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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主席、尤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
欣逢 貴會第 20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開議，乾舜率領全體課室主管，向
貴會提出施政總報告，倍感榮幸，同時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首先，感謝 貴會在這四年期間的支持與鞭策，讓乾舜可以在「鎮政
全力拼、繁榮大頭城」的施政理念下，全心為頭城的繁榮來打拼，帶領
行政團隊為打造「山海明珠 閃耀頭城」的願景努力不懈！
在這四年當中，鎮公所獲得上級機關 40 餘次的表揚與獎勵，爭取
近 3 億元的地方建設經費，透過活化資產，創造出 6,000 多萬元的鎮庫
收入。並且致力執行各項創新的鎮政發展與建設，包括：整建運動公園
親子遊樂區、開闢行政中心林蔭步道、建置全鎮雲端治安監視器、全面
更換 LED 路燈…等領先全縣的公共設施。開辦幼兒園營養午餐補助、弱
勢族群意外保險、老人假牙補助、疼子 123 生育補助…等優於其他鄉鎮
的社會福利政策。創辦了最具地方特色「音浪頭城」、「鯉想起程」、
「福神弄龜」等大型文化、觀光行銷活動。不論是交通建設、社會福利、
消防治安、便民服務、藝文推廣、觀光行銷、甚至是財政經濟以及水利
防災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改善與進步，為頭城未來長遠的發展打下穩固
的基盤。
鎮政的推動是一條無限延伸的道路，未來的四年是頭城成為宜蘭縣
首善鄉鎮的關鍵四年。「幸福的頭城」還有許多的任務等著乾舜一一來落
實和完成，也需要各位代表諸公繼續的監督與支持。在不到一個月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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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期間，就讓我們一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在此乾舜祝福各位「心
想事成」、「高票當選」。
以下謹就這半年來，本所重要施政成果與未來建設重點概述如後，
敬祈各位代表女士、先生不吝指正。

壹、 得獎實蹟
一、 本所榮獲 106 年度財政業務督導考核第一名及進步獎。
二、 本所榮獲 106 年度各鄉鎮市公所稅務視訊服務第一名。
三、 本所榮獲 107 年度宜蘭縣災害防救演習評比優等。
四、 本所榮獲工商及服務業普查鄉鎮市公所組優等。
五、 本鎮第五公墓(百合陵園)獲宜蘭縣 106 年度殯葬設施評鑑
甲等佳績殊榮。
六、 督辦 107 年度雨水下水道系統維護管理年度訪評，內政部
營建署評定乙組甲等。
七、 本所辦理 107 年清明節公墓除草便民服務評比甲等。
八、 本所榮獲 106 年度本縣促參招商卓越成果績優殊榮。
九、 本所榮獲 106 年度後備軍人資料清查評比績優殊榮。
十、 本所榮獲 106 年度宜蘭縣主計業務績效考核鄉鎮市公所組
第三名。
十一、 本所榮獲農委會 107 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考
核第三名。
十二、 本所榮獲宜蘭縣 107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評鑑第三名。
十三、 本所榮獲 105 年度宜蘭縣調解業務考核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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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本所榮獲 106 年宜蘭縣花園城市綠美化考核第五名。

