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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B01 藍信惠

礁溪路6段加油站前面(路燈編號

13277)下方前木棧道上有很多釘子脫

落，步道起伏不平，影響鄉民出入安

全，建請公所能盡速處理。

110.03.08 工務課 吳宗翰 已完成修繕。 110.03.16 14

2 110B02 吳政展

建請公所於礁溪國中至白鵝村省道及

宜5線、宜6線、宜8線暨省道191等各

大主要道路路段能加強街景燈飾佈置

，以促進全鄉觀光發展。

110.03.08 觀光所 陳慧珍
本案將視年度經費妥善規劃街道燈

飾佈置，以促進全鄉觀光發展。
110.03.15 14

3 110B03 林森枝

本鄉時潮民眾活動中心(大塭)已興建

多年，地板因樹根亂竄而隆起多有損

壞，建請公所能予整修，以保障村民

使用上的安全。

110.03.08 社會課 鍾伊婷 錄案研議辦理。 110.04.01 14

4 110B04 林漢民

本鄉時潮地區的塭底地景草蝦雕像是

本鄉重要地標之一，建請公所加強燈

飾佈置成為打卡景點，以大力行銷加

強推廣。

110.03.08 觀光所 楊詠証
本案將視經費研議規劃照明燈飾，

以吸引觀光人潮。
110.03.15 14

5 110B05 李竹村

有關武暖橋公廁興建案，建請公所於

第一次定期會前盡速籌措財源，並妥

善規劃內部設施，以期早日興建完成

，以符鄉親及遊客需求。

110.03.08 觀光所 鍾易龍

已完成武暖段697-1地號土地過戶，

刻正請廠商規劃向環保署爭取公廁

補助。

110.03.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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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0B06 藍信惠

