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列管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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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B01 游見璋

建請公所轉請縣府管理九號咖啡及森

林風呂營業收入提撥50%回饋本鄉，

以裕鄉庫收入。

(21-1臨時會提案)

108.03.07 財政類 謝幼緯

108年3月8日礁鄉財字第1080003542號函

請縣府酌允考量就營運部分，提撥營業

收入金額50%回饋本鄉。

108年9月9日府旅管字第1080145480號函

復，查本處經管之景點非屬嫌惡設施，

且本府投入之維管成本遠大於收入，爰

貴所所請，實難予以同意。

108.9.12

2 108B02 游見璋

建請公所清潔獎金發放，比照宜蘭市

公所及羅東鎮公所清潔獎金，以體恤

清潔隊辛勞。

(21-1臨時會提案)

108.03.07 環保類 沈彥伶

本所清潔工作獎金調升至8,000元(內勤5,6

00元)，將納入本所第一次追加預算，經

貴會審查同意後，於次月開始調整。

108.03.18

3 108B03 林漢民

191甲線茅埔路段路燈高度及照明光線

等不一，影響附近居民行的安全，建

請公所盡速統一整頓。

(21-1臨時會提案)

108.03.07 工務課 林智涵 本所將分區段改善辦理。 108.04.03

4 108B04 吳志文

為提倡鄉民運動風氣，建請公所能在

忠民橋河堤邊增設運動器具，以利鄉

民使用。

(21-1臨時會提案)

108.03.07 社會類 胡正偉

108年4月2日礁鄉社字第1080003544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於108年4月11日派員辦理實

地會勘並研議相關事宜。

108.04.19

108年度礁溪鄉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全年)



5 108B05 吳政展

為鄉民行的安全，建請公所能在忠民

橋至三民橋間之河堤邊(三民村)增加

照明設備。

(21-1臨時會提案)

108.03.07 觀光類 鍾易龍

本所已完成忠民橋至三民橋(得子口溪左

岸)景觀燈具，可延長在地民眾休閒運動

時間，後續將視民眾實際使用頻率情形

在於得子口溪右岸設置燈具。

108.03.18

6 108B06 李竹村

1.建請公所將石板橋納入年度街景布

置範圍。

2.瑪僯重劃區東西十路範圍砌石擋土

牆損壞，建請公所派員會勘並以改善

。

(21-1臨時會臨時動議)

108.03.07
觀光類

工務類

鍾易龍

林育慶

1.視年度預算情形，研議納入整體佈置，

再依場地現況調整佈置內容及範圍。

2.本案施工修復範圍將涉及私人土地，俟

本所取得私人土地同意書後研議。

108.03.29

7 108B07 林森枝

礁溪為觀光小城遊客眾多，建請公所

建置常態性觀光夜市，以繁榮地方經

濟。

(21-1臨時會臨時動議)

108.03.07 農經類 陳明新 錄案研議辦理。 108.09.19

8 108B08 藍信惠

本鄉為十大觀光小城，各項觀光資源

豐富，建請公所加強行銷礁溪，以增

加地方商機。

(21-1臨時會臨時動議)

108.03.07 觀光類 黃家盈

本所將透過社群媒體及自媒體等網紅與

部落客的行銷爆發力，廣泛分享礁溪印

象及特色文化，以訊息推播及雙向互動

等多樣化、普及化之模式，打亮礁溪知

名度。另結合觀光業者及鄉內社區的力

量，公私合作推出旅遊加值方案。

108.03.14

9 108B09 簡阿忠

建請公所轉請縣府加強龍潭湖及五峰

旗風景區攤販整頓；另林美石磐步道

景區攤販亦應加以美化整頓。

(21-1臨時會臨時動議)

108.03.07 農經類 陳明新

有關龍潭湖及五峰旗風景區攤販整頓，

已於108年3月11日函請縣府卓處。另林美

石磐步道景區攤販美化整頓將錄案研議

辦理。

108.03.14



10 108B10 莊漢銘

本鄉龍潭村三皇路及漳福路地段影響

附近居民行的安全，建請台灣電力公

司線路能全面配合地下化。

(21-2臨時會提案)

108.04.08 工務課 游永昌 108年4月9日函請各相關單位辦理會勘。 108.04.09

11 108B11 莊漢銘

為改善吳沙村民生活環境建設需要，

建請鄉公所能將其納入「櫻花陵園回

饋金補助範圍」辦理。

(21-2臨時會提案)

