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1季）
序
號

代表姓
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本會楊碧村主席所提代表
提案『為提昇及擴大本會
為民服務效能，擬由主席
會同選區代表於該選區內
楊碧村
108.3.18
1
，召開「為民服務座談會
291
(主席) 」以瞭解民眾實際需求，
給予更貼切服務。』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民政課

高小雯

辦理情形

依代表會建議召開為民服務座談會之期程乙
事，將再行研擬配合方案辦理。

完成日期

108.03.20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6

無

逾限
天數

備註

0

編號 : 118案，為第
21屆第1次
臨時會(108
年3月4日至
108年3月6
日)

2

本會蔡財丁代表所提代表
提案「請鎮公所觀光所報
告辦理春節街景布置事宜
，並應多與地方人士連繫 108.3.18
蔡財丁
，考量應時的民俗活動，
292
以發揮更佳的觀光宣傳效
益。」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本鎮外澳旅
遊服中心停車場海側灌木
叢外側樹木，雜亂參差不
齊缺乏整理，影響環境觀
楊碧村
108.3.18
3
瞻，請公所轉請相關單位
293
(主席) 定期整理維護，以維護環
境整潔。」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觀光所

觀光所

曹嫦娥

一、本次街景佈置特別增加成兩階段進行，從第
一階段「聖誕節街景佈置」至第二階段「春節街
景佈置」，點燈儀式邀請本地聖方濟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的長輩一同參與，更搭配愛頭城瘋旅遊臉
書專頁辦理留言抽好禮及相片徵選活動，擴大地
方民眾參與。除地方新聞報導外更獲得宜蘭當地
知名美食旅遊部落客【宜蘭ㄚ欣的美食日誌】推
薦，活動成果佳評如潮、圓滿成功。二、另有關
108.03.20
頭城老街春節街景佈置，已於佈置前協同承攬廠
商與城南、城東里里長召開「頭城老街佈置研商
會議」，進行現場會勘並達成共識。三、若有思
慮不周，將於下次通盤檢討，以期呈現精心應景
的佈置，讓頭城鄉親、返鄉民眾以及外地遊客，
充分感受熱鬧年節氛圍。四、上開說明108年3月
20號以頭鎮觀字第1080003598回覆貴會在案。

本所108年3月20日以頭鎮觀字第1080003602
號函轉請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108年8月13日以頭鎮
觀字第1080011049號回函貴會，函復內容：
周金山
「停車場海側灌木叢外側樹木業已改善完成
，並列為
定期維管區域。」

108.03.20

6

無

0

14

無

0

4

5

6

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為本鎮民眾反映
更新海產老店至福德廟間
海側堤防，多有遊客及民
眾步行，惟缺乏護欄，民
眾步行時恐有跌落風險， 108.3.18
薛柏新
請公所轉請相關單位設置
294
護欄及美化環境，以維護
步行安全及當地觀光發展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
林連生 時動議案「建請鎮公所將
108.3.18
(副主席 頭城河青雲路下游兩岸美
295
)
化。」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
時動議案「建請公路局第
四區工段處，有關台2線
林連生
濱海路一段蘭陽博物館一 108.3.18
(副主席
段路面損壞嚴重…」乙案
296
)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工務課

108.03.29頭鎮工字第1080003597號函請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研議辦理。108.9.4頭鎮工字第
馮威嘉 1080012029號函轉第一河川局函文有關「更 108.03.29
新海堤南端海岸環境改善工程」工程設計地
方說明會紀錄。

14

無

0

農經課

鄭志光 本案由本所研議辦理。

14

無

0

14

無

0

工務課

108.03.25

108.3.20頭鎮工字第1080003603號函請公路
局頭城工務段卓處。
108.4.1頭鎮工字第1080004030號函，公路局
頭城工務段函復:「旨掲通報路段每日皆辦理
林建國
108.03.20
巡查作業，發現坑洞也立即補修，另將積極
爭取預算納入年度相關工程辦理全面改善。
」

7

8

本會簡英俊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向上
級機關爭取經費，施設大 108.3.18
簡英俊
溪里電線(台電、電信)地
297
下化。」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簡英俊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共同
支持宜蘭在地文化(蘭陽
108.3.18
簡英俊 戲劇團)。」乙案，經本
298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工務課

圖書館

108.03.22頭鎮工字第1080003595號函請台電
公司、中華電信公司卓處。108.4.3頭鎮工字
第1080004245號函，台電公司函復:「1.旨述
區域本處既設電桿設置於道路側，係為供應
附近住家民生用電之必須，未有妨礙使用或
影響交通情事，評估結果仍以維持現狀為宜
。2.配電線地下化視現場條件評估，才能辦
林建國 理架空線路地下化事宜，另政府機關、用戶 108.03.22
或第三者要求本公司辦理架空線地下化，需
按照本公私奉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章
第8章等相關規定，負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
，且協助取得地下化所需埋設管路與設置配
電設備之土地同意書，經本公司檢討技術可
行性後始能配合辦理」。

本所業於108年3月25日頭鎮圖字第
1080003601號函復貴會:「本案將先行錄案參
李世銘
108.03.25
考辦理。」

14

無

0

14

無

0

9

本會吳淑貞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竹安防水閘
門周邊位處竹安賞鳥濕地
及得子口溪自行車道重要
節點，亦為民眾漫步遊憩
之景點，近來多有遊客及 108.3.18
吳淑貞
民眾反映，該處缺乏休憩
299
據點，建請公所設置涼亭
等相關休憩設施，以利遊
憩觀光發展需求。」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

本會吳淑貞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竹安橋下及
竹安舊橋周邊為竹安河口
濕地及得子口溪自行車道
主要據點，多有遊客及民
108.3.18
吳淑貞 眾行經該處時休憩半刻，
300
為本鎮遊憩觀光發展需求
，建請公所設置適量石椅
等休憩設施。」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觀光所

觀光所

一、有關得子口溪自行車道，縣府業依「自
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設置休憩涼
亭，離建議位置僅1.28公里，本建議案將錄
鄭芷甯
案研議辦理。二、本所108年4月15日以頭鎮
觀字第1080004491號函復貴會在案。

一、有關得子口溪自行車道，縣府業依「自
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設置休憩涼
亭，離建議位置僅1.28公里，本建議案將錄
鄭芷甯
案研議辦理。二、本所108年4月15日以頭鎮
觀字第1080004491號函復貴會在案。

108.03.25

6

無

0

108.03.20

6

無

0

11

12

本會吳淑貞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竹安里頭濱
路路段(竹安裡家具行對
面、山蘭名產行對面等地
點)，沿路水溝蓋損壞嚴
重(鋼筋外露等)，加上多
處地點水溝淤塞，影響當 108.3.18
吳淑貞
地學童、長者通行安全以
301
及排水通暢甚鉅，請公所
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勘，
以利問題處理。」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林端

本會林端代表所提臨時動
議案「本鎮福成路靠金面
溪路段(N24.854156,
E121.809272)，因位處連
續彎道處，對向來車常因
108.3.18
彎道處樹木遮蔽影響通視
302
範圍，恐有交通風險，請
公所對遮蔽物進行適當維
護修整，以利當地交通安
全。」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農經課

108.3.29頭鎮工字第1080003599號函請公路
局頭城工務段研議辦理。108.4.9頭鎮工字第
1080004542號，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函復:「本
馮威嘉
108.03.29
段已積極爭取經費，並納入年度相關工程辦
理改善。」

鄭志光 本建議案職課業已處理完竣。

108.03.20

14

無

0

14

無

0

13

14

本會甘錫賢及蔡財丁代表
所提臨時動議案「有關本
鎮竹安里竹安路57號之2
號對面周邊路段，路側溝
渠未有蓋封，也無相關路
側反光標桿等設施，恐有
甘錫賢
108.3.18
相當交通風險，請鎮公所
蔡財丁
303
轉請相關單位設置交通防
護設施，並對於溝渠路段
適當蓋封，以為當地交通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甘錫賢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刨
除拔雅里吉祥路298巷路
108.3.18
甘錫賢 面，並重新舖設，以維人
304
車出入安全。」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甘錫賢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重新舖
設新興路81-5號起數十戶
宅前道路柏油路面，以改
108.3.18
15 甘錫賢 善路面斑駁，人車通行不
305
便現況。」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8.3.25頭鎮工字第1080003808號函請宜蘭
縣政府研議辦理。

工務課

馮威嘉

108.03.25

14

無

0

工務課

108.3.22頭鎮工字第1080003593號函復:「有
關建議路段刨鋪涉及私有土地權屬範疇，謹
請提案代表協助取得相關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林建國
108.03.22
，另針對所提建議事項，本所將先行錄案，
並俟108年度道路及附屬設施修復工程招標程
序完成後，再行納入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工務課

108.3.22頭鎮工字第1080003609號函復:「1.
經查本案前經新建里辦公處107年9月7日新建
里字第1070000172號函提案刨鋪，並已協助
林建國 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在案。2.本所刻 108.03.22
正辦理108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
程招標作業，爰先行錄案，俟招標程序完成
後研議辦理。」

14

無

0

本會林詩穎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陳請反映青
雲路二段419號旁路口出
108.3.18
16 林詩穎 入安全改善。」乙案，經
306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蔡財丁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於
拔雅里(路)40號宅前裝設
108.3.18
17 蔡財丁 路燈乙盞，以保障夜歸民
307
眾行的安全。」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蔡財丁代表所提臨
時動議案「為鼓勵本鎮
長者積極從事游泳運動
，保有健康身心狀態，
建請公所對於本鎮70歲
以上長者免費使用運動
18 蔡財丁
公園游泳池設施，以利
本鎮長者多樣性運動機
會。」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8.3.18
308

工務課

工務課

社會課

108.4.8頭鎮工字第1080004282號函請公路局
頭城工務段卓處。108.4.15頭鎮工字第
林建國 1080004867號函，函轉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函 108.04.08
復:「本段將錄案辦理改善」。

