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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姓

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承辦人員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辦理

天數

(限辦

天數)

備註

1 張永德

礁溪路七段進入礁溪市區方向(含二成

高速公路橋下起)約200公尺範圍行道

樹原植楓香，不夠美觀影響市容景觀

，建請公所轉請公路局第四區工程處

更換樹種。

107.01.02 農經課 陳慧珍
107年1月8日礁鄉農字第1070000093號函

請公路局第四區工程處卓處。
107.01.08 14

2 游三郎

為顧及本鄉鄉親福利，建請公所加強

管理溫泉游泳池，在鄉政財源不匱乏

情形下，在本屆任期內不委外經營，

也不要再有去年年底臨時公告停止營

運之情事。

107.02.09 財政課 顏旻慧

107年2月13日礁鄉財字第1070002398號

函復：「本鄉公共造產溫泉游泳池目前

營運正常，若遇緊急狀況或例假日，溫

泉游泳池將隨時公告；若無特殊狀況，

溫泉游泳池將於3日前公告，以避免無

謂困擾。」

107.02.13 14

3 游三郎

端午節龍舟競渡活動將近，為彰顯對

地方傳統文化的重視，建請公所加強

輔導及協調社區擴大辦理，在規劃、

人力、經費等方面能予協助，並能結

合觀光加強行銷。

107.03.30 民政課 江蕙朱

107年4月3日礁鄉民字第1070005119號函

復：「一、二龍社區發展協會為縣府登

錄在案之傳統礁溪二龍競渡保存團體。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

維護工作。二、107年為220周年，目前

社區發展協會刻正討論擴大辦理內容，

本所當盡全力協助。」

107.04.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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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永德

縣管龍潭湖風景區，環湖道路出入口

目前為連續假日有保全管制，星期六

日皆無。目前很多遊客、在地業者都

反映，希望縣府工商旅遊處能六日派

員管制，並管制入環湖車輛，對遊客

安全能更保障，環境更好，對我們觀

光發展品質更好。

107.03.30 觀光所 鍾易龍
107年4月9日礁鄉觀字第1070004854號函

請縣府增派人力管制出入車輛。
107.04.09 14

5 藍信惠
大義路路面破損不堪須加速加封柏油

以利人車通行。
107.06.06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6月13日礁鄉工字第1070008564號

函復：「該路權屬宜蘭縣政府，本所已

於107年3月5日礁鄉工字第1070003102號

函請縣府能辦理路面重新鋪設柏油，縣

府預計於本年6月改善完成。」

107.06.13 14

6 藍信惠
大義村中山路1段42巷對路須附掛反

射鏡，以利巷口村民出入安全。
107.06.06 工務課 林智涵

107年6月13日礁鄉工字第1070008563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
107.06.13 14

7 藍信惠

玉石村忠孝路一巷湯圍溪北邊堤防，

盼公部門能爭取政府補助，約五百公

尺小徑改以小步道階梯式，配合下游

景觀，讓這條溪變成一個漂亮景點，

讓鄉民及觀光客散步的好地方，也連

得上跑馬古道的好去處。

107.06.06 觀光所 鍾易龍

107年6月21日礁鄉觀字第1070008560號

開會通知單：「107年6月28日上午10時

會勘」。

107年7月2日礁鄉觀字第1070010040號函

宋會勘紀錄：俟渠道改善後再行研商步

道之可行性。

107.07.02 14

8 張永德
建請公所於匏崙村開成寺堤防沿岸道

路增設五盞路燈。
107.06.06 工務課 林智涵

107年6月27日礁鄉工字第1070008565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
107.06.27 14

