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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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 定 期 大 會 

 議 事 錄 

 會議期間：110年 10月 25日至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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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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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定期會開會紀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25日至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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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陳文求○7 趙育祥○8 林勝山○9 戴勇男○10吳一平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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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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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1月 10日 

  



5 

 

 

 

 

 

 

 

 

 

 

  預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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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預備會議 第一次會議 

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10分至 11時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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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陳文求○7 趙育祥○8 林勝山○9 戴勇男○10吳一平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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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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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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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次定期會，時

間：110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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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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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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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0月 25日 一 １ 

一、代表報到 

二、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 

三、開幕典禮 

四、報告及討論事項 

110年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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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0月 27日 三 3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0年 10月 28日 四 4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0年 10月 29日 五 5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0年 10月 30日 六 例假日 
 

110年 10月 31日 日 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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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1月 01日 一 6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一讀會。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一讀會。 

110年 11月 02日 二 7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110年 11月 03日 三 8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110年 11月 04日 四 9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110年 11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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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

會。 

(二)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變更暨延長本次會議事日程 

110年 11月 06日 六 例假日 
 

110年 11月 07日 日 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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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1月 08日 一 11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110年 11月 09日 二 12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110年 11月 10日 三 13 

一、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1 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 

會。 

(三)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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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鄉長、丁

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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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次定期會議事日程； 

第一次議程；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會次：1、議   程： 一、

代表報到，二、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三、開幕

典禮，四、報告及討論事項。 

 第二次議程；110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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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27日（星期三），會次：3、議   程：一、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第四次議程；110年10月28日（星期四），會次：4、議   程：一、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第五次議程；110年10月29日（星期五），會次：5、議   程：一、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時間；110年10月30日(星期六)例假日 

         時間；110年10月31日(星期日)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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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議程；110年11月01日（星期一），會次：6、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一讀

會，三、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

算案一讀會。 

   第七次議程；110年11月02日（星期二），會次：7、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

讀會，三、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二～三讀會。 

   第八次議程；110年11月03日（星期三），會次：8、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

讀會，三、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二～三讀會。 

   第九次議程；110年11月04日（星期四），會次：9、議   程：一、

宣讀會議紀錄，二、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二～

三讀會，三、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二～三讀會。  

   第十次議程；110年11月05日（星期五），會次：10、議 程： 

一、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二～三讀會。 

              (三)、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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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0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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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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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25日上午 11時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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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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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臺西鄉海南村南天府

廟前公園週邊環境整修工

程」，雲林縣政府同意補助經

費為 125 萬元整，須納入本

所預算，因本所無編列是項

預算，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俟 110 年度辦理追加預

算帳務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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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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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議案部份，本會於 110年 09月 15日臺鄉代議

字第 1100000643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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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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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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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 1 屆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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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 由 

本鄉 111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8,633 萬 7,000 元整，

依據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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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用途別科目-1000人事費-1025技工及工友待遇- 

(1)原列預算數 890萬元。刪減 120萬 6,000元， 

刪減後預算數為 769萬 4,000元。 

原列說明：隊員 15人及技工 6人。 

修正說明為：隊員 15人及技工 3人(刪減技工 3人)。 

(2)原列預算數 640萬元。刪減 40萬 2,000元， 

刪減後預算數為 599萬 8,000元。 

原列說明：駕駛 15人。 

修正說明為：駕駛 14人（刪減駕駛 1人）。 

二、清潔隊：環保業務-環保業務- 

用途別科目-1000人事費-1030獎金- 

原列數量：37x12。刪減數量 4x12，刪減後數量為 33x12。

原列預算數 266萬 4,000 元。刪減 28萬 8,000元，刪

減後預算數為 237萬 6,000 元。 

三、其餘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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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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用途別科目-1000人事費-1025技工及工友待遇- 

(1)原列預算數 890萬元。刪減 120 萬 6,000元， 

刪減後預算數為 769萬 4,000元。 

原列說明：隊員 15人及技工 6人。 

修正說明為：隊員 15人及技工 3人(刪減技工 3人)。 

(2)原列預算數 640萬元。刪減 40萬 2,000元， 

刪減後預算數為 599萬 8,000元。 

原列說明：駕駛 15人。 

修正說明為：駕駛 14人（刪減駕駛 1人）。 

二、清潔隊：環保業務-環保業務- 

用途別科目-1000人事費-1030獎金- 

原列數量：37x12。刪減數量 4x12，刪減後數量為 33x12。原

列預算數 266萬 4,000元。刪減 28萬 8,000元，刪減後預算

數為 237萬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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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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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案，歲入、歲出 3