108.3.25頭鎮工字第1080003594號函復:「1.
本案經現勘後建議裝設路燈地點為乙處無尾
巷之私人廣場。2.次查本所已於往拔雅路40
號入口及該巷道中間各設置95瓦LED路燈各乙
盞，足以提供該處附近數戶居民夜間往來之
劉厚漢
108.03.05
照明。3.綜上基於審計室要求本所針對有未
提供公共使用之路燈，應檢討裝設位置之合
理性及裝設之必要性，故本案不宜採納辦理
。」

108.4.1頭鎮社字第1080003612號函復:「本
鎮體育場管理自治條例第41條滿65歲長者依
相關法令予以優惠，又依老人福利法第25條
陳有泰
108.04.01
第1項年滿65歲以上者給予半價優待。依目前
游泳池全票50元，全票的半價為25元，已足
鼓勵長者從事游泳活動並符合相關法規。」

14

無

0

14

無

0

12

無

0

108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2季）
序
號

代表姓
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縣
府
儘速辦理本鎮大洋地區農
楊 碧 村 地重劃，以加速農業發展 108.6.10
1
(主席) ，
666
增加農民收入」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於
本鎮設置優質、平價的
公立托嬰中心，以協助
楊 碧 村 年輕的父母安心將嬰幼
2
(主席) 兒交托予合格、有愛心
的保母」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8.6.10
667

民政課

社會課

辦理情形

本案訂於108年10月25日假二城國小禮堂
(活動中心)舉行本鎮二城、福成等部分區
陳國立
域農地重劃說明會。

完成日期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46案，為第
21屆第1次
定期大會
(108年5月
20日至108
年5月31日)

108.6.18

14

無

0

108.6.12頭鎮社字第1080007774號函復:「
宜蘭縣政府配合衛生福利部執行「前瞻基
礎建設特別條例」，推動少子化友善育兒
林容瑩 空間，建設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108.6.12
目前已規劃於本鎮頭城國中設立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提供平價且優質的托育服務。
」

14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補
助鎮內長青食堂營養費
楊 碧 村 ，以照顧年長者健康，
3
(主席) 並提高各社區設置長青
食堂的意願」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8.6.10
668

社會課

108.06.12頭鎮社字第1080007772號函復:
「1.本所針對開辦長青食堂或關懷據點之
社區，每年補助水電費或設備費新台幣1萬
2,000元，查目前辦理長青食堂之社區計有
新建、龜山島、港口、大坑、福成、開蘭
橋下等處，另拔雅由弘道基金會輔導
中。2.縣府對於新開辦或已開辦社區，另
有補助項目分別為：(一)餐費補助:低收入
戶每餐補助50元、中低收入戶每餐補助45
莊妙玲
108.6.12
元。(二)充實設施設備費(桌、椅、餐盤、
碗筷..等物品及烹飪設備):每10人補助1萬
元、每20人補助2萬元，以此類推。(三)行
政作業費(食材、志工、瓦斯、臨時酬勞、
雜支等):20-29人每年12萬，30-39人每年
15萬..等。綜上，除上列補助外另依開辦
食堂用餐人數，每季也有米糧(備用糧)提
供申請，且社區食堂皆視實際狀況訂定收
費，以達永續經營目的。」

14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於辦理
各項
活動時，應以活絡鎮內經
楊 碧 村 濟為其首要目標，以幫助 108.6.10
4
(主席) 各行
669
各業提高收入」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重視鎮
內兒童健康，補助幼兒園
楊 碧 村 為兒童調配均衡營養餐飲 108.6.10
5
(主席) ，促進兒童茁壯成長，打
670
造其強健體魄」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一、 辦理地方各項節慶活動皆規劃多樣的觀
光主題元素，藉此廣邀鎮內農漁業特產品展示
、藝文團體及特色產業一同參與，促進異業結
盟及推廣行銷本鎮優質農漁特產，帶動本鎮當
地相關觀光產業商機，增加本地業者收益。二
、 近年推廣活動如：1.宜蘭童玩節設攤：文
創商品展示、本鎮特色美食推廣、新港澳休閒
農漁業DIY體驗。2.綠色博覽會設攤：文創商
品展示、農漁特產行銷宣傳及試吃活動。3.福
神弄龜活動廣邀鎮內各商家團體一同發想創意
大小龜活動，藉由活動增加鎮內各行業商家曝
光。4.音浪頭城-頭城海洋文化觀光季歷經四
年舉辦，秉持整體性宣傳策略計畫，成為本鎮
年度首要觀光行銷活動，今年更與鎮內衝浪業
者合作舉辦衝浪板彩繪-藝浪板活動，規劃不
同觀光族群活動，進而促進地方產值收益。三
、108年6月12日頭鎮觀字第1080007773號函回
函覆貴會在案。

觀光所

李玉琦

108.6.12

14

無

0

幼兒園

108.6.19頭鎮幼字第1080007771號函復：
「本所業於107年度編列預算執行中；凡是
幼兒及直系血親或監護人設籍本鎮連續滿
黃慧玉 六個月，每位每月補助新台幣800元。相關 108.6.19
幼童餐飲皆依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辦
理，提供符合幼兒年齡及發展需求之餐點
」。

14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協助各
里發展一里一特色，全面
楊 碧 村 檢視、施設各里所需的觀 108.6.10
6
(主席) 光景點，以觀光軟實力，
671
提高農漁產業升級」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於夏季
登革熱防疫期前，全面進
楊 碧 村
108.6.10
7
行鎮內大消毒，以杜絕病
(主席)
672
媒蚊孳生」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觀光所

清潔隊

曹嫦娥

一、 善用本鎮港口、外澳美麗沙灘，本所每
年夏天於港澳沙灘舉辦「音浪頭城」系列活動
。每年遊客如織，已成為夏天宜蘭地區重要海
洋觀光休閒活動，同時推動周邊海上休閒活動
，海泳、衝浪、飛行傘蔚為風潮，帶來無數觀
光休閒遊客及產值。二、為行銷頭城老街古典
的懷舊風情與文化，配合農曆土地公生日，舉
辦「福神弄龜」系列活動活絡城內4里，帶來
人氣與買氣。三、向縣府爭取推動「漁鐵海岸
五漁村計畫」，循台鐵鐵道，串連石城、大里
、大溪、梗枋與外澳等發展成一條小旅行遊憩
路線。目前已完成石城聚落環境改善及大溪慢
活廊道營造，接續推動其他建設中。四、本所
將持續積極爭取縣府及中央經費，協助各里發
展特色產業，增加本地經濟收益及創造就業機
會。五、108年6月14日頭鎮觀字第1080007770
號函覆貴會在案。

108.6.14

108.6.12頭鎮清字第1080007767號函復:「
本所於108年5月16日起至6月24日期間辦理
黃博群 全鎮登革熱孳生源清除消毒作業，並檢附 108.6.12
消毒日程表供參。」

14

無

0

6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轉請相
關單位於青雲路二段往金
面路471號宅後方，毗鄰
楊 碧 村
108.6.10
8
農田一側道路路肩施設反
(主席)
673
光導標，以免機車騎士稍
一不，慎即有摔落農田的
可能」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加速規
劃大洋地區40甲地區，利
用其優美的水岸景色，發
楊 碧 村 展此地區為「水岸城市」 108.6.10
9
(主席) ，發展休閒產業，產加農
674
漁民收入」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
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宜
蘭監理站，下鄉至本鎮辦
理機車考照服務，以提供
楊 碧 村
108.6.10
10
偏遠地區民眾更便捷、更
(主席)
675
多元服務」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工務課

農經課

民政課

108.6.25頭鎮工字第1080007768號函復:「
本所將納入本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及附屬
林建國
108.6.25
設施工程範疇內研議辦理」。

本案本所108.6.12頭鎮農字第1080007765
號函請宜蘭縣政府針對「下埔水岸城市計
畫」先期規劃及可行性評估在案，惟縣府
函復本所表示：「縣府業依相關計畫評估
鄭志光
結果以現行區域徵收相關法令而言，不具
執行可行性；另本所將持續研議該區域發
展(開發)方向。

本案業於108.6.11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台
北區監理所宜蘭監理站，並於108.6.25函
高小雯
復本所，本案已轉知各里辦公處知照，另
於108.6.28函復代表會在案。

6

有

7

108.6.12

14

無

0

108.6.11

6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水
保局
於吉祥橋下，福德坑溪溪
楊 碧 村
108.6.10
11
床綠美化工程完成後，預
(主席)
676
留通道以供農民運輸農產
品」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
臨時動議案「請鎮公所
林連生
儘速改善開蘭路路面」
12 (副主席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
案通過，請查照。

108.6.10
677

工務課

邱榮宏

108.6.27頭鎮工字第1080007766號函請水
土保持局台北分局卓處。

108.6.27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108.6.19頭鎮工字第1080007764號函復:「
108.6.19
本所將納入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
臨時動議案「台2線濱
海公路由頭城加油站經
濱海路一段至港澳橋止
，此路段路面破損嚴重
林連生
，請鎮公所轉請公路總
13 (副主席
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
)
城工務段，針對此路段
路面儘速予以重新舖設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案「本鎮福成路
（福德坑溪旁，即下福
成往新興路方向，如附
位置圖）路側部份柏油
路面出現高低落差，另
與邊坡銜接處柏油出現
14 林詩穎 多處裂縫(詳附現場照
片)，建請鎮公所儘速
邀集相關單位研議予以
整舖及防護加強，以維
周邊通行民眾之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8.6.10
678

工務課

108.6.10
679

工務課

108.6.19頭鎮工字第1080007769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108.6.26頭鎮工字
第1080008641號函，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函
林建國 復:「本段每日皆辦理巡查作業，發現坑洞 108.6.19
立即修補，另本路段本段已爭取經費，納
入本年度相關工程辦理全面改善」。

林建國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7794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

108.6.2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案「本席於定期
會綜合質詢時提出，因
本鎮內多處交通要道屬
省道或縣管道路，如地
方里鄰長及民眾有反映
新增監視器需求，建請
鎮公所利用縣務(治安
15 林詩穎
會報)時提出，以強化
本鎮交通及治安維護，
並於事故發生時得以迅
速調閱相關資料，為民
眾安危把關」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案「本鎮東興街
(南段，約在南興街至
東興街30號間)巷弄因
巷道狹小，消防救災車
16 林詩穎 輛無法進入，建請鎮公
所邀集消防等相關單位
會勘研議增設消防栓，
以完備本鎮防災設備」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8.6.10
680

