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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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姓名
號

建議事項

1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儘
速於拔雅里復興路11118及111-36號宅旁各設
蔡財丁 置路燈乙盞，以改善該
處照明設備明顯不足的
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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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鎮當局儘
速疏濬拔雅里復興路
111-10號前排水溝，以
蔡財丁 解決水溝嚴重淤積，民
眾擔心導致蚊蟲孳生，
造成登革熱病媒產生」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107.09.21
工務課
1005

107.09.21
清潔隊
1006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107.09.10頭鎮工字第1070013117號函復：「
1.本案建議裝設路燈地點為新完工之集合住
宅，往來之道路為建商施設，供該處拾餘戶
劉厚漢 居民通行。2.本案建桿及埋設管路處，涉及 107.10.09
私有土地且工程龐大，為該處新居住戶往來
安全，建議洽請建商施設為宜」。

107年10月1日頭鎮清字第1070013512號函復
，案經107年9月25日本所與該住戶現場會勘
黃博群 ，目前尚無水溝淤積問題，俟後如有淤積之
情事，本所將儘速辦理清理作業。

107.09.27

辦理天數 有、
(公文限 無逾
辦天數)
限

逾限
天數

備註

編號 : 114案，為第
20屆第19次
臨時會(107
年9月12日
至107年9月
14日)

14

無

0

6

無

0

3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儘
速舖設拔雅里復興路107
巷25號前柏油路面，並
107.09.21
蔡財丁 裝設路燈乙盞，以改善
工務課
1007
該巷道路面顛簸，及照
明嚴重不足的問題」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4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
臨時動議案「請鎮當
局於頭濱路3段211巷
第1個路口內設置反射
107.09.21
蔡財丁 鏡乙面，以消除駕駛
工務課
1008
人視線死角，強化交
通安全」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7.10.03頭鎮工字第1070013107號函復：「
林建國 查旨道路係防汛道路，非供公眾車輛通行之 107.10.03
用，故無法設置反射鏡」。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當局轉
請中華電信公司將頭濱
路3段211巷第1個路口內
之電信桿(竹安幹10右五 107.09.21
蔡財丁
工務課
左)向道路內側遷移，以
1009
維往來人車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7.09.25頭鎮工字第1070013106號函復：「
查旨案前經本所107年9月18日頭鎮工字第
1070012683號函轉新建里辦公處反映事項予
林建國
107.09.26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營運處研議改善
在案」。

5

107.10.03頭鎮工字第1070013101號函復：「
查旨路段係非供公眾使用之私設道路，故歉
林建國
107.10.03
難同意所請」。

14

無

0

14

無

0

14

無

0

6

7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案「有關青雲路
二段283巷以及大金面第
一湧泉圳上之道路路基 107.09.21
林詩穎
工務課
補強修繕」乙案，經本
1010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宜蘭農田水利會107.10.11宜農水管字第
1070009166號函復：「本案本會予以錄案，
林建國 按輕重緩急列入後續年度中央相關工程補助
計畫，爭取經費後改善」。

107.10.03

14

無

0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
時動議案「有關民眾陳
情反映下埔路(進休閒三
路)段，車輛行經之車速 107.09.21
林詩穎
工務課
有危及週邊行人用路安
1011
全之虞」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林建國 本案俟取得施作地點住戶同意書後，施作辦理107.10.04

14

無

0

8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轉
請頭城衛生所，調整人
力安排，使開門服務時
間，提前至掛號前1小時
107.09.21
楊碧村 ，讓搭早班車前來看診
行政室
1012
的老弱病患，免於枯站
於騎樓下，受日曬風吹
之苦」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9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
時動議案「為青雲路三
段與大坑路、河堤路交
會處號誌紊亂，晚近車
禍頻傳，嚴重影響民眾 107.09.21
游錫財
工務課
出入安全，請鎮公所從
1013
速邀請相關單位辦理會
勘，尋求解決之道」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107.09.26頭鎮行字第1070001261號函，函
轉宜蘭縣政府衛生局。2.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7.10.01頭衛字第1070001261號函復本所：
「1.依據縣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辦公時間，
統一為上午8-12時，下午為13-17時，唯本所
提早一小時開門上班，實有執行上困難。2.
邱建豪
107.09.26
本所免費巴士至本所接駁時間為上午7時30分
，早期已提供騎樓座椅，近期已依代表建議
配合接駁時間，提早於7時30分開門讓民眾入
內等候」；本所於107.10.03頭鎮行字第
1070013526號函復代表會在案。

