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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西鄉民代表會  編印 
 

雲 林 縣 臺 西 鄉 民 代 表 會 

第 2 1 屆 第 4 次 定 期 大 會 

議 事 錄 

會議期間：109年 11月 02日至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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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程序 

 

一、大會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恭讀  國父遺囑 

七、主席致開會詞 

八、輔導員致詞 

九、來賓致詞 

十、秘書報告上次大會以來代表之動態及本次會出缺人數 

十一、主席宣告開會 

十二、預備會議 

(一)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二)秘書報告議事日程序 

(三)秘書朗讀上次大會議事錄並諮議出席代表 

(四)主席報告上次大會議決案處理情形 

(五)討論事項 

十三、討論提案 

(一)提案 

(二)臨時動議 

十四、主席諮議本次大會議決案 

十五、主席致閉會詞 

十六、輔導員致詞 

十七、鄉長致詞 

十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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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 1 屆第 4 次定期會開會紀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02日至 11月 18 日 

二、地    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代表動態：原核定代表名額 11 名 

現有代表名額 11名 

四、出席人員：○1 李文來○2 林天祥○3 吳花環○4 吳俊德○5 姚志忠 

○6E

A陳文求 A○7E

A趙育祥 A○8 E

A林勝山 A○9 E

A戴勇男 A○10E

A吳一平 

A○11E

A吳育瑄  詳如簽到表 

五、缺席人員：無 

六、輔導員、來賓、旁聽：如簽到簿 

七、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八、主    席：主席李文來 

九、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十、閉會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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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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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預備會議 第一次會議 

109 年 11月 02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00分至 11時 15 分 

二、地    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1 李文來○2 林天祥○3 吳花環○4 吳俊德○5 姚志忠 

○6E

A陳文求 A○7E

A趙育祥 A○8 E

A林勝山 A○9 E

A戴勇男 A○10 E

A吳一平 

A○11E

A吳育瑄  詳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主席李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開幕典禮： 

組員王秀芳：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大

會開始，請全體肅立請主席就位，向國旗暨國父遺

像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請復位。 

八、預備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時

間：109 年 11 月 02 日（星期一）第 1 次會議，現

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

秘書宣讀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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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議事日程： 

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 

                       

    星     會   議   時  

                       間     

  日      期    次        

期              程    

上午 9時~中午 12時 下午 2時~下午 5時 

109年 11月 02日 一 １ 

一、代表報到 

二、預備會議 

三、開幕典禮 

報告議事日程及討論事項 

109年 11月 03日 二 2 

報告事項 

一、鄉長施政報告。 

二、報告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109年 11月 04日 三 3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09年 11月 05日 四 4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09年 11月 06日 五 5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09年 11月 07日 六 例假日 
 

109年 11月 08日 日 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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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 09日 一 6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一讀會。 

三、審議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一讀會。 

四、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

修正一讀會。 

109年 11月 10日 二 7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四、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

修正二～三讀會。 

109年 11月 11日 三 8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四、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

修正二～三讀會。 

109年 11月 12日 四 9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四、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

修正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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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 13日 五 10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

會。 

(二)審議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

加(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二～三讀會。 

三、變更暨延長本次會議事日程 

109年 11月 14日 六 例假日 
 

109年 11月 15日 日 例假日 
 

109年 11月 16日 一 11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四、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二～三讀會。 

109年 11月 17日 二 12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四、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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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 18日 三 13 

一、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

會。 

(二) 審議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案第一次

追加(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 審議「雲林縣台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二～三讀會。 

二、臨時動議。 

三、宣讀會議紀錄。 

四、閉會。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課室主管 

大家好：現在宣讀議程，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次定期會議事日程； 

   第一次議程；109年11月02日（星期一），會次：1、議   程： 一、

代表報到，二、預備會議，三、開幕典禮；(報告議

事日程及討論事項)。 

 第二次議程；109年11月03日（星期二），會次：2、議   程：一、

鄉長施政報告，二、報告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第三次議程；109年11月04日（星期三），會次：3、議   程：一、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第四次議程；109年11月05日（星期四），會次：4、議   程：一、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第五次議程；109年11月06日（星期五），會次：5、議   程：一、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時間：109年11月07日(星期六)例假日 

         時間：109年11月08日(星期日)例假日 

   第六次議程；109年11月09日（星期一），會次：6、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案一讀

會，三、審議本鄉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

算案一讀會，四、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一讀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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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議程；109年11月10日（星期二），會次：7、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

讀會，三、審議本鄉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二～三讀會，四、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

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

正二～三讀會。 

   第八次議程；109年11月11日（星期三），會次：8、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

讀會，三、審議本鄉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二～三讀會，四、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

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

正二～三讀會。 

   第九次議程；109年11月12日（星期四），會次：9、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

讀會，三、審議本鄉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二～三讀會，四、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

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

正二～三讀會。 

   第十次議程；109年11月13日（星期五），會次：10、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二)、審議本鄉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二～三讀會。 

         (三)、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二～三讀

會。 

            二、臨時動議。 

            三、宣讀會議記錄。 

            四、閉會。 

  九、主席致詞： 
      李主席文來：今天是 109年 11 月 02日(星期一)這次定期會第    

1 次會議也是本次會議開幕及預備會，請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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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同仁對本次議程是否有意見？ 

   李主席文來：針對本次會議議程，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照

議程進行。散會。 

   十、散會：109 年 11 月 02日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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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報告及議事錄確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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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第 21 屆第 10 次臨時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案

號 次 
議 決 案 內 容 及 提 案 人 執 行 情 形 備 註 

1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本所清潔隊因業務需要，

增設編制技工 3 人，請  貴

會惠予同意，提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2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

鄉崙豐部落多功能綜合活動

中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

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

衛福據點」第二期第二階段

計畫 1 案，核定申請經費新

台幣 1,919萬 3000 元整，另

縣政府補助 107 萬再加本所

自籌 107 萬，故總計新台幣

2,133萬 3000 元整，嗣因工

程變更設計及地坪墊高回填

土方編列不足，需增加經費

新台幣 100 萬元整施作，本

所無編列上開經費，惠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09 年

度辦理追加預算帳務轉正，

提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林秘書俊嵩：繼續報告本會第 21屆第 10 次臨時會大會議決案執行

情形報告及議事錄確認情形： 

           一、第 1 議案部份，本會於 109年 10月 20 日臺鄉代議字 

第1090000769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2議案部份，

本會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090000770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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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位代表先進針對上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本會第

21 屆第 10 次臨時會議事錄，如附件書面資料，本會

已分送各代表先進及公所在卷。請主席徵詢出席代表

是否同意不用予宣讀?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秘書宣讀的議決案，執行情形報

告及議事錄，有無意見？若沒有意見，本席宣布「認

可」我們繼續下一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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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施政總報告及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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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討論及臨時動議 
 

 

 

 

 

 

 

 

 



18 
 

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 1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議決案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號 別 第 1 號議案 類 別 主計 

案 由 檢送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 由 

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9,714 萬 3,000 元整，

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度『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編

製如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46 條暨「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請審議。 

辦 法 經貴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備查。 

議 決 

一、 預算科目：環保業務－衛生業務－用途別科目：2000

業務費－2054 一般事務費(非自來水用戶徵收作業相

關費用)原列預算數新台幣 20,000 元，刪除新台幣

20,000 元。 

二、 預算科目：一般行政－行政管理－用途別科目：2000

業務費－2033 臨時人員酬金，原列說明(隨車人員薪

資)刪除，修正說明為：加班值班費。 

三、 其餘照原案通過。 

議決情形：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若同意本案通過，請舉手表決? 