工務課

108.6.10
681

民政課

108.6.25頭鎮工字第1080007763號函請宜
蘭縣警察局卓處。108.7.8頭鎮工字第
1080009113號函，縣警局函復:「請提供具
林建國
108.6.25
體地點，俾利函送該局礁溪分局通案評估
，並納入年度審查儲議研討建置」。

經查該位址已有設置地下消防栓，業已函
吳書緯 文要求相關單位加強指示牌標示，便於民
眾周知。

108.6.14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案「本席於定期
會時提出關於本鎮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範圍檢討
以及擬定頭城（大洋地
17 林詩穎 區）都市計畫案之辦理
進度，請鎮公所確實掌
握，以確保鎮民之權益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8

林笋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於本
鎮所有水溝蓋上，印製
龜山島圖案，讓冰冷無
趣的水溝蓋化為藝術品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6.10
682

工務課

108.6.10
683

工務課

108.6.12頭鎮工字第1080007760號函復:「
1.經查宜蘭縣政府107年12月24日府建都字
第1070216605A公告公開展覽『變更投程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嗣經108年1月24日於本所第一會議室辦竣
公開說明會在案，後續將提請宜蘭縣都市
計畫安員會審議階段。2.另本所刻正辦理
變更頭城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吳佳憓
108.06.12
嗣於107年1月29日辦理民眾座談會在案，
後續將配合檢視上開宜蘭縣政府辦理之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及頭城老街歷史
風貌特定專用區都市計畫委託規劃成果後
，併予納入規劃參考。3.有關擬定頭城都
市計畫(大洋地區)案，目前為宜蘭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階段」。

邱榮宏

108.6.25頭鎮工字第1080007762號函復:「
108.06.25
本所將納入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14

無

0

19

20

林笋

林笋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東北
角管理處重新施設濱海路
2段368號後方海堤步道， 108.6.10
改善目前凹凸不平現狀」
684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儘速於下
埔里福德廟前道路與其旁
叉路口，設置反射鏡乙面 108.6.10
，以維人車安全」乙案，
685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觀光所

工務課

一、本案經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
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08年7月15日觀東里
字第1080900223號函函復：「該海堤步道
周金山 已完成修繕」。二、本所108年7月16日以
頭鎮觀字第1080009728號函函覆貴會在案
。

108.06.24

6

有

6

108.6.19頭鎮工字第1080007752號函復:「
林建國 本所納入本年度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 108.06.19
範疇內研議辦理」。

14

無

0

21

22

林笋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受理各社
區團體申請補助案時，應
主動提供「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108.6.10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
686
係揭露表」，以免受補助
團體不瞭解法規而受罰」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林笋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縣警
察局於青雲路二段475號
108.6.10
叉路口設置監視器乙具，
687
以強化治安，消弭犯罪」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8.6.19頭鎮社字第1080007755號函復:「一、依
據利衝法第14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原則
上不得與公務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
助、買賣、租金、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但有該法所定第14條第1項各款情形則不受限。
惟需依第14條第2項規定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於
申請或投標文件內表明其身分關係。是以，團體向
本所申請補助案時，除依本所補(捐)助各機關。學
校或其他人民團體作業要點」規定檢附計畫書、經
費概算表、立案證明書等文件外，如補助案有利衝
法第3條所定關係人情形時，應於補助案申請文件
內檢附「公職人員及關係人有分關係揭露表」，始
符合利衝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意旨。二、綜上，身
分關係揭露表之填載程序及時點，應於申請案送進
本所之「前」，並附載於申請文件「中」。倘由本
所主動提供有違利衝法第14條第2項意旨，且恐有
轉嫁「主動揭露」義務之責。再者本所對於申請補
助團體之關係人礙難查悉，且該表格除監察院函有
說明外，廉政署網頁也有提供下載運用。三、為不
悖中央法令意旨，也避免申請補助團體誤觸利衝法
第14條第2項規定，於人民團體申請補助案件時，
本所將善盡口頭告知責任。」

社會課

莊妙玲

108.06.19

14

無

0

民政課

本案宜蘭縣警察局函復:「目前已於建議地
點周邊路口設置監視器，形成有效監看防
吳書緯
108.06.14
護網，後續業請礁溪分局綜析該路口治安
交通狀況，納入建置提案」。

14

無

0

23

林笋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東北
角管理處將外澳阿拉伯式
別墅(榮梓博物館)對面之
停車場，開闢為收費停車
場，並於該處設置公共廁 108.6.10
所，以停車場收入做為管
688
理公共廁所費用，以解決
旅客如廁問題」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本鎮新
建里吉祥路19巷巷道內，
巷道蜿蜒曲折，夜間照明
缺乏，人車通行時因缺乏
照明，恐易危害人車之通
行安全，為通道照明充足 108.6.10
24 蔡財丁
，建請公所於現有編號
689
03536路燈前後適當距離
各設置1盞路燈(共3盞路
燈)，以利當地夜間照明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工務課

108.6.12頭鎮工字第1080007757號函，函
請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卓處。108.6.28頭鎮工字第
1080008558號函，函轉東北角風管處函復:
「旨案所提公廁設置需求，經查距設處北
陳明志 方約500公尺之慶天宮及距南方50公尺之本 108.06.12
處管有外澳觀景台，皆已設置公廁，經評
估尚難有增加公廁之規劃，惟有關反映遊
客隨處方便之情事，本所業已加強巡查，
勸導遊客維護環境整潔」。

吳秉承

108.7.12頭鎮工字第1080007754號函復:「
108.07.12
本所先行錄案研議辦理」。

6

無

0

14

有

10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石城與福隆
間舊草嶺自行車道每逢假
日，遊客如織，建請鎮公
所轉請東北角管理處研議
將自行車道自南端洞口規 108.6.10
25 蔡財丁
劃延伸至大里漁港，以有
690
效發展地方漁村經濟及帶
動觀光廊帶」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福興橋上游左岸
堤防道路，因柏油路面老
舊龜裂、多處破損，建請
貴所轉請相關單位儘速予 108.6.10
26 甘錫賢
以刨除重舖，以利防救災
691
時搶修車輛得以迅速通行
，並維護搶修人員車輛安
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福德坑溪吉祥橋
下游側左岸，之前新舊岸
銜接處工程或有瑕疵，地
基似有不實，路面鋪面明 108.6.10
27 甘錫賢
顯龜裂損壞，建請公所轉
692
請相關單位改善處理」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觀光所

工務課

工務課

一、 本所108年6月12日以頭鎮觀字第
1080007758號函轉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
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二、 旨
案業經宜蘭縣政府108年5月1日召開「頭城
地區石城至大里濱海自行車道建置可行性
鄭芷甯
108.06.12
討論會議」，會議結論請由交通部公路總
局辦理臺二線本路線拓寬時，依「自行車
環島1號路線」方式，考量於路側劃設自行
車道。

108.6.24頭鎮工字第108000776號函，函請
宜蘭縣政府研議辦理。108.7.17頭鎮工字
邱榮宏 第1080008983號函，再度函請縣府研議辦 108.06.24
理。

108.6.24頭鎮工字第1080007751號函，函
請宜蘭縣政府研議辦理。108.7.22頭鎮工
字第1080009193號函，縣府函復:「本府將
邱榮宏
108.06.24
續以巡查追蹤，如有破損影響其功能性，
將錄案辦理，以維河防安全」。

6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頭城家商旁
新建里9鄰與10鄰因本身
巷道狹小，消防車輛出入
較為
不易，建請鎮公所儘速與 108.6.10
28 甘錫賢
相關單位研商於當地施設
693
消防栓，以利發生突發事
故時可就近取水，爭取救
難時效」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沙成路東側
溪底溝長久未清淤溪水混
濁，每逢夏季臭味四溢，
108.6.10
29 甘錫賢 並且橋上護欄老舊損壞，
694
建請公所予以清疏及修復
，以回應當地居民殷殷期
盼」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民政課

本案於108年6月10日上午10時偕同甘代表
及里長會同相關單位辦理會勘後，發現該
巷道頭尾均已設置地下室消防栓，因指示
吳書緯
牌受風雨影響退色，使當地民眾未察覺，
故函請相關單位予以改善，避免問題發生
。

108.06.11

14

無

0

工務課

108.7.4頭鎮工字第1080007749號函，訂於
108年7月5日辦理會勘，會勘結論:「1.有
關橋梁之護欄破損搖晃部份，本所將研議
辦理改善方案。2.有關溪底溝清疏及雜草
邱榮宏
108.07.04
清除部分，經查已納入108年頭城鎮雨水下
水道清淤工程，並於108年7月10日完成清
理。3.有關溪底溝下游水閘門損壞部分，
本所另函轉農田水利會卓處」。

14

有

6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開蘭橋上目前既
有橋樑伸縮縫因已使用多
年，且經載重車輛日夜輾
壓，目前縫隙已過大，建 108.6.10
30 甘錫賢
請貴所儘速研議進行修整
695
，以維車輛通行之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公路局辦理
台2線136K+800~137K+865
金馬橋、竹安橋改建及路
基拓寬工程，多有本鎮用
路民眾反映施工橋面鋪面
、施工提醒及管制等問題 108.6.10
31 吳淑貞
，恐危害用路人交通行車
696
安全，建請公所要求公路
局及施工單位積極改善，
以維護本鎮鎮民安全」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工務課

林建國

108.6.26頭鎮工字第1080007788號函復:「
108.06.26
本所將納入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108.6.19頭鎮工字第1080007750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

14

無

0

108.06.19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本鎮外
澳接天宮後方石空路，縣
府近來有進行混凝土鋪面
鋪設工作，但路段寬度不
足，車輛難以交會通行，
部分路側鋪面落崁鋪有碎 108.6.10
32 吳淑貞
石包，可避免交會車輛陷
697
落，惟部分路側未有鋪設
碎石包，建請公所轉請縣
府予以改善鋪築，以維行
車安全」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本鎮外澳石
空路(往蟾蜍山)通往飛行
傘基地路上，目前路面缺
乏鋪面，人車通行不易， 108.6.10
33 吳淑貞
為本鎮觀光發展建請公所
698
適當鋪築路面鋪面，以利
觀光交通通行」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工務課