礁溪分局107年10月19日警礁交字第
1070021777號檢送會勘紀錄：「1.原青雲路
三段、大坑、河堤路，調整為三時相路
林建國
107.10.04
口。2.由頭城工務段補繪大坑路南側(含全聯
福利中心)青雲路三段前之紅線」。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
時動議案『有關武營社
區活動中心旁「歡迎蒞
臨武營社區」、「福德
廟廣場」木製立牌、「
游錫財
武營社區」立柱及社區
佈告欄，目前已老舊損
壞』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7.09.21
社會課
1014

107.10.09頭鎮社字第1070013116函復：「本
莊妙玲 所先行錄案研議後辦理」。並於11月6日請工 107.10.09
務課協助整修完成。

14

無

0

11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提臨
時動議案「為本鎮和平
街十三行老街道前，多
有民眾及遊客反映，路
林連生
口車輛停頓眾多，有妨
礙民眾及遊客通行之虞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7.09.21
工務課
1015

林建國

107.10.03頭鎮工字第1070013103號函請警察
107.10.03
局礁溪分局卓處。

14

無

0

12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
時動議案「近來多有民
眾反映，本鎮道路巷道
甘錫賢 標示(路標)有所不足，
造成指示效果欠佳」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7.09.21
工務課
1016

林建國

107.10.03頭鎮工字第1070013109號函復：「
107.10.03
本所研議辦理」。

14

無

0

10

13

本會邱代表寅次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公所儘
速扶正並加強基座深度
金馬橋往頂埔里分隔島
邱寅次
上分道的輔助標誌，以
維交通安全」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7.09.21
工務課
1017

林建國 本案業已完成修復。

14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
時動議案「建請鎮公所
於開蘭橋設置之花台，
以耐旱易養護之花草為
甘錫賢 主，進行綠美化植栽工
作，充分利用現有設施
，維護橋樑地景風貌」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7.09.21
農經課
1018

鄭志光

107.10.19

14

有

4

本案業於107年12月完成改善，並持續追蹤維
107.09.28
護。

14

無

0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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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姓名
號

建議事項

1

本會柳主席萬順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轉請相
關單位，建請台灣好行綠
18壯圍沙丘線結合本鎮觀
光景點，於竹安溪口賞鳥
柳主席
區，增設竹安溪口站(竹
萬順
安里鎮安宮)，彌補目前
大眾運輸系統不足的現況
，進而促進本鎮觀光發展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2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本鎮石
城里(路)32號旁排水溝渠
，目前溝內土石堆積明顯
，恐影響當地排水功能，
簡英俊
建請公所派員勘查處理，
恢復原有排水流量，避免
大雨來時因排水不良造成
淹水。」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107.
11.16
1284

107.
11.16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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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2案，為第
20屆第8次
定期大會
(107年10月
23日至107
年11月8日)

行政室

本所107年12月3日頭鎮行字第1070016586號
函：經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107年11月29日觀東遊字第
1070400887號函覆：「查旨揭站點係位於壯
圍沙丘線『大福海濱遊憩區站』及『頭城濱
海森林公園站』之間，因該處推動之該路線
吳佩純
107.12.03
，係針對已臻成熟且具國際發展潛力的觀光
景點提供旅遊服務。另有關增加『竹安溪口
站』，本站點距離竹安溪口賞區約3公里，步
行仍需約30分鐘，爰尚無規劃增設站點，惟
該處將持續觀察本站點旅客使用需求情形，
同意錄案作為後續調整路線之參考。」