9 張永德

建請公所於所屬之單位全面汰換成LE

D燈，以達成政府提倡節能減碳之目

的。

107.06.06 行政室 林玫瑩

107年6月20日礁鄉行字第1070008567號

函復：「查本所及所屬機關辦公廳舍已

大部分汰換為LED燈管，惟路燈及辦公

廳舍未汰換部分，將逐年編算改善。」

107.07.24 14



10 吳秋玟

適逢龍潭村雨水下水道施作工程並因

應自來水普及化，建請公所不收道路

修補費配合相關工程施作。

107.06.06 工務課 邱翊偉
107年6月11日函復：「本所同意配合不

收取路修費。」
107.06.11 14

11 張永德

本鄉礁溪國中旁河堤防汛道路(忠民橋

至三民橋)，傍晚運動人口眾多，建請

公所轉請宜蘭縣政府增設夜間景觀照

明，以利民眾休閒。

107.06.06 工務課 林智涵
107年6月12日礁鄉工字第1070008562號

函轉宜蘭縣政府卓處。
107.06.12 14

12 張永德

本鄉為台灣十大觀光小城，建議公所

可在飯店、旅館商圈附近選擇適當地

面區域，由企業加以形象標籤做有效

企業認養，以挹注本鄉路燈、道路或

景觀維護等經費充裕鄉庫財源。

107.06.06 觀光所 黃家盈

107年6月11日礁鄉觀字第1070008561號

函復：「已有業者加入本鄉路燈認養計

畫，本所將持續研議可行方案，廣邀各

界共同參與。」

107.06.11 14

13 藍信惠

德陽路9號咖啡路口附近，多處石塊

路面下陷，影響行車安全，請公所派

員勘查卓處。

107.07.26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9月10日礁鄉工字第1070013928號

函復：「檢送會勘記錄一份。」
107.09.10 14

14 張永德

本鄉白雲村份尾二路85巷約100公尺、

白雲村份尾二路85巷11弄約70公尺暨

玉石村4鄰54號前約100公尺，亟待鋪

設柏油，以利人車通行。

107.07.30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8月20日礁鄉工字第1070012726號

函復：「本所錄案改善。」
107.08.20 14

15 游三郎

為使選舉更加公平，建請公所轉請中

央修改選罷法，取消政黨補助款及候

選人補助款。

107.07.30 民政課 洪淑惠

107年8月1日礁鄉民字第1070011614號函

轉縣選委會，建請修改選罷法，取消政

黨補助款及候選人補助款。

107.08.01 14

16 林森枝

建請公所轉陳縣政府農業處放寬休耕

補助管制，農民二期休耕未獲補助，

至少退而求其次，在二期休耕種植田

菁(綠肥)應予補助，以彌補農民損失

。

107.07.30 農經課 曹智勇

107年8月2日礁鄉農字第1070011615號函

復：「本案所提土地為因符合「對地綠

色環境給付計畫」基期年認定基準之農

地，以致無法申請種植綠肥及生產環境

維護措施。

107.08.02 14



17 林森枝

建請公所編列每位鄰長每月工作協助

費新台幣1000元，以慰勉鄰長協助發

放公文及通知單等事務辛勞。

107.09.07 民政課 洪淑惠
107年9月19日函復：「本所將視財政狀

況研議辦理。」
107.09.19 14

18 藍信惠

本鄉德陽路62及66巷路口道路狹小，

車輛及用路人眾多，建請裝設兩面反

射鏡，以利人車安全。

107.09.07 工務課 邱翊偉
107年9月17日礁鄉工字第1070014418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
107.09.17 14

19 游見璋

鄉公所及六結社區多年來長期洽用桂

仔林廣場辦理活動，造成廣場破損，

建請公所能予修護以方便宗親辦理相

關活動繼續使用。

107.09.07 社會課 童芳婷
107年10月2日礁鄉社字第1070013902號

函復：「本所錄案研議，以符法制。」
107.10.02 14

20 藍信惠

六結村(路)51巷路中段約一百公尺路

面破損龜裂，須加封柏油填平，以利

行人出入安全。

107.09.07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9月20日礁鄉工字第1070014669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鋪設改善。」
107.09.20 14

21 藍信惠

德陽村仁愛路152巷約40公尺長路面嚴

重破損，因社區大樓住戶出入人車較

多，建請公所盡速加封柏油以利人車

通行。

107.09.07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9月13日礁鄉工字第1070013907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鋪設改善。」
107.09.13 14