林建國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7784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

108.06.20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108.6.25頭鎮工字第1080007786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

108.06.25

14

無

0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為民眾反映本鎮
頭濱路二段318巷30號對
面路燈，受當地林木遮蔽
，嚴重影響巷道路面照明
，建請公所轉請林務相關 108.6.10
34 吳淑貞
單位，對於周邊雜木予以
699
適當修整，避免影響路燈
照明，進而影響當地巷道
夜間通行視線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為關心本鎮新住
民生活與鎮內各團體互動
，建請公所主動關心新住
民，辦理相關新住民互動
活動，甚至主動鼓勵輔導 108.6.10
35 吳淑貞
新住民辦理鎮內各類交流
700
活動，以促進鎮內各族群
互動交流機會」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農經課

民政課

鄭志光 本案業已改善處理完畢。

積極加強連結相關資源之宣導外，將予以
研議辦理，以增加新住民交流互動之機會
林碧孿
。

108.06.24

14

無

0

108.06.21

14

無

0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宜蘭北濱自
行車道本鎮竹安地區路段
，山蘭名產店東側海堤側
路段，路面破損明顯，建
108.6.10
36 吳淑貞 請公所轉請相關單位予以
701
整理修復，以維護自行車
用路人通行安全與行車平
順」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時
動議案「開蘭橋下照明、
樓梯扶手及監視錄影設施
不善，嚴重影響民眾出入 108.6.10
37 游錫財
安全，請鎮公所儘速研辦
702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研議母
親節讓頭城鎮公所所屬女 108.6.10
38 簡英俊
性員工放假」乙案，經本
703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觀光所

一、本所業於108年6月14日協同里長、代
表辦理現場會勘。二、旨案經濟部水利署
第一河川局業於108年10月11日進行工程開
鄭芷甯
108.06.11
工施作，工程內容包含北濱自行車道及本
鎮竹安地區海堤部分。

6

無

0

工務課

吳秉承 本案業已施設完成。

108.06.12

14

無

0

人事室

本案108.6.10頭鎮人字第1080008808號函
函覆在案，函覆內容:「查勞動基準法第37
條規定略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
黃玉儒 、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108.06.25
應放假日，均應休假，而母親節尚非前開
規定之放假日，又倘法規有所修正時，本
所自當配合辦理。」

6

有

6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於大
溪里宜一線明山寺上方道
108.6.10
39 簡英俊 路施設路燈」乙案，經本
704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內大溪長春
橋損毀，建請鎮公所爭取 108.6.10
40 簡英俊
經費修護，以維民眾通行
705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更新里北天宮停
車場旁縣府農業處農村發
展科新施設之人孔水溝蓋
不平整，車輛行經時嚴重
搖晃，對路過騎乘之騎士 108.6.10
41 薛柏新
有行車安全疑慮，建請
706
貴所轉請相關單位儘速予
以改善」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

108.7.12頭鎮工字第1080007783號函復:「
108.07.12
本所將先行錄案研議辦理」。

工務課

吳秉承

工務課

林建國 本案業已修復完竣。

工務課

108.06.20

108.6.27頭鎮工字第1080007780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研議辦理。宜蘭縣政府108.7.12
邱榮宏 府農廢字第1080115714號函復:「將納入本 108.06.27
年度農路維護計畫辦理」。

14

有

1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更新里梗枋溪河
床及兩岸雜草叢生，因此
處為通往周邊休閒場所、
民宿等觀光景點必經之重
要道路，建議 貴所轉相
108.6.10
42 薛柏新 關單位定期除草保持環境
707
整潔，以維周邊環境美觀
，並避免汛期因阻礙排水
，造成居民安全問題」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大里懷德橋
上，轉彎處護欄嚴重毀損
108.6.10
43 薛柏新 ，建議鎮公所轉公路單位
708
加強處理，以確保用路人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龜山火車站
月臺旁多處位置雜草叢生
(如附照片)，因夏季將至
，遊客眾多，恐因孳生蚊
蟲致傳播疾病，建議鎮公 108.6.10
44 薛柏新
所轉請鐵路單位加強整頓
709
周邊環境，以確保旅客健
康及環境衛生」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工務課

工務課

工務課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7782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研議辦理，本案據瞭解後續業已
林裕人
清理完竣。

108.06.20

108.6.19頭鎮工字第1080007778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108.6.26頭鎮工字
第1080008680號函轉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函
林建國 復:
108.06.20
「本段業於108年6月6日責成廠商修復完竣
」。

林裕人

108.6.20頭鎮工字第080007792號函請鐵路
108.06.20
局卓處。

6

有

2

14

無

0

6

有

2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時
動議案「大坑里協天路
706巷路面柏油久未更新
，且兩側未設置排水溝，
108.6.10
45 游錫財 逢雨即發生淹水現象，請
711
公所從速研擬解決之道」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於行政
中心一樓服務台，增設一
服務窗口，做為本會受理 108.6.10
46 蔡財丁
民眾案件申請及搶孤報名
712
、宣傳等相關業務專責櫃
台」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

工務課

行政室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港口衝
浪街東北角服務站斜對面
斜坡道，通往沙灘之通道
，每逢海風稍大，灰沙常
易撲面而來，造成通行民
楊碧村 眾難以進出，建請公所轉 108.6.12
觀光所
(主席) 請相關單位改善鋪面，避
727
免民眾有因灰沙造成通行
及眼疾等問題之虞，進而
影響當地觀光活動」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一、108.6.26頭鎮工字第1080007866號函
復:「本所將納入108年度道路修復與附屬
林建國 設施及相關工程研議辦理」。二、本案路
面部分業已鋪設完竣。

108.06.26

本案108年6月13日頭鎮行字第1080008068
號函:「一、有關貴會蔡代表財丁建議事項
，考量本所一樓服務台已無空間增設置專
責服務窗口，尚祈見諒。如遇有民眾詢問
代表會申請案件或搶孤活動報名及宣傳等
邱建豪 相關事宜，本所將請服務台人員協助引導 108.06.12
民眾至二樓代表會或中元祭典協會接洽辦
理。二、倘中元祭典有搶孤活動相關宣傳
海報需公告或提供民眾索取，本所可協助
張貼至適當位置，俾利宣導活動資訊。」

周金山

一、本所108年6月20日以頭鎮觀字第
1080008054號函覆貴會在案。二、因應本
所辦理海洋文化觀光季等活動，將視情況
配合工程車搭設舞台進出步道，並以水噴
灑，以減少灰沙情形發生。

108.06.20

14

無

0

14

無

0

6

無

0

編號 : 119案，為第
21屆第2次
臨時會(108
年6月3日至
108年6月5
日)

2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
時動議案「建請鎮公所對
林連生 頭城運動公園與鐵路交界
108.6.12
(副主席 處雜草過長區域，請相關
728
)
單位予以儘速修整處理」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3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
時動議案「建請鎮公所對
林連生 於史雲湖周邊叢生雜草過
108.6.12
(副主席 長區域，請相關單位盡速
729
)
處理，予以修整清潔」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4

林端

本會林代表瑞所提臨時動
議案「民眾反映本鎮台2
庚線轉入金面路約120公
尺處，路面寬度極度不足
，兩側緊鄰稻田與排水溝
渠，車輛完全無法交會， 108.6.12
建請公所於中間位置設置
730
避車道，提供車輛交會空
間，以維該路段通行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社會課

圖書館

工務課

108.6.14頭鎮社字第1080008053號函復:「
本案業於108年6月初除草，並於6月10日會
同林副主席連生現勘，經現場查看，確已
陳有泰 完成該區域除草作業，邇後本所將視頭城 108.06.14
運動公園雜草生長情形，適時辦理除草作
業。」

一、史雲湖管理機關為為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本所108年6月18日依貴會來文，以頭
鎮圖字第1080008056號函請文化局建請派
員修整清潔，並副知貴會在案。二、文化
李世銘 局於108年8月5日函復已委託本鎮居民進行 108.06.18
除草及環境清潔工作，並預定於109年爭取
預算，將委請城東社區發展協會協助辦理
環境清潔。

林建國

108.6.26頭鎮工字第1080008065號函復:「
108.06.26
本所將納入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6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5

6

7

蔡財丁

蔡財丁

蔡財丁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席為瞭解近年
來鎮公所人事異動情形，
敬請鎮公所提供
105、106、107年度新進 108.6.12
及離職人員人數，並請依
731
各課室單位區分」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頭濱路三段
福德坑橋南北兩側，因適
逢叉路口，敬請鎮公所轉
請路權主管機關研議於此 108.6.12
二處路口，增設黃網線，
732
以利路口淨空，確保車輛
通行此路口之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研議
向林務局爭取撥用港口社
區活動中心旁海堤邊土地
，並以公共造產方式興建
108.6.12
展售攤區，以充實本鎮鎮
733
庫，吸引前來遊玩之遊客
停留消費，帶動地方經濟
繁榮」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人事室

黃玉儒

本建議案108.6.12頭鎮人字第1080008052
號函復貴會在案。

108.06.26

6

有

5

工務課

林建國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8051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

108.06.20

14

無

0

108.06.17

6

無

0

觀光所

本所108年6月17日以頭鎮觀字第
1080008066號函覆貴會在案，旨案考量林
務局設置防風林是為防範海邊風沙及保護
周金山 海岸生態，且保安林解除及破堤涉及多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轄範圍，將錄案研
議辦理。

8

9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拔雅里數處
道路指示牌面，部份傾倒
歪斜、部份上面字跡牌面
已模糊不清，建議鎮公所 108.6.12
甘錫賢
能儘速清查，並予以扶正
734
及修補更換，以利外來遊
客前來踏訪時能有所依偱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本鎮竹
安里社區活動中心後方小
山坡，雜草叢生，易孳生
蚊蟲，甚至窩藏蛇類，影
響環境衛生並造成當地民
困擾，建請公所修整當地 108.6.12
吳淑貞
雜草並予以適當綠美公園
735
化，除可避免造成各類困
擾，兼可維持林地完整並
提供當地社區活動空間」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農經課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8050號函復:「
林建國 本所將納入108年度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 108.06.20
程範疇內研議辦理」。