貳、 農漁發展做先鋒
一、 竹安濕地公告取消劃設
下埔竹安養殖區是宜蘭縣重要的養殖漁業生產區，內
政部營建署 100 年 1 月 18 日公 告竹安地方級暫定濕地，劃
設範圍包括頭城、礁溪、壯圍 3 鄉鎮約 1,417 公頃，嚴重
影響當地養殖業者及地主權益，因此公所與自救會堅決表
達反對劃設立場，歷經三年努力，終於在 107 年 2 月 6 日
內政部公告取消。
二、 農會百年慶典暨農民節表揚
頭城鎮農會 107 年 6 月 16 日上 午舉辦創會百週年暨 107
年度頭城鎮各界慶祝農民節慶典活動， 乾舜出席盛會，除恭
賀頭城鎮農會創會 100 周年，也表彰模範農民為頭城農業
發展做的重大貢獻。
三、 漁民節表揚
頭城區漁會於 107 年 6 月 29 日上午舉辦漁民節慶祝
大會，由陳秘書代表出席，除了感謝所有獲獎的模範漁民
代表，也期許未來共同繼續致力於在地漁產推廣行銷，積
極結合漁村文化產業，促進觀光休閒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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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光產業向前衝
一、 2018 音浪頭城
邁入第 4 年舉辦的 2018 音浪頭城，已經成為北台灣最
夯的沙灘音樂歡樂饗宴。公所每年都細心規畫活動內容，希
望在有限的經費之內能夠有最完美的呈現，為了要發揮全方
位的活動效益，兼顧觀光行銷以及促進全民參與，2018 年
特別規畫了「全民沙灘趣味競賽」
、
「巨無霸水上樂園暢玩」
、
「微笑海灣音浪單車騎遊」
、
「夏日超級新人徵選賽」以及「鰹
魚舞台音浪星光晚會」等五大系列活動，整體活動除了邀請
到首屈一指的音樂製作人陳子鴻老師鼎力協助以及空前的
藝人卡司陣容之外，最大的亮點就是全台絕無僅有的「巨無
霸水上樂園」以及最吸睛的「鰹魚舞台」
，相信 2018 的音浪
頭城，絕對是有史以來最彩精的一次。
二、 山海港頭城老街散步道計畫
為強化頭城鎮老街、自然景觀與主要交通站點的連
結，建構友善的旅遊步行探訪動線，公所 106 年底提報「山
海港老街頭城散步道-頭城老街生活與蘭博生態兩個博物
館串聯計畫」
，獲內政部營建署審查委員核定分兩期執行，
第一期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1,050 萬，其中營建署補助 85%，
鎮公所自籌 15%，107 年 7 月 16 日正式開工，預定工期 12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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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頭城觀光行銷推廣
為多方面推廣行銷頭城鎮觀光產業，公所於 2018 宜
蘭縣國際童玩節鄉鎮市日童樂會設置宣導攤位，結合新港
澳休閒農業、文創商品、頭城旅遊資訊等，現場舉辦本鎮
知名阿宗芋冰城按讚好康分享活動以及大里國小高蹺隊精
彩表演，向民眾推銷頭城鎮觀光及農漁特產，並與日本劍
舞及太鼓團隊進行交流分享。
四、 數位頭城宣導活動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推廣「寬頻數位生活應用」，委
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將數位寬頻應用街區計畫導入
頭城街區，並辦理「頭城勁厝 WAY」活動，推廣 free wifi
熱點佈建、推廣行動支付、AR 互動體驗、數位電子集章服
務、街區人流數據分析、720 度環景科技應用，以及建構
在地資訊平台等。

肆、 交通建設路暢通
一、 路燈全面汰換 LED 燈具
頭城鎮是臨海的城鎮，每逢颱風季節，道路照明路燈
總是首當其衝損害嚴重。考量耐候與受風面因素，同時兼
具照明及省電優點，公所於 107 年將路燈全面汰換為 LED
路燈。本次共計汰換 3,477 盞，金額 3,200 萬元，分七期
八次付款，工程於 6 月中旬開工，總工期 180 天，預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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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面更新完成，一年將省下超過 100 萬度電，節電幅度
高達 69%，估計為頭城鎮每年省下近 250 萬元電費、減碳
量達 1,042 公噸，相當於多種 2,782 棵樹。
二、 金馬橋、竹安橋改建及路基拓寬工程開工
竹安橋、金馬橋是進出頭城鎮的主要交通要道，更是
地方長期以來，殷盼改建的重要橋樑之一，橋齡將近 40
年，除基礎結構老化外，同時面臨路寬橋窄、彎度過於狹
小等問題。為提升道路安全性，及因應假日烏石港的觀光
車潮，公所積極向中央建議，改建金馬橋及竹安橋並拓寬
道路。本案工程於 107 年 9 月 14 日正式開工。
三、 烏石港轉運站完工啟用
烏石港轉運站位於烏石港蘭博環境教育中心旁，停靠
站體 279 平方公尺，設置 3 個候車月台，2 個由國道客運
使用，縣內客運及市區巴士共用 1 個月台，總工程費 1,100
萬，於 107 年 7 月完工啟用。
四、 頭城鎮道路改善
為提升頭城鎮道路路面品質，確保人車安全，107 年
5 月至 107 年 10 月分別施作「107 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與
附屬設施工程」、「頭城鎮更新橋、開蘭路武營社區活動中
心旁入口處人行步道及大坑里協天廟旁右側前方混凝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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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道整修工程」、「頭城鎮更新橋、開蘭路武營社區活動
中心旁入口處人行步道及大坑里協天廟旁右側前方混凝土
空地步道整修工程」，總工程經費為 1,010 萬元。