贊  成：10人贊成(在場 10人、不含主席)○2 ○3 ○4 ○5 ○6 ○7 ○8 ○9 ○10○11  

不贊成：0 人。 

議  決： 

一、 預算科目：環保業務－衛生業務－用途別科目：2000 業務費  

－2054 一般事務費(非自來水用戶徵收作業相關費用)原列

預算數新台幣 20,000元，刪除新台幣 20,000 元。 

二、 預算科目：一般行政－行政管理－用途別科目：2000 業務費

－2033 臨時人員酬金，原列說明(隨車人員薪資)刪除，修正 

說明為：加班值班費。 

三、 其餘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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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 1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議決案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號 別 第 2 號議案 類 別 主計 

案 由 
檢送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案，歲入、歲出 3

億 5,483 萬 7,000 元，請審議。 

理 由 

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數額計 3 億

5,483萬 7,000元，依據中華民國 109年度「縣(市)地方總

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79、82 條

暨「地方制度法」第 40條之規定提交貴會審議，請審議。 

辦 法 經貴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備查。 

議 決 照原案通過 

議決情形：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若同意本案通過，請舉手表決? 

贊  成：10人贊成(在場 10人、不含主席)○2 ○3 ○4 ○5 ○6 ○7 ○8 ○9 ○10○11  

不贊成：0 人。 

議  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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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 1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議決案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號 別 第 3 號議案 類 別 殯葬宗教 

案 由 
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

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及「雲

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辦理。 

二、 依據雲林縣政府 109 年 6 月 4 日府民業二字第

1092106232 號函研商雲林縣中低收入戶使用納骨塔

堂優惠方案會議記錄辦理。爰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

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

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設籍本鄉，當年度經

雲林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免收使

用費。 

     (二)修正第十九條第二項使用納骨塔使用費補助對象     

部分文字。 

辦 法 
本自治條例經貴會審議通過後，函報雲林縣政府核備，並自

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議 決 照原案通過 

議決情形：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若同意本案通過，請舉手表決? 

贊  成：10人贊成(在場 10人、不含主席)○2 ○3 ○4 ○5 ○6 ○7 ○8 ○9 ○10○11  

不贊成：0 人。 

議  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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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二次會議 

109 年 11月 03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5分至 11時 00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二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次定期會，時

間 10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第 2 次會議，現在代

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

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現在宣讀會議記錄：  

            一、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次定期會，時

間；109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第 1 次會議，當日

因為是本次會議預備會，經各位代表先進確認本次

會議議程，無意見，照議程進行。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請問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紀錄是否有意見？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鄉長施政報告。 

    李主席文來：今天林鄉長因公務有向本席請假，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報告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及議事錄確認情形 

    本會第21屆第10次臨時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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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議案部份，本會於109年10月20日臺鄉代議字第  

1090000769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 

                    第2議案部份，本會於109年10月20日臺鄉代議字第 

1090000770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 

                各位代表先進針對上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本會

第21屆第10次臨時會議事錄，如附件書面資料，本

會已分送各代表先進及公所在卷。請主席徵詢出席

代表是否同意不用予宣讀? 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秘書宣讀的，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及議事錄有無意見?各位代表同仁哪沒意見，本席宣

布「認可」。咱繼續下一個議程。 

    林秘書俊嵩：各單位工作報告。 

    李主席文來：請各課室主管針對你所辦理的業務做重點報告。 

    方課長明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公所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

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資料，謝謝！ 

    丁課長偉鵬：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詳如 

工作書面報告，謝謝！ 

林課長彥志：大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位主管大家好！詳

如工作書面報告。農業課目前進行中的工作 109 年

二期轉作複勘，複勘時間是到 11 月 6 日，二期

**********是到 11 月 15 日，第二項是針對養殖業

者勘查工作時間是到明年 4 月底，以上是農業課報

告，多謝！ 

黃課長美燕：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詳

如工作書面報告。另外社會課目前在進行 110 年度

總清查工作，所以我們會麻煩各村里幹事和我們同

仁協助我們民眾做總清查的工作，第三點就是我們

11 月 14 日晚上 5:30~8:00 在公所前面有一個懷舊

演唱會和社區的成果展，到時候我們會寄邀請卡，

歡迎我們各位代表先進和我們的同仁來給我們指導，

以上報告，謝謝！ 

張主任榮晁：大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位主管同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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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仁大家早安！詳如工作書面報告，以上是人事

室報告，謝謝！ 

    呂主任美毅：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秘書、本所同仁大家好，     

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謝謝！ 

    簡主任映青：主席、各位代表先進、秘書、各位同仁大家好！詳如  

工作書面報告，以上是政風室的工作報告，謝謝！ 

    陳隊長建滈：大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位公所同仁大家好！

詳如工作書面報告。目前清潔隊有針對環境加強整理，

以上報告，謝謝！ 

林所長雅芬：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詳如工作

書面報告，以上是幼兒園報告，謝謝！ 

李主席文來：感謝各課室的報告，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各課室工作

報告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今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03日上午 11 時 00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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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三次會議 

109 年 11月 04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40分至 10時 45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三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109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三，第 3 次會議，現在代表出

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秘

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各課室主

管大家好!現在宣讀會議記錄； 

                一、雲林縣臺西鄉第 21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 109   

年 11 月 03 日，(星期二)，第 2 次會議，議程；鄉

長施政報告以及公所各課室工作報告，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臺西鄉內建設有較好的建議，或

是有需要再建設的地方以及公所各課室為民服務項

目，有不了解需要了解的，或是有任何需要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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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公所各項施政報告及答覆哪無意

見，今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04日上午 10 時 45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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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四次會議 

109 年 11月 05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分至 10時 45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四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109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四，第 4 次會議，現在代表出

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

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

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丁秘書、各課室主管

大家好!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

期會 109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三)，第 3 次會議，

議程；鄉政總質詢及答覆，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若有任何意見請踴躍提出。 

    林勝山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勝山：主席、兩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

早，我請教建設課，建設課長那個風力發電埋那個

電纜蓋，那為什麼已經埋好很久了，到現在路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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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還沒有幫我們重新整修舖好？ 

    丁課長偉鵬：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兩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及代

表會同仁大家早，上次臨時會結束後我有問道路的

承辦，道路承辦有去接洽風力公司，他們說有些還

沒有全部都挖好，等後續有處理好的話再一同修 

復。 

    林代表勝山：他那個道路使用權是不是要向我們臺西鄉公所申

請？ 

    丁課長偉鵬：要看是不是鄉道。 

    林代表勝山：那邊鄉道就對嘛! 

    丁課長偉鵬：是的。 

    林代表勝山：那要簽約的時候沒有規定何時要幫我們舖設好嗎？ 

    丁課長偉鵬：因為他們一開始就先小修復，那他們後面還要全面

刨舖，可能要比較久的時間。 

    林代表勝山：原本就要幫我們小修復的呀!那你沒有說什麼時候一   

定要幫我們完成新的舖設嗎？ 

    丁課長偉鵬：因為他有的還會去展延。 

    林代表勝山：那現在是那裡還沒有做好。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會後我再請承辦問清楚，像中央路現   

在都陸陸續續有包商風力發電能源公司進駐，像之

前你們有反映雲 3-2 線，他也是一直開挖。 

    林代表勝山：雲 3-2 線就是海邊這條嗎？ 

    丁課長偉鵬：就是中央路旁邊那個台電配電站那條路一直順過去  

海埔地那邊。 

    林代表勝山：向北那條嗯!對呀!這條最嚴重呀!那條好幾公里哦! 

    丁課長偉鵬：對，因為之前開會時也一直在說這一條，我請承辦     

去問他就說……..。 

    林代表勝山：我現在跟你報告，若和這些企業你契約要打好，你    

記得這一屆第一次定期會我就提案，綠能專區叫他

們要幫我們舖設道路維護和反射鏡，到現在有答覆

我們嗎？連理我們都沒有，所以剛開始就要和他們

說好，不然就是罰款，我們電錢一度是 2 塊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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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是*********我們政府收的餒!對不對？那一

直跟我們拖，讓我們過路人都沒有安全感。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他那個管線挖掘一般是沒有打契約，   

他是線上申請然後我們就下去審核。 

    林代表勝山：審核原本就是要審核的，因為建設我們不能擋呀!    