本案業於108.06.13以頭鎮農字第
1080008046號函復貴會在案，本案土地使
鄭志光 用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依其規定國土保
安用地未能開闢作為公園使用之用途。

108.06.18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本鎮竹
安里宜四線十三股抽水站
往三抱竹橋橋頭路口，抽
水站進出車輛與宜四線上
車輛常無法有效相互通視
108.6.12
10 吳淑貞 ，有明顯路口通行風險，
736
多次幾乎發生交通事故，
嚴重危害當地交通安全，
建請公所於對向路口設置
反射鏡，以維路口通行安
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近月已到夏初，
行政中心大樓東面日曬與
西曬日光強度逐漸增加，
造成公所及代表會各辦公
室空間悶熱與冷氣耗電嚴
重，尤其代表會露臺空間 108.6.12
11 吳淑貞
更是明顯，建請鎮公所研
737
議於行政大樓四周設置隔
熱採光罩等設施，以利行
政大樓空間有效隔熱透光
與節能減碳」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工務課

行政室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8047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108.7.3頭鎮工字第
1080009021號函，宜蘭縣政府函復:「經洽
該防汛道路管理單位表示，防汛道路係供
防汛車輛通行之用，非屬一般道路，且該
林建國
108.06.20
路口已設置有通透性鋼板護欄，防汛車輛
行經視野尚稱良好，並依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規定，禮讓幹道(宜4線)直行車先行
，近年未發生有交通事故」。

本所108年6月18日頭鎮行字第1080008062
號函：1.本所於行政中心辦公空間窗戶均
已加裝遮陽簾，應可大幅降低日曬問題。
至於四周設置採光罩乙案，因行政中心位
處空曠，受風災侵襲更劇，如逢颱風恐造
高秀芬
成嚴重損壞，且採光罩設置涉及建管法規
及行政中心建築物本體的整體外觀改變，
歉難辦理。2.另為增加貴會露台遮陽效果
，本所建議可於露台四周放置綠美化盆栽
，營造綠色景觀。

108.06.18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更新里三份
坑溪流旁有老舊破損之竹
架，經詢周邊民眾表示係
前人所遺留，年代久遠已
不可考。為恐年久腐壞， 108.6.12
12 薛柏新
竹架坍陷落入溪流，阻塞
738
河道影響排水，建請鎮公
所轉相關單位儘速予以清
理，以利汛期河道暢通」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3

林端

本會林代表瑞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轉請原承
作本會議事廳之水電包商
，在不破壞整體裝璜前提
下，改善本會議事廳
108.6.12
1、3、5、2、4、6號代表
739
座席上方照明設備，以免
影響議事效率」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購置瀝
青混凝土包，以供代表、
里長及地方人士，發現路
楊碧村
108.6.12
14
面坑洞時，得以快速自行
(主席)
740
填補，以減少交通事故發
生」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行政室

工務課

林裕人

一、108.6.14頭鎮工字第1080008055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卓處。二、惟因無法取得竹
架及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故無法動工拆 108.06.14
除。

本所108年6月18日頭鎮行字第1080008064
號函復：「貴會與本所於105年12月20日正
式入駐頭城鎮行政中心以來，貴會辦公廳
舍及議事廳即由貴會管理，基於所會獨立
高秀芬 運作原則，有關議事廳照明設備改善宜由 108.06.18
貴會自行處理，以符管用合一。另原承作
水電廠商資訊，本所將予提供，謹請貴會
逕洽辦理」。

108.6.20頭鎮工字第1080008049號函復:「
林建國 本所將研議辦理，另發現有路面坑洞時， 108.06.20
也請即時通報本所，俾利儘速處理」。

6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鐵
路局於辦理類似「宜蘭縣
百週年慶機關車女王」活
動時，將全縣最具亮點之 108.6.12
15 蔡財丁
一的頭城火車站列入其中
741
，藉此宣傳本鎮觀光」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外澳里濱海路二
段480號(慶天宮對面，大
圳出水口時常堵塞淹水，
108.6.12
16 簡英俊 建請鎮公所邀集相關單位
742
會勘，研議解決對策」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外澳里濱海路二
段353至359號未申請裝設
自來水，建請 鈞所協調 108.6.12
17 簡英俊
統一申請接水接電證明」
743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觀光所

一、 有關貴會建議今年舉辦該活動，係為
慶祝1919年南端的蘇澳至礁溪段通車滿百
年，故規劃路線未包括頭城站在內。二、
林曉穎
108.06.24
本所108年6月24日以頭鎮觀字第
1080008063號函函復貴會在案。

14

無

0

工務課

邱榮宏

108.7.12頭鎮工字第1080008314號函復:「
108.07.12
本所業已改善完竣」。

14

有

4

工務課

108.6.21頭鎮工字第1080008311號函復:「
1.查縣府102.9.13府秘法字第1020148884B
號令發布修正『宜蘭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
建築物申請接水接電辦法』第三條規定略
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接水接電
林宜臻 :本辦法發布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於 108.06.21
原核准範圍內因故未領得使用執照者..其
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2.有關旨
掲申請門牌號建物如符合適用規定者，敬
請協助轉達並廣為宣傳周知，俾依規定提
出申請辦理。

14

無

0

民眾丁女士向本會請願案
，請願案由「請鎮民代表
會關心頭城鎮公所於106
年撥用494-2、625-1地號
之中崙段之國有土地作道
路使用，為何至今未實行
108.6.11
18 全體代表 ，106年至108年僅供少數
724
種植蔬菜及果樹之用，曾
陳情鎮公所，卻以加強管
理回覆，現場至今未作任
何變動」乙案，經本會審
議，議決如說明段，請查
照。

民眾丁女士等24人向本會請
願案，請願案由「請頭城鎮
代表會提案中崙段國有土地
494-2、494-9、625、625-1
等地號開闢道路供公眾通行
。本中崙里第八鄰及第九鄰
無公設道路可行走，請協助
提案請鎮公所向國有財產署
19 全體代表 撥用494-9及625兩地號及已
撥用中崙段494-2及625-1等
土地(此等地號前為猴洞溪
下游河道，目前已全部填土
) 用來開闢新道路，以利兩
鄰居民們行走方便，免再行
走私人土地」乙案，經本會
審議，議決如說明段，請查
照。

108.6.11
724

工務課

108.7.11頭鎮工字第1080007912號函復:「
本所將依撥用用途使用，預定於民國111年
邱榮宏 前施設，另原非都市土地之水利用地，也 108.07.11
併同向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編定為適
當使用地程序中」。

14

有

9

工務課

108.7.8頭鎮工字第1080007911號函復:「
林建國 本所將研議其可行性及概估工程經費後，
如有必要再舉開地方民眾說明會」。

14

有

6

108.07.08

108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3季）
序
號

代表姓
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
林 連 生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
108.9.16
1 ( 副 主 席 重新鋪整本鎮開蘭路路面
1158
)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
臨時動議案「請鎮公所
林 連 生
儘速刈除大坑里海堤外
2 (副主席
路邊雜草」乙案，經本
)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工務課

108.9.16
1159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108.9.24頭鎮工字第1080012843號函復:「
本所將納入108年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
林建國
108.09.23
範疇內研議辦理」。

邱榮宏

108.10.3頭鎮工字第1080012844號函請水
利署第一河川局研議辦理。

108.10.03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10案，為第
21屆第3次臨
時會(108年9
月10日至108
年9月12日)

14

無

0

14

無

0

3

4

5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
時動議案「頭城鎮濱海
路6段至7段間公路兩側
，樹枝因多年未修剪，
簡英俊 建請鈞所轉請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城
工務段辦理」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8.9.16
1160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於鎮
立公園內設置滑板場，以
108.9.16
簡英俊 利鎮民使用」乙案，經本
1161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梗枋漁港北側通
往護堤之道路，路旁環境
雜亂，道路崎嶇不堪，且
原有地磅站已廢棄不用，
既有之海堤部份亦已老舊
傾倒，建請鎮公所轉請縣 108.9.16
薛柏新
府相關單位研議將周邊區
1162
域進行綠美化及閒置空間
活化，以供前來東北角遊
客良好的遊憩環境」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工務課

社會課

工務課

108.9.23頭鎮工字第1080012848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處卓處。108.9.30頭鎮工字
第1080013349號函轉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函
復:「有關通報路段兩側樹木多非位於本所
林建國
108.09.23
轄管範圍，惟考量部分路段樹木樹冠生長
已嚴重影響行車安全，本段將針對上述情
形派工辦理修剪作業，以維行車安全」。

鍾怡芬

108.9.27頭鎮社字第1080013346號函復:「一
、本鎮運動公園設置有溜冰場供各式滑輪運動
使用，惟該場地使用率不高，利用滑板器材使
用者更少，不適宜再設置滑板專用場，倘民眾
有興趣前往進行滑板運動，活絡該運動空間， 108.09.25
本所將樂見其成。二、另本鎮運動公園籃球場
、足球場及滾球場等設施即將完工，屆時將有
更多元運動環境，提供青壯年朋友使用。」

108.9.24頭鎮工字第1080012841號函請宜
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卓處。縣府海洋及
漁業管理發展所108.10.3漁二字第
邱榮宏 1080009343號函復:「本案道路修補納入規 108.09.24
劃，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於108
年及109年度分年分期方式補助辦理」。

14

無

0

6

無

0

14

無

0

6

7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屢向本席反
映，本鎮第五公墓百合陵
園聯絡道路路口指標不明
顯，常常錯過該路口，建
議鎮公所於北上路段，尋 108.9.16
薛柏新
找適當地點增設較明顯之
1163
指標牌，以提供民眾正確
方向之指引(檢附周邊位
置照片)」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民政課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
動議案「福德坑產業道路
約3公里處，路側坡旁微
傾之枝木待清理及多處截 108.9.16
林詩穎
水溝、L型水溝有待清淤
1164
，請鎮公所儘速安排處理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本案目前已著手進行規劃設計中，另規劃部分