伍、 經濟振興就業豐
一、 活化鎮產有成獲獎勵
公所活化鎮產績效佳，四年來累積為頭城的鎮庫創造
出新台幣 6,000 多萬的收益，於宜蘭縣政府 106 年各鄉鎮
財政考核評比獲得第 1 名佳績，獲頒獎金新台幣 200 萬元，
同時也因為 106 年相較於 105 年財政進步幅度最大，大幅
提昇年度財政效益，又獲得進步獎新台幣 30 萬元，總計獲
縣府頒給績效獎金新台幣 230 萬元整。
二、 活化閒置土地
公所積極活化鎮有閒置土地，107 年度完成新興一段
25 地號(頭城海水浴場前)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案，租期 3
年，租金總計新台幣 15 萬元；外澳段 23、24 及 25 地號(慶
天宮前)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案，租期 3 年，租金總計新台
幣約 128 萬元，合計創造鎮庫收入 143 萬元。

陸、 都市更新換新裝
一、 下埔四十甲休閒養殖區環境維護
頭城下埔四十甲休閒養殖區，區內的休閒二路、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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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一帶，沿路種植細葉欖仁及水黃皮等樹木，形成環狀
綠色隧道，當地水系生態豐富，吸引大批候鳥到此，成為
民眾賞鳥、攝影或打卡的熱門景點，也是附近居民晨昏健
行運動最佳場所。為維護養殖區內環境，財團法人蘭陽城
鄉美學基金會，107 年 4 月與公所正式簽定「認養契約書」
，
由頭城志工隊員負責協助公所進行環境綠美化及維護管理
工作。
二、 頭城鎮資源回收家戶宣導
公所長期積極落實垃圾減量、加強資源回收工作，民
國 103 至 105 年 連續三年獲得行政院環保署頒發「資源回
收績效考核~全國鄉鎮市優等獎」最高榮譽。為感謝鎮民鄉
親支持與配合，同時加強資源回收宣導，公所整合近年的
資源回收相關經費統整規劃，辦理全面性《家戶資源回收
宣導活動》
，致贈每戶鎮民乙份環保好禮，並由公所同仁沿
街做家戶宣導並分發宣導品。
三、 頭城老街文化景觀再造
為了讓頭城老街意象更加鮮明呈現，公所自籌經費執
行「頭城老街文化景觀再造」計畫，由本縣知名設計師邱
憲彰老師領導的「五顏六色工作室團隊」執行，第一期的
施作內容包括頭圍文學巷、老街陶板畫、書法拓碑亭、3D
藝術牆、懷舊小街角等五大主題，工程於 107 年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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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動工，預定 12 月中旬完工。
四、 登革熱防治講習教育訓練
全台登革熱拉警報，本土病例達到 40 例，鎮公所配
合宜蘭縣政府環保局、衛生局，發起里(鄰)長及環保志工
一起動手加強防疫，於 107 年 9 月 7 日在鎮公所三樓多功
能活動室，舉辦《防治登革熱-頭城總動員》防治教育訓練，
宣導正確的防治登革熱知識，落實環境衛生整理。為防除
病媒，今年頭城鎮孳生源清除工作於 6 月，全鎮 24 里重點
地區噴灑環境用藥，已全部完成。