14

無

0

工務課

馮威嘉 本案業於108年1月14日完成清理。

14

無

0

107.12.19

3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石城濱海路七段
，隧道口候車處，急需設
簡英俊 置候車亭，以利民眾長者
避風雨候車。」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4

本會簡代表英俊所提臨時
動議案「濱海路四段合興
里133巷垃圾車不能進入
簡英俊 ，建請 鈞所研議解決，
以利垃圾車進入。」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本會尤副主席瑞傑所提臨
時動議案「民眾反映本鎮
更新里更新路(往牛寮方
向)，經鎮海宮三叉路口
尤副主席 電線桿，阻礙當地民眾通
5
瑞傑 行，建請鎮公所邀集相關
單位辦理現勘處理問題，
維護當地交通順暢。」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7.
11.16
1286

107.
11.16
1287

107.
11.16
1288

工務課

1.宜蘭縣政府107年12月6日府交運字第
1070202914號函復本所，於縣府函請提報108
年度候車設施建置計畫時，請檢附相關資料
林建國 到府，俾利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施設。2.107 107.12.03
年12月13日頭鎮工字1070016885號函文貴會
請提案人協助取得土地同意書俾利本所提報
。

14

無

0

工務課

107.12.13頭鎮工字第1070015875號函復:「
為利旨揭路段巷內住戶垃圾收取方便性，現
林建國 階段係請住戶將垃圾送至涵前統一集中放置
，待本所垃圾車到達後，再由清潔隊員協助
收取垃圾之方式處理」。

107.12.13

14

有

4

工務課

林建國

107.11.21頭鎮工字第1070015862號函請台灣
107.11.21
電力公司卓處。

14

無

0

6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宜蘭勁好行
【191】礁溪轉運站-竹安
國小班次，因該班次僅行
駛到本鎮竹安國小，請公
所轉請相關單位考量地方
蔡財丁
交通通行不便，要求調整
行駛至竹安山蘭名產附近
(延長約1.6公里)，以利
地方民眾搭乘。」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7

本會蔡代表財丁所提臨時
動議案「建請公所對於參
加本鎮各里長青食堂之志
工，於公所舉辦尾牙時一
蔡財丁
併邀請與會同歡，以實際
行動慰勞志工同仁，以資
鼓勵。」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蔡代表財丁及甘代表
錫賢所提臨時動議案「民
蔡代表財 眾反映復興 路107巷22號
丁、 大樓前夜間照明不足，影
8 甘代表錫 響 夜 間 通 行 安 全 ， 建 請
賢
公所設置照明路燈，以為
當地夜間通行安全。」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7.
11.16
1289

107.
11.16
1290

107.
11.16
1295

行政室

本所108年1月25日頭鎮行字第1080001396號
函覆，經縣府108年1月21日府交運字第
1080008979號函復：「1.旨揭依本縣市區客
運路線規劃原則，除不與既有客運路線競合
外，併考量營運車輛數目、駕駛員工時等因
吳佩純
107.11.21
素，爰旨案評估不予延駛」。2.「另旨案建
議延駛路線已有『【1790】宜蘭-頭城（經竹
安）』路線行經，倘貴所有增設臨時站位需
求，本府另案評估增站可行性。」此部份本
所另函建議縣府增設山蘭名產站。

6

無

0

社會課

莊妙玲

107.11.22頭鎮社字第1070016209號函復：「
107.11.21
本所將視相關經費許可下研議辦理」。

14

無

0

工務課

107.11.28頭鎮工字第1070015893號函復：「
劉厚漢 本所業已錄案，請先行取得建桿所需土地無 107.11.29
償使用意書後，再行研議辦理」。

14

無

0

9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陳情宜三路
林詩穎 一段246號旁圍牆出現塌
縫…」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鐵
路局於上班時段加開從頭
城至宜蘭、羅東方向的區
楊碧村 間車，以方便大洋地區於
頂埔站上車的通勤民眾行
的便利。」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1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恢復本
鎮免費接駁專車，原來山
線第三班(即早上10點30
楊碧村 分從頭城清潔隊開出)，
以利偏遠地區老弱婦孺行
的便利。」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7.
11.16
1294

