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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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代表姓
列管字號
號
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辦理情形

辦理
天數 備
完成日期
(限辦 註
天數)

礁溪路六段玉屏巷(原稱保甲路)長約
280公尺因路面多年失修、崎嶇不平
109B01 藍信惠
109.03.05 工務課
，影響附近社區居民出、入行的安全
，建請公所能加封柏油。

林國長 已改善完成。

109.03.18

14

2

為防患新冠型肺炎增加傳播機會，建
109B02 游見璋 請鄉公所洽詢相關防疫專業人員，研 109.03.05 觀光所
議評估各重大活動辦理之可行性。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險峻，本所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活動指引，
已將原定4/11、4/12舉辦之「2020
盧玉芳
礁溪龍潭湖第一屆熱氣球嘉年華」
，延期至9/19、9/20辦理。相關重
大活動將視疫情延期或取消辦理。

109.03.11

14

3

十六結都市重劃區內目前正在施建之
台2庚延伸線，建請一併考量增加施
109B03 吳政展
109.03.05 工務課
設照明設備，以方便往來車輛及用路
人的安全。

林智涵 公路局同意設置照明設備。

109.03.05

14

4

建請公所妥善規劃開蘭路人行道改善
109B04 莊漢銘 工程，以提升用路人安全及美化當地 109.03.05 工務課
環境。

於109年3月18日假吳沙社區活動中
心，辦理地方說明會，目前等待上
吳嘉華
級單位通知申請計畫補助，本所將
積極爭取工程經費。

109.03.10

14

5

大礁溪橋(二結橋)將由公所維管，建
109B05 李竹村 請公所辦理會勘妥善研議處理伸縮縫 109.03.05 工務課
及路面鋪設柏油等相關問題。

吳忠翰 已改善完成。

109.03.11

14

1

6

為利協天廟廟埕棚架後方居民通行及
出入方便，建請礁溪生活之心工程計
109B06 吳志文 畫-協天廟廟埕棚架及景觀工程能預 109.04.09 農經課
留通行道供行人、機踏車通行及消防
間隔使用。

賴韻如

7

為發展本鄉吳沙村及龍潭村觀光產業
109B07 張景程 需求，建請鄉公所開發宜五線防空洞 109.04.09 觀光所
等相關設施。

鍾易龍

8

為提倡本鄉鄉民運動風氣，建請鄉公
109B08 吳志文 所於11股溪上游河堤增設鄉民運動器 109.04.09 觀光所
材，方便鄉民使用。

鍾易龍

9

建請公所於礁溪國中旁休憩公園增設
109B09 藍信惠 單槓運動器材，以利社區居民多項運 109.04.09 觀光所
動。

鍾易龍

為維護本鄉文化古蹟，建請公所應加
10 109B10 李竹村 強妥善維護武暖石板橋並改善周邊相 109.04.09 觀光所
關設施。

鍾易龍

建請公所於二龍村高速公路橋下增設
11 109B11 林漢民 休閒廣場，以利鄉民運動休閒及美化 109.04.09 觀所所
當地環境。

鍾易龍

本所業於109年4月14日以礁溪鄉農
字第1090005402號函請縣府規劃施
設通道供行人、機踏車及消防間隔
使用。縣府於4月21日邀集各相關單
位及施工廠商現勘，並請廠商提交
完整變更設計圖說至縣府核定後施
作，本案縣府已參照本次提案改
本案已於109年7月27礁溪觀字第
1090011878號函請該段土地所有權
提供土地同意書，俟取得土地同意
書後辦理後續事宜。
本案已納入「109年觀光亮點提升工
程」辦理，工程於109年10月13日開
工，預計年度內完工。
本案於109年4月17日礁鄉觀字第
1090005397號函復代表會，因考量
民眾使用安全性及場地空間妥適性
，本所研議辦理。
本案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109年4月
23日召開維護會勘，文化局於109年
9月24日函復已完成相關設施修繕。
本所今年已提送交通部觀光局爭取
「礁溪鄉二龍競渡公園新建工程」
，經該局審查未獲補助在案，本案
將賡續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或俟經費
充足時由本所自籌款辦理。本所於
110年已編列初步工程預算，俟審核