柒、 社會福利升級中
一、 107 年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107 年受表揚的模範母親計有：石城里-林月愛、大里
里-吳素鑾、龜山里-楊陳銀花、大溪里-陳美驕、合興里吳張秀鳯、更新里-黃張金滿、外澳里-林黃森、港口里黃秀美、武營里-林吳美、大坑里-楊林巧珣、城東里-郭秀
里、城北里-林王靜雪、城西里-戴劉俊雲、城南里-黃楊秀
蘭、竹安里-陳賴針、新 建 里 -李 簡 鑾、拔 雅 里-莊 賴 彩 雲 、
福成里-甘林阿嬌、金面里-劉簡常 珠、金 盈 里-張 許 涼 子 、
頂埔里-林余美惠、下埔里-林江珠、中崙里-林招、二城里
-吳劉節蝦等 24 位，其中城東里郭秀里女士，推薦為本鎮
模範母親代表，接受縣府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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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 年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107 年受表揚的模範父親計有：石城-游桂忠、大里游丙丁、龜山-林銀助、大溪-藍榮吉、合興-沈煌華、更新
-連武雄、外澳-吳乾鐘、港口-邱寅、武營-林文德、大坑林金水、城東-吳江福、城北-林棟樑、城西-邱境城、城南
-薛應堯、竹安-游新炎、新建-簡實、拔雅-黃正賢、福成吳俊傑、金面-游義雄、金盈-蕭卿雲、頂埔-陳寅六、下埔
-余哲夫、中崙-吳柊山、二城-陳清泉等共 24 位，其中大
溪里藍榮吉先生，推薦為本鎮模範父親代表，接受縣府表
揚。
三、 疼子 123
公所賡續辦理疼子 123 政策，生育津貼補助提高，發
放標準第一胎 1 萬元，第二胎 2 萬元，第三胎第 3 萬元，
鼓勵鎮民增產報國，107 年截至 9 月底計發出新台幣 265
萬元補助金，嘉惠 159 個青年家庭。
四、 社區長照 2.0 推動成果
為了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
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
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107 年度公所配合縣府向中央
爭取前瞻基礎建設-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經中央核定大
坑、港口、福成、新建社區活動中心修繕案，共計爭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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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993 萬 3,204 元補助款，使「長照 2.0 計畫」快速到
位，提供更多元服務。
五、 優秀獎助學金頒贈
公所與國際獅子會 300B1 區第 18 分區、各界工商仕
紳、獅子會獅友等，於 107 年 5 月 20 日共同舉辦頭城鎮內
國中、國小優秀獎助學金頒獎典禮，計有 136 位學子受惠，
每位受獎人獲得新台幣 1,800 元獎助金，總計新台幣 24
萬 4,800 元整。
此外，本鎮知名企業基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
宗信，奉行「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精神，每年固定捐款新
台幣 30 萬，今年進入第二年，設置「惟德斯馨劉宗信清寒
獎學金」，鼓勵本鎮清寒優秀學生專心向學，嘉惠本鎮學
子。
六、 頭城鎮立運動公園遊戲設施新建工程
頭城鎮立運動公園內兒童遊樂設施，老舊不堪，公所
啟動「親子共融遊樂場」打造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300 萬
元，施作項目包括：土堤滑梯、攀爬網、沙坑、鳥巢及 2
人鞦韆、滑車、蜂巢造型遊戲組、旋轉盤、傳聲筒、音樂
牆板等。
七、 幼兒園教學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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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本鎮幼兒教學環境及設備，提供幼兒優質及活
潑的學習空間，公所辦理 106 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
程，工程經費約計 71 萬元，施工項目包括本園廚房設備更
新及加購幼兒童用圓桌、半圓桌及幼教椅等。
八、 閃耀鎮幼~畢業典禮
頭城鎮立幼兒園 107 年度共有 45 位畢業生，典禮由 乾
舜