不過契約要打好呀!什麼時間點要幫我們修復好，我

會這麼生氣就是說第一次會議我有提案，綠能專區

道路要幫我們維護好和反射鏡，結果他們連理我們

都沒有，我們自已地方的人都沒有把守好，老百姓

的生命誰要幫我們顧，一拖再拖要拖到什麼時候。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會後我們會去跟他們接洽，如果他們

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實的答覆，我們再行文跟他們稽

催一下。 

    林代表勝山：因為出去老百姓大家都在問，魚塭一天要視察好幾  

次，你重車都在行駛，這件要確實的去積極處理一

下。 

    丁課長偉鵬：代表的建議，會後我們會請承辦積極的再和他們接   

洽。 

    林代表勝山：再來，上次報告裡面有提到我們一些建設的開口契  

約及小型工程，像水溝 10萬以內不用招標對嗎？ 

    丁課長偉鵬：是。 

    林代表勝山：10 萬元裡面不用招標有屬於在開口契約裡面還是再   

另外？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因為我們主要是要處理全鄉的工作，    

所以我們大部份像清淤小型排水道路改善工程，我

們都是用上網發包下去處理，然後先找到包商，再

發文給村辦公處或是地方有建議，我們再簽出來。 

    林代表勝山：我的意思是說村鄰長代表所報的小型的，像路破洞   

的這個，幾萬塊可以補的，這款的有屬於開口契約

裡面，還是 10萬塊內又另外招標？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我們裡面有一個小型道路排水改善工    

程開口契約，其實你如果路沒那麼嚴重的，我們簽

出來如果有批准的話，我們可以叫包商下去錄案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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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代表勝山：那像上次臨時會我私下就有再跟你說，那個別人報  

的 3 個多月沒做，我報也快 3 個月了，到現在連去

執行都沒有，現在是怎樣，我跟你說啦!你大條的不

用煩惱，小條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因為小條的都

在他們家巷口，他才會注意你有沒有再做，大條的

是一同在走的。 

    丁課長偉鵬：會後我再和代表確定一下。 

    林代表勝山：今天我提報，村長提報，代表提報你沒做，一次兩     

次，一個月兩個月，之後人家會說公所沒有要做餒!

到時候你責任擔當的起嗎？人家會去罵鄉長餒!所

以如果這是小型的，尤其是村長代表報的，你要趕

緊去做。 

    丁課長偉鵬：感謝代表的建議，我們會下去處理。 

    林代表勝山：我事情都請一芳去用，你可以問一下一芳看那裡需  

要做的。 

    丁課長偉鵬：好，謝謝代表。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有任何意見請踴躍提出。 

 我請教一下建設課長，我請問我們上次臨時會那條

1300多萬你和縣府協調的如何？我要了解。 

    丁課長偉鵬：跟主席報告，從之前到現在縣府他還在修正計畫，   

他是報公路總局那邊，因為這種大案件有時候他沒

有那麼快批准下來，我們也持續和縣府接洽，看他

現在進度到那裡，這一兩個禮拜是有聽說計畫處一

直在修正，修正到差不多這樣，有時候他們送去向

公路總局申請的經費，他們初審意見或一些規則他

們要配合下去修正，提出一些相關的佐證資料。 

    李主席文來：那我們這條 1300多萬原本的預算現在呢？現在意思   

就是如果縣府要做我們就先延著，看情形。 

    丁課長偉鵬：跟主席報告，若是說我們後面和縣府接洽他們錢如  

果有通過，當然我們這 1300萬我們再簽下去看地方

的需求運用，不然這個也沒有報計畫了。 

    李主席文來：再來剛才林代表說的太陽能路權問題，他如果說要  

埋設鄉道都要經過我們公所許可對嘛？ 

    丁課長偉鵬：跟主席報告，現在有編號道路，編號道路就是公路   

系統是縣政府那邊，如雲 120 雲 123 這些，和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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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58這種有編號的是縣政府的，然後省道是中

央，其他的像農路或產業道路沒編號就屬公所，若

是防汛道路就是縣政府水利處。 

    李主席文來：現在就是說這個太陽能，你應該也有聽到，蚊港和

五港，他們要來做這裡都鄰近我們的庄頭，是不是

很多爭議？ 

    丁課長偉鵬：是。 

    李主席文來：他們要來申請太陽能路權的時候，你們有去考量他  

們的路權會去和鄰近的庄頭那麼近，是不是要考慮

一下，是不是？比較不會造成困擾，因為我們中央

政府要做什麼發展綠能，這個我們是都沒什麼意見，

但是不能因為做這些東西，影響到鄰近村庄，我們

也因擾餒!這些村民三天兩頭就打電話給我們民意

代表，叫我們要去關心一下，因為你現在路權已經

簽給人家了，未來太陽能、綠能這些如果有鄰近庄

頭的，我希望你們要考慮一下，不然就是說他們要

的地方，你們事先要和廠商、地主協調好，我們路

權再給他，不然挖的大洞小洞，是不是可以這麼做？ 

    丁課長偉鵬：跟主席報告，不然改天如果像能源專區的話，盡量

看是不是能請包商先來這裡跟我們說明一下，至少

我們比較清楚這樣。 

    李主席文來：對呀!你包商譬如要裝在那個地方，地方的說明會一

定要開，徵求附近地主同意，我們路權再給他，可

不可以這麼做。 

    丁課長偉鵬：我們可以自己去要求啦! 

    李主席文來：對呀!不然你每個路權簽給人家，連庄頭每個地方都  

簽給人家，到時候亂什麼人，造成地方的困擾，說

快一點，這些太陽能來對我們地方一點創業機會都

沒有，幫助地方的經濟都沒有，我希望我們公所針

對這路權太陽能的問題，你們要先廠商和地主協調

好，你們如果協調好，我們也沒有意見啦!這樣子，

好不好。 

     丁課長偉鵬：好，主席你的意見我們後續如果有相關的案件審查，

我們會納入叫他們提出說明。 

     李主席文來：好，就是要求廠商要說明，好嗎？ 



31 
 

     李主席文來：好，謝謝! 

     丁課長偉鵬：好，謝謝主席。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公所

各項施政質詢及答覆哪無意見，今天會議到這結束。

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05日上午 10 時 45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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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五次會議 

109 年 11月 06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40分至 11時 10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五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109

年 11 月 06 日，星期五，第 5 次會議，現在代表出

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林鄉長、各課室主    

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

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宣讀會議記錄：雲林縣臺西

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時間 109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四，第 4 次會議，鄉政總質詢及

答覆，各位代表先進提議及決議情況。 

    林代表勝山提議：請建設課針對設置於本鄉的風力發電場地周邊道路，  

廠商有造成路面損害部分，要馬上積極要求廠商修

護損害路面，這是關係到鄉民用路的生命安全。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林勝山代表提議辦理。 

    林代表勝山提議：請建設課針對代表、村長向公所提出的小型工程如

果是屬於開口契約可以施工的部分應該積極辦理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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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林勝山代表提議辦理。 

     李主席文來提議：本會第 9次臨時會通過審議的「鄉內公共建設新建、  

維修保養等工程」經費 2,147 萬 2,800墊付案有 

1,300萬是要進行普令厝千歲府前道路及排水溝改

善工程請公所建設課要積極辦理。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李主席文來提議辦理。 

    李主席文來提議：請公所建設課積極監督綠能專區的設置，設置風力

發電機組地點前，要求廠商到各村召開說明會，讓

當地居民充分了解，公所要嚴格審查設置地點是不

是適當，不要讓當地村民造成太多困擾。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李主席文來提議辦理。 

                (詳細記錄登錄本會議事錄，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請踴躍提出意見。 

    趙育祥代表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李主席、林鄉長、秘書、各課室的主管及代表同仁

大家好，我想請教一下清潔隊長，隊長上次臨時會

我們各村一年度分配有 5 萬的清潔費用，然後用促

協金的部份依大小村有分 25000 到 35000 不等，那

請款的部份由你這邊還是建設課那邊處理？ 

    陳隊長建滈：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公所林鄉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這個經費是從我這邊核銷。 
    趙代表育祥：從你這邊核銷吼! 