謝佳樺 之用地因非本所管轄之範圍，需向台鐵申請撥 108.09.26

14

無

0

14

無

0

用或代為管理後續辦。

108.9.25頭鎮工字第1080012845號函復:「
邱榮宏 本所將先行錄案，俟後續納入相關工程辦 108.09.25
理」。

8

9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頭濱路一二
段近期由公路總局第四區
養護工程處頭城工務段辦
理水溝工程，惟民眾反映
施工時未注意設置污泥等
108.9.16
蔡財丁 阻隔設施，致使水溝內積
1165
有施工相關泥砂，影響後
續排水順暢，建請鎮公所
轉請公路局儘速改善」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運動公園綠
草如茵，且近年來陸續增
設許多幼兒遊戲設施，常
有父母攜帶兒女前往休憩
，近期有民眾反映建議新 108.9.16
甘錫賢
增成人單槓設備，便利長
1166
輩陪同子女前往時，一併
運動健身，建請鎮公所增
設」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社會課

108.9.23頭鎮工字第1080012846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公路局頭城工務段
108.9.26四工頭段字第1080065406號函復:
邱榮宏
108.09.23
「本案業已責成廠商加強檢視及辦理該施
工路段溝渠清理作業」。

108.9.27頭鎮社字第1080013345號函復:「
本鎮多處社區內公園有設置單槓等成人健
身器材，以方便民眾就近使用，且原設置
鍾怡芬
108.09.25
單槓使用率不高，為避免資源閒置，未來
持續評估需求後作適當規劃。」

14

無

0

6

無

0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
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
處頭城工務段反映青雲路
三段143號至199號間，每
林 連 生
逢豪大雨，雨水宣洩不及 108.9.16
10 ( 副 主 席
，路面淹水嚴重，造成周
1167
)
邊民家苦不堪言，請該段
儘速研議改善，以解民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工務課

本所已將本建議案所反映路段，納入108年
宜蘭縣頭城鎮雨水下水道清淤工程辦理，
邱榮宏 完成本路段道路排水溝渠清淤作業；經檢 108.09.23
視現況排水情形尚符需求，本所將持續觀
察，並視實際情形妥處。

14

無

0

108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4季）
序
號

代表姓名

1 甘代表錫賢

2 林代表詩穎

建議事項

本會甘代表錫賢提案「請鎮
公所轉請宜蘭縣政府鑑定開
蘭大橋承載重量及伸縮縫是
否符合標準?以確保行駛人車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如
說明段。請查照。

本會林代表詩穎提案「請
鎮公所於知悉外部單位將
於本鎮施工，挖掘道路等
工程時，事先應知會該轄
區代表、里長，若有工期
展延，亦請一併告知」乙
案，經本會議決如說明段
，請查照。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108.
12.04
1523

108.
12.04
1524

工務課

林建國

工務課

陳明志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一、108.12.11頭鎮工字第1080016622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二、108.12.31頭鎮工字第
1080017833號宜蘭縣政府函復：「1.案橋現況
已設置禁止15噸以上車輛行駛之總重限制牌面
，次查108年檢測成果，伸縮縫構件D=1，本府
108.12.11
將持續辦理該橋檢測作業。2.有關台2庚礁溪外
環道業經交通部同意以15公尺等不同寬度開闢
，預計於112年完工，其餘路段由交通部審議中
，本府將持續追踨辦理情形」。

依據宜蘭縣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辦理核准路
權，同時知轄區里辦公處周知。

108.12.09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35案，為第
21屆第2次定
期會(108年
11月11日至
108年11月27
日)

14

無

0

14

無

0

3

4

5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針對
社區及里辦公處等場所伴
唱機使用版權之補助方式
楊主席碧村
，協助各社區等取得合法
授權，避免地方民眾驚懼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金面路341-3號(約在
金面淨根慈惠堂附近)上游水
溝常有路面掉落之垃圾遭風
吹入水溝內，極難清理影響
楊主席碧村 排水順暢，兼以水溝周邊雜
草茂盛，建請鎮公所研議於
該處水溝加蓋」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第五公墓因風景
優美，地理位置優良，許
多民眾列為先人永久安息
的居所，唯近期發現該處
薛代表柏新
兩聯外道路兩旁樹木之樹
枝已垂落過低，建請鎮公
所儘速予以修剪」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8.
12.04
1525

108.
12.04
1526

108.
12.04
1527

社會課

莊妙玲

工務課

邱榮宏

民政課

謝佳樺

本案業於108.12.10頭鎮社字第1080016685號函
覆：「社區伴唱機主要提供居民娛樂之用，購
機時所附之原廠曲目皆符版權規定，倘社區因
個別需求而另外灌製歌曲，應導守使用者付費
108.12.11
及合法性原則從之。相關版權、公演權及恢復
原廠設定之服務窗口，本所業已函轉各社區知
悉辦理」。

109.01.13頭鎮工字第1080016687號函復：「1.
有關旨案本所於109.01.08偕同淨根惠堂人員現
場勘查，考量新設路側排水溝改善位置尚涉及
需使用私人土地之情形，爰請提案代表協助取
109.01.13
得新設道路側溝改善位置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文件後，俾憑研議辦理。2.另有關周邊雜草部
份，將由本所清潔隊協助派員清理」。

一、108年12月16日頭鎮民字第1080016683號函
復。二、旨案業已修剪完竣，邇後並注意該路 108.12.26
段兩側樹木成長情形執行修剪作業。

14

無

0

14

有

18

14

無

0

6

7

8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更新活動中心為
更新里民平日休息活動的
處所，唯近期發現周邊戶
外照明不足，影響居民夜
薛代表柏新
間休閒時之通行安全，建
請鎮公所儘速研議增設照
明」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28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
動議案「頂埔路二段140巷
內近鐵道側水溝改善及該
巷路燈位置調整案，建議
林代表詩穎
鎮公所辦理會勘，研議改
善方式」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29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竹安里原竹安加
油站位置，民眾反映近2個
月來該處半夜不斷傳來犬
隻吠叫聲響，周邊民眾多
吳代表淑貞 受夜間噪音困擾難以入眠
，請公所協同相關單位協
助妥為處理」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8.
12.04
1530

農經課

陳有泰

本案業於109年1月加裝照明設備完竣。

109.01.03

6

有

18

工務課

吳秉承

本案業於12月25日辦理會勘在案，並已僱工安
排路燈移設工作。

108.12.25

14

無

0

14

無

0

清潔隊

黃博群

一、108年12月31日頭鎮清字第1080017829號函
復(函轉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8月12月26日
環稽字第1080038439號)。二、本案尚應符合營
業場所各時段管制區噪音管制標準，該局108年
12月13日凌晨00時30分派員至旨揭地址稽查，
108.12.11
惟現場僅堆置空鐵籠，稽查當時無人在場，亦
未發現有犬隻吠叫情事。三、副本抄送宜蘭縣
政府農業處，請貴處加強對該動物繁殖場輔導
管理，避免影響環境品質。

9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拔雅里復興路111
之7號旁巷道，缺乏夜間路
燈照明，當地巷道進出恐
因照明不足影響夜間通行
吳代表淑貞 視線，嚴重影響進出通行
安全，建請公所於巷口及
巷底分別設置路燈」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公園路48巷巷道
路面斑駁、道路崎嶇不平
10 蔡代表財丁 ，建請鎮公所儘速予以重
新舖整柏油路面」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
議案「公園路48巷巷道內兩
側排水溝及48巷2號宅後方之
排水溝，因多年淤積堵塞，
11 蔡代表財丁 影響排水功能，建請鎮公所
儘速進行清淤疏通」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8.
12.04
1531

108.
12.04
1532

108.
12.04
1533

工務課

工務課

工務課

吳秉承

108.12.18頭鎮工字第1080016688號函復：「本
108.12.18
所將僱工辦理改善。」

14

無

0

林建國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8號函復：
「本所將納入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研議辦
108.12.10
理」。二、本所已納入109年度頭城鎮拔雅、新
建自來水汰換管線路段改善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邱榮宏

108.12.27頭鎮工字第1080016680號函復：「有
關公園路48巷道內兩側排水溝為本所維管並定
期辦理清潔工作，另公園路48巷2號係屬私人設 108.12.27
置，且涉及私人土地，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自
行研議改善為宜」。

14

無

0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
議案「青雲路二段723號道路
路面上有一台電公司之人孔
蓋，每逢車輛通過，往往造
成極大噪音，影響周邊居民
12 蔡代表財丁 安寧，建請鎮公所儘速轉請
該
公司研議修復之」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8.
12.04
1534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
議案「協天路633巷(約位於9
號附近)道路路面斑駁不堪，
路面已多年未修整，建請鎮
公所儘速辦理重新舖整路面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35

13 蔡代表財丁

14 甘代表錫賢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頭城運動公園廁所東
側廣場，地面花崗石鋪面有
所破損，建請公所予以整理
修復」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36

工務課

林建國

工務課

林建國

社會課

鍾怡芬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77號函請公
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二、108.12.16頭鎮工字第1080017115號公路局 108.12.11
頭城工務段函復：「本段將納入年度相關工程
辦理改善」。

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78函復：「本所
將納入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辦理」。
108.12.10

一、本案於108年12月9日頭鎮社字1080016674
號函復貴會：「已通知廠商，將儘速修復完成 108.12.09
」。二、另於108年12月19日前確認修復完成。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15 甘代表錫賢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頭城家商西側後方新
興路182-2號至179-1號間，
長年未設置路側排水溝，常
有民眾反映大雨來時，路面
集水無所消散，建請公所設
置路側排水溝渠以利地面水
順利排除」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6 甘代表錫賢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吉祥路自新興路路口
至吉祥路75巷之間南側路邊
水溝，民眾反映缺乏水溝清
淤開孔，僅有水溝側面路面
洩水孔，造成無法對水溝溝
渠內之積淤泥沙進行清理，
建請公所於適當間距開孔設
置清淤孔，以利定期清淤工
作進行與維護路側水溝排水
通暢」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7 甘代表錫賢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頭城運動公園籃球場
旁健康步道地面星座標示圖
及步道北端遮光罩均有損壞
，建請公所予以整理復原以
維持設施功能，避免民眾使
用健康步道步行時造成風險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37