億 8,045萬 5,000元，請審議。 

理 由 

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數額計 3 億

8,045萬 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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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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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二次會議 

110年 10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40分至 11時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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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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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時  間

110年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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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時間；

110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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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林鄉長提出報告。 

    林鄉長芬瑩：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代表會及本所各

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是貴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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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議，首先謹致祝賀之意，芬瑩應邀在此向各位

提出施政報告，至感榮幸，承蒙各位代表先進的指導，

使得鄉政工作得以順利推展，謹代表公所全體同仁，

表達由衷的謝忱。芬瑩也配合既定政策及廣納各界人

士的興革建言，作為未來施政的目標，本所自 110年

5月至 110年 10月止之施政情形，已編列在各課室的

工作報告中，敬請大家參閱。芬瑩以便民和親民為目

標，照顧弱勢團體，積極推動社會福利，集合各界善

心人士發揮愛心，並且適當的舉辦地方活動，提升鄉

民文化的素質，和用心建設提升我們本鄉競爭力，促

進地方的發展，在這裡提出兩個施政重點，第一就是

治水防水計畫，第二就是推動社區的長青食堂的政策，

台西目前已經有 8個長青食堂據點，分別是台西老人

會、溪頂、牛厝、台西、永豐、和豐、三姓、海北社

區，目前因為我們的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只剩牛厝和

海北社區還未恢復辦理，我們落實的建置社會福利社

區社區化一直都是芬瑩努力的目標，有關書面資料請

參閱，鄉政推動一步一腳印，也是我們永續的工作，

也是我們多元化的工作，要如何在有限的財政之下，

讓我們的鄉政永續發展，這需要各位代表先進的支持，

大家一起共同為我們台西未來打拚，也讓台西有更好

的未來，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並祝福大會可以圓滿成功，多謝大家。 

    李主席文來：針對鄉長施政報告請各位代表同仁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咱繼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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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次臨時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第1號議案部份，本會於110年09月15日臺鄉代議字

第1100000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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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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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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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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開始報告。 
    丁秘書順益：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各課室主管大家早，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資料，謝

謝！ 

    姚課長憲文：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資

料，謝謝！在這裡特別報告，今年我們有提報永豐

村許文毅村長有參加我們 110 年度特優村長，他有

榮獲內政部和雲林縣政府特優村長表揚。集會所興

建的部份，富琦村集會所用地我們有再重新送興辦

事業計畫，預定下個月 11月 4日要會勘，另外泉州

村集會所活動中心的用地，我們已經完成贈與的程

序，我們現在已經簽請建設課來委託監造招標當中。

以上報告，謝謝！ 
    方課長明郎：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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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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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

各位主管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農業課目前

進行中的工作有三點，第一點就是我們辦理 8 月大

雨造成農作物損害救助，合格的申請戶有 305 戶，

救濟的金額有 520 幾萬，目前已經撥發到農民的存

摺裡面，第二點一樣是辦理 8 月大雨造成漁業、文

蛤損害救助，經過我們文件受理審查的和實地的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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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 576 戶，面積將近有 915 公頃符合救助的資

格，救助的金額大概有 1 億 500 多萬，目前全案都

已送到漁業署核定當中，等救濟款如果有提撥下來，

公所會盡速撥發給符合資格的養殖戶，第三就是辦

理今年二期轉作，我們第一次的勘查已經完成，第

二次的勘查也在 11月 1日即將來進行，以上報告，

謝謝！ 

黃課長美燕：李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

位主管同仁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目前社會

課在進行 110年度總清查工作，以上報告，謝謝！ 

張主任榮晁：大會李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

各位主管同仁、代表會同仁大家早安！詳如工作書

面報告，謝謝！ 

    呂主任美毅：李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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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位同

仁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謝謝！ 

    陳隊長建滈：大會李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

各位公所同仁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謝謝！ 

林所長雅芬：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位

同仁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謝謝！ 
吳所長曉菁：大會李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

各位公所同仁大家好！詳如工作書面報告，謝謝！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各課室工作報告請踴躍提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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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26日上午 11時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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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三次會議 

110年 10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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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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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110

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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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

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 110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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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同仁對目前鄉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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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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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李主席文來：吳俊德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俊德：李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