及家長帶領畢業生，ㄧㄧ進場接受祝福與道賀，這是孩子

人生中的第一場盛會， 乾舜衷心祝福小寶貝們，順利邁向小
學生活，面對不同的學習時，都能夠積極面對、挑戰自我，
整個畢業典禮充滿溫馨又感人的氛圍!。
九、 九九重陽敬老
今年鎮內共有九位百歲人瑞，分別為二城里吳金牛先
生 105 歲、城南里康吳琴女士 102 歲、中崙里魏居村先生
102 歲、大坑里林楊查某女士 101 歲、福成里林阿令先生
101 歲、城西里吳楊秋槿女士 100 歲、拔雅里林桂英女士
100 歲、竹安里吳林阿粉女士 100 歲、大里里方宗海先生
100 歲。為表達對百歲人瑞的關懷與尊敬， 乾舜 10 月 1 日專
程至人瑞家中祝賀，致贈重陽賀禮，包括 6,600 元敬老禮
金及豬腳麵線。107 年重陽敬老禮金發放，從 10 月 1 日起
至 10 月 5 日，由公所里幹事及員工，配合里長親自至長輩
家致送賀節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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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發展頭城藝文風
一、 2018 夏日電影院
夏日電影院已成為暑假期間，家長陪伴家裡小朋友到
頭城鎮立圖書館看電影，放鬆充電的最佳選擇，每年「夏
日電影院」精心挑選的院線強片，都是膾炙人口的一時之
選。「2018 夏日電影院」，活動放映時間為 107 年 8 月 14
日至 107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4 時起，強檔電影包括「萌牛
費迪南」、「泰德：失落的探險與邁達斯國王的秘密」、「寶
貝老闆」、「小猫巴克里」、「青春後空翻」、「尋龍傳說」等
影片，非常適合悠哉看電影，歡度夏日午後時光。
二、 頭城數位機會中心應用課程
為了讓年長的鎮民也能夠跟得上資訊時代的腳步，頭
城鎮立圖書館於 106 年 4 月 20 日設立「頭城數位機會中心」
(簡稱頭城 DOC)，107 年賡續開辦數位學習應用課程，包括
「2018 福神弄龜-紀錄趣」、「一起進入數位實境」、「網路
上的親朋好友」、「音樂 DO RE MI」、「超級料理師」、「電
子支付」、「基礎課程」、「基礎平板課程」、「社群平台行銷
達人」
、
「基礎平板 2-E 起生活在雲端 」
、
「 基 礎 平板 應 用 」、
「社區時光機」等。
三、 107 年度頭城鎮語文競賽
107 年度頭城鎮語文競賽於 7 月 24 日假鎮公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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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類別項目為國語文(演說、朗讀、字音字形、作文、寫
字)與閩南語(演說、朗讀），共計 49 位學生參賽，優勝前
二至三名將代表頭城鎮，參加縣府於 9 月 29-30 日舉辦「107
年宜蘭縣語文競賽」，為本鎮及個人爭取最佳榮譽。
四、 耆老訪談記錄書冊發表
頭城是「開蘭第一城」
，為保存許 多 珍 貴 的 歷 史記 憶 、
先人智慧、名人迭事、民俗起源等，公所於 105 年申請文
化部補助執行「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其中
「風華頭圍-耆老訪談口述歷史記錄」部分，公所邀請宜蘭
文史專家張文義老師主持，自 106 年 4 月 14 日 起每周下鄉
至各里、社區邀集耆老進行 26 場(含礁溪鄉白雲、玉石兩
村)的訪談。為了保存這些珍貴的口述歷史，公所將訪談成
果整理成冊，目前刻正委外付梓出版。

玖、 治安消防更安心
一、 頭城鎮烏一號道路 C 幹線雨水下水道工程
公所積極向內政部爭取專案補助經費新台幣 7,000 萬
元經費，辦理烏一號道路 C 幹線雨水下水道工程之設計規
劃及設置工程；公所另自籌 500 萬元同步辦理頭城國小南
側的雨水下水道系統工程，全案於 106 年 11 月 下旬完成工
程發包作業，於 107 年 2 月開 工，預 計 107 年 12 月 完 工 ，
工程期限 300 日曆天，兩處工區的總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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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 萬元整。工程完成後可改善淹水地區面積約 15 公
頃，保護人口為 2,000 餘人，並可改善城東里、城南里、
新建里及大坑里周邊排水系統，因應未來颱風及豪大雨之
排水需求，保障鎮民及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
二、 防災講習及演練
因應氣候變遷遽增，為有效保障鎮民鄉親生命、財產
安全， 乾舜上任後，督促同仁對於颱風、地震、土石流及火
災等各災害類型，平時皆定期舉辦《災害防救演練-兵棋推
演》及民防團常年訓練，積極模擬災害應變處置。尤其在
防汛期間，加強災害防範演練工作，同時選定易發生土石
流警戒的村里社區辦理宣導講習，就是要讓在地民眾，培
養平時防災觀念。今年度公所榮獲災害防救業務訪評以及
演習評核優等成績， 乾舜除了與有榮焉，更提醒各項災害防
範，平時就需紮實訓練，防汛期間更需與防災體系網絡，
建立穩健的溝通協調系統，共同守護鎮民民眾的生命財產。
三、 災害復建及搶修
107 年 5 月至 107 年 10 月計辦理「107 年度路燈裝設、
汰換、供電設備修復及災害復建工程」、「福坑農路 6.0K
路基邊坡崩塌改善工程」等災害復建工程，總工程經費為
181 萬 8,391 元。
四、 河道與雨水下水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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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河道的排水量，在颱風、梅雨季節時不外溢，讓民
眾財產和生命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公所每年會針對鎮管河
川、野溪及雨水下水道，進行有效疏濬及清淤，107 年 5
月至 107 年 10 月計辦理「107 年度宜蘭縣頭城鎮雨水下水道
清淤工程」、「107 年度宜蘭縣頭城鎮排水改善工程」、「宜蘭縣
頭城鎮烏一號道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等排水治理工程，總工
程經費為 7,117 萬 632 元。