108.04.08 社會課 胡正偉
本所照案辦理，並自109年度納入，其額

度為30萬元(資本門)。
108.04.24

12 108B12 吳政展

本鄉台九線往宜五線(縱線)叉路因大

型車輛過往頻繁，常造成附近路段居

民行的安全，建請鄉公所能全面檢討

如何處理，以便還給居民行的安全。

(21-2臨時會提案)

108.04.08 工務類 簡芷頤

108年4月19日會勘結果，台九線南下進入

5-

1線排水溝護欄凸出，造成車輛轉彎駛入

弧度過大，又因路口狹窄車輛轉入常進

入停止線範圍，請宜蘭縣政府交通處研

議調整停止線劃設位置及此路口改善方

108.04.19

13 108B13 林漢民

玉田國小附近雜草叢生以致蚊蟲眾多

，建請公所轉請縣府改善周圍環境，

並增設遊樂設施，以提升學童學習環

境。

108.05.20 社會類 李毓怡

108年5月29日礁鄉社字第1080007823號函

，轉請宜蘭縣政府改善周圍環境，並增

設遊樂設施。

108.05.29

14 108B14 游見璋

為能善於空間運用及增加鄉民活動需

要，建請將德陽舊路明德訓練班部分

空間作為德陽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21-1定期會提案)

108.05.20 社會類 童芳婷

108年5月29日礁鄉社字第1080007826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將舊明德訓練班部分空間

撥予德陽社區發展協會使用。

108.05.29

15 108B15 藍信惠

中山路2段18號前(川湯溫泉酒店)道路

已被違法占用，為還給鄉民行的安全

，請盡速處理。

(21-1定期會提案)

108.05.20 工務類 吳嘉華

查該路段人行道目前仍供行人通行使用

，並無占用情形，本所已要求於人行道

斜坡處設置防撞軟管，路緣石表面塗漆

以增加辨識度，並於人行道上加繪「行

人專用道」。

108.05.22



16 108B16 藍信惠

礁溪本為觀光城市，為了維護治安環

境及加強行車安全，請在鄉內18村之

各重要路口加裝監視器。

(21-1定期會提案)
108.05.20 民政類 洪淑惠

108年6月3日礁鄉民字第1080007822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於鄉內18村各重要

路口裝設監視器，以利提升鄉民生活品

質。

108.06.03

17 108B17 藍信惠

國道五號高速公路下礁溪交流道往礁

溪方向道路指標不清，致使觀光客常

誤導開車方向。

(21-1定期會提案)

108.05.20 工務類 簡芷頤
108年5月27日礁鄉工字第1080007828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於重要路口設置路牌。
108.05.27

18 108B18 李竹村

建請改善南北11路區域排水溝渠工程

，以利增加排水功能。

(21-1定期會提案)
108.05.20 工務類 焦尚慧

108年6月3日礁鄉工字第1080007829號函

請臺灣宜蘭農田水利會研議改善。
108.06.03

19 108B19 吳政展

為了加強交通安全措施，建請增設三

民重劃區路標指示牌。

(21-1定期會提案)
108.05.20 工務類 簡芷頤 本所錄案辦理。 108.06.04

20 108B20 藍信惠

建請宜蘭勁好行行駛白雲村大竹圍及

份仔尾路線。

(21-1定期會臨時動議)
108.05.20 觀光類 鍾易龍

宜蘭縣政府108年6月4日府交運字第10800

87324號函復，本案建議設站位址未於市

區公車營運路線上，依本縣新增客運路

線規劃原則，除不與既有客運路線競合

外，尚需考量營運車輛數目、班距時間

及駕駛員工等因素，無法如同社區巴士

班繞行服務各村里，故仍以提供市區轉

乘與觀光接駁之運輸服務為主。

108.06.13



21 108B21 莊漢銘

建請宜蘭勁好行行駛礁溪南區路線。

(21-1定期會臨時動議) 108.05.20 觀光類 鍾易龍

108年5月27日礁鄉觀字第108007825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考量地方居民及年長者搭

乘需求設站。

108.05.27

22 108B22 游見璋

有關「礁溪之心工程計畫協天廟生活

廟埕棚架建物使用年限50年」，請公

所向縣政府異議使用年限過長，俾利

本鄉鄉產有效運用。

(21-3臨時會提案)

