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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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動議
案「合興天橋有許多大溪國小
學童每天上學通行使用，但天
橋年久失修，多處裂縫及脫落
處，且有些脫落的結構恐掉落
109.03.30
1 薛代表柏新 馬路上對經過的用路人及騎士
工務課
325
可能會照成危險，建議重新補
強讓用路人有安全道路」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2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議
案「竹安頭濱路一段535巷內道
路路面凹凸不平，多年未辦理
舖整，建請貴所儘速予以舖整 109.03.30
蔡代表財丁
工務課
，以維居民通行安全」乙案，
326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林建國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本案已納入110年度橋梁修復工程相關預算
109.04.01
審核，俟審核通過後俾利憑辦理後續事宜。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15案，為第
21屆第6次
臨時會(109
年3月25日
至109年3月
27日)

14

無

0

14

無

0

109.04.01頭鎮工字第1090004151號函復：「本

林建國 所將纳入109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
程研議辦理」。

109.04.06

3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動議
案「有關鎮公所辦理108年下半
年度宜蘭縣環境清潔考核執行
績效，獲宜蘭縣政府補助獎勵
金新臺幣17萬8,100元整提案，
如今年度因疫情影響，致年底
109.03.30
林代表詩穎 前無法辦理清潔隊員國外觀摩
清潔隊
327
活動，建議貴所轉請上級同意
將該經費保留至後續年度或改
以其他方式獎勵辛勞工作的清
潔隊員，避免因疫情影響原本
獎勵隊員的美意」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4

本會林代表端所提臨時動議案
「金面溪北岸堤岸道路，約在
路電桿編號00849附近，因適處
彎道，入夜後視線不佳，建議
109.03.30
轉請有關單位於道路北側路緣
工務課
328
加設反光桿，以避免駕駛因視
線不佳，墜落路旁農田」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林代表端

一、109年4月21日頭鎮清字第1090004872號
函回復。二、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4
月15日環廢字第1090010798號 (同意函)。
黃博群 三、有關108年下半年度宜蘭縣環境清潔考 109.04.08
核執行績效獎勵金經費新臺幣17萬8,100元
擬辦理保留一案，環保局原則同意。

一、109.04.08頭鎮工字第1090004150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研議辦理。 二、109.04.15府
水行字第1090056654號宜蘭縣政府函復：旨
邱榮宏
109.04.08
述道路為本府轄管水防道路，本案將依防汛
需求錄案處理」。

6

無

0

14

無

0

5

6

7

林代表端

本會林代表端所提臨時動議案
「頂埔路一段122號宅前排水溝
渠，因溝內雜草叢生，恐影響
汛期排水，建請貴所儘速邀集
相關單位共同會勘，確認權責 109.03.30
工務課
單位並迅速辦理清理，以避免
329
汛期來時造成堵塞」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9.4.17頭鎮工字第1090004146號函復：「
本所業於109.6.5頭鎮工字第1080007056號
邱榮宏 函復頂埔里辦公處，經查水道位於私人土地 109.04.17
，水道清理仍請協調所有權人研議辦理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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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速檢討本鎮金面溪治理計畫
109.03.30
楊主席碧村 用地範圍線及河川線」乙案，
工務課
330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一、109.04.08頭鎮工字第1090004148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研議辦理。二、109.04.24頭
邱榮宏 鎮工字第1090005006號宜蘭縣政府函復：「 109.04.09
業已錄案將籌編經費辦理」。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轉請交通部及財
政部等部會，分別責成鐵路局
及國產局重新檢討，放寬原承 109.03.30
楊主席碧村
財政課
租戶修建房屋及承租人新建房
331
屋等不公平的限制」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林淑芬

109.04.07頭鎮財字第1090004145號函轉宜
蘭縣政府轉陳財政部卓處。

109.04.07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8

9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於中二橋橋頭設
置閃黃燈，以維人車安全」乙 109.03.30
楊主席碧村
工務課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332
請查照。

一、109.04.01頭鎮工字第1090004144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卓處。二、109.04.24頭鎮工
字第1090005259號宜蘭縣政府函復：「經查
旨揭路口有「岔路」、「當心汽機車」、網
林建國 狀線等相關標誌標線警示用路人應減速行駛 109.04.06
通過路口，本府將持續觀察該口交通量、交
通特性及肇事形態、以作為後續評估設置號
誌之依據」。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議
案「本鎮竹安里竹安河口自行
車步道(24.840710,
121.825413)旁，部份側欄桿傾
倒損壞恐有危及使用民眾通行 109.03.30
吳代表淑貞
觀光所
安全，建請公所妥為處理維修
333
，以維當地通行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案於109年4月14日邀集經濟部水利署第一
河川局辦理會勘，會勘結論由該局負責修復
鄭芷甯 (本所109年4月16日頭鎮觀字第1090004901 109.04.08
號函諒達)。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議
案「本鎮竹安里泰安廟東側濱
海自行車道，路燈(電)桿電線
遭不明原因移除，造成失去路
燈照明與電桿功能，建請公所 109.03.30
10 吳代表淑貞
工務課
儘速維修復原，以維護民眾夜
334
間通行照明與電桿功能」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吳秉承 本案業於109年4月7日修復完竣。

109.04.13

14

無

0

6

無

0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議
案「民眾反映本鎮拔雅里公園
路及文雅路路側欄杆底座未固
109.03.30
11 甘代表錫賢 定完全，請公所對於未固定完
工務課
335
全之路側欄杆予以固定，以維
護民眾通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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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拔雅里通往仙公廟之
武營農路路面及路面側溝，目
前枯枝樹葉堆積嚴重，影響路
面排水進而造成路面濕滑枝葉
滿布，因該路段間多有民眾徒 109.03.30
12 甘代表錫賢
工務課
步通行，恐有造成民眾通行安
336
全之虞，建請公所儘速清理去
除並定期維護清潔，以維護民
眾及車輛通行安全」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9.04.29頭鎮工字第1090004152號函復：
「1.查旨揭工程目前仍於施工， 尚未竣工
驗收，為方便周邊民眾，已完成人行鋪磚道
，於不影響工程進行下，先行提供民眾通行
使用。2.有關護欄部分，係配合內政部營建
署施工查核小組指正意見，本案須符合人行
林建國 道設置規範之要求，進行變更設計增設護欄 109.04.29
，現階段為進行欄杆柱假組立固定，並配合
欄杆柱線型、水平、垂直等調整
作業，
後續將配合實際地形環境，針對基腳多餘鐵
片切除，並焊接加強支撐部分鋼板，再固定
螺絲及加裝防護帽，以維民眾使用安全」。

109.04.22頭鎮工字第1090004142號函復：
「本所將先行錄案，俟後續納入相關工程辦
邱榮宏
109.04.22
理」。

14

有

7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議
案「民眾反映本鎮拔雅里復興
路40巷內夜間照明不足，造成
人車夜間通行時難以有效通視
，有危害當地交通安全之虞，
109.03.30
13 甘代表錫賢 為有效提供夜間照明，請公所
工務課
337
於該巷中間區域(148號左右)附
近設置1盞路燈，以維護當地夜
間人車通行安全」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吳秉承 本案業於109年6月5日施設完成。

