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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八次定期大會議事錄 

預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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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八、主席致開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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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鄉長、張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以及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今

天是本會第 21 屆第 8次定期大會的開幕，很感謝各位踴躍出席、列席，在此表

示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意。 

本次會期有12天，主要是要審議本鄉112年度總預算暨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及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以及財政課的提案，並聽取鄉長施政總報告暨各課室工作報

告，以及對鄉政提出質詢；也請本會各位代表同仁秉持監督的責任，謹慎審查本次的預

算，最後謹祝大會成功，各位平安順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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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會議日程表。 

十一、散會：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日下午五時。  

 

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十八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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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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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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第一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長施政總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鄉公所各課室工作報告： 

行政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民政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社會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財政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工務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農經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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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幼兒園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施政報告質詢及答覆 

    質詢代表： 

    林代表榮華：有關本鄉重陽敬老津貼 90至 99 歲的鄉民，能否在公所財政

允許情況下提高津貼發放？ 

    應詢單位： 

    沈鄉長清山：本所將依貴席建議，考量整體財政狀況來研議調整是否逐年

提高津貼發放。  

   ＃錄音錄影時間:1111018 (00:27:13-00:35:08) 

九、散會：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五時。  

 

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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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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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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討論事項：鄉政綜合質詢及答覆： 

質詢代表： 

    林副主席萬固：。 

  （一）目前壯圍海邊的現況都是雜草及垃圾，近期漁民即將開始捕鰻苗，公 

所請儘速在漁民捕捉鰻苗期間前清除完竣，以利漁民作業。                                                                                                                         

（二）有關漁民設置的鰻魚寮，一整年都沒有拆除，下個月開始為捕鰻苗期 

間，卻在 8月份將鰻魚寮拆除？然後 10月份漁民又要再設置一次？造 

成漁民的不方便及經濟上的損失，公所應將本鄉漁民特殊文化背景 

及捕獲的辛勞納入考量，本席認為公所應出面輔導及爭取其權益，跟 

有關單位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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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詢單位： 

  （一）沈鄉長清山：會儘速按排時間發布新聞，並責成清潔隊聯繫第一河川 

局及林務局等相關單位，併同儘速處理。  

  （二）沈鄉長清山：林副主席所說的部份，漁民確實是非常辛苦，海岸線有 

許多管理單位，包含宜蘭縣政府、第一河川局、林務局、東北角風景 

區管理處等，故是否能夠不拆除鰻魚寮，因為涉及整體海岸線景觀，

我們會將貴席的建議轉達給有關單位，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來輔

導漁民。  

＃錄音錄影時間:1111019 (00:00:00-00:08:27) 

    質詢代表： 

    潘代表文益： 

（一）施政報告第四頁，關於變更壯圍都市計畫案件，本席認為有關壯圍 

鄉的重要發展是所有代表需要知道的，前二次的會議就有要求公所 

要將計畫送至代表會給各代表知悉進度，卻至今還未送達。 

（二）公所與代表會應建立良好的橫向溝通，有關類似高鐵案等重大 

鄉政發展進度及相關會議，應通知全體代表知悉，讓代表參與討論 

及提供建議，並可做為鄉長施政的後盾。 

    （三）另外中央路要進行側溝改善，有無進行電纜地下化？ 

應詢單位： 

（一）1.沈鄉長清山：這部份疏忽，會責成各課室主管將貴席交辦事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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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會後於今日下午儘速印製一份送交代表會。 

2.陳課長英芳：目前的書圖尚未經內政部核定，會將最近的書圖印 

製完成後於明日送交代表會。 

（二）沈鄉長清山：日後有關鄉政重大建設及發展案，公所會依貴席的建

議，通知給所有代表知悉。 

＃錄音錄影時間:1111019 (00:08:27-00:19:01)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五時。 

 

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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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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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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第三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鄉政綜合質詢及答覆： 