表同仁大家早，我請教建設課課長，課長之前我有

反應一條台 17線以東高地截流，那邊下午水都會流

到整個道路，後續查的原因是因為水門沒關好還是

有什麼其他原因？在 61線以東高地截流那邊，我有

拍照片 LINE給你，再來就是說那邊本來有一個平台，

因為當初我們要做高地截流那個水利署有跟我們建

議，說那個平台如果是汛期，一定要有兩台移動式

的在那邊，不然東邊這邊的人一定會淹水，包括當

初我們做高地截流，在台 17線過涵洞那邊就是要擋

他北邊的水下來，因為你那邊水如果來不及抽，那

條 17線的路就不會通，因為他那邊就積水了，每一

次都到等到有車卡在那裡，才通知派出所去用線圍

起來，所以如果我們有兩台移動式的設在那裡，水

就來的及抽，第一點我們東邊的房子也不會淹水，

再者 17線道路路面也不會積水，那天我拍路面積水

的照片給你，不知道你有沒有去了解積水的原因？ 

    丁課長偉鵬：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2 位秘書、

各課室同仁大家好，針對代表你說路面有水的部份，

那時候我記得是有請承辦跟水利處那邊接觸，可能

後續我還要再回去問一下承辦，另外抽水機平台，

代表之前也有跟我們反應過，好像是要裝抽水機平

台。 

    吳代表俊德：平台已經做好了，現在是說能不能做固定式的，因

為那邊固定每一次汛期都會去安裝，因為他那個平

台做好他那邊不會影響到交通，因為那邊沒有人在

出入，所以縣府最近很多地方都做固定式的，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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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反應給縣府說那邊很需要做一個固定式的

抽水機，再來那邊抽的水量要大一點，不是只有一

台的量，一定至少要兩台的量，不然你每一次颱風

大水，17 線以北的絕對積水，那條路就要封起來，

再來東邊這幾戶人家，就會反應說他們家淹水了，

當時政府做高地圍籬，也是犧牲那幾戶，他們是講

很白，就是要擋水在東邊，讓他們那幾戶淹水就好，

不要淹到崙豐庄內，但是我們現在有平台了，也可

以做移動式的也可以做固定式的，我們要幫他們解

決這些問題，讓他們可以少受淹水之苦，那個路面

淹水我去看好幾次，奇怪每一次路面水都淹出來，

一定是那一個地方有問題，不可能每天去水都淹出

來，是因為顧水門的沒有把水門關好，所以變成海

水進來就倒灌進來，所以你們要趕緊去反應顧水門

的公司看看，看到底是什麼原因，把原因抓出來，

不可能那個路面每天都在淹水，一定有問題的。 

    丁課長偉鵬：代表你說的這個部份我們後續會再和縣政府那邊反

應看再排會勘還是看怎麼處理會比較妥當，然後代

表你說的那個抽水機平台，之前我們也是有和縣政

府反應，近期縣政府也是希望盡量做抽水機平台還

是搭鐵皮讓它固定式可以省去以後佈設的時間，然

後後續我再問曉麗看縣政府現在的進度是如何，我

再和代表回覆這樣。 

    吳代表俊德：你再去了解看他進度如何，他現在目前現在很多地

方都在施作固定式的，因為他那台如果做固定式的

不會影響到道路的安全問題，因為那邊沒有人在出

入，它那邊又很迫切需要裝口徑大一點的抽水機，

因為若每一次颱風大雨東邊那幾戶和台 17 線大家

都無法出入，再來我和你說的平時這個路面它會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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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看有什麼問題你要去了解一下。 

    丁課長偉鵬：好，謝謝！ 

    吳代表俊德：再來請教殯葬所。所長之前我們會去會勘南公館第

二座納骨塔，當時我們大家有提供一些意見，裡面

有一個儲藏室的部份要改做為臨時進塔的祭拜區，

後來不知道有沒有照這樣處理。 

    吳所長曉菁：這部份因為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納骨櫃裝修的招標，

那因為室內裝修執照要先拿到，所以可能要等到整

個室內裝修執照拿到裝潢以後，有剩餘款後再來處

理，因為你現在如果要變更設計變成說所有的東西

都會延宕，室內裝修執照就要重新跑。 

    吳代表俊德：所以原本我們還沒有去會勘之前你們就把全部的東

西都送過去了。 

    吳所長曉菁：對。 

    吳代表俊德：要改變就要改天另外變更。 

    吳所長曉菁：因為我們原本編的預算那一間是沒有編到的，因為

我們編的預算做整個納骨櫃是差不多的，現在就是

看招標後還有沒有標餘款，可以再來處理那一間，

因為要先把納骨櫃比較緊急的先做起來。 

    吳代表俊德：因為你現在沒有一間祭拜區，現在人家進塔、撿骨

頭，罈子不知道要放那裡，你放外面，我們這裡冬

北季風呼呼叫，根本也沒有辦法拜，所以你一定要

準備一個地方，讓人家譬如要去進塔要拜骨骸拜骨

灰罐，有一個地方，人家不會在那邊怕透風下雨，

讓先人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所以這點以後一定要

注意一定要做的，不然你以後人家如果要去進塔，

那個骨灰罐要放在那裡也不知道，也沒地方可以

放。 

    吳所長曉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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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代表俊德：再來很多鄉親在關心第二座不知道何時可以使用？ 