109.05.22

14

有

30

109.04.08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議
案「建請鎮公所將舊公所建物
做為頭城鎮民文藝中心與兒童 109.03.30
14 簡代表英俊
行政室
遊樂場」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346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04.07頭鎮行字第1090004271號函復代
表會:「……因涉及經費與法令，所提之建
高秀芬
議事項礙難辦理」。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議
案「針對部份民眾因安裝自來
水(管)，需鎮公所核發「安裝
自來水證明」，建請鎮公所考 109.03.30
15 簡代表英俊
工務課
量放寬，使其申請手續簡化」
347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一、109.04.08頭鎮工字第1090004268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卓處。二、109.05.04
頭鎮工字第1090005669號宜蘭縣政府函復：
「查宜蘭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接
水接電辦法已對接水接電所適用情形，須檢
林宜臻
109.04.09
附文件明文規範；倘貴所執行上有更簡化放
寬之事項，仍請明確就現有條文提出具體建
議內容，以利本府納入後續研議修法參考」
。

本會蔡代表財丁提案「請鎮公
所報告本鎮垃圾山出租情形，
109.03.30
16 蔡代表財丁 例如租期期限、押金、每月租
財政課
352
金等」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一、109.04.15頭鎮財字第1090004419號函
，函復代表會:「有關貴會蔡代表財丁提案
，本所業於第21屆第6次臨時會第一次會議
報告，另本所預算編列原則係採統收統支辦
林淑芬 理，並予敘明」。二、另於109.04.21頭鎮 109.04.16
財字第1090004952號函復代表會:「函轉縣
府有關貴會楊主席碧村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臨時動議提案一案」。

14

無

0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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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動
議案「本鎮濱海路二段27號
宅前巷道接往台2線濱海公
路處，建議增設反射鏡乙面 109.06.05
薛代表柏
1
工務課
，以利巷道轉入省道之車輛
615
新
增加視角，避免發生交通事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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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城西里吉祥路38
號宅側巷道(吉祥路平交道
起至城西公園步道大榕
樹)，花台長年失修暨土壤
多係廢棄石塊，居民日常維 109.06.05
吳代表淑
2
護清理不易且雜草叢生，多
616
農經課
貞
年來並屢有毒蛇(雨傘節、
龜殼花)藏匿其間，嚴重危
及民眾生命安全。請儘速辦
理會勘，進行改善」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林建國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21號函請公
109.06.09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

陳有泰 本建議案業於109年6月改善完竣。

109.06.19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30案，為第
21屆第3次
定期大會
(109年5月
18日至109
年5月29日)

14

無

0

6

有

3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福德坑產業
道路(宜3-1鄉道)，部份 109.06.05
林代表詩
3
617
工務課
路段柏油路面修補」乙案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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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竹安里竹安河堤
防邊護欄(地點：24ﾟ49?
35.9，121ﾟ49?12.4周邊)多 109.06.05
甘代表錫
4
處傾倒損壞，恐有影響當地
618
觀光所
賢
民眾安全之虞，建請公所儘
速維修復原，以維護當地民
眾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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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反映本鎮運動
公園戶外體健設施泥地，下
雨過後地面泥濘不堪造成民
109.06.05
甘 代 表 錫 眾無法靠近利用，建請公所
5
社會課
619
賢
予以適當改善鋪面(如：鋪
設碎石等)，以利民眾便於
親近使用」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27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卓處。二、109.06.18頭鎮工
字第1090007977號宜蘭縣政府函復：「旨
林建國 案將錄案爭取行政院農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9.06.09
臺北分局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工程
經費補助」。

14

無

0

鄭芷甯

本案於109年6月22日邀集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
處辦理會勘，會勘結論由該處負責修復(本所
109年6月29日頭鎮觀字第1090008384號函諒
達)。

109.06.16

6

無

0

鍾怡芬

本案業於109年7月6日完成碎石鋪設，改善
109.06.11
雨後地面泥濘不堪之情事。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民眾反映本鎮蘭陽技
術學院校門口前方紅綠燈交
通管制號誌功能，目前因學
生人數變化已明顯降低其功
109.06.05
甘 代 表 錫 能，或甚影響復興路通行之
6
620
工務課
賢
順暢性，建請鎮公所研議討
論有否調整為閃黃燈號誌之
空間，以適應當地交通需求
之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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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反映本鎮拔雅里
復興路107巷往仙公廟巷道
，為拔雅地區產業及通行之
要道，多年前公所曾接受建
109.06.05
甘 代 表 錫 議鋪設鋪面，惟目前該路面
7
工務課
621
賢
已嚴重損壞，影響通行平順
安全，建請公所擇時辦理會
勘，以利更新鋪設，以維護
當地民眾交通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42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卓處。二、109.06.19頭鎮工
字第1090008048號宜蘭縣政府於09.06.17
林建國 辦理會勘，會勘結論：「目前該口處為號 109.06.09
誌時段管制，考量學生、老師及用路人安
全，故維持現況、不予調整。」

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29號函復：
「本所纳入109年度頭城鎮道路修復與附屬
林建國
109.06.09
設施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一
段53巷內近來發生多起宵小
猖獗案件，造成當地民眾憂
109.06.05
吳 代 表 淑 慮恐慌，建請公所於巷口適
8
622
民政課
貞
當位置裝設監視器，以維護
當地鎮民生命財產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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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一
段223巷53號周邊排水溝渠
目前積淤嚴重，大雨來時恐
有因排水不良造成淹水之虞 109.06.05
吳代表淑
9
工務課
，建請公所邀集相關單位辦
623
貞
理現勘，儘速予以清淤處理
，以維當地排水通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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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內市區要道之
109.06.05
林 代 表 詩 臨停違規仍需加強改善」乙
10
624
工務課
穎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吳書緯

本案業於109年8月31日完成裝設，並於9月
109.06.15
1日正式啟用。

14

無

0

邱榮宏

本案業於109年7月由宜蘭縣漁業管理所辦
理改善。

109.06.29

14

無

0

林建國

109.06.15頭鎮工字第1090007440號函請警
109.06.09
察局卓處。

14

無

0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動
議案「有關開蘭橋地下道牆
109.06.05
林 代 表 詩 面遭恣意塗鴉毀損案，應限
11
625
工務課
穎
期整理完成，並再行邀集代
表現勘」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49號函復：
「1.旨揭牆面遭民眾塗鴉一事，前經本所
與行為人簽定和解協議書在案，並要求須
至109年6月15日止，依照所提出的案完成
林建國
109.06.09
所有彩繪項目，且本所保有對該成果作品
審核、驗收之權利。2.本案後續將俟改善
整理完成後，再行邀集貴會共同現勘」。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議於本鎮191
甲線三和路540號周邊裝
設監視器，以便萬一發生 109.06.05
蔡代表財
12
626
工務課
交通事故時得以迅速釐清
丁
肇事責任」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25號函
請宜蘭縣政警察局卓處。二、109.06.15頭
鎮工字第1090007739號警察局函復「本局
林建國
109.06.09
業請礁溪分局綜析該口最新治安及交通狀
況，研議納入日後監錄系統建置提案」。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行政中心後方的
路面有部份坑洞，每當車
輛駛過常會晃動，建議貴 109.06.05
薛代表柏
13
627
行政室
所進行局部修補，以免妨
新
礙行車之安全」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9.07.14頭鎮行字第1090009243號函復代
表會:「旨揭建議案本所業於109年7月7日
林三峯
109.06.12
完成路面修補工程」。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合興橋板湖公園
旁福德廟廣場前(如附照
109.06.05
薛代表柏 片)，民眾反映大雨沖刷
14
觀光所
628
新
下恐有影響地基造成基礎
掏空，建議相關單位施設
擋土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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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澳里石空路
20-16號旁及梗枋明湖福
安宮旁，皆因民眾反映入
109.06.05
薛代表柏 夜後周邊道路昏暗，建議
15
工務課
629
新
貴所增設路燈，以維夜間
通行之安全」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案業由土地管理單位(國產署北區分署宜
蘭辦事處)於109年7月1日辦理現場會勘，
並決議由東北角風管處鑒於橋板湖公園整
周金山
109.06.15
體景觀協助為植栽綠美化(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北區分署宜蘭辦事處109年7月15日台財
產北宜一字第10925013010號函諒達)。