108.
12.04
1538

108.
12.04
1539

工務課

工務課

社會課

邱榮宏

邱榮宏

鍾怡芬

109.01.03頭鎮工字第1080016675號函復：「經
現場勘查，新設路側排水溝改善位置涉及私人
土地，請協助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後再送 109.01.03
本所研議辦理」。

108.12.19頭鎮工字第1080016672號函復：「本
所於108.12.17偕同甘代表現場勘查旨揭地點後
108.12.19
，釐清現場在適當距離已有設置雨水下水道人
孔蓋可供定期清淤工作」。

一、本案於108年12月9日頭鎮社字1080016673
號函復貴會：已通知廠商，將儘速修復完成」
。二、另於108年12月19日前確認修復完成。

108.12.09

14

有

8

14

無

0

14

無

0

18 游代表錫財

19 簡代表英俊

20 簡代表英俊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時動
議案「武營里武營路與開蘭
路279巷交會處排水不良案，
請鎮公所儘速解決」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建議大里里濱海路6段
165巷，在鐵路橋下，需增設
施作護欄，以維通行居民之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大溪里(宜一線)明山
寺往上約500公尺道路急需設
置路燈，建請鎮公所施設，
以利該路段照明及通行鎮民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40

108.
12.04
1541

108.
12.04
1542

工務課

邱榮宏

108.12.27頭鎮工字第1080016676號函復：「本
108.12.27
所業已改善完成」。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本案業已通知廠商進場施作護欄工程。

108.12.11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原訂於12月30日辦理會勘，已請廠商安排時間
至現場評估及估價後研議辦理。

108.12.11

14

無

0

21 簡代表英俊

22 楊主席碧村

23 楊主席碧村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建議大溪里相關電線
地下化(包含台電、電信、有
線電視台等)前已辦理過現場
會勘，建請儘速規劃設計，
以利電線地下化後續工作」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8.
12.04
1543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儘速全面整
舖金面里協天廟至金面路344
號及至金面路305號間柏油路
面」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44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轉請公路局
四區工程處儘速改善青雲路
二段金面橋經629巷前以迄
227號之間，路面凹凸不平的
嚴重問題」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45

工務課

工務課

工務課

林建國

林建國

林建國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68號函請台
電公司、中華電信公司、聯禾有線公司、台灣
固網公司卓處。二、108.12.19頭鎮工字第
1080017273號函：「台電公司函復須負擔部分
108.12.10
工程經費約新台幣975萬元部份，敬請提案代表
及大溪里辦公處爭取相闗經費，並妥向地方民
眾協調辦理」。

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71號函復：「本
所將納入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研議辦理」
108.12.10
。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67號函請公
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二、108.12.16頭鎮工字第1080017115號公路局 108.12.10
頭城工務段函復：「將納入年度相關工程辦理
改善」。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有關本會第21屆第2次
定期會審議時詢問貴所有關
資源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
項運用方式，鎮公所答復該
24 簡代表英俊
經費收支運用，依法令毋須
經代表會審議，敬請鎮公所
提供該依據之法源」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貴所提供107年度及
108年度貴所各課室補助各社
團及人民團體等補助之明細
25 簡代表英俊
資料，以利本會審議使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26

林代表端

本會林代表端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轉請權責單位
定期徹底修剪金面溪堤防道
路樹木冗枝，以免枝葉橫亙
路旁，危及用路人安全」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8.
12.04
1546

108.
12.04
1547

108.
12.04
1548

清潔隊

簡妤真

一、108年12月10日頭鎮清字第1080016666號函
復。二、本所依據行政院環保署訂頒『回收廢
棄物變賣所得款項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第5條
第2項規定，本專款專用原則，以代收代付方式
辦理，並於代庫金融機構設置專戶及訂定回收
108.12.11
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保管使用要點，並經宜蘭
縣政府92年5月15日府授環三字第0920007546號
函核定後實施。三、檢附『回收廢棄物變賣所
得款項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及『回收廢棄物
變賣所得款項保管使用要點』供參閱。

社會課

莊妙玲

本案於108年12月18日頭鎮社字第1080016664號
函覆：「107-108年度各課室補助業已彙整明細 108.12.18
資料予代表會」。

14

無

0

邱榮宏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62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研議辦理。二、宜蘭縣政府108.12.23
府水行字第1080206473號函復：「刻正辦理中 108.12.10
，並於108.12.17就該段辦理，並向林代表端說
明在案」。

14

無

0

工務課

6

無

0

27

28

29

林代表筍

林代表筍

林代表筍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於金面里宜三
路二段41巷口裝設監視器，
以嚇阻該處層出不窮的竊盜
案件，改善治安」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8.
12.04
1549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公所轉請交通單位
妥善修正三和路與頂埔路二
段之號誌時相，以改善目前
從三和路綠燈右轉，而頂埔
路二段直行穿越青雲路二段
之時相亦同時為綠燈之交通
亂象」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50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公所轉請公路局第
四區工程處儘速重新舖設三
和路與青雲路二段路口柏油
路面，以維用路人行的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8.
12.04
1551

民政課

工務課

工務課

吳書緯

林建國

林建國

一、108.12.09頭鎮民字第1080016804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警察局研議辦理。二、宜蘭縣政府警
察局108.12.16府警保字第1080072576號函復：
「監錄系統位置選定由各分局提案，經本局召
開年度審查會議後，評估必要性及優先順序，
旨案已於建議地點週邊北宜路1段及283巷口、 108.12.09
宜三路331巷口設置監錄系統，形成有效監看防
護網，另有關竊盜頻繁治安部分，已責請礁溪
分局加強該區域偵防作為，提高見警率，已防
制治安事件發生」。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60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二、108.12.26頭鎮工字第
1080017712號宜蘭縣政府函復：「1.經查路口
行人穿越道線已退縮至青雲路二段與頂埔路二
段路口處，三和路右轉青雲路二段之轉彎車輛
，應足以降速禮讓行人先行，依據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103條「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 108.12.10
人穿越，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
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本府已請警
察局加強取締，以保障行人安全。2.另本府已
將頭城鎮青雲路與三和路路口納入行人庇護島
之可行性評估」。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55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公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
處。二、108.12.16頭工字第1080017114號公路
108.12.11
局函復：本段將納入年度相關工程辦理改善」
。

14

無

0

14

無

0

6

無

0

30

林代表筍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於頭城行政中
心及市場等二處規劃適合處
所做為民眾停車場，以免民
眾於路旁任意停車，造成交
通亂象」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轉請河川局
、東北角管理處正視竹安海
31 吳代表淑貞
堤上大型巨石疑遭盜取外運
的嚴重情形」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公路局
第四區工程處正視竹安橋、
金馬橋改建期間，造成路面
損壞，雖有局部的修補，但
32 吳代表淑貞
未能解決路面嚴重顛跛問題
，故應全面整舖」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8.
12.04
1552

108.
12.04
1553

108.
12.04
1554

行政室

工務課

工務課

邱建豪

邱榮宏

林建國

本案108年12月9日以頭鎮行字第1080016654號
函復:「一、查頭城行政中心周邊目前已有地下
停車場、頭城行政中心北側停車場(開成寺後方
)、頭城行政中心路邊停車格(開蘭路旁)及鎮立
圖書館後方停車空間；另頭城鎮公有市場周邊
有頭城鎮農會、頭城火車站旁停車場，皆可供
108.12.09
民眾停車使用。二、民眾路旁任意停車造成交
通亂象，非停車場欠缺所致，而係民眾不願停
放收費停車場，加以本鎮目前並無違規車輛取
締及拖吊，本所將轉請交通有關單位加強宣導
。三、檢附頭城行政中心及頭城公有市場周邊
停車分佈圖」。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59號函請水
利署第一河川局、觀光局東北角管理處卓處。
二、108.12.25頭鎮工字第1080017549號函東北
角函復：「經查該處為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辦理
海堤整修工程，本處並無新設工程或既有設施 108.12.10
，本處將協助配合加強巡檢，如有發現海堤上
巨石外運情形，將配合通報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

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57號函請公路局
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嗣後業由公路 108.12.10
局四區工程處全面整舖改善完成。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公路
局第四區工程處辦理會勘，
以徹底解決青雲路三段(頭城
33 林副主席連生 區漁會旁)長期排水溝阻塞，
遇雨則淹的嚴重情形」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重新舖設石
城里2~6號間路面，以改善年
34 楊主席碧村
久失修路面崎嶇難行問題」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35

林代表笋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公所研議補助農民
購買小型農機，以減輕小農
負擔，並彌補本鎮農民耕作
面積太小，無法符合農委會
補助大型農機的補助方案」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8.
12.04
1555

108.
12.04
1556

108.
12.04
1557

工務課

工務課

農經課

邱榮宏

林建國

黃蘊涵

109.01.14頭鎮工字第1080016656號函復：「本
案業於109年1月7日辦理會勘完竣，會勘結論為
本案長期排水不良，請公路局頭城工務段詳細
109.01.14
查明原因，必要時進行開挖瞭解癥結所在，徹
底加以改善」。

一、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58號函請土
地所有權人(黃福來、謝兆嶸等人)儘速完成修
復路面。二、108.12.19頭鎮工字第1080017461 109.12.10
號函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儘速完成修復路面
。

本案108.12.17以頭鎮農字第1080017148號函復
：「函轉宜蘭縣政府回覆有關小型農機補助，
以減輕農友耕作勞力負擔案，109年度仍持續辦 109.12.06
理」。

14

有

19

14

無

0

14

無

0

108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4季）
序
號

1

2

代表姓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有關本鎮鎮民代表會林代表
詩穎所提臨時動議案「有關
宜三路二段356巷路段夜間
照明欠佳，建議會勘研議改
善」乙案，謹訂於108年12
林代表詩穎
月24日(星期二)下午18時辦
理現場會勘，於本鎮宜三路
二段356巷路口集合，請查
照。