108.08.01 財政類 謝幼緯

宜蘭縣政府108年8月16日函復，經查本案

棚架建物(鋼骨造)初步分類應屬其他什項

建築及設備-

鋼鐵架構，其最低使用年限為50年，另

有關現有建築財產報廢依相關規定需經

宜蘭縣議會及審計室同意，爰建物使用

年限及財產報廢係依相關規定辦理。

108.08.23

23 108B23 張景程

為提高本鄉鄉民生育率及加強幼兒照

護，建請公所能否利用原有幼兒園區

增設辦理托嬰班級，方便婦女就業需

求。

(21-3臨時會提案)

108.08.01 幼兒類 黃淑蘭

查目前本所鄉立幼兒園1樓作為幼幼班及

使用，已無多餘空間可作為招收托嬰班

級使用，尚祈貴會見諒。

108.08.07

24 108B24 張景程

為了維護治安環境及加強行車安全，

請在龍潭村三皇路重要路口改設LED

路燈，以提高道路照明。

(21-3臨時會提案)

108.08.01 工務類 林智涵 本所刻正辦理中。 108.08.15

25 108B25 林森枝

建請公所補助本鄉農民休耕期間施種

綠肥種子費用，以減輕農民負擔。

(21-3臨時會臨時動議)
108.08.02 農經類 曹智湧

因現行休耕種植綠肥已有補助綠肥種子

，為避免政府補助經費重複發放之情形

，本所礙難同意另案補助，農民若基於

成本考量，亦可選擇辦理翻耕或蓄水措

施，以減省綠肥種子成本支出。

108.08.08



26 108B26 藍信惠

建請公所結合縣內有線電視(媒體)業

者，在本鄉18村內重要路口加裝監視

器，以維護本鄉治安環境及加強行車

安全。

(21-3臨時會臨時動議)

108.08.02 民政類 洪淑惠 本所將視財政狀況研議辦理。 108.08.12

27 108B27

陳林阿

惜等人

請願案

為保障學生上下課安全及解決本村家

長接送子女就學交通問題，建請增加

勁好行礁溪國中站第六班(時間為17:0

0)，俾利本村學生下課時間搭乘並減

輕家長接送之負擔。

108.08.01 觀光類 鍾易龍
108年8月8日礁鄉觀字第1080012224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卓處。
108.08.08

28 108B28 游見璋

為提振本鄉觀光入口意象，建請公所

於湯圍溪迎賓廣場處設置噴水水舞池

。

(21-3臨時會提案)