6

無

0

吳秉承 本案業於109年8月19日施設完竣。

14

無

0

109.06.22

本會薛代表柏新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本鎮更新漁
港周邊環境髒亂、常有沙
塵吹入民宅、導致住戶長 109.06.05
薛代表柏
16
農經課
630
期困擾、建議將漁港前往
新
護堤之道路先行鋪設RC鋪
面，以免周遭居民再受風
沙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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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05
林副主席 將開蘭橋兩側打通，以利
17
631
工務課
連生
車輛方便進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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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轄內包
括 文化路、協天路口時 109.06.05
林副主席
18
工務課
632
常發生車禍，請相關單位
連生
儘速增設紅綠燈」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一、109.6.9頭鎮農字第1090007439號函宜
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二、109.7.29宜
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辦理現勘，會勘結
論:「(ㄧ)短期改善方式以鋪灑碎石於該港
北側聯外道路，以減緩風飛沙知情形，經
陳順銘 費概算由浩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並 109.06.10
由本所及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辦理後續工程
事宜。(二)另長期改善方式，亦請浩海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協助研擬方案，提供本所
參考研議。」

本案工程業於109年7月28日發包，並於109
年9月30日完工，俟驗收完成結算後即可通
林建國
109.06.09
行。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34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卓處。二、109.06.15頭鎮工
字第1090007652號宜蘭縣政府函復：「經
查旨揭路口設有反射鏡、網狀線、道路指
林建國
109.06.09
向線等相關標誌標線警示用路人，本府將
持續觀察該口交通量，交通特性及肇事型
態，以作為後續評估設置號誌之依據」。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往烏石港大武路、
109.06.05
林副主席 港墘路道路雙向不同寬，請
19
633
工務課
連生
相關單位儘速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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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新興路(福興橋
至衛生所前路段)，民眾屢
次反映行道樹落葉嚴重，往
往掉落後淤塞堵住排水溝渠
109.06.05
蔡代表財 ，除了影響道路整潔美觀外
20
清潔隊
634
丁
，亦影響排水功能，建請貴
所應派員加強清掃，另建議
研議改植路樹樹種為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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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公所為頭城運動
公園內所有樹木，張貼解說
109.06.05
楊主席碧 牌，說明樹名、特性、樹齡
21
社會課
635
村
等，使民眾認識園內各種植
物的生態」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31號函
請宜蘭縣政府釋示該道路闢建規劃設計及
理由及原意，俾憑本所研議參辦。
二、109.06.18頭鎮工字第1090007946號縣
府函: 「經函詢旨揭道路闢建規劃設計之
林建國 理由及原意，釋復係蘭陽物館創館之初因 109.06.09
遊客眾多，常造成南向車道堵塞之交通問
題，故經相關單位研擬討論後，調整為不
對等車道以解決前述問題，並引導車流
往南至重劃區紓緩交通流量」。

一、109年6月19日頭鎮清字第1090008096
號函回復。二、旨述本鎮新興路段本所業
已加強派員清掃作業，另改植路樹樹種(樟
黃博群
109.06.16
樹) 一案，查該路段目前植栽狀況良好，
暫無改植其它樹種計畫。

鍾怡芬

109年6月15日頭鎮社字第1090007428號函
復代表會，將俟經費預算研議規劃辦理。

109.06.15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儘速派員清
理頭城運動公園表演廣場階
梯上之青苔，以改善民眾無 109.06.05
楊主席碧
22
法席坐，且容易導致民眾滑
636
社會課
村
倒受傷的現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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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將目前放置
於頭城運動公園的二條龍舟
109.06.05
楊主席碧 上方施設遮雨棚，以免風吹
23
637
社會課
村
雨淋，加速其毀損。另亦請
於其旁設置桌椅，以供遊人
暫憩」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主席碧村及林代表笋
所提臨時動議案「請鎮公所
楊主席碧 轉請相關單位儘速重建二城 109.06.05
24 村、林代 國小陸橋，以維護該校師生
工務課
638
表笋
、家長及附近民眾行的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鍾怡芬

本案業於109年7月改善完竣，以維民眾安
全性。

本案業於109年6月15日頭鎮社字第
1090007432號函復代表會，龍舟位處人行
步道及兒童遊戲區，除了拍照亦可供椅坐
鍾怡芬 休憩，且週圍設有多張座椅可供民眾休息
。另龍舟保存部分，將依經費預算及現場
狀況再行研議妥處。

109.06.11

14

無

0

109.06.15

14

無

0

14

無

0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30號函
請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二、109.06.15
頭鎮工字第1090007655號函就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函復說
林建國 明旨揭事項，轉請宜蘭縣政府卓處。
109.06.09
三、109.06.23頭鎮工字第1090008190號函
宜蘭縣政府說明已有定期 巡查、檢測、維
護等養護工作，目前尚未有重建規劃。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加派相關人
力，辦理疫情紓困案，儘速
109.06.05
楊主席碧 將紓困金送至申案請人手中
25
社會課
639
村
，以稍解因疫情影響而無法
工作，或工作減少，影響生
計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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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公所儘速改善頭
城運動公園公共廁所前，引
導視障者前案由往如廁之黃 109.06.05
楊主席碧
26
社會課
色坡道止滑條，以免多處剝
640
村
落，反而造成視障者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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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轉請鐵路局定
期派員清理頂埔火車站旁空
109.06.05
地雜草叢生的現象，以盡國
27 林代表笋
641
工務課
營事業應有的責任」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本所自行政院開辦擴大急難紓困專案起，
已立即派人力協助受理有關申請、諮詢、
建檔、審查等作業，並秉持從速、從簡、
從寬之三大原則積極辦理。惟紓困申請案
件量較大，且個案均具有其特殊性、複雜
楊詒婷
性，此外許多民眾因申請資料未詳實填寫
，以致需往返補件亦耽誤審核撥款進度。
為盡速核撥紓困金，使需要幫助之家庭均
霑其惠，本所已刻正加速處理案件審核作
業。

109.06.09

14

無

0

本案業於109年7月改善完竣，以維民眾使
用時安全性。

109.06.15

14

無

0

14

無

0

鍾怡芬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16號函
請鐵局宜蘭工務段卓處。二、109.06.17頭
鎮工字第1090007892號鐵局宜蘭運務段函
林建國
109.06.09
復：「本段業於109年5月25日清理完成」
。