107.
11.16
1293

107.
11.16
1292

工務課

工務課

行政室

107.12.13頭鎮工字第1070017251號函復：「
林建國 經查旨揭圍牆係由私人設置，仍應由私人自 107.12.10
行修復為宜」。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運務段107年12月
10日宜運段業字第1070005655號函復本所：
「正積極辦理新車採購案，未來俟新車陸續
交車投入營運後，將視整體旅運需求及編組
林建國
107.11.21
餘裕情形，通盤研議調整
列車運行計畫」。上開號函本所107年12月12
日頭鎮工字第1070016999號函轉貴會在案。

本所107年11月26日頭鎮行字第1070015891號
函復：「1.為提升免費接駁公車行車效率，
本所106年檢討整體行車路線及班次載客率，
於106年10月1日新增行駛大坑路線，增設「
大坑中興宮」及「大坑協天宮」二站，並停
駛山線第三班。相關資訊於106年9月8日頭鎮
吳佩純
107.11.26
行字第1060011916號函知貴會及里辦公處，
合先敘明。2.由於山線接駁專車目前支援海
線第三班行駛，現時無法復班，因此貴會建
議恢復山線免費接駁專車第三班乙案，本所
將俟海線專車汰購，綜合評估復班所需經費
及載客效率後再定」。

14

有

4

14

無

0

6

無

0

12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轉請相
關單位延長青雲路二段往
三和路交叉路口綠燈秒數
楊碧村 ，且請警方以輔導代替開
紅單，以免因秒數過短
(約10秒)，左轉車輛頻頻
受罰。」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3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重視大
洋地區二城、中崙、下埔
、頂埔、金面、金盈、福
成等七里，都沒有完整的
楊碧村
排水系統的嚴重問題，建
請將此列為建設重點，以
保障環境衛生。」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4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施設完
全覆蓋本鎮所有觀光景點
的Wifi無線網路，以吸引
楊碧村 外國觀光客，使其順利無
礙的暢遊本鎮，以振興本
鎮休閒觀光產業。」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7.
11.16
1291

107.
11.16
1297

107.
11.16
1298

工務課

工務課

觀光所

107.11.29頭鎮工字第1070015892號函:「有
關延長交通號誌時間，於107年10月29日會勘
林建國 ，請縣府將台2庚線與頂埔路二段路口之交通 107.11.29
號誌縮減5秒，以增加旨揭交通號誌時相秒數
。違規部份請礁溪分局卓處」。

107.12.10頭鎮工字第1070015954號函復：「
馮威嘉 本所將納入相闗計畫研議辦理」。
107.12.10

經查本鎮已有「iTaiwan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
網」、「宜蘭縣政府台灣大哥大elandfree」及「普及中小企業數位寬頻應用
計畫SMEA WiSTREET」等提供88個免費上網點
林曉穎
107.11.27
位。本所107年11月27日以頭鎮觀字第
1070015949號函函復，提供免費wifi熱點清
單。

14

無

0

14

有

4

14

無

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規劃大
洋地區頂埔、二城、中崙
、下埔原劃設竹安濕地一
帶為水岸城市--東方威尼
15 楊碧村
斯，結合生態、景觀、河
川與人文，善用大自然的
資產，創造大洋水岸城市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轉請東
北角管理處將本鎮濱海海
岸線石城以迄竹安，全線
景點予以規劃，將目前的
16 楊碧村
點串連為線，以供旅客一
路暢遊，輕鬆飽覽美麗海
岸風光。」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7.
11.16
1299

107.
11.16
1300

觀光所

觀光所

本所107年11月30日頭鎮觀字第1070015957號
函函覆：「...因涉及現有法令之修正及土地
林曉穎
107.11.30
規劃之執行，本所將視適當時機建請縣府妥
慎研議，以符地方發展之期待」