22 游三郎
白鵝村90之8號對面道路路面嚴重龜

裂，亟待鋪設柏油以利人車通行。
107.09.07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9月20日礁鄉工字第1070014668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鋪設改善。」
107.09.20 14

23 游三郎

玉光村瑪璘路130之18號社區前後門道

路，亟待增設反射鏡以維人車出入安

全。

107.09.07 工務課 邱翊偉
107年9月17日礁鄉工字第1070014426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鋪設改善。」
107.09.17 14

24 莊漢銘

早期開蘭路有一狹窄處未拓寬，建請

公所盡速辦理該路段拓寬工程，以改

善當地交通。

107.09.07 工務課 吳嘉華

107年9月13日礁鄉工字第1070014236號

函復：「旨揭路段已取得水利會同意，

局部拓寬道路使用目前細部設計中。」

107.09.13 14

25 張永德

玉光村瑪璘路3鄰27號前亟待補鋪柏

油；玉光村瑪璘路11鄰122號旁之四米

道路約80公尺加鋪柏油，以利人車通

107.09.11 工務課 林育慶
107年9月20日礁鄉工字第1070014670號

函復：「本所錄案辦理鋪設改善。」
107.09.20 14



26 林森枝

有關農舍興建，中央與地方規定不一

且權劃分不清，易引起民怨，建請公

所於職權範圍應予妥處，以維護農民

權益。

107.11.07 農經課 曹智勇

107年11月23日礁鄉農字第1070018346號

函復：「經查依據宜蘭縣政府農舍申請

人資格及農舍建築審查辦法，農舍興建

應向宜蘭縣政府提出興建農舍資格申請

，並非本所權責範圍。

107.11.23 14

27 林森枝

建請公所各課室伺候在辦理鄉民各項

補助，在撥付時能載明補助款的細目

，以避免造成鄉民困擾。

107.12.13 農經課 曹智勇

107年12月21日礁鄉農字第1070019825號

函轉礁溪鄉農會，建請擴充系統備註欄

位字串限制，以利本所撥付補助款時能

載明補助款細目。

107.12.21 14

28 藍信惠

本鄉中山路一段、二段停車格及機車

格白線大部分有脫落不明顯，建請公

所重新劃設。

107.12.13 工務課 焦尚慧
108年1月29日礁溪工字第1070019371號

函復：「已補繪完成。」
108.01.09 14

29 藍信惠

1.本年度溫泉季踩街活動只限健康路

溫泉區範圍，建請明年度擴及舊街市

區，以增加民眾對活動的參與度。

2.建請公所針對湯圍溪上游500公尺的

範圍能繼續加強綠化，以改善鄉內休

閒環境。

107.12.13
觀光所

工務課

黃家盈

余佳蒨

107年12月18日礁鄉觀字第1070019372號

函復：「本所與縣府將評估交通車流狀

況及活動整體規劃方向，納入108年活

動研議。」

107年12月28日礁鄉農字第1070020302號

函復：「本所將加強湯圍溪上游野溪雜

草清除。」

107.12.28 14

30 游三郎

建請公所團隊伺候莫因事情困難而不

作為，也不要因事情微小而不重視，

應持續為鄉政進步發展而努力。

107.12.14 行政室 羅偲芸

107年12月18日礁鄉行字第1070019391號

函復：「本所將責成各課室同仁恪盡職

守、戮力從公，在貴會監督與指導下，

積極回應民眾需求，不得推諉塞責，以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俾利鄉政業務落實

及推展。

107.12.18 14



31 吳朝煌
建請公所在協天廟前畫設紅線，以解

決當地交通壅塞情形。
107.12.14 工務課 焦尚慧

107年12月19日礁溪工字第1070019392號

開會通知：12月24日上午11點會勘。

108年1月3日礁鄉工字第1080000143號函

復：「檢送會勘記錄一份，本所將於出

入口畫設禁止臨時停車線。」

108.01.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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