    陳隊長建滈：是。 

    趙代表育祥：那我想了解一下，我們現在各村從年初到現在經費

還有沒有剩餘，有那一個村還有剩餘？ 

    陳隊長建滈：代表這部份，我回去清查完後再回覆你好嗎？ 

    趙代表育祥：好，第二點我就近舉例我們海北村和台西村就是台

西國小這一條，上次我有跟鄉長報告說這一條到底

是誰的？他們交界一個是海北村一個是台西村，但

是這個清潔的部份，是各村都有編列一個費用在執

行，如果說他剛好費用完，是不是可以麻煩清潔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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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人能幫忙，如果啦!所以我才要了解他們現在

執行的狀況，到底有沒有經費，那其次的話，因為

我們鄉內有很多所謂的老榕樹，都剛好在路的旁邊，

那以台西國小旁邊這條比較特殊，因為他是消防車

有在出入，那一個位置有一顆老榕樹，他的高度已

經影響他的出入了，是在想說如果可以的話，我們

公所有路燈的升降車，或是說要不要安排人家去做

一個整理，撇開他到底是那一個村，但是消防車在

那邊出入會影響安全，是不是應該做一個調整。 

    陳隊長建滈：代表針對你說的這條路的問題，因為你路面區隔是

要看他們各村，這不是我這邊可以，然後第二個你

說那個的那棵榕樹，因為我們那台路燈車，我們是

沒有在用，那個不是我們在用的，尤其是升降，那

台也很久沒用了，那路燈車是屬於建設課那邊，我

們清潔隊可以做的是我們割的到的地方，我們可以

幫忙整理，那如果割不到的地方，就沒辦法了。 

    趙代表育祥：那隊長我問你，現在樹長在道路的中央，那我們有

路容專案嘛!那到底是清潔隊要處理還是誰處理，因

為畢竟是在我們鄉內呀!因為很多鄉親一直反映，因

為不是只有一棵啦!是因為很多村都有這個問題，是

不是應該做一個統整，就像我們上一次做的，還有

那個木棉樹，我們已經有造冊了嘛!那個進度我也想

要一併問你。 

    陳隊長建滈：鄉縣道部份是屬於縣府，縣府工務處那邊，這個部

份對口窗號不是我這邊，第二個就是說如果要用路

容專案去處理這些，是以鄉縣道，那你其他不是鄉

縣道的話不能使用。 

    趙代表育祥：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在鄉縣道才可以用。 

    陳隊長建滈：對，可是我們編的預算路容裡面有一筆人事費用還

有其他部份，他的臨時費用才 200 多萬，像今年度

給我 240 萬，其實你編下去後那只是一筆小小的。 

    趙代表育祥：這個部份我們是監督單位，既然鄉親有反映，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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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長在你的權責上，應該是你要去考慮，不是

我來幫你想，你知道嗎？ 

    陳隊長建滈：那這部份的話，可能要請建設課去發文給工務處請

他們來處理。 

    趙代表育祥：對呀!不然就是代表會跟通知一下，鄉長也在***，

其實這個是一個事實，不是我故意把這個話題拿來

會期上講，因為是越來越多人因為老榕樹，有些鋸

樹的還要看日子看時辰，那你如果都沒有人要處理，

久了，就像最近的議題，長榮大學學生因為校園周

遭樹木的影響，路燈照明，還有路樹的修剪，因為

他已經影響到路燈照明的設備，那清潔隊的部份是

不是說他剛好就像你剛剛說的，台西國小旁邊的路

樹是鄉道縣道嘛! 

    陳隊長建滈：應該不是哦!鄉縣道那個不是，他那一條不是鄉縣

道。 

    趙代表育祥：民權路這一條餒! 

    陳隊長建滈：民權路這條是 155 縣道。 

    趙代表育祥：對呀!那 155是縣道還是鄉道？ 
陳隊長建滈：你如果是說旁邊那條圍牆要轉進去消防隊那條，那

就不是了。 

    趙代表育祥：那我現在問的是道路旁邊嘛! 

    陳隊長建滈：道路部份的話，可能就要發文給工務處請他們來處

理。 

    趙代表育祥：那這部份的權責單位我就是說要請公所你們要去確

認，確認一下這部份，我問過學校，學校說以前是

有個圍牆嘛!那現在行人道的部份過來這邊其實是

算是我們雲 158線上。 

    陳隊長建滈：那條是 155。 

    趙代表育祥：155線上，對，看是不是會後你再去了解一下。 

    陳隊長建滈：我了解一下再和代表你報告。 

    趙代表育祥：因為最近他們分局應該也有拜訪，也針對我們鄉內

的一所國中五所小學正在清查有沒有比較需要增加

照明，因為我們有去看了一下，那現場的話是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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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樹已經有擋到照明的設備，所以我想說會後你再

安排時間再看一下 

    陳隊長建滈：謝謝!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若有意見請踴躍提出。 

     林勝山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勝山：主席、林鄉長、各課室的主管及代表同仁大家好，      

我請教建設課，上次我有跟秘書建議，你後來用一

個電力公司維修的電話給我，我就知道了，臨時會

那時我是有提議，有一個問題我先請教你，吳俊德

代表有拜託你去富琦村鋸樹木，你有去處理嗎？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李主席、各位代表、林鄉長、各位同仁大家早，林

代表所提的第一件是台電的群組這一件事嗎？ 

    林代表勝山：對啦!群組啦!我第一件事情是說，我們颱風之前樹   

太高下面的電線都會被樹掃斷，我的意思是說，看

能不能和電力公司配合，樹全部都鋸在電線以下，

以免颱風來線都被樹打斷，造成沒電，再來就是群

組的問題，那你合理評估看有沒有辦法若樹全都鋸

在電線下面，這樣全鄉都做有沒有辦法？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台電這個部份我們可能會後再和台電這個確認一下，

因為之前我跟台電的承辦人員接洽過，他的態度是

比較沒那麼積極，他們認為說我們公所這邊應該要

先修剪。 

    林代表勝山：我們怎麼有辦法去修剪那個。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因為整個的經費起來會很多，我們公所沒有這樣子   

的經費，但是台電這邊如果針對我們有部份，就是

說他有卡到電線的部份，他都會來修，只是說修剪

的高度大概不在我們的理想之內。 

    林代表勝山：其實差不多在一兩層樓高，不要在電線以上就好了，

應該是全鄉路燈電線超過的那個都修掉，你修上面

他往旁邊長，反而擋風，所以研究一下。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好，這部份會後我再和我們課長討論看看，然後再

跟台電這邊能不能有一個共識。 
    林代表勝山：這是有會議記綠哦!你是要謹慎哦!以免每次颱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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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電線都斷掉，我建立群組主要的用意是說，比

如那個地方沒電，讓這些代表村長知道目前的維修

進度到那裡了，不要大家一直在那邊搶人，工作效

率就沒有了，意思是這樣，到時候如果颱風後停電，

台電公司就要在群組上讓大家知道維修進度，我上

次的建議是這樣。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這部份台電這邊要配合的話可能要再和他接洽看

看。 

      林代表勝山：那這個樹，每次都是樹打到電線，造成停電，那我

們可以超前佈署，先把它鋸掉，你和他們研究看看。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好。 

    林代表勝山：好，謝謝!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若有意見請踴躍提出。 

    趙代表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李主席、林鄉長、秘書、各課室的主管及代表同仁    

大家好，建設課長不在，那我請秉蓉，秉蓉這個問

你剛好，因為這個業務你最熟悉，我想問一下我們

鄉內我們現有造型燈的管理跟維護，到底他的經費

是歸屬於誰的？因為我們鄉內前一陣子，我記得海

南村才修了一些造型燈，那最近又裝了一些新的造

型燈，在水溝那裡，那日後的維護費譬如：故障或

維護，雖然他有維護合約可能保固一年或多久，那

之後呢？他後續的維護是歸屬於公所或是歸屬於各

村還是歸屬於縣府？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是的趙代表，你提的這個景觀燈的問題，從以前到