壹拾、 便民服務好輕鬆
一、 推動環保自然葬
台灣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若火化後骨灰改以樹
葬、花葬、海葬等安葬方式，不但可節省土地資源，同時
符合世界潮流推動環保的概念。為響應內政部環保自然葬
理念，公所於納骨堂南方小山崙規 畫「 環 保 自 然葬 園 區 」，
將建置樹葬植存區、樹葬撒葬區、寵物撒葬區、生態階梯
步道等，相信未來「百合陵園」的設施將會更加完善，提
供民眾最優質的殯葬服務。
二、 公路監理自動櫃台設置
以往本鎮民眾辦理牌照稅、燃料費繳款等業務，必須
舟車勞頓前往公路總局宜蘭監理站洽辦。為體恤民眾往返
奔波之苦，回應廣大的民意需求，公所特別與宜蘭監理站
跨機關合作，於公所一樓大廳設置「 公 路 監 理 自助 櫃 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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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簽署跨機關合作便民服務備忘錄，目前刻正建置中。未
來民眾可直接在鎮公所 1 樓辦理，效用相同又省時省力。
以下就半年來，公所執行的各項工程的績效及進度彙整如
下列表格:
107 年 05 月至 107 年 10 月辦理已完工、施工中及發包工程
編
號

工 程

名 稱

1

宜蘭縣頭城鎮烏一號道路雨水下水道
工程

2

發包預算

合約金額

工程進度

金額(元)

(元)

(%)

69,314,435

67,680,000

107 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
程

4,327,935

4,000,000

3

107 年度路燈裝設、汰換、供電設備修
復及災害復建工程(開口契約)

841,239

838,391

4

107 年度宜蘭縣頭城鎮雨水下水道清淤
工程

1,958,193

1,340,632

100

5

頭城鎮更新橋、開蘭路武營社區活動中
心旁入口處人行步道及大坑里協天廟
旁右側前方混凝土空地步道整修工程

720,585

660,000

100

6

福坑農路 6.0K 路基邊坡崩塌改善工程

1,080,002

980,000

100

7

頭城鎮路燈節能績效保証暨維運案

32,000,000

32,000,000

8

山海港老街頭城散步道─頭城老街生
活與蘭博生態兩個博物館串連計畫工
程

9,395,358

9,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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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

10

11

12

107 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第
二期工程
107 年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
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 福成社區
活動中心修繕工程。
107 年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
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大坑社區
活動中心修繕工程
107 年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
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港口社區
活動中心修繕工程

5,663,281

5,440,000

1,893,851

1,648,000

1,839,658

1,547,000

2,553,192

2,100,000

180,208

172,000

100

13

107 年度頭城鎮吉祥路沿線兩側閒置植
栽改善工程

14

頭城老街活化再造案

5,591,598

5,591,598

15

百合陵園充實納骨堂禮堂內部工程附
屬設施環保自然葬園區工程

3,749,310

3,280,000

16

107 年度宜蘭縣頭城鎮排水改善工程

2,244,106

2,150,000

17

頭城鎮汰換路燈保護開關工程

672,600

18

金面里宜三路二段 68 巷 AC 路面及排水
設施通水斷面改善工程

240,000

設計中

19

107 年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
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新建社區
活動中心修繕工程

3,000,000

設計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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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對

乾舜

及公所行政團隊，全力支持

協助，冀盼 貴會繼續給予鞭策與指導。本所將繼續秉持著熱忱動力
與創新思維，推動鎮政建設，共同為頭城鎮再創高峰，讓頭城鎮朝更
美好的未來躍進!！
最後敬祝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健康愉快、萬事如意！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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