本會林代表笋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轉請高公局研
議放寬民眾可隨時參訪位於
109.06.05
本鎮金盈里的雪隧文物館，
28 林代表笋
觀光所
642
以帶動地方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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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轉請鐵路局
辦理會勘，研議將吉祥路平
109.06.05
交道南側遮斷器向內移至鐵
29 蔡代表財丁
工務課
643
道與黃網線之間，方符合一
般設置準則，以免駕駛人屢
屢冤枉受罰」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案本所業已於109年6月15日以頭鎮觀字
第1090007779號函，函轉交通部高速公路
周金山
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函覆在案。

109.06.09

一、109.06.09頭鎮工字第1090007413號函
請鐵路局宜蘭工務段卓處。二、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宜蘭運務段109年07月20日宜
運段運字第 1090003191號函檢送會勘紀
錄，結論辦理順序如下：(一)由本所先行
移除新興路之路名牌。(二)由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台北電務段辦理平交道西側遮
斷器及警報機移置作業。(三)由宜蘭縣政
林建國 府辦理平交道西側標線繪設及本所辦理將 109.06.09
原新興路之路名牌裝設於適當位置。(四)
有關通過交會列車平交道舉起及放下時間
差較短部分，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電
務單位研議改善方式。三、本所已於109年
08月21日完成新興路之路名牌已移除，並
通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運務段續
辦。

6

無

0

14

無

0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協調鎮內準
公幼兒園，優先招收鎮內幼
兒，以免家長們為了讓孩子
進入知名的幼兒園四處登記 109.06.05
30 蔡代表財丁 、抽籤，小小幼童更是辛苦
幼兒園
644
早起遠赴他鄉鎮就讀，增加
年輕父母壓力」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本案109.6.18頭鎮幼字第1090008035號函
，函請鎮內各準公共化幼兒園優先招收鎮
黃慧玉
內幼兒，以免幼兒遠赴他鄉鎮就讀，以減
輕家長壓力。

109.06.15

14

無

0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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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楊主席碧村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確實落實調
解 委員會秘書之第一、第
109.10.22
楊 主 席 碧 二代理人的工作代理，以免
1
民政課
1153
村
常有申請調解之民眾因不知
秘書請假而多次奔波。」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本所109.10.23頭鎮民字第1090013727號函覆
；「本所調解會秘書請假期間依規定均有安排
民政課人員代理職務，先行受理民眾調解申請
林佳蒨
109.10.27
書，俟秘書上班後即會排定調解日期及發文通
知當事人後續調解事宜等。」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14

無

逾限
天數

備註

0

編號 : 114案，為第
21屆第7次
臨時會(109
年9月28日
至109年9月
30日)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鎮公所規劃
(即：文小一)、烏石港或
109.10.22
簡 代 表 英 頭城運動公園及適當場地
2
民政課
1154
俊
，作為未來興建「頭城搶
孤文化館』之鎮有文化館
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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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大橋(青雲
路往南方向)與新興路順 109.10.22
林代表詩
3
1155
工務課
向車輛匯入之安全改善方
穎
案，如說明」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林碧鑾

一、經查貴會建議的場所文小一:座落於本鎮新興
路一段223地號，使用分區:學校用、所有權人:宜
蘭縣、管理者:宜蘭縣頭城鎮頭城國民小學。烏石
港段:使用分區為兒童遊憩用地、所有權人:宜蘭縣
，管理者:宜蘭縣頭鎮公所，本所已規畫興建幼兒
園及親子園用地。頭城運動公園:公園場內設有籃
球場、法式 滾場、足球場、遊泳池等供民眾運動
休憩場所，周邊亦無閒置空間可供利用。二、本所
109.11.2以頭鎮民字第1090014167號函轉宜蘭縣政
府參酌辦理；經縣府109.11.11府民禮字第
1090181848號函覆表示：「一；依土地法第219條
109.10.29
及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2、3款等規定略以
，倘未按徵收計畫書所載用途使用，原土地所有權
人得向本府申請收回其土地，又如變更都是計畫
(如交換使用分區)，則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都市計
畫變更之日起10年內申請廢止徵收」；二、查文小
一區土地(頭城鎮新興一段223地號)目前已興建頭
城國小附設幼兒園，無前揭法令規定適用之虞。」
綜上，有關貴會建議案內容因本鎮管有土地目前暫
無適合之土地資源可資使用，爰本所先行錄案並納
入未來規劃參考。

109.10.27頭鎮工字第1090013728號函請公路
林建國 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109.10.27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所轉請鐵路局宜
蘭工務段儘速刈除吉祥路平
109.10.22
蔡 代 表 財 交道至新興路平交道之間鐵
4
1156
農經課
丁
路沿線之高聳雜草，以免蚊
蟲、虻及蛇類等叢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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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巷至開蘭東路通往新興路
109.10.22
蔡 代 表 財 275之1號路段目前路面鋪面
5
1157
工務課
丁
損壞嚴重，建請公所予以刨
除重鋪，以利當地路段鎮使
用平順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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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開蘭大橋上電車
告示警告牌傾斜,建請公所 109.10.22
甘代表錫
6
轉相關單位儘速修復」乙案
1158
工務課
賢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林芝嶸

本建議案業於109年10月29日改善完成。

109.11.09頭鎮工字第1090013732號函復「本
所纳入109年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研議
林建國
辦理。

109.10.26

14

無

0

109.11.09

14

無

0

14

無

0

一、109.10.27頭鎮工字第1090013729號函請
宜蘭縣政府卓處。二、109.11.30交通部臺灣
林建國 鐵路管理局宜蘭電力段宜力技字第1090002961 109.10.27
號書函復：「已改善完成在案。」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有關開蘭大橋南側海
109.10.22
甘 代 表 錫 浪造型版及部分橋名字樣脫
7
1159
工務課
賢
落，建請相關單位儘速修復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一、109.10.27頭鎮工字第1090013735號函請
宜蘭縣政府卓處。二、109.11.03宜蘭縣政府
府交土字第1090178261號函復業已評估改善。
林建國 三、109.11.04本所頭鎮工字第1090014230號 109.10.27
函檢送宜蘭縣政府辦理情形：「本府業已評估
改善。」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於通往大溪
里明山寺之道路增設路燈數 109.10.22
簡代表英
8
盞，以改善附近數戶民眾
1160
工務課
俊
照明不足問題」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吳秉承

本會薛代表柏新提臨時動議
案「梗枋地磅站卡車出口處
建議增設交通號誌或反射鏡 109.10.22
薛代表柏
9
工務課
，俾利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1162
新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一、109.10.27頭鎮工字第1090013736號函請
公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二、109.11.02交通
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四工
頭段字第三 1090079338號函文說明經現場勘
林建國
109.12.27
查旨揭地磅站出口非路口型態，不宜設置交通
號誌，另增設反射鏡一節，原則同意辦理，請
本所協調地方確認設置位置後函本段續辦。

109.11.03頭工字第1090013734號函復：「本
所先行錄案辦理」。

109.11.03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薛代表柏新提臨時動議
案「本鎮更新里濱海路六段
51巷南側巷口，濱海路南向
停止線相對於路口有過於偏
南情況，巷口出入人車與濱
109.10.22
薛 代 表 柏 海路車輛有提早交錯之可能
10
工務課
1163
新
性，為該路進出安全，建請
鎮公所轉請相關單位研議
車輛停止線往北側移置，避
免巷口進出交通安全風險」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1 林代表笋