現在我們公所沒有針對景觀燈特別編列一條預算來

做景觀燈，因為景觀燈設置完了以後並沒有移交給

公所，那公所這邊的部份主要是針對路燈的維修新

設，那景觀燈他工程的期間是有保固，保固過後我

們公所這邊能做的就是說，如果他的燈具和我們現

有的燈具是符合的話，我們也會去做維修，但是因

為景觀燈他的燈具很多種，有的是用陶瓷鈉金屬，

這種燈具我們是沒有，但是我們公所如果有的部份，

我們都還是會做維修。 

    趙代表育祥：那針對路燈燈具的不同，種類因為太多了，照你剛   



38 
 

剛所講的造型燈那麼多，那我們每年既然都在審預

算，以往我是不曉得是不是我們有編列所謂的專款

專用或者是說在路燈的維護費，因為每年的維護費

上面都有一定的金額，那像今年度到現在，應該還

有剩餘的經費，是不是說在用字上，編列預算的時

候，把造型燈的維護費這一項也納入在預算書裡面，

做一個考量，因為這應該是合理的，因為你的經費

都是鄉內，不可能我做了一年這一排燈有亮，我第

二年的時候這一排都是暗的，那電桿放在那裡就兩

年換一次，就像光華村，就從我回來到現在已經 4、

5 年了，我印象中他大概換了 2、3組路燈，當然是

村長他要的經費也不少啦!所以他有辦法這樣一直

做更換，但我相信我們鄉內畢竟各村範圍太廣，那

還有一些公共設施在建設，我想這應該是要做一個

考量，不是說只有單純的修一、兩盞。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是，趙代表這個景觀燈的部份，因為放在我們維修

的發包裡面其實他的項目是比較難編列，因為種類

太多，就是因為沒有全部統一，所以可能有壞掉通

知我們公所我們會請師傅去現場看，那如果有符合

我們燈具的型式，我們就有辦法去做維修，但是沒

有的部份，因為這個在採購方面是一個問題，就是

說核銷的部份。 

       趙代表育祥：那像項目的部份是可以做增列嗎？我相信其他鄰近

的公所，他們的造型燈不會比我們少，他們既然可

以，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去跟其他公所詢問一下。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好的，這部份我再去了解一下。 

     趙代表育祥：然後再跟鄉長討論一下，因為這樣我覺得比較合理，   

畢竟我們都已經在這個位置上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做

調整，不是說以往是這樣就不行，現在也許是可以

做調整，再麻煩秉蓉這邊再和課長說一下，因為課

長今天不在。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好。 

    趙代表育祥：不然有會再問。 

吳市場管理員秉蓉：好，這個我會後會再跟課長討論看是不是我這邊的   

發包部份再多加項目，我再去跟其他公所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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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代表育祥：好，再麻煩你了。 

     李主席文來：我們針對趙育祥提議的，請我們相關單位再費心一  

下，還有其他代表同仁要發言的嗎？ 

      林勝山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勝山：大家好，關於我昨日提出開口契約的事情，因為我   

們代表會是監督單位，審預算的，我們公所是行政

單位，花錢的，因為我們代表會全部預算都沒有刪，

讓你開口契約裡面，我的意思是村長代表大家要做

小小的事情，譬如水溝蓋或路面破一個小洞，現在

鄉長就說叫村長代表跟鄉長講，我想說這個也不是

重大事情，有需要再講嗎？鄉長也不是說很閒，既

然是開口契約裡面，又何必去講這件，你如果是重

大的要請鄉長幫忙的也才需要，所以這些村長代表

有的再說連這一點小事也再講，而且我們是監督單

位，我們不是行政單位，不是我們在做的，我們錢

給你，你不做是你的事，對不對？大家都會說公所

怎麼都沒有在做事，我是這樣跟你建議啦! 

     李主席文來：我們請鄉長答覆。 

     林鄉長芬瑩：主席、秘書、副座、各位代表、各課室課長大家好，

我請問林勝山代表，你所有的代表那一個打電話來

沒做的？ 

     林代表勝山：有人在說呀! 

     林鄉長芬瑩：有人在說，你跟我說誰說的嘛! 

     林代表勝山：阿就有人在說就好了，我現在跟你說。 

     林鄉長芬瑩：你讓我回答嘛!請你尊重我好嗎？ 

     林代表勝山：好，你說。 

     林鄉長芬瑩：你打電話來那一件沒做。 

     林代表勝山：對。 

     林鄉長芬瑩：有做嗎？ 

     林代表勝山：那個一點小事而已。 

     林鄉長芬瑩：李主席，你打來有沒有做，好像都有吧! 

     李主席文來：你針對我們林勝山代表說的回答。 
     林鄉長芬瑩：我現在就在說呀! 

     李主席文來：不是啦！鄉長你針對林勝山代表的問題，他在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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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們跟課長反映，課長應該都沒有跟你反映

吧! 

     林鄉長芬瑩：課長跟我反映什麼？ 

     李主席文來：他有沒有跟你說。 

     林鄉長芬瑩：因為我昨天到現在都還沒遇到他，因為他早上和秘  

書去初驗。 

     李主席文來：之前人家跟課長反映的，他應該都沒有跟你反映吧! 

     林鄉長芬瑩：要做什麼他都有講。 
     李主席文來：有說就好呀! 

     林鄉長芬瑩：對呀!有說你也有打電話給我，那有哪一件不 ok？ 

     李主席文來：不是啦!人家現在是針對課長的情形，那你自己去

裁決。 

     林代表勝山：像我也有跟你報告，上次臨時會時我說那個******，  

也是發生跌倒人家打電話吼你，你叫我去看的呀! 

     林鄉長芬瑩：對。 

     林代表勝山：那水溝到現在都還沒做呀! 

林鄉長芬瑩：那他會報呀!要排呀!先後順序嘛!代表，枉費你資

深的。 

     林代表勝山：那個小事情而已，開口契約裡面就可以做。 

     林鄉長芬瑩：開口契約有第一期第二期，這邊的代表報第一期都 

做了，再報下去第一次無法做的就等第二期。 

     林代表勝山：這又不是什麼工程，水溝蓋而已那有什麼。 

     林鄉長芬瑩：對啦!對啦!枉費你代表做那麼久。 

     林代表勝山：對。 

     林鄉長芬瑩：是不是，凡事互相尊重。 

     林代表勝山：現在那麼什麼事情，我跟你說，你行政單位不做沒 

關係呀! 

     林鄉長芬瑩：那哪一件沒做，你跟我說呀! 

     林代表勝山：我剛才跟你說的這些你就沒做呀! 

     林鄉長芬瑩：你要的哪一件沒做。 

     林代表勝山：沒有，我沒有要什麼。 

     林鄉長芬瑩：你沒有再要什麼嗎？ 

     林代表勝山：你要做，做，不做就不要做也沒關係。 

     林鄉長芬瑩：好呀!可以呀! 

     林代表勝山：我是監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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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席文來：鄉長呀!現在代表的意思是說希望**********，不

用說一定要和你說，譬如村民跟課長講，課長他一

定要跟你轉達讓你知道，要怎麼做你自己裁決，他

的意思是這樣，沒有什麼意思，這樣子而已。 

     林鄉長芬瑩：對，我跟你說主席，我今天要做什麼，我要拜託林  

秘書做什麼事，我一定會尊重你主席，我也會打電

話跟主席說一下。 

     李主席文來：他也會和我說。 

林鄉長芬瑩：對，不過我不會直接跟他說，因為我一定會先尊重

你主席。 

     李主席文來：我們現在勝山代表的意思就是說，他沒有跟你說，  

他跟課長說，課長也要讓你了解。 

     林鄉長芬瑩：對。 

     李主席文來：是這個意思而已，沒有什麼用意，所以你不用想到  

別的地方去，是不是這樣？林勝山代表。 

     林鄉長芬瑩：課長會問呀! 