本鄉猴洞溪風景區遊客眾多，常有大

型車輛使用導航器誤入集會廟情事造

成交通堵塞，建請公所於白石腳路增

設明確路標及指示牌。

110.03.08 觀光所 鍾易龍
已請廠商儘速規劃於適當地點設置

牌面及報價。
110.03.11 14

7 110B07 游見璋

為顧及鄉民及觀光客行的安全，建請

鄉公所能將中山路(礁溪分局路口)至

德陽路口改鋪設柏油路。

110.04.12 工務課 吳宗翰 已改善完成。 110.04.14 14

8 110B08 張素雲

為提升全民運動風氣，建請鄉公所能

向中央爭取補助款設立國民運動體育

中心。

110.04.12 社會課 胡正偉

本案以110年5月18日礁鄉社字第

1100006898號函復。本案所指用地

(協天段744地號)需依「國有不動產

撥用要點」等規定辦理有償撥用事

宜，案地目前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為1

億8千413萬9,200元(有償撥用所需

經費)，本案將視財政狀況納入研議

辦理。

110.05.18 14

9 110B09 張景程

建請公所能盡速積極辦理開蘭路兩側

人行道改善工程，以符鄉親使用需

求。

110.04.12 工務課 吳嘉華
本所將錄案辦理，並已納入第一次

追加預算。
110.04.19 14

10 110B10 簡阿忠
本鄉代表會辦公廳舍欄杆油漆生鏽剝

落，建請公所協助處理維護。
110.04.12 行政室 林玫瑩

查鄉民代表會與本所每年各編列有

辦公廳舍自行修繕維護費在案，故

本所仍建請貴會依循援例辦理，倘

貴會如有執行預算數不足，本所與

貴會再行籌措。

110.04.15 14

11 110B11 李竹村

本鄉東西十路，南北十一路車禍頻傳

，建請公所增設交通警示標誌，以加

強鄉親用路安全。

110.03.25 工務課 陳世儒 錄案辦理。 110.04.13 14



12 110B12 藍信惠

建請鄉公所能向上級機關爭取將上

{宜四匝道交流道}往大竹圍方向農路

截彎取直，並改善{宜四匝道交流道}

六米農路，方便農民耕作需求及出入

需求。

110.07.26 工務課 林國長

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一新建工程

處110年8月16日函復，據以施作完

成，農民耕作及出入需求於案內妥

為考量，應無實需。

110.08.09 14

13 110B13 吳政展

為提升全民運動風氣及鄉民行的安全

，建請鄉公所能將三民濕地之防汛步

道延伸至林美村水尾橋堤防全面鋪設

柏油路。

110.07.26 觀光所 鍾易龍

1.宜蘭縣政府110年8月16日函復評

估林美溪水防道路現況供防汛、搶

險車輛使用尚無虞，後續將持續追

蹤觀察，並視防汛需求據以改善。

2.未來本所將視預算充足時再研議

辦理。

110.08.04 14

14 110B14 李竹村

建請鄉公所對本鄉學子參加全國性運

動會比賽獲得殊榮時，提供獎勵(單

位及個人)，以茲鼓勵其辛勞。

110.07.26 社會課 胡正偉

本案以110年8月12日礁鄉社字第

1100011983號函復並納入111年度總

預算內。

110.08.12 14

15 110B15 李竹村

二結地區目前規劃施設自來水工程，

建請公所盡速協調相關單位辦理地方

座談會，以說明工程內容並廣納地方

鄉親意見。

110.07.26 工務課 黃馨慧

自來水公司第八區管理處於110年6

月11日台水八工字第1100004080號

函說明，預計於鑿探完竣地層圖及

抽水試驗報告，俾憑判斷影響該區

域民生與農灌用水範疇，再召開地

方說明會釋疑。

110.08.02 14

16 110B16 林森枝

建請公所行文縣政府協調行駛高速公

路各客運業者，於本鄉191線側車道

之共乘處設置上下車停靠站，以方便

鄉民乘車方便。

110.07.26 觀光所 陳慧珍

宜蘭縣政府交通處110年8月6日函轉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北區監理所，該

單位函轉4家客運業者，請其研議如

有設站需求，請依監理程序提出申

請。

110.08.06 14



17 110B17 張素雲

建請公所舉辦之語文競賽增加英文朗

讀比賽項目，以加強學生英文教育與

國際接軌。

110.07.26 社會課 吳莉芸

本案以110年8月17日礁鄉社字第

1100012982號函復。本所業於110年

8月4日以礁鄉社字第1100011982號

函請縣府於年度宜蘭縣語文競賽中

新增英文朗讀比賽項目。並納入111

年度總預算辦理鄉級競賽。

110.08.17 14

18 110B18 張素雲
建請公所積極籌辦數位機會中心，以

符未來數位時代潮流所需。
110.07.26 圖書類 賴韻如

本所後續俟教育部提出相關計

畫，擬協助輔導鄉內社區申

請。

110.08.03 14

19 110B19 林漢民
建請公所放寬自來水幹管修復規定，

以利鄉親爭取裝設自來水管路。
110.07.26 工務課 游永昌

本所業已配合自來水公司第八區管

理處，同意申挖埋設自來水幹管後

，路面以刨鋪2.2米寬度修復。

110.07.30 14

20 110B20 藍信惠

建請公所於社福大樓預定地旁之空地

施設社區休閒運動公園，以利鄉親運

動散步活動之用。

110.07.26 社會課 胡正偉

本案以110年8月13日礁鄉社字第

1100011980號函復。本案所指用地

(協天段744地號)需依「國有不動產

撥用要點」等規定辦理有償撥用事

宜，案地目前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為1

億8千413萬9,200元(有償撥用所需

經費)，本案將視財政狀況納入研議

辦理。

110.08.13 14

21 110B21 張素雲

為方便鄉親停車需求，建請公所轉請

縣政府施作之礁溪國小地下停車場，

日後提供鄉親停車優惠及相關回饋機

制，以挹注本鄉財政。

110.07.26 工務課 林佳杰
本案縣府於110年8月13日函復(府交

停字第110012587號)錄案研議。
110.08.04 14

22 110B22 張素雲

建請公所於化龍街(和平路段)往41-

59號間施設排水溝，以防該區域淹

水。

110.09.09 工務課 林育慶

本案已納入「化龍街礁溪國小後方

計畫道路拓寬工程」內發包改善，

現預算書圖審查中。

110.09.22 14



23 110B23 藍信惠

德陽村人口數太多，為方便公務傳達

，建請鄉公所轉陳上級機關研議將德

陽村分成二個村。

110.09.09 民政課 洪淑惠 本所錄案，賡續辦理。 110.09.15 14

24 110B24 李竹村
建請公所改善南北十二路往壯圍路段

之路面，以方便鄉民通行。
110.09.10 工務課 林國長

本案110年9月23日轉請縣府協助補

助，110年9月30日函覆，目前鋪面

現況尚屬勘用，本案已先行錄案俟

經費研議。

110.09.10 14

25 110B25 李竹村

建請公所改善本鄉鄉立幼兒園右方

150公尺之道路路面，並協調相關單

位將水溝加蓋，以方便接送孩童。

110.09.10 工務課 林育慶 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後研議。 110.09.28 14