本所107年11月21日以頭鎮觀字第1070015959
號函轉請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鄭芷甯
107.11.22
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當局轉請東
北角管理處及內政部都委
會，重新檢討本鎮東北角
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
17 楊碧村 濱海)特定區計畫，於通
盤檢討時，考量現況及公
民意見，降低景觀保護區
的比例。」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
時動議案「請鎮當局結
合和平老街古建築與在
地美食小吃，規劃「頭
城老街一日遊」行程，
以古蹟巡禮的方式，推
18 楊碧村
出懷舊之旅，延長旅客
駐足瀏覽的時間，將可
促進鎮內觀光發展，增
加就業機會。」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7.
11.16
1301

107.
11.16
1302

觀光所

本所107年12月7日以頭鎮觀字第1070016401
號依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意見函復貴
會略以：「...本案分別於106年3月30日及同
鄭芷甯 年11月22日發布實施，考量發佈實施未滿二 107.11.22
年，將於下次通盤檢討辦理公告徵求意見。
」屆時請貴會提供相關建議以利上陳內政部
營建署辦理。

6

無

0

圖書館

本所107年12月3日頭鎮圖字第1070015955號
函復在案，查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頭城
李世銘
107.12.03
勁厝WAY」網站提供頭城老街巡禮、預約小旅
行等相關資訊可供遊客使用。

14

無

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轉請相
關單位，研議將石城里濱
海路7段291號宅後擋土牆
加高，並儘速清除因豪雨
19 楊碧村 沖刷而下的土石流，以確
保濱海路二側居民生命財
產安全。」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積極向
上級機關爭取於本鎮大洋
地區設置地區醫院分院，
以改善幅員綿長的本鎮轄
20 楊碧村
區，急症患者無法把握黃
金急救時間而發生
遺憾。」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規
劃武營山鎮有地(約7公頃
)為優質的長照安養中心
21 楊碧村 ，以使鎮內長者就近安養
，給予長輩們身心靈全面
的關照。」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7.
11.16
1303

107.
11.16
1304

107.
11.16
1305

工務課

行政室

社會課

107.11.20頭鎮工字第1070015958號函復：「
林裕人 請協助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俟取得土地使 107.11.20
用同意文件後，以利後續作業」。

1.107.11.20頭鎮行字第1070015940號函轉宜
蘭縣政府衛生局。2.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7.12.12衛醫字第1070026706號函復本所：
「依據
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規定，以及現況本
邱建豪
107.11.21
鎮醫療資源分布分析等，未來如遇有醫院欲
規劃設置分院時，協助推動執行」；本所
107.12.12頭鎮行字第1070017143號函復代表
會在案。

107.11.22頭鎮社字第1070015946號函復: 本
張惠晴 所將視未來道路開發狀況妥慎研議辦理」。 107.11.23

6

無

0

14

無

0

6

無

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提臨時
動議案「請鎮公所儘速於
頂埔路一段50-77號宅間
22 楊碧村 施設置路燈乙盞，以改善
該處照明設備明顯不足之
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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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一道路與通往
大坑里各東西向道路(含
大坑路、協天路等)交會
23 游錫財 處主幹道紅綠燈時間過長
，民眾難耐久候，常發生
闖紅燈現象，反而易生危
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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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村文學館北
側大王椰子樹，已發現部
分有高空樹幹蛀蝕現象，
24 游錫財
其下常有幼兒園學生及家
長進出，易生危險」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 查照。

107.
11.16
1306

107.
11.16
1307

107.
11.16
1308

工務課

劉厚漢

107.11.23頭鎮工字第1070015937號函復：「
107.11.23
本所先行錄案」。

14

無

0

工務課

林建國

107.11.21頭鎮工字第1070015945號函請宜蘭
107.11.22
縣政府卓處。

14

無

0

圖書館

依據文化局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現勘紀錄
，李榮村文學館北側大王椰子樹生長情形良
李世銘
好，請本所定期維護，相關植栽維護費用由
文化局補助。