108.08.08 工務類 林家祺 本所將錄案積極向上級爭取經費辦理。 108.08.23

29 108B29 莊漢銘

為辦理天上聖母1061歲聖誕文化祭暨

吳沙公開蘭232年藝文系列活動順利圓

滿，建請公所協助辦理。

108.09.23 社會類 胡正偉

108年10月2日礁鄉社字第1080014972號函

復代表會，本所研議納入109年度預算辦

理。

108.10.02

30 108B30 林漢民

本鄉玉田村茅埔路12-

7號附近路面有坑洞及積水問題，影

響居民行的安全，建請公所能辦理會

勘。

108.09.23 工務類 林國長

108年10月14日礁鄉工字第1080014973號

函縣府，代表提案路段，鈞府(重劃科)已

發包辦理執行，因規劃設計路面僅鋪設5

公分瀝青混凝土方式改善，未能解決該

路段易淹水問題，建請鈞府同意以提升

道路高程方式辦理改善，徹底解決該路

段淹水問題。

108.10.14

31 108B31 莊漢銘

本鄉宜8線、3號道路及育龍路周遭景

觀植栽綠美化工程，今年7月保固期

屆滿，原施作廠商已解除保固責任，

建請公所應持續維護管理。

108.09.23 農經課 余佳蒨

108年10月8日礁鄉農字第1080015790號函

復代表會，該路段本所將持續綠美化管

理。

108.10.08



32 108B32 藍信惠

為充分了解「礁溪生活之心工程計畫-

協天廟生活廟埕棚架建物」及本鄉重

大建設案，建請公所爾後相關建設(工

程)案，應通知代表出席。

108.09.23 農經課 陳明新
108年10月4日礁鄉農字第1080015630號函

復代表會，本所將依貴會提案辦理。
108.10.04

33 108B33 吳政展

建請公所日後鋪設(刨除)柏油，應通

知轄區代表辦理會勘，以符合鄉親用

路實際需求。

108.09.23 工務課 林國長

108年10月16日礁鄉工字第1080016192號

函復代表會，日後若有鋪設(刨除)柏油工

程，施工前先以電話通知各轄區代表知

悉或辦理現場會勘。

108.10.16

34 108B34 游見璋

建請鄉公所協助本鄉各國中、小學教

室加裝冷氣設備等相關設施，以提升

學生學習環境及加強學習效能。

108.11.28 社會課 吳宛儒

108年12月24日礁鄉社字第1080018671號

函復代表會，經查鄉內各國中及小學上

課班級數共計94間教室，為辦理周延，

本所將另案邀請貴匯集各國中及小學代

表與會研商。

108.12.24

35 108B35 簡阿忠

建請公所在辦理模範父親、模範母親

表揚活動時，由相關推薦村長帶領接

受表揚者上台，以表尊重。

108.11.28 民政課 江蕙朱
108年12月5日礁鄉民字第1080019124號函

復代表會，依貴會提案內容辦理。
108.12.05

36 108B36 藍信惠

為大忠村五峰旗路70巷柏油路面龜裂

不平，影響村民出入行的安全，建請

鄉公所加封柏油路面。

108.11.28 工務課 林國長
108年12月9日礁鄉工字第1080018669號函

請縣府惠予加封柏油路面。
108.12.09

37 108B37 吳政展

本鄉佛光大學學生宿舍林尾路，路燈

間距過長且光線昏暗，危及居民及學

生行的安全，建請鄉公所能盡速改善

108.11.28 工務課 林智涵
108年12月12日礁鄉工字第1080018668號

函復代表會，本所錄案研議。
108.12.12

38 108B38 張景程

為有利地方發展需求，有關龍潭村第

17鄰、18鄰保護區內之土地建請鄉公

所討論都市計畫時解編。

108.11.28 工務課 林家祺

108年12月4日礁鄉工字第1080018667號函

，建請興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納入「變

更四城都市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辦理。

108.12.04

39 108B39 林漢民

為利地方發展需求，建請鄉公所於二

龍高速公路橋下空地綠美化改善並增

加設置休閒活動場地。

108.11.28 觀光所 鍾易龍

108年12月4日礁鄉觀字第1080018666號函

復代表會，本所已錄案辦理，將於108年1

2月9日辦理現場會勘。

108.12.04



40 108B40 李竹村

本鄉光武社區動中心(舊)已興建多年

並逾使用年限，建請公所拆除重建，

以保障村民生命安全。

108.11.29 社會課 童芳婷

108年12月24日礁鄉社字第1080018718號

函復代表會，查光武社區活動中心係民

國66年8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結構為RC

加強磚造，依行政院主計處頒定財物分

類標準，活動中心RC結構最低使用年限

為60年，該社區建造至今約43年，尚未逾

使用年限，合先敘明；一「公共服務據

點整備-

整建長照衞福據點」計畫旨意，另倘轄

內協會辦理前開計畫，可轉請上級主管

108.12.24

41 108B41 李竹村

本鄉幼兒園設於光武村，園區土地惟

該村村民早期捐贈，建請公所酌予減

免該村學童學費，以回饋當地村民。

108.11.29 幼兒園 黃淑蘭

108年12月11日礁鄉托字第1080019471號

函復代表會，本所鄉立幼兒園於107年1月

1日起全園幼童免收餐點費用(每人每月90

0元)，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另自民國10

8年起2-

5歲幼童就學免學費，其費用由政府補助

。爰上，本案目前暫以維持現狀辦理。

108.12.11

42 108B42 莊漢銘

本鄉育英路路段正施作汙水下水道工

程，建請公所監督施工單位施工完畢

後盡速回復填補路面，以保障行人用

路安全。

108.11.29 工務課 游永昌

108年12月4日礁鄉工字第1080018739號函

請縣府監督施工單位施工完畢後盡速回

復填補路面，以保障行人用路安全。

108.12.04

43 108B43 藍信惠

為保障婦幼安全及加強災害通報功能

，建請公所多用心及關心盡速在鄉內

重要路口裝設監視器。

108.11.29 民政課 張立杰

108年12月11日礁鄉民字第1080018731號

函復代表會，本所將視財政狀況研議納

入109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辦理。

108.12.11

44 108B44 張景程

為促進龍潭地區觀光發展，建請公所

於龍潭地區3號道路能比照溫泉區新

增街景燈飾布置。

108.11.29 觀光所 鍾易龍

108年12月4日礁鄉觀字第1080018719號函

復代表會，本所將視109年度預算情形。

研議納入整體布置之可行性。

1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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