本會林笋代表所提臨時動議
案「請鎮當局於三和路91巷
109.10.22
(二城國小後門)口設置監視
1164
民政課
器,以保障學童及接送家長
行的安全」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林建國

吳書緯

109.10.27頭鎮工字第1090013739號函請公路
局頭城工務段卓處。

109.12.27

一、109.10.29頭鎮民字第1090013980號函轉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參酌辦理，經警察局109年11月3日警
保字第1090052800號函復「監錄系統建置地點，係
由各轄區分局提案，經本局召開年度審查會，評估
設置地點
必要性及評列建置優先順序選定，現
已於建議地點周邊，即頭城鎮青雲路2與頂埔路口
109.12.29
，青雲路2段與三和路口，三和路與中崙路口設置
監錄系統，形成有效監看防護網，發揮治安維護與
交通維持功能，研議納入日後監錄系統建置提案」
。二、109年11月5日頭鎮民字第1090014252號函覆
貴會在案。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近來民眾多有反
映鎮內頭城國中操場與頭
城運動公園間，連接之木
棧樓梯目前鎖固用等螺絲
已明顯鬆動情形，造成整 109.10.22
甘代表錫
12
社會課
1166
體樓梯不穩固，對來往使
賢
用之鎮民，恐有安全上疑
慮，請公所儘速修復，減
少使用上安全之風險」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薛代表柏新提臨時動
議案「本鎮更新里更新海
堤南北堤岸近期重新環境
整理美化，遊客及休間居
民越來越多，惟缺乏夜間 109.10.22
薛代表柏
13
觀光所
1167
景觀照明設備,建請公所
新
能夠增設夜間景觀照明，
為遊客及當地居民提供更
良好的環境」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本所109.10.29頭鎮社字第1090013743號函覆
鍾怡芬 ：「本所業已聯繫廠商儘速修復，以維民眾使 109.12.29
用設施時之安全性。」

14

無

0

本案本所109年11月2日頭鎮觀字第1090013753
號函轉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
周金山
109.11.02
景區管理處，本所錄案另行研議(本所10年11
月25日頭鎮觀字第1090014702號函諒達)。

6

無

0

本會薛代表柏新提臨時動
議案「有關台灣好行綠19
東北角海岸線，近期來更
新海堤南北堤岸已整理完
109.10.22
薛代表柏 工，遊客日漸成長，建議
14
1168
工務課
新
公所增設更新海堤站，提
供遊客方便到達地方特色
景點，以活絡本鎮地方觀
光」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林建國

一、109.10.29頭鎮工字第1090014044號函請宜蘭
縣政府卓處。二、109.11.20頭鎮工字第
1090015057號宜蘭縣政府函復：「 1.旨揭路線管
轄機關為交通部觀光局，依「臺灣好行服務升級計
畫」申請須知之景/站點(區)擇定規略以：「景/站
點(區域之擇定需方最具知名度且具國際發展潛力
之相關觀光景點(區)，且該景點之年遊客人數總數
應為60萬人次以上。遊客人數統計並以觀光局最新 109.12.29
版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資料為準。
2.指揭位置國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1740)、
(1737)、(1811)、(1812)等路線已有相關站位「大
園站」提供民眾上下車選擇，另考量專案路線運輸
原則，站位設置仍以現況為宜，爰暫不考量另行增
設站位。」

14

無

0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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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姓名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有關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
時動議「請鎮公所加強土葬
區撿骨後之墓穴管理，以維 109.12.22
游代表錫財
民政課
第五公墓整體觀感。」乙案
1479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
臨時動議「本鎮百合陵園
北側 金爐通行鋪面，目
前未有平整鋪面，僅有碎
石鋪設，導致民眾前往常
109.12.22
2 薛代表柏新 因崎嶇難行難以前往，請
民政課
1476
公所予以鋪設適當 平整
鋪面，以利民眾通行使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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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7
案，為第21
屆第9次臨時
會(109年12
月13日至109
年12月15日)

本所109.12.24頭鎮民字第1090016805號函覆:
「貴會所提建議案，本所將加強要求業者執行
起掘作業後，墓碑部分需全部打掉，並將衣物
謝佳樺 及相關物品覆土掩埋處理；本所提供不透明塑 109.12.24
膠布，請業者完成上述程序後將塑膠布覆蓋墓
地並用石塊壓住，以避免雜物散置等髒亂情事
發生。」

14

無

0

本所109.12.24頭鎮民字第1090016803號函覆:
「本所業於109年11月23日簽辦施作，因近兩
謝佳樺
109.12.24
月連續下雨情形，僅能施作部分工項，其金爐
前路面鋪設作業於12月21日完成。」

14

無

0

有關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
臨時動議「有關路燈增設
以利夜間用路安全案」乙 109.12.22
3 林代表詩穎
工務課
1480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4

有關本會林端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請鎮當局轉請宜蘭縣
政府儘速於大洋地區40甲、
35甲等低漥地區設置抽水站
，以免豪雨來臨，水位上漲
109.12.22
林代表詩穎 ，無法逕行宣洩時，以抽水
工務課
1473
站之動力，保障該地區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 」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10.01.07頭鎮工字第1090016804號函，訂於
吳秉承 110.01.13辦理現場會勘，結論：「路燈增設
需另行研議辦理。」

110.01.07

一、109.12.24頭鎮工字第1090016785號函請
宜蘭縣政府研議辦理。二、宜蘭縣政府
110.01.14府水工字第1090214860號函復：
「1.旨揭大洋地區40甲、35甲位於下埔及中崙
邱榮宏 里，有關縣管區排抵美簡排水治理部分，本府 109.12.24
納入爭取中央補助經費理。2.請海洋及漁業發
展所，事涉頭城鎮下埔及中崙里養殖區之整體
排水治理措施，請評估並訮議辦理。」

6

有

4

14

無

0

5

有關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
時動議「本鎮竹安里多有民
眾反映濱海路一、二段多處
路燈極容易損壞，短時間不
斷重複維修，曠日廢時，造
成的問題不斷重複發生，加
上本鎮多處路段已更換為新
109.12.22
吳代表淑貞 式燈具(LED)，為濱海路一
工務課
1475
、二段路段之照明穩定，夜
間照明安全，建請鎮公所全
面換裝新式燈具，以維護本
鎮鎮民夜間通行安全。」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有關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
臨時動議「請鎮公所轉請宜
蘭縣政府協助本鎮於烏石港
段313地號設置轉運站，以 109.12.22
6 林副主席連生
工務課
提供鎮民及外地旅客更優質
1531
的候車環境。」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10.1.2頭鎮工字第1090016786號函請公路局
吳秉承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卓處，目前 全案由頭城
工務段研議後續路燈汰換事宜。

110.01.12

一、110.1.4頭鎮工字第1090017172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卓處。二、110.1.13宜蘭縣政府府交
運字第1100001036號函復頭城地區現已建置烏
石港轉運站，提供民眾搭乘國道客運轉乘市區
林建國 公車接駁使用；另頭城市區搭乘公車候車處業 110.01.04
已請國光客運設置乘車處所供乘客候車使用。
旨案建議事項將納入後續頭城地區公共運輸場
站改善評估參考。