109.04.14

14

109.04.29

14

109.04.15

14

109.04.17

14

109.04.23

14

109.04.15

14

為防止本鄉防汛期間淹水，損害鄉民
權益並維護本鄉鄉有財產完整，建請
公所依「宜蘭縣礁溪鄉鄉有財產經營
16 109B12 游見璋
109.05.18 工務課
管理自治條例」第20條規定，處理占
用本鄉公有財產側溝聯禾有線公司等
管線。
為利本鄉鄉民進出安全，建請於忠民
17 109B13 張素雲 橋往龍泉橋方向河岸邊堤增設照明設 109.05.18 觀光所
備。
為方便本鄉民眾休憩空間等設施需求
18 109B14 吳政展 ，建請公所於三民村天農廟停車場增 109.05.18 觀光所
建遮雨棚。
因鄉民生活水準提升，使用家電產品
增加，數十年前裝設110瓦電表已不
19 109B15 藍信惠 敷使用，建請公所能為鄉民跟相關單 109.05.18 工務課
位爭取改裝220瓦電表，以確保使用
安全。
瑪僯重劃區南北十四、十五路往武暖
路段等五叉路口處交通流量大，為保
20 109B16 李竹村
109.05.18 工務課
障鄉民用路及行車安全，建請公所盡
速辦理會勘增設紅綠燈號誌。

林育慶

鍾易龍

鍾易龍

游永昌

陳韋辰

已函請各纜線單位於109年12月31日
109.05.27
前全數遷移本鄉道路側溝。

本所於109年5月25日礁鄉觀字第
1090007558號函復代表會，河堤左
岸既有混凝土鋪面寬度狹小，其中
最小寬僅1.2米且兩側無腹地，施工
機具無法進入，且考量夜間安全性
兩側安裝護欄時，恐無法留設足夠
依據109年6月4日「三民村天農廟停
車場增建遮雨棚」可行性研議會勘
結論辦理，已委請廠商施作花架。
本所109年5月22日已函請台電公司
宜蘭營業處卓處，該營業處業於109
年5月29日函覆目前並無主動將用戶
電度表改換220伏特之服務，用戶如
需要增加用電設備可向台電公司提
出申請。
本案109年6月23日辦理會勘，有關
增設三色號誌部分於本所劃設黃網
線後，由縣府交通處研議增設，黃
網線於109年7月20日施作完成。

14

109.05.25

14

109.06.04

14

109.06.03

14

109.07.03

14

21 109B17 林森枝

22 109B18 藍信惠

23 109B19 簡阿忠

24 109B20 吳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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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鄉礁溪國小操場正在興建地下停車
場，工程圍籬有礙鄉鎮景觀及視覺美
感，建請公所轉請縣府改善，並施設
路標指示牌。
本鄉清潔隊隊內之清溝車機具設備業
已老舊，建請公所積極爭取上級補助
汰換，以加強鄉內環境清潔。
有關本鄉觀光所設置「真愛趣礁溪」
網站拍攝「礁溪─好𨑨迌」系列影片
，點閱觀看人數不多，建請公所加強
網路行銷，以利推廣礁溪觀光產業資
源。