26 110B26 張景程
建請公所轉陳縣政府儘速完成龍潭地

區汙水管路工程，以符民眾需求。
110.09.10 工務課 游永昌

經查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工程於106

年3月開始興建施作，並於108年底

陸續建置完成，目前該區污水下水

道用戶接管率達70%，縣府將依興建

計畫期程及住戶意願持去辦理該區

汙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

110.09.24 14

27 110B27 李竹村
建請本鄉鄉立幼兒園加強防疫管制，

以落實防疫保護師生安全。
110.09.10 幼兒園 葉春香

本案業以110年9月16日礁鄉幼字字

第1100015469號函復貴會，本園防

疫措施係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及宜蘭縣政府相關防疫指引辦理，

並配合疫情滾動式調整修正。

110.09.16 14

28 110B28 張素雲

本鄉鄰長所居住宅指示牌褪色模糊已

不堪使用，建請公所能修繕或更新，

以方便民眾洽公。

110.09.10 民政課 洪淑惠
本所於年初即已規劃並編列111年預

算，俟貴會同意後，據以辦理。
110.09.15 14



29 110B29 游見璋

本鄉湯圍溝公園目前縣政府正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招商中

，建請公所積極向縣政府爭取相關縣

府在本鄉委外經營收入回饋金，以挹

注本鄉財政。

110.09.10 財政課 謝幼偉

宜蘭縣政府110年9月16日府旅商字

第1100152493號函復，湯圍溝溫泉

公園ROT+OT案刻正辦理可行性評估

作業，將於招商前，洽本所研議權

利金分潤事宜，本所將積極爭取。

110.09.15 14

30 110B30 李竹村

為體恤農民耕作辛勞及鼓勵耕地綠化

，建請公所研議補助農民田菁種子費

用。

110.11.11 農經課 江玉璇
本所將研議111年度規劃田菁種子補

助計畫。
110.11.24 14

31 110B31 游見璋

為使本鄉幼兒教育能向下扎根，建請

公所鄉立幼兒園大、中班班級能每周

三天增加外語學習課程，以增加學童

外語能力接軌國際。

110.11.11 幼兒園 李如萍

本所刻正釐清與了解相關法令規範

，俟研議有具體方案結果後，再另

行函復貴會。

110.11.30 14

32 110B32 游見璋

有關本鄉鄰長事務補助費，建請公所

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規定比

照村長核銷方式辦理。

110.11.11 民政課 洪淑惠

依據內政部函復，查鄰長服務費與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性質有別，爰

其經費核銷方式無從比照辦理。有

關鄰長為民服務費1案，仍請依內政

部94年4月12日內授中民字第

0940722913號函(諒達)檢送之「研

商鄰長為民服務作業費(工作協助

費)核銷案會議紀錄」決議所示，以

檢據核銷方式辦理。

110.12.22 14

33 110B33 李竹村

檢請公所研擬廚餘回收人力及場地相

關配套措施，以因應非洲豬瘟本鄉廚

餘去化問題。

110.11.11 清潔隊 沈彥伶

本案將請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協

助用地取得，並徵詢關意見，作為

本鄉有機廢棄物處理廠建置之參

考。

110.11.22 14



34 110B34 莊漢銘

龍潭湖風景區為本鄉重要觀光景點，

建請公所協調自來水管路工程施工單

位，盡速完成漳福路等區域之路面鋪

設，以保障遊客及鄉民用路安全。

110.11.11 工務課 黃馨慧
辦理協調會議，以保障遊客及鄉民

用路安全。
110.11.23 14

35 110B35 莊漢銘

本鄉匏崙村已完成自來水管路工程，

建請公所盡速完成路面鋪面，以保障

行人用路安全。

110.11.11 工務課 林國長

本案(匏崙村)署自來水公司延管工

程施工案，路面鋪設修復部分為管

線挖掘申請單位，應完成事項，本

所將督促該公司儘速完成。

110.12.02 14

36 110B36 張素雲

建請公所轉陳中央單位儘速鐵路高架

化，以解決目前本鄉市區交通壅塞及

瓶頸的問題，並維護鄉民用路安全。

110.11.12 工務課 劉建緯 建請宜蘭縣政府錄案辦理。 110.12.13 14

37 110B37 林森枝

建請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於中山路及興

農路路口增設交通號誌燈，以加強管

制道路交通，維護民眾通行安全。

110.11.12 工務課 林佳杰 建請宜蘭縣政府錄案辦理。 110.11.22 14

38 110B38 張素雲

跑馬古道路徑樹枝葉雜生並常有落

石、爛泥巴，影響路燈照明及通行，

建請公所轉請關單位不定期派員修剪

加強維護環境整潔，以利居民、遊客

觀光休閒遊憩品質及安全。

110.12.16 觀光所 陳慧珍

本案部分路段由本所工務課依相關

權責辦理遮蔽路燈之樹木修剪及相

關路面安全清理，惟屬羅東林區管

理處管轄之範圍，則請該處依權責

辦理。

110.12.24 14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