     林代表勝山：我的意思是這是小事情，又不是重大的說要拜託鄉  

長，我的意思是這樣。 

     林鄉長芬瑩：我跟你說啦!代表，大小件互相尊重。 

     林代表勝山：你沒那麼多時間啦! 

     李主席文來：沒有啦!好啦!那個不要講了，勝山代表你的意思就  

是，你跟課長講的希望他要轉達啦! 

     林鄉長芬瑩：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李主席文來：好啦!鄉長，這樣好啦!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請踴躍提出。各位代表  

同仁針對公所各項施政質詢及答覆哪無意見，今天

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06日上午 11 時 10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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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六次會議 

109 年 11月 09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25分至 10時 35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六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次定期會，時

間：109 年 11 月 09 日（星期一）第 6 次會議，現

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林鄉長、丁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

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宣讀會議記錄： 

一、 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

時間 109 年 11月 06 日，星期五，第 5 次會議，議

程：鄉政總質詢及答覆，各位代表先進提議及決議

情形： 

趙代表育祥提議：針對本鄉路樹太高遮掩路燈照明設備，請公所清潔  

隊編列修剪路樹相關經費，統一修剪本鄉路樹提高

路燈照明功能，並避免各村交界的地方路樹太高無

相關單位整修。 

          決議：請公所清潔隊配合趙育祥代表提議辦理。 

    趙代表育祥提議：請公所建設課針對本鄉各村設置的景觀燈損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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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相關維修經費。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趙育祥代表提議辦理。 

    林代表勝山提議：請公所建設課針對颱風有影響本鄉時，設置台電、

代表、村長的聯絡平台，讓代表、村長可以在第一

時間掌握台電相關維修行程，修復本鄉所有因颱風

影響斷電的部分。 

    決議：請建設課配合林勝山代表提議辦理。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

案一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計。案由：

檢送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理

由：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9,714 萬

3,000 元整，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度『縣(市)地方

總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46 條暨「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

請審議。辦法：經貴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

備查。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臺西鄉公所110年度總預算案一讀，  

有意見嗎？哪沒意見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2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一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類別：主計。案由：檢送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

追加(減)案，歲入、歲出 3 億 5,483 萬 7,000元，請

審議。理由：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數額計 3億 5,483 萬 7,000 元，依據中華民國

109年度「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另冊，

茲依「預算法」第 79、82條暨「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審議，請審議。辦法：經貴會審議

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備查。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

追加(減)預算案一讀有意見嗎？哪沒意見繼續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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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3 號議案，審議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所公

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

條文修正案一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殯

葬宗教。案  由：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

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

案，請審議。理由：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及「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組

織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二、

依據雲林縣政府 109 年 6 月 4 日府民業二字第

1092106232號函研商雲林縣中低收入戶使用納骨塔

堂優惠方案會議記錄辦理。爰修訂「雲林縣臺西鄉

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

條，修正要點如下：(一) 增訂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五款設籍本鄉，當年度經雲林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

之中低收入戶，免收使用費。(二)修正第十九條第

二項使用納骨塔使用費補助對象部分條文。現行條

文：第十九條第二項，上述各款補助對象以設籍(曾

經設籍)本鄉之鄉民本人或其直系血親三代內死亡

者為限，其使用位置以本所指定為限，應檢具證明

文件始得辦理。修正條文：上述一、四款補助對象

以設籍(曾經設籍)本鄉之鄉民本人或直系血親三代

內死亡者為限，其使用位置以本所指定為限，應檢

具證明文件始得辦理。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修訂「臺西鄉公所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一

讀有意見嗎？哪沒意見，今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09日上午 10 時 35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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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七次會議 

109 年 11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25分至 10時 35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七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1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第 7 次會議，現在代表

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林鄉長、丁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

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宣讀會議記錄：雲

林縣臺西鄉第 21屆鄉民代表會第 4次定期會，時間：

109 年 11 月 09 日，(星期一)，第 6 次會議，當天

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年度總預算案一讀會。 

          (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

算案一讀會。 

          (三)、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所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一讀會。以

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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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

案二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計。案由：

檢送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理

由：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9,714 萬

3,000 元整，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度『縣(市)地方

總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46 條暨「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

請審議。辦法：經貴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

備查。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請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  

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陳文求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文求：主席、鄉長、兩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

仁大家好，請教清潔隊長，在 120 頁你編的非自來

水用戶徵收作業相關費用金額 2 萬塊這是要做什麼

的？ 

    陳隊長建滈：大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課室

主管大家好，這筆經費是針對我們在收自來水錢時

有一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這是針對他們沒有

牽水龍頭，他們沒有繳到這筆錢，我們跟他們收垃

圾的時候，編這條錢要向他們要錢的。 
    陳代表文求：你們目前要了多少？ 

    陳隊長建滈：這條總共有四戶，一年 4512元。 

    陳代表文求：你們編 2萬塊的預算，去向民眾催討 4512 元，有符

合成本嗎？ 

    陳隊長建滈：這方面我們會再檢討。 

    陳代表文求：所以本席對這項，建議刪除。 

    陳隊長建滈：謝謝代表。 

李主席文來：針對陳文求代表提議，刪除非自來水用戶徵收作業

相關費用這個預算，有人附議嗎？ 

    眾代表：附議。 

    李主席文來：好，附議通過，繼續下一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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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 

二讀，請踴躍再提出意見。 

    陳文求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文求：再來我請問一下幼兒園，依據我們 110年總預算案，  

第 124頁，業務費項下編列臨時人員、隨車人員薪資

性質為何？請幼兒園園長回答。 

    林園長雅芬：主席、副主席、鄉長、兩位秘書、各位代表先進、

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幼兒園的部份隨車人員薪資

是學校老師和清潔工的輪值加班費，由往是由幼兒

園代辦經費下支應，在 110年編列至預算項下。 

    陳代表文求：本席建議，該薪資應該為加班值班費用。 

    林園長雅芬：是的，那下班時間由學校輪值人員依輪值表隨車，   

性質為加班值班費，本園將依代表提議辦理。謝謝。 

 李主席文來：我們針對陳文求代表幼兒園文字修正應該是要在三 

讀，再來決定好嗎？然後我們對 110 年的二讀還有意

見嗎？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

算案二讀，今天審議到此，明天繼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二讀，今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10日上午 10 時 35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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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十次會議 

109 年 11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5分至 10時 20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十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109

年 11 月 13日，(星期五)，第 10次會議，現在代表

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林鄉長、丁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

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宣讀會議記錄； 

            一、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次定期會，時

間：1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第 7 次會議，

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二讀，經大  

會出席代表提議、決議刪除部份預算。 

    陳文求代表提議：清潔隊所編列的。 

總預算案第(120 頁)；預算科目；環保業務－衛生

業務，用途別科目；2000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預

算數；20,000、說明；非自來水用戶徵收作業相關

費用，不但浪費公款又造成鄉民困擾，所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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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提問大會出席代表表示附議，請公所遵照陳文求

代表提議辦理。 

            (詳細記錄登錄本會議事錄，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    

案二讀會，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請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   

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哪無意見，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2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二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類別：主計。案由：檢送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

次追加(減)案，歲入、歲出 3 億 5,483 萬 7,000元，

請審議。理由：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數額計 3 億 5,483 萬 7,000 元，依據中華民

國 109 年度「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

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79、82條暨「地方制度法」

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審議，請審議。辦法：經貴

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備查。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  