109.05.18 工務課

本所109年5月22日函請宜蘭縣政府
林家祺 惠予採納辦理，縣府業於109年6月5 109.06.15
日函復將錄案評估。

14

109.07.31 工務課

本所109年8月11日辦理會勘，有關
陳世儒 圍籬綠美化部分，宜蘭縣政府已委
由礁溪國小規劃設計。

109.08.21

14

109.07.31 清潔隊

本所業於今年向環保局爭取清溝車1
沈彥伶 台，惟行政程序恐來不及於年底核 109.08.13
銷，環保局建議納入110年爭取補

14

109.07.31 觀光所

「礁溪─好𨑨迌」系列影片，已協
請各旅宿在公私協力下，共同行銷
蔡聿均
推廣，在其官網及臉書粉絲頁中，
放置本所行銷影片之網頁連結。

109.08.18

14

本所業已於109年8月3日礁鄉農字第
1090012215號函函請縣府函請農糧
署釋示。農糧署已於109年8月17日
曹智勇
109.08.03
函釋目前仍依計畫執行，未來滾動
檢討。本所業於109年8月24日將農
糧署函釋內容發文予代表會知悉。

14

本縣農地休耕政策管制20多年，且本
鄉約60公頃第二期作無基期年資料而
無辦理休耕資格，損失農民辦理休耕
25 109B21 林森枝
109.07.31 農經課
補助權益，為維護農民利益，建請公
所函文縣府及中央政府單位重新檢討
管制政策，並取消基期年限制。

為提升本鄉國中、小學生多元學習風
氣，並獎勵績優學生選手繼續努力為
本鄉爭取佳績，建請鄉公所編列預算
26 109B22 游見璋
109.07.31 社會課
專案補助礁溪國中排球隊及三民國小
等學校、社團訓練與賽事相關活動經
費。

吳莉芸

110年總預算項下業已編列50萬元作
109.08.17
為是項補助經費。

14

為維護本鄉古蹟環境及衛生清潔，建
27 109B23 李竹村
109.10.05 觀光所
請公所協助籌建武暖石板橋廁所。

已完成武暖段697-1地號土地過戶，
鍾易龍 刻正請廠商規劃向環保署爭取公廁 109.10.22
補助。

14

經宜蘭縣政府109年10月26日函復已
鍾易龍 編列至110年度預算，電洽縣府表示 109.10.12
目前規劃設計中。

14

為維護本鄉風景區環境清潔，建請公
所向宜蘭縣政府及本鄉李清林議員、
28 109B24 張景程
109.10.05 觀光所
吳宏謀議員反映龍潭湖風景區公共廁
所增設污水下水道。
有關二龍村高速公路橋下增設休閒廣
場案，前經與宜蘭縣政府、交通部高
速公路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等相關單位
29 109B25 林漢民
109.10.05 觀光所
辦理共同會勘並已研議多時，建請公
所積極辦理，以利當地鄉民運動休閒
需求。
為促進礁溪整體發展並提升土地使用
30 109B26 游見璋 效益，建請公所研議搬遷礁溪鄉公所 109.11.30 行政室
，並規劃籌建新式行政中心。
本鄉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為了促進
社區整體發展不遺餘力，建請鄉公所
31 109B27 吳政展
109.11.30 社會課
在辦理村、鄰長相關活動時，能將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納入，以資鼓勵。

本案於110年3月25日將規劃報告書
發文至縣府爭取經費。

109.10.19

14

本案業以109年12月7日礁鄉行字第
林玫瑩 1090018918號函復，本所錄案研議
辦理。

109.12.07

14

本案本年度業已辦理社區幹部研習
活動提升社區幹部管理經營能力。

109.12.07

14

鍾易龍

童芳婷

本鄉六結村六結路143巷7米路，路樹
32 109B28 藍信惠 開枝散葉，危害農作物成長及影響行 109.11.30 農經課
車視線安全，建請鄉公所修剪。

本案路樹已經本所清潔隊修剪，現
余佳蒨 狀植栽樹木間尚保持適當距離空
間。

109.12.16

14

本鄉各鄰長常協助處理各項地方事務
，為使民眾(新住民)能辨別其身分，
33 109B30 莊漢銘 防止發生詐騙情事，建請公所為鄰長 109.11.30 民政課
購置背心，以維護鄉民財產及人身安
全。