14

無

0

14

無

0

副主席
7

8

9

有關本會林副主席連生及林
代表詩穎聯合所提臨時動議
「請鎮公所派員巡視本鎮所
有道路，連續下雨之後，路
109.12.22
連生、林代表詩穎
工務課
面是否出現裂縫、坑洞等狀
1530
況，並利用天氣放晴時，儘
速修復，以免影響用路人安
全。」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林建國

110.1.4頭鎮工字第1090017176號函復：「本
所將納入道路工程研議辦理」。

110.01.04

14

無

0

有關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請鎮公所轉請宜蘭
縣政府，於本鎮發包攸關民
生重大建設時(如:砂港抽水
109.12.22
林代表詩穎 站)，於所在地村里召開地
工務課
1532
方說明會，以擴大民間參與
，共同攜手提升公共工程品
質。」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邱榮宏

110.1.6頭鎮工字第1090017180號函請宜蘭縣
政府研議辦理。

110.01.06

14

無

0

林芝嶸 本建議案所反映路段之路樹雜草已改善完成。 109.12.31

6

無

0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
時動議「本鎮宜1線(內大溪
路)通往大溪後山土地公廟
間路段，沿路路樹雜草過於
旺盛，影響當地通行與環境 109.12.22
薛代表柏新
農經課
衛生，請公所予以適當修剪
1478
樹木及除草。」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有關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
時動議「民眾反映本鎮運動
公園老人體健設施，多有使
用需求，同時使用設施顯有
不足，為滿足本鎮長輩體健 109.12.22
10 吳代表淑貞
社會課
使用需求，請公所增設體健
1474
設施，以維護本鎮長者平時
健康維持。」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1 全體代表

有關本會全體代表聯合所提
臨時動議「請鎮公所確定於
烏石港新建鎮立幼兒園
109.12.22
幼兒園
後，將其整體規劃詳細向本
1477
會提出報告，以收集思廣益
之效。」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所109.12.24以頭鎮社字第1090016788號函
覆:「有關貴會建請增設長者體健設施乙案，
鍾怡芬
本所業已列入110年度體育計畫，研議規劃中
。」

高秀芬

109.12.24

本所109.12.25頭鎮幼字第1090016801號函覆：「
一.有關新建鎮立幼兒園乙案，刻正辦理變更頭城
都市計畫(開闢烏石港計畫)細部計畫(部分兒童遊
樂場用地及人行步道為幼教用地)公開展覽說明會
109.12.25
階段；本案俟完成用地變更作業後，屆時
邀請貴會、各代表及相關單位針對本案整體規劃設
計召開說明會。」

14

無

0

6

無

0

有關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
臨時動議「為本鎮近來陰
雨連綿，
使許多公共
通道及設施長青苔，濕滑 109.12.22
12 游代表錫財
工務課
1472
難行，嚴重民眾出入安全
，請公所從速改善。」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
臨時動議「建請公所於大
里里大里老街土地公廟交
109.12.22
13 薛代表柏新 叉路口附近適當地點增設
工務課
1557
反射鏡，以維交通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林建國

110.1.6頭鎮工字第1100000254號函將納入研
議辦理。

110.01.05

110.1.4頭鎮工字第1100000003號函復：「本
所將納入相關道路修復與附屬設施工程研議辦
林建國
110.01.04
理」。

14

14

無

無

0

0

編號 : 1319案，為第
21屆第10次
臨時會(109
年12月21日
至109年12月
23日)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
時動議「建議外澳天公廟至
109.12.22
14 薛代表柏新 紅螃蟹路段增設測速照相。
工務課
1558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有關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
時動議「請鎮公所儘速重新
整鋪竹安里頭濱路一段179
巷40號前水泥路面，改善目
109.12.22
15 吳代表淑貞 前路面崎嶇不平現狀，保障
工務課
1559
本鎮垃圾車及巷內往來時人
車安全。」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有關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
時動議「建請鎮公所研議公
所地下停車場尋覓適當位置
劃設『代表會專屬停車場』 109.12.22
16 簡代表英俊
行政室
，以利代表、職員停車。」
1560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一、110.1.4頭鎮工字第1100000002號函請警
察局卓處。二、110.1.8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警
交字第1100001617A號函說明：「一、若於該
路段增設測速照相設備，除設備過於密集，另
恐造成當地民眾及用路人之反彈。二、本局將
林建國
110.01.04
持續觀察該路段交通秩序及交通安全等動態情
形，並列入未來縣內增設、移置固定式交通執
法設備時併案研議辦理，另函請礁溪分局於該
路段派員加強取締各項交通違規。」

110.1.4頭工字第1100000004號函復：「經查
林建國 現況係為私人廣場，建請土地所有權人自行修 110.01.04
復為宜」。

110.1.5頭鎮行字第1100000005號函復代表會:
「……為便利代表會議期間停車，本所管制有
10格停車位專供代表停放。至於非會議期間，
文耀宗
110.01.05
為有效使用停車位，仍開放本所員工自由停放
」。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
時動議「建議鎮公所在社福
接駁車上增設『滿』字LED
燈，當公車滿載時，方便候 109.12.22
17 薛代表柏新
行政室
車民眾辨識。」乙案，經本
1561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因從年初至今鎮民受武
漢肺炎影響，工作收入或生
活受限，建請鎮公所發放每 109.12.22
18 簡代表英俊
社會課
位鎮民壹千元紓困救助。」
1562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9

全體代表

有關本會全體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請鎮公所轉請頭城郵
局、中華電信頭城服務中心 110.01.04
、台電分公司頭城服務所等
單位，配合本鎮春節街景布
觀光所
置，於各自營業門市張燈結
綵，共營歡樂氛圍。」乙案
0004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10.1.6頭鎮行字第1100000040號函復代表會:
「……本所海線社福專車及山線接駁公車車前
字幕機內皆內定有｢客滿｣字樣，當公車滿載時
吳佩純
110.01.07
，司機即以手動方式切換車前字幕機為｢客滿｣
，以方便候車民眾辨識。」。

本所110.1.8頭鎮社字第11000000037號函覆：
楊詒婷 「有關貴會所提臨時動議案，俟本所有適當財 110.01.08
源後再行研議辦理。」

本所110.1.8以頭鎮觀字第1100000165號函：
「有關本鎮鎮民代表會臨時動議建請頭城郵局
、中華電信頭城服務中心、台灣電力公司頭城
服務所等單位配合本鎮春節街景布置，於各自
曹嫦娥
110.01.08
營業門市張燈結綵，共營歡樂氛圍乙案，函文
通知上述各單位研議卓處，並副知貴會在案。
」

14

無

0

14

無

0

6

無

0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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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於第五公墓
設置撿骨作業區，以減少目
前撿骨後，原墓塚散置著棺
簡代表英俊
材板、衣物等，對先人不敬
，且有礙百合陵園整體觀瞻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林代表端

本會林端代表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及早於百
合陵園規劃興建增設納骨
(骨灰)櫃位，因應本鎮納
骨(骨灰)櫃位需求與日俱
增，以滿足現今社會趨勢
所需。」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建議日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期

109.
12.15
1414

109.
12.15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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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7案，
為第21屆第
4次定期會
(109年11月
23日至109
年12月9日)