次追加(減)預算案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哪無意

見，繼續議程。 

     林副主席請發言。 

  林副主席天祥：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鄉長、秘書、各課室主管大

家早!有關這些預算，應該這些代表都還沒有清楚，

還未看好，這次我們就有一個延長會，我們繼續延

長會後再來審議這些案件，各位代表同仁看有沒有

什麼意見。 

    李主席文來：咱各位代表同仁，因為今日是本次會期最後一天，     

針對林副主席提議，需要延長會期，繼續審議相關

議案，有人附議嗎？ 

    李主席文來：我們吳花環代表附議，那我們附議通過。 

    李主席文來：請本會議事組遵照林副主席提議辦理，各位代表同    

仁，咱等延長會期繼續審議相關議案，今天會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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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10時 20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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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十一次會議 

109 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分至 10時 20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十一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延長

會，時間：109年 11 月 16日，星期一，第 11 次會

議，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

開會。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林鄉長、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

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

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丁秘書、各     

課室主管大家好! 現在宣讀會議記錄； 

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時  

間：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第 10 次會議，

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年度總預算案二讀。 

          (二)、林副主席提議：因為本次會期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

追加(減)預算案及「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二

～三讀，本會還沒審議結束，而且各位代表同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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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時間看清楚，所以本席建議延長會期繼續審

議。 

          決議：經提問大會出席代表表示附議，請本會議事組遵照

林副主席提議辦理。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2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二讀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

次追加(減)預算案二讀，踴躍提出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3 號議案，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

塔、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

案二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殯葬宗教。

案由：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殯儀館

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請審議。

理由：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及「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二、依據雲林縣

政府 109年 6月 4日府民業二字第 1092106232號函

研商雲林縣中低收入戶使用納骨塔堂優惠方案會議

記錄辦理。爰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修正要點如

下：(一)增訂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設籍本鄉，當

年度經雲林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免

收使用費。(二)修正第十九條第二項使用納骨塔使

用費補助對象部分條文。現行條文：上述各款補助

對象以設籍(曾經設籍)本鄉之鄉民本人或其直系血

親三代內死亡者為限，其使用位置以本所指定為限，

應檢具證明文件始得辦理。修正條文：上述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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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補助對象以設籍(曾經設籍)本鄉之鄉民本人或直

系血親三代內死亡者為限，其使用位置以本所指定

為限，應檢具證明文件始得辦理。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二

讀，踴躍提出意見？哪無意見，今天會議到這結束。

散會。 
  十、散會：109 年 11 月 16日上午 10時 20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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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第十三次會議 

109 年 11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0分至 10時 36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林芬瑩 秘書丁順益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姚憲文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彥志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張榮晁 政風主任簡映青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陳建滈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詹毓蕙 

五、主    席：李主席文來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十三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延長  

會，時間：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第 13 次會

議，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

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林鄉長、丁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

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現在宣讀上次會期會

議記錄；一、雲林縣臺西鄉第 21屆鄉民代表會第 4

次定期會延長會，時間：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

一)，第 11次會議，當天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

算案二讀會。 

          (二)、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所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二讀會。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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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

案三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計。案由：

檢送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理

由：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9,714 萬

3,000 元整，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度『縣(市)地方

總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46 條暨「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

請審議。辦法：經貴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

備查。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三

讀，踴躍提出意見？ 

     趙代表育祥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早!針對我們這次的預算書，在總預算書第

124 頁的預算數 28 萬 8 仟說明隨車人員薪資，請幼

兒園說明一下。 

    林園長雅芬：主席、鄉長、2 位秘書、各位代表先進、各位主管

同仁大家早!我們的隨車人員薪資是給付學童上下

課後老師為維護學童安全護送學童回家的費用。 
    趙代表育祥：那因為上一次有提到，所以針對你的說明我們認為

這項預算的執行應該不是薪資，用加班費的部份可

能會比較合理，那這部份是不是要做一個調整。     

    林園長雅芬：好，那遵照代表的提議辦理。 

    趙代表育祥：那本席提議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第 124 頁預

算數 28萬 8 仟說明的隨車人員薪資，建議修正為加

班費值班費，請主席栽示。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趙育祥代表提議有人附議嗎？ 

        眾代表：附議。 

    李主席文來：附議通過。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三讀

還有意見嗎？哪無意見，本席宣讀；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依照二讀會，經大會刪除的部份刪

除，其他照原案通過，第 124 頁(幼兒園預算：預算

數：288,000說明：(隨車人員薪資)文字修正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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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值班費)，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2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三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類別：主計。案由：檢送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

次追加(減)案，歲入、歲出 3 億 5,483 萬 7,000元，

請審議。理由：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數額計 3 億 5,483 萬 7,000 元，依據中華民

國 109 年度「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編製如

另冊，茲依「預算法」第 79、82條暨「地方制度法」

第 40 條之規定提交貴會審議，請審議。辦法：經貴

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備查。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

次追加(減)預算案三讀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哪無意見，本席宣讀；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照原案通過，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3 號議案，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三

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殯葬宗教。案由：

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

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請審議。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

及「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二、依據雲林縣政府 109

年 6月 4日府民業二字第 1092106232號函研商雲林

縣中低收入戶使用納骨塔堂優惠方案會議記錄辦理。

爰修訂「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

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修正要點如下：(一)增

訂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設籍本鄉，當年度經雲林

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免收使用費。

(二)修正第十九條第二項使用納骨塔使用費補助對

象部分條文。現行條文：上述各款補助對象以設籍

(曾經設籍)本鄉之鄉民本人或其直系血親三代內死

亡者為限，其使用位置以本所指定為限，應檢具證

明文件始得辦理。修正條文：上述一、四款補助對

象以設籍(曾經設籍)本鄉之鄉民本人或直系血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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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內死亡者為限，其使用位置以本所指定為限，應

檢具證明文件始得辦理。請審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三

讀，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哪無意見，本席宣讀；「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

殯儀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

照原案通過，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臨時動議。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有任何意見請踴躍提出？ 

     吳俊德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俊德：李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課長、各位代     

表同仁大家早!我請問殯葬所，我這邊受台電委託，

這兩個月都要去南公館公墓抄電表，但是他之前反

映我們那邊雜草叢生，後面還有排水溝，他們之前

去抄電表結果都跌倒，因為你知道在公墓跌倒大家

都會很忌諱，所以他們單位在拜託說看我們雜草的

部份能不能整理一下，讓他們要抄電表的人較敢去，

不然那個抄電表的皮皮挫，看到要抄公墓的電表就

不敢去，再拜託殯葬所這邊幫忙處理一下，再來我

之前跟你反映那個停屍間窗戶，那個我們本來有貼

紙嘛!後來那個紙都掉了，你不知道有沒有處理？我

們的玻璃是透明的，所以那個陽光都會照射進來，

一般在那邊的都是意外的，一般我們檢察官跟法醫

去要相驗，但是你有光線，也是很不好啦!所以這點

之前檢察官跟法醫有在反映，這點再麻煩殯葬所這

邊再想看看，看是要用窗簾或是黑紙將玻璃貼起來，

不要透光，讓人家看裡面的情形也不好啦!這部份再

注意一下。 

    詹所長毓蕙：主席、鄉長、各位同仁及代表大家好!殯葬所報告，   

謝謝我們吳代表的提案，有關於這兩個問題，我會

後會儘快處理，然後雜草的部份也會請管理員進行

割草的程序，以上報告，謝謝! 

    李主席文來：感謝所長的答覆，各位代表同仁如果有任何意見請  

踴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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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勝山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勝山：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早!我要建請長庚醫院增設南公館、草寮停

車站，因為長庚有醫療專車，所以我們這邊很多慢

性病亦是復建的或是三個月回診的都會坐他的醫療

專車，不過他的醫療專車目前只有停在崙豐和蚊港

而已，所以這個小庄頭的有時候有停，有時候不給

停，所以他們也是去跟長庚的主辦單位研究，他說

叫我們代表會提案，讓他們處理，所以我希望可以

在南公館、草寮增設兩個停車站，讓我們老百姓要

就醫的便利性又增加，我希望我們公所可以協同辦

理，謝謝! 