14

無

0

107.11.23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綜合商場頂
棚漏水及鐵骨架發現鏽蝕
25 游錫財 現象，請相關單位從速請
專人檢查並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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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公所三樓大會
議室設計不當，非但沒有
主席臺，且因主牆面開大
26 游錫財
窗的緣故，造成拍照不易
現象，建請鎮公所從速處
理。」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武營里仙公路涵
洞長久沒有清理阻塞嚴重
27 林連生
，建請鎮公所應盡速清理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7.
11.16
1309

107.
11.16
1310

107.
11.16
1316

民政課

陳國立 本案已委請廠商檢查，目前尚無安全之虞。

107.11.21

14

無

0

行政室

107.11.20頭鎮行字第1070015944號函復:「
本所三樓大會議室係作為開會、簡報及小型
活動使用，依會議室空間設計，並無設置主
高秀芬 席台之必要，另主牆面係玻璃帷幕方式設計
，搭配電動布幕，可自由調整室內空間光線
，不會有拍照不易現象，隨函檢附現場照片
供參」。

107.11.20

6

無

0

14

無

0

工務課

107.12.06頭鎮工字第1070016895號函，檢送
107年11月27日會勘紀錄：「
地方建議武營里仙公路野溪下方涵洞阻塞嚴
重，每逢大雨造成土地沖刷，威脅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勘鉅，有立即治理改善必
林裕人 要，建請水土保持局列入年度相關
107.11.21
計畫辦理，並已請設計監造公司協助製作「
改善工程計畫書」，俟完成後即連同
計畫書及勘查紀錄表函請縣府轉送水保局」
。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武營里青雲
28 林連生 路三段513巷口設置紅綠
燈。」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7.
11.16
1317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提臨時
動議案「烏石港入口意象
雜草凌亂。」乙案，經本
29 林連生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7.
11.16
1318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提臨時
動議案「本鎮城西里西一
巷13號宅前巷道目前無雨
水排水溝渠，為免大雨來
時造成當地居民困擾，建
30 甘錫賢 請公所設置排水溝，避免
因雨水無法有效排除而有
淹水之虞。」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7.
11.16
1319

工務課

農經課

工務課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頭城工務
段107年12月5日現勘後，以107年12月11日四
工頭段字第1070083611號函檢送會勘結論：
林建國
107.11.22
「本路口支道為單線道且路幅小，設置行車
管制號誌恐無法會車致影響用路人安全，本
建議案維持現狀」。

107.11.22頭鎮農字第1070015947號函復：「
有關烏石港入口意象雜草凌亂乙案，本所就
鄭志光
107.11.22
提議地點加強環境除草維護工作。

107.12.13頭鎮工字第1070015939號函復：「
經查旨揭排水溝施設位置涉及私人土地，請
馮威嘉
107.12.13
提供施設路徑土地所有權人土地同意後，再
送本所研議」。

14

無

0

14

無

0

14

有

7

31

柳主席
萬順

本會柳主席萬順及甘代表
錫賢所提臨時動議案「鎮
民反映有關頭濱路二段
358號旁巷口，分隔島反
射鏡損壞與路旁反射鏡歪
斜，造成巷道往台2線省
道時視線無法通視，加上
省道車流量大，明顯影響
出口交通安全，建請鎮公
所儘速修復調整，另為增
加通視空間，並請酌減巷
口北側分隔島上灌木數量
，以維護本鎮民眾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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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民眾反映頭
濱路一段179巷與台2縣路
口處，路旁灌木高聳寬廣
，明顯遮蔽路口進出視線
範圍，加上台2線車速大
32 甘錫賢
流量多，嚴重危害交通安
全，請鎮公所妥為修剪，
維持通視範圍，以維當地
鎮民交通安全。」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7.
11.16
1320

107.
11.16
1321

工務課

農經課

林建國

107.11.21頭鎮工字第1070015953號函請公路
107.11.21
局頭城工務段卓處。

鄭志光 本案業已完成改善。

107.11.29

14

無

0

14

無

0

本會全體代表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宜蘭
縣政府文化局繼續完成本
柳主席
鎮史雲湖二、 三期工程
33 萬順等全
，以活化頭城市中心最具
體代表
知名度、最吸睛的名勝古
蹟」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本會全體代表所提臨時動
議案「請鎮公所轉請宜蘭
縣政府文化局協助將本鎮
柳主席
史雲湖正名為『頭圍港遺
34 萬順等全
址』，還原史雲湖歷史真
體代表
實面貌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107.
12.24
1499