民政課

本所109.12.24頭鎮民字第1090016388號函覆:「
一、貴會所提建議案本所將加強要求業者執行起
掘作業後，先行將衣物及相關物品覆土掩埋處理
，
並提供不透明塑膠布覆蓋墓地後用石塊壓
謝佳樺 住，以避免雜物散置等髒亂情事 發生。二、因 109.12.24
本所僅收一次性廢棄物代為處理費，故需待有多
處後一併處理，另建議設置撿骨作業區部分，本
所將先行錄案辦理，以作為園區邇後設置之參考
。」

14

無

0

民政課

本所109.12.24頭鎮民字第1090016389號函覆:「
一、貴會所提建議案本所目前已著手尋找合適地
謝佳樺 點興建納骨堂，其程序上需相當時間規劃，待有 109.12.24
合適地點時，將會執行後續程序，以提供優質的
殯葬需求。」

14

無

0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為考量本鎮龜山
里民安全，建請台灣電力
公司移設龜山里(路)78號
3 簡代表英俊
及161號兩處週邊龜山里
用電分線設備。」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4

5

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時動
議案「近來大里旅客服務中
心遊客及慶雲宮香客等來訪
眾多，為增加大眾交通方式
使用，建議公所轉請台鐵區
薛代表柏新
間快車能增加大里站停車班
次，以利當地交通需求。」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時動
議案「本鎮更新里路燈
01908目前照明範圍偏向路
側草地，為當地路面夜間照
薛代表柏新 明，建請鎮公所將照明器具
適當轉向路面側，以維當地
夜間道路通行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9.
12.15
1416

109.
12.15
1418

109.
12.15
1417

工務課

工務課

工務課

吳秉承

109.12.23頭鎮工字第1090016393號函請台電公
司研議其他替代方式。

109.12.26

一、109.12.21頭鎮工字第1090016392號函請鐵
路局宜蘭運務段卓處。二、109.12.30頭鎮工字
第1090016966號鐵路局運務段函復：「將請大里
林建國
109.12.21
站持續觀察平假日旅客搭乘數量與需求，再行審
酌旨案之必要性」。

吳秉承 旨建議案於110年3月25日已辦理完竣。

110.01.05

14

無

0

6

無

0

14

無

0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城東里沙成路
水溝淤積嚴重，建請頭城鎮
6 林副主席連生
公所儘速處理。」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9.
12.15
1427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城東里沙成路
2巷5號前路面嚴重積水，建
7 林副主席連生 請頭城鎮公所儘速處理。」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9.
12.15
1428

本會林副主席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港口里28號前
水溝嚴重淤積，建請頭城鎮
8 林副主席連生公所儘速處理。」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9.
12.15
1429

清潔隊

工務課

清潔隊

109年12月23日頭鎮清字第1090016477號函覆:「
黃博群 本所將於近期內執行水溝清理作業。」
109.12.23

109.12.25頭鎮工字第1090016476號函復「本所
將納入相關道路工程研議辦理」。並已於110年2
林建國
109.12.25
月22日完成改善。

黃博群

109年12月23日頭鎮清字第1090016472號函覆：
「本所近期內執行水溝清理作業。」

109.12.23

6

無

0

14

無

0

6

無

0

本會林端代表及甘錫賢代表
共同所提臨時動議案「請鎮
公所儘速徵收開蘭橋北側側
林代表端、 車道用地及地上物，並開闢
9 甘代表錫賢 北側側車道，以活化交通動
線，並保障行車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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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儘速整舖復
興路61巷21弄1號至16號;及
復興路18巷7-3號至文雅路
口;及公園路26巷、17巷、9
10 甘代表錫賢
巷，以上等巷道路面凹凸不
平，其間或有填填補補，但
仍未能解決其路面顛簸的根
本問題。」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30

109.
12.15
1431

工務課

林建國

109.12.22頭鎮工字第1090016473號函復：「本
所將納入研議辦理」。

109.12.22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109.12.25頭鎮工字第1090016474號函復：「將
納入相關道路工程研議辦理」。

109.12.25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當局研議新闢由
復興路經吉祥路向南延伸至
福德坑溪北岸，以連接烏一
11 甘代表錫賢 號道路，形成東西向捷徑，
必能以交通帶動本鎮經濟發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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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轉請公
路局四區工程處儘速修復
福德坑橋南端西側橋柱，
12 甘代表錫賢
並轉請權責單位進行檢測
、評估橋樑結構安全。」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32

109.
12.15
1434

工務課

工務課

林建國

一、109.12.22頭鎮工字第1090016580號函請宜蘭縣政
府卓處。二、109.12.29宜蘭縣政府府交規字第
1090213290號函請本所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三、109.12.31頭鎮工字第1090017160號函文縣府：查
旨案因涉及全縣境內省、縣及鄉道體系檢討調整規劃
，故仍請縣府依整體考量研議交通規劃可行性及系統
合理性，如後續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事宜，本所再行配
合後續交通相關計畫之指導納入通盤檢討之變更。四
、110.01.14宜蘭縣政府府交規字第1090218658號函文
本權責辦理及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五、110.01.25
頭鎮工字第1100000728號函文縣府查旨案因涉及全縣
109.12.22
境內省、縣及鄉道體系檢討調整規劃事宜，故請縣府
提供上開整體交通規劃計畫資料，以利本所配合計畫
指導後續納入通盤檢討之變更。六、110.02.01宜蘭縣
政府府交規字第1100015114號函文請本權責辦理及納
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七、110.02.17頭鎮工字第
1100001596號函文縣府：查旨案因涉及全縣境內省、
縣及鄉道體系檢討調整規劃事宜，仍請鈞府提供上開
整體交通規劃計畫資料，以利本所配合計畫指導後續
納入通盤檢討之變更。副本抄送本鎮鎮民代表會及相
關提案代表知悉辦理情形。

一、109.12.30頭鎮工字第1090016592號函請公
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林建國 二、110.01.06頭工字第11000000078號公路局函 109.12.30
復：「本所業於109年12月31日改善完成」。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施設涵
管將復興路一帶的家庭、
工業污水引入蘭陽技術學
院、開蘭橋前的排水系統
13 甘代表錫賢 ，以免目前污水排入毗鄰
的私有土地，污染農業生
產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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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轉請相關單
位儘速施設頭濱路三段1111號附近的排水系統，以解
14 甘代表錫賢
決豪雨時期，雨水無處宣洩
，淹沒附近農田，造成農損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35

109.
12.15
1437

工務課

工務課

一、109.12.28頭鎮工字第1090016581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研議辦理。二、110.1.15頭工字第
110000430號函: 「1.旨案位置於109.11.26會勘
紀錄中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竟見，為頭城鎮雨
水下水道B幹線範圍，該幹線已完成建置，尚無
邱榮宏
109.12.28
規劃改善之建議。2.另旨案是否有水質環境污染
之清形，抄送宜蘭縣環境保護局研議早處。3.加
強清淤部份，納入本所110年度清淤工程辦理」
。