108.
12.05
1558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
動議案「宜三路二段312
巷前廣場公園內路燈位移
林代表詩穎 改善，建議會勘研議」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8.
12.05
1559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12案，為第
21屆第4次臨
時會(108年
12月02日至
108年12月04
日)

工務課

吳秉承

本案業已於12月24日辦理會勘，並請廠
108.12.23
商安排日程至現場估價研議辦理。

14

無

0

農經課

陳有泰

本案業已納入109年度路燈開口契約研
議辦理。

6

有

20

1098.01.0
6

3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頂埔路與竹安橋
吳代表淑貞 北側橋頭交叉路口交通安
全改善」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和平街文學巷無設
置照明設備，5點過後昏暗
4 林副主席連生
，有危險疑慮，建請公所儘
速改善」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5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大里社區活動中心上
方約200公尺，已有近百年
古蹟『田頭公』，需設置路
簡代表英俊
燈，建請公所施設，以利該
路段照明」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5
1560

108.
12.05
1561

108.
12.05
1562

工務課

108.12.10頭鎮工字第1080016644號函
請公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林建國
108.12.10
。

14

無

0

圖書館

王碧雅

有關和平街文學巷照明一案，業於
109年3月9日完成照明設備施作。

108.12.24

14

無

0

工務課

吳秉承

本案業於12月30日辦理會勘，已經廠商
108.12.26
安排時間至現場勘查評估研議辦理。

14

無

0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派員
刈除烏石港重劃區內過高且
茂盛的雜草，以免有礙觀瞻
6 林副主席連生
及阻礙行車視線，造成用路
人及當地居民的困擾」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處理
大坑里大坑路路口136巷巷
7 林副主席連生 口任意擺放花盆的情形，以
改善妨礙交通之現況」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8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於辦理本鎮
吉祥物評選時，應聘請專家
游代表錫財 學者參與評分，以保障所選
出之吉祥物具有一定水準」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8.
12.05
1535

108.
12.05
1536

108.
12.05
1537

清潔隊

工務課

觀光所

黃博群

一、108年12月24日頭鎮清字第1080017331
號函復。二、旨案本所業依據「宜蘭縣環
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函請烏石港重劃 108.12.24
區內公私有土地所有(管理)人，依權責辦
理雜草清理作業。

一、108.12.24頭鎮工字第1080017330
號函轉宜蘭縣警察局卓處。
二、108.12.31頭鎮工字第1080017835
林建國
108.12.24
號函，警察局函請礁溪分局針對違規占
用道路加強取締。

為保有徵選之「吉祥物」具一定水準，
有關評審委員之組成已於【2020頭城吉
祥物徵選競賽】委託規劃設計執行案」
之招標需求規範：由設計相關專業人士
曹嫦娥
108.12.19
、本所長官或職員及地方人士等3者組
成，且設計相關專業人士至少2人以上
。

6

無

0

14

無

0

6

無

0

9

為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
動議案「竹安里竹安路竹安
第一排水門前方線路及路燈
桿加固鋼索斷落已久，恐有
吳代表淑貞 燈桿傾倒及妨礙交通安全之
虞，建請貴所儘速予以改善
，以維護當地民眾通行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竹安里竹安路
(N24.822452,E121.818008)
路燈位置，原有設置一盞路
燈，前年因颱風損壞拆除路
燈及燈桿，經過2年至今仍
10 吳代表淑貞
未回復，影響當地夜間通行
照明，建請公所予以回復設
置，以維護當地夜間通行安
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妥善規劃百
合陵園納骨櫃預售及公開販
售當日的優先次序，以免屢
11 吳代表淑貞 屢造成需用者長期都無法安
置於適當塔位內狀態」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8.
12.05
1538

108.
12.05
1539

108.
12.05
1540

工務課

本案業於108年12月24日辦理會勘，另
吳秉承 請廠商安排時間至現場估價後再行研議 108.12.24
辦理。

工務課

吳秉承 已請廠商安排至現場進行路燈裝設

14

無

0

108.12.24

14

無

0

一、108年12月30日頭鎮民字第
1080017328號函復。二、本所於106年1
月發售塔位時，曾造成發售當日有部分
排隊民眾未能購得塔位之情事，為因應
謝佳樺 民眾殯葬需求，本所旋即同年10月間增 108.12.30
設498組骨骸櫃位，為改善前次缺失，
發售時已採取優先開放元月間未能購得
塔位之民眾優先選購，爾後如再發售，
本所當更妥善規劃辦理。

14

無

0

本案業於108年12月24日辦理會勘，
。

民政課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儘速提供清
潔隊販售資源回收所得及其
12 簡代表英俊 運用情形，以供本會參考」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動
議案「通往新峰瀑布攔砂壩
13 林代表詩穎 方向的路面柏油改善」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動
議案「外澳里濱海路二段
332巷55號旁巷道與路緣花
臺間因未舖整柏油，常生雜
草且影響道路通行便利及周
14 薛代表柏新 邊景觀，建請貴所研議予以
舖整路面，另花臺旁有二座
年久失修荒廢石椅，亦請一
併移除」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05
1541

108.
12.30
1726

108.
12.30
1727

清潔隊

一、109年1月7日頭鎮清字第
1080017828號函復。二、檢送本所回收
簡妤真
109.01.07
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支用情形表(107年
~108年)，提供貴會參考。

6

無

0

工務課

林裕人

109.01.02頭鎮工字第1080018045號函
請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妥處。

109.01.02

6

無

0

工務課

109.01.07頭鎮工字第1080018048號函
林建國 復：「本所將納入109年度頭城鎮道路
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辦理」。

109.01.07

14

無

0

編號 : 110案，為第
21屆第5次臨
時會(108年
12月16日至
108年12月18
日)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拔雅里吉祥路298巷
內周邊路面損壞嚴重，車輛
及行人通行崎嶇難行，建請
15 甘代表錫賢
公所對於巷道鋪面刨除重鋪
，以維護當地民眾通行平順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台電公
司宜蘭區營業處儘速依該處
108年7月5日函遷移青雲路
16 楊主席碧村
二段351號前2處配電設備」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8.
12.30
1728

108.
12.30
1729

工務課

109.01.02頭鎮工字第1080018044號
林建國 函復：「本所將納入109年度頭城鎮 109.01.02
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辦理」。

工務課

林建國

108.01.06頭鎮工字第1080018046號函
請台電公司宜蘭區營業處儘速辦理。

109.01.06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轉請宜蘭縣
政府及第一河川局變更設計
，以改善二城橋高差太大、
17 楊主席碧村 坡道太陡，以致駕駛人無法
看到對向來車，使本路段成
為危險路段的險狀」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派員清理新
建里東興街全線二側排水溝
，避免水溝惡臭影響居家環
18 蔡代表財丁
境衛生，且預防大雨來襲，
造成水患」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30
1730

108.
12.30
1731

工務課

清潔隊

一、109.01.03頭鎮工字第1080018042
號函請水利署第一河川局及宜蘭縣政府
水利資源處研議辦理。二、立委陳歐珀
服務處於109.01.07辦理會勘，結論：
「1.本案引道由橋頭往東方向加以墊高
平順，改善行車視線。2.引道二邊地面
邱榮宏
109.01.03
繪製雙黃線，禁止車輛跨越行駛，以確
保行車安全。3.橋頭繪製黃色網狀線，
另於護欄處設輔二標誌。4.代表會主席
建議堤頂綜帶改鋪設瀝青混凝土及護欄
，恢復自行車道部份，請頭城鎮公所循
行政程序陳報宜蘭縣政府爭取經費」。

一、109年1月9日頭鎮清字第
1080018047號函復。二、旨案本所近期
黃博群
109.01.09
內執行水溝清理作業。

14

無

0

6

無

0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大溪舊橋原設置有阻
隔設施，但反造成多位民眾
受傷，甚至有民眾提起國賠
訴訟，為避免造成更大傷害
19 簡代表英俊
，請鎮公所研議儘速移除，
以免更多鎮民受傷」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8.
12.30
1732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運動公園兒童遊戲區溜
滑梯，疑似施作過程稍微粗
糙，許多家長反映，家中兒
童遊玩後常發現褲子磨破，
希望公所儘速辦理改善，以
提供鎮內兒童一個安全的遊
憩環境」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30
1733

20

林代表笋

工務課

社會課

109.1.2頭鎮工字第1080018039號函復
林建國 ：「查旨案刻正進行訴訟程序中，故俟 109.01.02
判決確定後，再行據以辦理」。

一、本案於109年1月2日頭鎮社字第
1080018041號函復貴會:「已通知廠商
鍾怡芬 儘速處理」。二、另於109年1月16日前 109.01.02
確認已將滑梯表面處理完畢。

14

無

0

6

無

0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運動公園面積不是很
大，但溜冰場地佔整體面積
比例極高，建議評估相關運
動人口、使用者需求強度，
研議做相關空間場地配置的
21 吳代表淑貞 調整，將空間重新分配。另
平日是否辦理場內設施的定
期安全性檢查?希望公所應
主動去巡檢發現，勿待民眾
反映後才去改善」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烏石港港區跟大坑
地區，不知是否因港區雜草
過多，縣府似乎很少處理他
們轄管內的相關雜草問題，
致使目前港區及過港周邊野
22 林副主席連生
狗甚多，光是港區就有10多
隻，大坑也有7、8隻，這部
份很多民眾都常反映，建請
公所積極協助處理，避免影
響民眾安全」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8.
12.30
1734

108.
12.30
1735

社會課

清潔隊

一、本案於109年1月2日頭鎮社字第
1080018038號函復貴會：「(1)旨掲場
地破損部分已請廠商儘速修復，並請運
動公園管理員於上班時間加強巡適場地
鍾怡芬 及設施狀況。(2)有關空間配置部分， 109.01.02
本所陸續進行評估及規劃中」。二、另
於109年1月8日前確認溜冰場破損地面
修復完成。

一、109年1月6日頭鎮清字第
1080018040號函復。二、旨案本所依「
宜蘭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函請
該區域公私有土地所有(管理)人，依權
黃博群 責辦理雜草清理作業。三、轄區內本所 109.01.06
業已定期執行野犬捕捉作業，並適時聯
合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實施麻醉針捕
捉作業。

6

無

0

6

無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