107.
12.24
1498

圖書館

圖書館

本案經文化局108年1月7日宜文資字第
1070009849號函復：「現況環境已完備，公
李世銘
107.12.28
所或代表會倘有相關提案，請與本局研議評
估後，再行後續處置方案」。

本案有關史雲湖正名為「頭圍港遺址」乙案
，經文化局108年1月4日宜文資字第
1070009850號函復：「無確切證據，暫時維
持原案名稱，倘
李世銘
本所有新獲在地耆老口述及相關文獻佐證資
料，請提報本局，俾提送本縣文化資產審議
委員會審查」。

107.12.28

14

無

0

14

無

0

編號 : 17案，為第
20屆第20次
臨時會(107
年12月17日
至107年12
月19日)

本會尤副主席瑞傑所提臨
時動議案「針對東北角景
觀保護區內使用分區限制
，當年約束頭城沿海地區
發展，以致年輕人在地討
生不易，導致人口外流，
嚴重影響地方旅遊觀光發
尤副主席
35
展，建請公所主動向相關
瑞傑
單位通盤檢討，以符合現
今地方發展，讓外流人口
回流，促進頭城沿海地區
經濟發展」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7.
12.24
1500

本會蔡財丁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鎮民多有反映，
本鎮頭濱路三段211巷65
弄巷道，通道鋪面年久老
舊損壞，請公所予以重新
36 蔡財丁
鋪設，以利通行平整順暢
」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7.
12.24
1501

工務課

1.107.12.28頭鎮工字第1070017872號函宜蘭
縣政府卓處。2.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8.01.11城規字第10801000194號函：「本
吳佳憓 案分別於106年3月30日及11月22日發布實施 107.12.28
，考量發布實施未滿二年，爰請縣府於下次
通盤檢討辦理公告徵求意見時，再提供相關
建議事項予本分署錄案辦理」。

14

無

0

工務課

107.12.28頭鎮工字第1070017870號函復:「
旨揭所提建議，本所先予錄案，俟辦理108年
林建國
107.12.28
度道路及附屬施設修復工程招標程序完成後
，再行纳入108年度相關工程研議辦理」。

14

無

0

本會林詩穎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民眾反映頂
埔路二段142號旁巷弄之
37 林詩穎 路燈(編號02358)位置調
整…」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照。

38 游錫財

本會游錫財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有關公所目前進
行之和平街水溝清淤工作
，因民眾反映，目前工區
以北之部分溝段(和平街
115號周邊至民鋒路交叉
路口間)仍有部分淤塞嚴
重，請公所考量水流之連
續性，一併予以進行處理
，以利當地排水順暢，避
免大雨來時造成當地困擾
」乙案，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7.
12.24
1502

107.
12.24
1503

工務課

工務課

107.12.28頭鎮工字第1070017871號函復：「
經本所派員夜間勘查，為提昇頂埔路二段140
劉厚漢 巷內路燈照明效率，於107年12月22日頭鎮工 107.12.28
字第1070017763號函，函請承商調整照明角
度」。

108.01.22頭鎮工字第1070017867號函復：「
本所將纳入108年雨水下水道清淤工程辦理，
馮威嘉
108.01.22
預計108年7月前清理完成」。

14

無

0

14

有

6

39 林連生

本會林連生代表所提臨時
動議案「民眾反映城北里
纘祥路113-1號民宅前周
邊，排水不良，部分溝段
口有淤塞，請公所儘速派
員改善，以利當地排水順
暢」乙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107.
12.24
1504

工務課

108.01.31頭鎮工字第1070017880號函復：「
本所先行錄案，俟相關
馮威嘉
108.01.31
計畫納入研議辦理」。

14

有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