    李主席文來：請公所相關單位，針對林勝山代表提案，要如何配    

合辦理提出說明。 

    黃課長美燕：李主席、林副座、各位代表先進、鄉長、2位秘書、   

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我們感謝勝山代表為我們的

鄉民發聲，這部份我們社會課陸續會跟六輕來聯繫，

看能不能盡量早日來辦理，以上報告，謝謝!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林勝山代表提案有人附議嗎？ 

    眾代表：附議。 

    李主席文來：附議通過，請公所相關單位，配合林勝山代表提案   

辦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 

    吳一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一平：主席、鄉長、各位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我

有事情請教一下建設課長，課長我們縣府要做臺西

鄉程海大排復建你知道嗎？ 

丁課長偉鵬：大會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2 位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針對這部份上次縣府水利處有

發文通知程海大排有要做災後復建。 

    吳代表一平：這個之前是我們公所提給他們的嗎？ 

丁課長偉鵬：這部份我會後還要問水利工程承辦，因為有些是我

們地方提出，有些是縣府會自己報災後復建。 

    吳代表一平：因為我們這次去開開工前協調會，當場我們也反映  

很多事情給他，結果他都沒有寫上去，但是他第 6

點寫到右岸的問題是我們公所已經提報了，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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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嗎？你們有提報嗎？因為我是覺得他在騙我，

所以我要問你，你聽不懂嗎？ 

    丁課長偉鵬：代表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吳代表一平：這個程海大排他有分左岸和右岸，現在施工的是右   

岸，右岸施工的部份還有 100 米沒有做到，左岸的

部份我們再跟他反映時，他說臺西公所已經有提報

了，那我要問你，你有提報嗎？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之前他的會議記錄也有給公所，我記    

得我們水利承辦好像有寫到。 

吳代表一平：不是啦!日後如果像你們有提報有過，要設計還是怎

樣，你要跟我們通知一下，這次像鄉長他們也有去，

這件工程右岸有做，右岸有做像沒做一樣，那個就

要擋水的，結果就 100 米沒做水還不是從那邊進

去。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若是我們公所的案件，我們若是預算   

書審查時我們都會通知建議人，但是有些部份可能

是縣府設計的。 

    吳代表一平：因為我現在針對右岸，他說是你們有提上去了，他    

寫說本案施作工程範圍程海大排右岸，左岸臺西鄉

公所已經向水利署提報，我是說如果左岸萬一有要

做，拜託你們要設計好，不要再像這樣子，那個有

做好像沒做，沒做沒關係，做了會被罵死啦!你如果

左岸有要做的話，再拜託一下。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報告，會後我再和承辦確認一下，再給代表

消息。 

    吳代表一平：你看你有提報嗎？他說你們有提報了啊! 

    丁課長偉鵬：我會後再確認一下。 

    吳代表一平：好，謝謝! 

    丁課長偉鵬：謝謝代表。 

    李主席文來：感謝課長的答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 

    趙代表育祥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好!我請教一下建設課長，我們鄉內如果颱

風天那個樹倒了，不知道我們是怎麼處理？ 

    丁課長偉鵬：針對這個問題，假設樹倒了之後我們有搶險有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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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機具和人工會先去把它處理掉。 

    趙代表育祥：因為我們今年的預算裡面，我是建議因為我們台西  

這邊風大，很多時候路樹都會影響到電線，導致用

電的安全，但是我在相關的資料裡面，卻沒有看到

有編列，所以本席那天在會議中，因為你剛好不在，

我在建議說針對我們鄉內部份，譬如路樹枯死，然

後因颱風倒的或是危險路樹需修剪的，我覺得應該

都要編列一個預算，好方便去處理，雖然我們有鄉

縣道，但是在鄉內有時候很緊急，所以我才問你說

如果很緊急，那是用什麼方式去處理？但是上面是

沒有，希望明年度在建設課的部份，公所可以考量

有一個應用會比較好。 

丁課長偉鵬：這部份我會後會再跟鄉長秘書請示，看看是不是再

編列追加相關的預算去處理。 

    趙代表育祥：那再麻煩建設課跟公所。 

    丁課長偉鵬：謝謝代表。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哪無意見，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宣讀會議紀錄。 

    李主席文來：請秘書宣讀會議紀錄。 

    林秘書俊嵩：宣讀今天議程會議紀錄；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年度總預算案三讀。 

              決議：臺西鄉公所 110年度總預算案，依照二讀，經大會  

刪除的部份第(120 頁)；預算科目；環保業務－衛

生業務，用途別科目；2000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

預算數；20,000、說明；非自來水用戶徵收作業相

關費用，刪除，其他照原案通過，第 124 頁(幼兒

園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用途別科目：業

務費，2033 臨時人員酬金，預算數：288,000說明：

(隨車人員薪資)文字修正為(加班值班費)。 

           (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三讀。 

           決議：臺西鄉公所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照原案通過。 

           (三)、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墓、納骨塔、殯儀館使用管  

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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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原案通過。 

    吳俊德代表提議：南公館公墓電表附近的草太高，和停屍間玻璃隔熱

紙已經都剝離，希望殯葬所可以將草太高的部份做

修剪，玻璃透光的部份可以整修。 

          決議：請殯葬所遵照吳俊德代表提議辦理。 

林勝山代表提議：為服務本鄉年長者方便搭車到麥寮長庚醫院就醫，  

建議長庚醫院增設本鄉和豐村(草寮及南公館)二個

上下車點。 

          決議：請公所社會課配合林勝山代表提議辦理。 

    吳一平代表提議：公所若有提報給縣府的建設，請提出完整的建設案。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吳一平代表提議辦理。 

    趙育祥代表提議：若有因颱風來，我們的路樹太高有倒的，是否可編   

列一個相關的預算，來整理路樹太高倒掉的部份。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趙育祥代表提議辦理。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今天的會議紀錄有意見嗎？哪沒意  

見，本次會期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09年 11 月 18日上午 10 時 36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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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大 會 議 決 案 諮 議 情 形 及 結 果  

議 決 案 別  
類

別  

編

號  
案 由  議 決  

諮 議 情 形

及 結 果  

雲 林 縣 

臺西鄉公所 

主

計 
1 

檢送本鄉 110 年度總預

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一、預算科

目：環保業

務－衛生業

務－用途別

科目：2000

業務費  －

2054 一般事

務費 (非自

來水用戶徵

收作業相關

費用 )原列

預算數新台

幣 20,000

元，刪除新

台幣 20,000

元。 

二、預算科

目：一般行

政－行政管

理－用途別

科目：2000

業 務 費 －

2033 臨時人

員酬金，原

列說明 (隨

車 人 員 薪

資)刪除，修

正說明為：

加 班 值 班

費。 
三、其餘照原

案 通 過 。 

主席報告並無

錯誤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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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縣 

臺西鄉公所 

主

計 
2 

檢送本鄉 109 年度總預

算第一次追加(減)案，

歲入、歲出 3 億 5,483

萬 7,000元，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告並無

錯誤無人異議 

雲 林 縣 

臺西鄉公所 

殯

葬

宗

教 

3 

一、 依據「地方制度

法」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第六款及「雲

林縣臺西鄉民代

表會組織自治條

例」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六款規定辦

理。 

二、 依據雲林縣政府

109 年 6 月 4 日府

民 業 二 字 第

1092106232 號函

研商雲林縣中低

收入戶使用納骨

塔堂優惠方案會

議記錄辦理。爰修

訂「雲林縣臺西鄉

公墓、納骨塔、殯

儀館使用管理自

治條例」第十九

條，修正要點如

下： 

  (一)、增訂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五款

設籍本鄉，當

年度經雲林縣

政府核定列冊

有案之中低收

入戶，免收使

用費。 

  (二)、修正第十九條

第二項使用納

骨塔使用費補

助對象部分文

字。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告並無

錯誤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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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  

主 席： 李 文 來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1 月 1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