109年12月11日礁鄉民第1090018921
黃淑惠 號函：本所將視財政狀況錄案辦
109.12.11
理。

14

為顧及鄉民飲用簡易自來水(山泉水)
的安全，建請鄉公所能運用公務預算
34 109B31 吳政展
109.11.30 工務課
來維護林美、三民村簡易自來水管
線。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無自來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水工程及系
統營運補助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
規定，有立案之簡易自來水管理委
員會可提送計畫(需求)書至本所，
俾利轉陳宜蘭縣政府憑辦。
目前鄉內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
黃馨慧
109.12.08
會均設有會員，平時管線維護由各
委員會自行辦理；如遇風災可至本
所申請並轉陳宜蘭縣政府辦理補助
，經查本所於106年補助林美村簡易
自來水設施災後搶修工程9萬7仟6佰
元；108年補助林美村簡易自來水設
施災後搶修工程3萬3仟6佰元；宜維

14

建請公所擇適當地點與興建納骨塔，
35 109B32 林森枝 並規劃將墓園公園化，以符時代潮流 109.11.30 社會課
所需。

胡正偉 錄案研議辦理。

14

36 109B33 簡阿忠

37 109B34 藍信惠

38 109B35 張景程

39 109B36 張素雲

40 109B37 藍信惠

近期本鄉霪雨不止造成金柑減產受損
，建請公所轉陳有關單位，協助農民
辦理申請補助事宜。
建請公所盡早籌設本鄉公有市場，以
解決目前於路邊設臨時攤位而造成市
區交通壅塞的問題。
建請公所將龍潭地區3號道路路燈汰
換LED燈，以加強維護民眾通行及用
路安全。
礁溪國小後方之化龍街圍牆已年久失
修，建請公所轉請宜蘭縣教育處應予
以拆除，以保障學童及居民用路進出
安全。

109.12.08礁鄉農字第1090019511號
109.12.08
函建請宜蘭縣政府辦理救助事宜。

109.11.30 農經課

黃宣文

109.11.30 農經課

賴韻如 本所錄案，再行研議。

109.12.08

14

109.11.30 工務類

莊修豪 已完成發包，進日內施工。

109.12.24

14

109.11.30 工務類

已辦理會勘，國小同意拆除及部分
陳世儒 土地使用，近日內邀設計廠商及學
校現地討論細節。

109.12.08

14

為本鄉整體市容景觀及未來發展，建
109.11.30 工務類
請公所爭取鐵路高架。

溫泉是本鄉最重要資源，也是鄉民所
仰賴的經濟命脈，建請公所大力行銷
41 109B38 藍信惠
109.12.18 觀光所
加強推廣，能將「礁溪溫泉」推向國
際舞台。

本所業於109年12月15日發函向縣府
爭取，縣府於109年12月21日函復意
劉建緯 見如下:持續配合中央政策，將地方 109.12.28
需求及民意提供交通部鐵道局規劃
參考，儘早完成車站、周邊都市發
本鄉以「溫泉勝地 接軌國際」為施
政主軸，為推動行銷礁溪優越的自
然景觀與熱鬧商圈，本所除了配合
蔡聿均
109.12.30
縣府辦理夏戀溫泉季系列相關活動
外，也在礁溪各業者的公私協力下
，共同行銷推廣溫泉。

14

14

14

建請公所確實掌握及了解三民濕地公
吳政 園第一淨水池之規畫內容，防範作為
42 109B39 展、簡 三民地區養豬戶廢水排放之用，並研 109.12.18 觀光所
阿忠 議施設園區涼亭，以利當地鄉民運動
休閒需求。
43 109B40 林森枝

建請公所研議興辦公共造產(納骨塔)
109.12.18 財政課
，以充裕鄉有財源增加鄉民福祉。

本案環保局已爭取規劃設計經費補
助在案，今(110)年度正辦理招標作
鍾易龍 業，本所擬於規劃設計階段時將設 109.12.30
置涼亭及防範作為三民地區養豬戶
廢水排放之用，反映至環保局辦
本案業以110年1月5日礁鄉財字第
林宛晴 1090020226號函復，本所納入研議 110.01.05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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