一．110.02.01頭鎮工字第1090016585號函請水
利署宜蘭管理處卓處。二、110.02.23頭鎮工字
第110001950號水利署宜蘭管理處函復：1.查，
針對
所列未辦理農地劃約20頃農田區域，按
無農地重劃耕地，灌溉排水型態均 依現地條件
，由鄰地越田維持作物所需水量及排洩農田排水
。次查，就該耕地區域範圍兩則毗鄰福德坑溪、
邱榮宏
110.02.01
金面溪，據觀測該區域農田洩水狀態均能在1日
內排除。2.又說區域毗鄰台2線濱海公路107年間
交通部公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投資改建
金馬橋路基拓寬，施設沿線道路側溝迄今尚未完
工，請逕為查明，下游段道路側溝未改善部分，
尚須道路主管機關爭取預算辦理改善」。

14

無

0

14

有、
無逾
限

16

本會吳代表淑貞所提臨時動
議案「本鎮竹安里頭濱路
二段406號旁巷口，車輛進
出頻繁，缺乏巷口與台2線
間之通視，請公所於分隔
15 吳代表淑貞
島上適當位置設置反射鏡，
以利進出車輛有效通視，
維護當地通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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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一
段179巷40號前，民眾反映
路面高低不平，因位處垃圾
16 吳代表淑貞 車迴轉處，請公所辦理現場
會勘研議鋪設混凝土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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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一
段298號前路面破損不平，
卡車經過產生巨大聲響，突
發響嚴重影響當地安寧，請
17 吳代表淑貞
公所儘速轉請相關單位整修
處理，以維護當地居民生活
環境。」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39

109.
12.15
1440

109.
12.15
1441

工務課

工務課

工務課

一、109.12.30頭鎮工字第1090016596號函請公
路局頭城工務段卓處。二、110.1.6頭工字第
林建國 11000000104號公路局函復：「本案同意辦理」
。

109.12.30

一、109.12.25頭鎮工字第1090016588號函復：
「本所將納入道路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二、110.1.4頭鎮工字第1100000004號函復：經
林建國
109.12.25
查現況係為私人廣場，建請土地所有權人自行修
復為宜。

一、109.12.22頭鎮工字第1090016587號函請公
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二、109.12.30頭鎮工字第1090017136號公路局
頭城工務段函復：「旨案經現場勘查該段鋪面狀
林建國
109.12.22
況大致良好，尚無破損不平情形，本段將加強該
路段巡查作業，如有發現損壞將立即辦理修補作
業」。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有關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民眾陳情山海匯靜
思露營區(頭城鎮福德坑路
5-1號)的排水，有影響下方
18 林代表詩穎
私人土地土質環境之疑慮。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42

有關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有關福德坑圳農路
(近金面溪堤防段)柏油路面
19 林代表詩穎 毀損嚴重，建議重鋪設以利
安全。」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43

有關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有關台2庚延伸線
，頭城段的開闢計劃進度，
20 林代表詩穎 期有關單位提共資訊與辦理
說明會。」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44

工務課

邱榮宏

109.12.29頭鎮工字第1090016583號函請宜蘭縣
政府研議辦理。

109.12.29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109.12.31頭鎮工字第1090016590號函復：「本
所將納入相關道路工程研議辦理」。

109.12.31

14

無

0

14

無

0

工務課

一、109.12.22頭鎮工字第1090016586號函請公
路局第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卓處。
二、109.12.30頭鎮工字第1090017064號公路局
林建國 頭城工務段函復：「預計納入礁溪外環道(台2庚 109.12.22
延伸線先期段)第二標工程辦理，目前刻正辦理
初步設計作業中，預計110年底完成發包作業。

有關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有關宜三路金面溪
堤防路側多處無人管理的私
人果園(蓮霧樹)，旁枝衍生
21 林代表詩穎 出落葉落果的問題，導致路
面易濕滑難行，而旁枝生長
易致路燈照明效果不佳。」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9.
12.15
1445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
時動議「本鎮更新里梗枋漁
港附近環境雜草叢生(包含
台2線路側)，港區蚊蟲孳生
22 薛代表柏新 ，建請公所轉請海洋漁業發
展所等單位全面改善消毒整
理。」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46

有關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
時動議「建議鎮公所於武營
山尋覓一處適當地點(利用
鎮有土地)，建造一座老人
23 蔡代表財丁 長期照顧中心，以因應人口
老化之未來趨勢。」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9.
12.15
1447

農經課

清潔隊

社會課

一、 關於貴會反映宜三路金面溪堤防路側多處
（宜三路2段130號旁、堤防路側)私人果園，旁
支衍生落葉落果問題，經查「宜三路2段130號旁
」樹木已完成修剪作業；另宜三路金面溪堤防路
側部分係屬宜蘭縣政府權責，本所110.1.15
林芝嶸
109.12.24
頭鎮工字第1100000775號函請宜蘭縣政府研議辦
理。二、 宜蘭縣政府110年1月27日府水行字第
1100009724號函復:「經現勘查該段尚無所述問
題，倘後續有影響防汛、搶險者將據以辦理。」

109年12月23日頭鎮清字第1090016594號函轉本
鎮鎮民代表會所提臨時動議「本鎮更新里梗枋漁
港附近環境雜草叢生(包含台2線路側)，港區蚊
黃博群
109.12.23
蟲孳生，建請海洋及漁業發展所等單位全面改善
消毒整理。

本所109.12.28頭鎮社字第1090016595號函覆：
楊詒婷 「有關貴會所提臨時動案，本所將先行錄案，後 109.12.28
審慎研議辦理。」

14

無

0

6

無

0

14

無

0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參考壯圍鄉
公所新冠疫情抗疫補助發放
津貼，以振興本鎮經濟，加
24 甘代表錫賢 強民間消費，幫助民生相關
產業度過難關。」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9.
12.15
1438

有關本會林端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為本鎮武營山鎮產活
化利用，建請公所研議相關
方案，避免鎮產閒置。」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9.
12.15
1448

有關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
時動議「為便利本鎮港澳沙
灘區域各類活動設備進出順
暢，建請公所研議於港口社
26 蔡代表財丁 區活動中心前東北側區域設
置平坦通路，以利該區域觀
光發展。」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9.
12.15
1449

25

林代表端

社會課

農經課

工務課

本所110.1.7頭鎮社字第1090016584號函覆：「
楊詒婷 有關貴會所提臨時動議案，俟本所有適當財源後 110.01.07
再行研議辦理。」

109年12月28日頭鎮農字第1090016591號函復：
「因鎮有土地福德段147地號現況無適當聯外道
路，為順利活化該鎮有土地，本所刻正辦理前揭
林芝嶸 鎮有土地聯外道路工程用地取得與規劃事宜，俟 109.12.28
完成該聯外道路拓寬 (改善)工程後，本所將
積極辦理該鎮有土地活化事宜。」

林建國

109.12.30頭鎮工字第10900016593號函復：「將
109.12.30
納入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有關本會薛柏新代表所提臨
時動議「本鎮民眾反應由於
石城觀光遊客增加與當地民
眾需求建請公所轉請國光客
運台灣好行綠19增設石城火
27 薛代表柏新
車站及石城漁港兩處站牌，
以民眾交通使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9.
12.15
1450

工務課

109.12.30頭鎮工字第1090016597號函復：「前
經宜蘭縣政府函釋將預計增設站位資料送交該府
林建國 ，俾利後續辦理現地勘查及評估，爰請提供預計 109.12.30
增設站位之現場位置照片予本所彙整函復」。

14

無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