質詢代表： 

  林代表榮華：  

（一）近期捕捉鰻魚期間將至，沿海下游垃圾及雜草堆積，請公所儘速處

理！  

（二）有關所有通往海邊沙石道路，因近日大雨流失，請公所將該道路夯

實，以維用路人便利及安全。 

（三）有關本席建議公所要向東北角爭取鹹水游泳池，來發展本鄉的觀光

與人潮！目前進度為何？有無持續追蹤？請公所積極爭取建設。  

（四）有關大福試砲場的回饋金，目前有民眾反應，應優先使用於受影響

較鉅的地區，如東港村及大福村，請鄉長報告使用情形。 

應詢單位： 

（一）沈鄉長清山：第一時間已責成清潔隊長現勘，並聯絡林務局等有關 

單位，會在一定的期間清理，處理時間約十天，並會儘速協商管理 

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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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鄉長清山：會去現場了解情況，並先以公所道路維護開口合約廠，

去進行維護工作。 

（三）沈鄉長清山：公所有行文宜蘭縣政府及東北角風景管理處，縣府回 

函表示，將請東北角做整體規劃時納入考量，後續視規劃情形，再 

行撥用土地，我們後續會積極爭取。 

    （四）沈鄉長清山：大福試砲場的回饋金使用有其限制，嚴格來說是屬於 

專案補助計畫，地方所建議的事項有些項目無法核准，故本所的做

法係將無法核准補助項目，由公所來編列預算支應，至大福試砲場

回饋金則運用於全鄉可補助項目，以免耽誤鄉政建設時程。故地方

所需建設會有以本預算先行進行支應，大福試砲場回饋金則按審查

項目施作其他地方，來平衡及靈活使用，也請各位代表先生協助向

民眾說明。 

          ＃錄音錄影時間:1111020 (00:00:00-00:21:27) 

 

第五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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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鄉長沈清山、秘書張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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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財政課長王明華、工務課長陳英芳、

農經課長張正豊、人事管理員蔡智仁、主計主任林芳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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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旺彬  

六、紀錄：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１、主席報告：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２、秘書報告第四次會議紀錄。 

３、本日下鄉考察。 

八、下鄉考察：詳另錄。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 

■例假日  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例假日  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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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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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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第五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一案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部分第 1頁至第 44頁） 

           決  議：歲入部分二、三讀通過。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部分第 44頁至第 54 頁）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 

 

第七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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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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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李美珠請假（林組員勝達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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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第五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一案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部分第 55頁至第 83 頁）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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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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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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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第七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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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部份第 84頁至第 100 頁）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 

 

第九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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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第八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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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一案 主計類：本所 112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部份第 101 頁至第 111 頁）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 

 

第十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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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固。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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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九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一案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部份第 112 頁至第 128 頁） 

           決  議：本鄉 112 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通過 

    主席提案：本次定期大會因本鄉 112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本鄉 112 年度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及代表提案尚未審議完

畢，擬提延長會期動議，提請大會議決。 

    大會決議：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延長會期五日。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 

 

■例假日  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例假日  一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 

 

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 

詹旺彬、陳木坤、潘文益、林榮華、吳旺水、林忠孝、楊宜樺、林進凱、

林文達、林萬固、林听洲，計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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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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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旺彬。 

六、紀錄：黃自凱。 

七、報告事項： 

１、主席報告：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２、秘書報告第十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二案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  議：本鄉 112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二、三讀通

過。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 

 

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一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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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 

詹旺彬、陳木坤、潘文益、林榮華、吳旺水、林忠孝、楊宜樺、林文達、

林萬固、林听洲，計十名。 

四、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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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旺彬。 

六、紀錄：黃自凱。 

七、報告事項： 

１、主席報告：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２、秘書報告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三案  主計類：本鄉 112 年度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  議：本鄉 112 年度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二、三讀通過。 

第四案：財政類：本所委託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鄉庫契約草約案。 

決  議：請業務單位提供詳盡資料後再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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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五時。 

 

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 

詹旺彬、陳木坤、潘文益、林榮華、吳旺水、林忠孝、楊宜樺、林進凱、

林文達、林萬固、林听洲，計十一名。 

四、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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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旺彬 

六、紀錄：黃自凱 

七、報告事項： 

１、主席報告：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２、秘書報告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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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四案：財政類：本所委託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鄉庫契約草約案。 

決  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秘書宣讀本次定期會及延長會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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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各課室主管、本會林副主席及代表會所有同仁，

本次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順利審查本鄉 112 年總預算、公共造產基金

附屬單位預算及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非常感謝大家踴躍出席與列席，

在此祝福大家身體健康，感謝大家，謝謝！ 

十二、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 

 

 

紀錄：黃自凱            秘書：李美珠         主席：詹旺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