 

附署人：詹主席旺彬、林副主席萬固、吳代表旺水、陳代表木坤、林代表

榮華、楊代表宜樺、林代表忠孝、林代表進凱、林代表文達、林

代表听洲。 

案提：有關中央政府政策「高鐵延伸至宜蘭縣乙案」提請大會審議。 

說明：（一）請公所積極爭取設置於本鄉。 

（二）本鄉均無工商業，若高鐵設於本鄉必可促進本鄉經濟發展。 

（三）本鄉土地大部份均尚未開發，建設上應較無困難是項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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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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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六次臨時會建決議案統計表 

提案統計表                         決議案統計表 

     提案別 

類別 
代表 

提案 

鄉公

所 

提案 

合計 

 

照案 

通過 

三讀

通過 

同意 

墊付 
保留 合計 

民政類  1 1   1     1 

工務類 1  1  1      1 

農經、工務類 1  1  1    1 

清潔類  5 5     5     5 

                   

                     

         
 

          

    
 

      

                                    

總計 2 6 8 

 

2 1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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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六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04 月 08 日 04 月 09 日 04 月 10 日 
            日期 

            星期 

時間  議程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 

報到 
第二次會議 第三次會議 

開幕典禮 

主席報告 

預備會議 

上午 

09：00－12：00 

第一次會議 

  

審查公所提案 討論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及臨時動議 
下午 

14：00－17：00 
審查公所提案 審查公所提案 

散會 

備註 
一、如有提案請於開議前三日將提案逕送本會彙集。 

二、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議事情形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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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六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04 月 08 日 04 月 09 日 04 月 10 日 
            日期 

            星期 

時間  議程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 

報到 
第二次會議 第三次會議 

開幕典禮 

主席報告 

預備會議 

上午 

09：00－12：00 

第一次會議 

  

審查公所提案 討論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及臨時動議 
下午 

14：00－17：00 
審查公所提案 審查公所提案 

散會 

備註 
一、如有提案請於開議前三日將提案逕送本會彙集。 

二、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議事情形調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