    吳所長曉菁：因為目前是發包中心在辦理招標，他招標如果工期

順利，他現在工期是 180 天，180 個工作天，所以

變成說你工期至少半年，還要抓我們驗收和拿到消

防安檢使用執照，所以最快可能也要明年的 8 月左

右。 

    吳代表俊德：所以清明節來不及？ 

    吳所長曉菁：來不及，因為工期就要半年了。 

    吳代表俊德：那這樣拖下去就要很久了。 

    吳所長曉菁：他這個工期比較久。 

    吳代表俊德：現在我們很多取掘骨骸都沒有地方可以放，都放在

菜尾公墓那邊，很多人都在關心我們先人安置的地

方，有的想撿的他也怕說撿起來也是放那邊，大家

都在問我們第二座納骨塔何時可以完成，他們如何

來處理他們先人骨頭的工作。 

    吳所長曉菁：我知道，所以我們也是一直在趕，但是他現在法令

規定就是你一定要拿到使用執照，才能夠開始辦進

塔，所以可能也是要等到所有驗收執照拿到以後才

能夠開放民眾看位。 

    吳代表俊德：所以最快就是明年國曆的 8月。 

    吳所長曉菁：差不多，因為你工期 180天。 

    吳代表俊德：看你能不能要求早日完工，因為我覺得做那個很簡

單很快阿！你如果趕緊在做，可能 1-2 個月就好了

阿！ 

    吳所長曉菁：主要是我們還有神像要做。 

    吳代表俊德：神像都現有的，他玻璃纖維都現有的，又不是說要

去找大支木材來雕刻，他那個都是玻璃纖維人家做

現有的東西，所以神像那個都不是什麼問題。 

    吳所長曉菁：我們決標之後我們再和廠商要求看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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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代表俊德：動作快一點趕緊來完成這個工作。 

    吳所長曉菁：好呀！ 

    吳代表俊德：不然很多鄉親對這座納骨塔持續一直在關心，因為

還有很多先人都還埋著，想要將他取掘起來，把他

放到這個第二座納骨塔，所以這個你再注意一下。 

    吳所長曉菁：好。 

    李主席文來：所長你請坐，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 

    李主席文來：趙育祥代表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主席、副主席、鄉長、2位秘書、各位代表同仁大家

好，請教一下建設課長，課長跟你請教一下很多鄉

親都在反應我們菜市場民族路10巷旁山寮大排加

蓋改善工程，目前是停工中，因為我看你的工作報

告是寫停工，但我記得這項工程好像是到8月7日完

工，但是現在中間有一個水溝蓋沒有蓋，可以跟我

們報告一下現在目前進度到那裡嗎？ 

    丁課長偉鵬：跟代表回覆，這部份因為有卡到台電他們的線路要

遷移，所以之前部份有施工，因為他要趁假日然後

又要提早通知民眾說有停電作業，之前我們承辦有

在問台電預計 11月 20日那邊他們會再做一次施工，

然後等他們 OK 之後，我們會再進場收尾把它處理

掉。 

    趙代表育祥：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現在從 8月 7日要等到 11月份才

會再施作，那有什麼時候才會完工嗎？ 

    丁課長偉鵬：假設台電有順利進場施作的話，就應該年底那邊可

以完成，可是前提就是要台電那邊有把線路都遷移

好，因為我們這邊一直等他遷移，然後又一直跟台

電的承辦因為他們那些作業又要發包，就比較慢，

就一直卡在他們那邊。 

    趙代表育祥：沒關係，我覺得停工和說明的部份我覺得可能要再

我們的譬如說公所公告還是怎麼樣，稍微先跟鄉親

說明，因為很多人再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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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那個缺口，是兩個水道的匯集點，我不知道當

時設計是整個封閉還是說有留一個缺口，將來如果

要做清淤或一般說的深井，因為到時候淤土到那裡

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用挖土機去把淤泥做清理，不

然這一個長度那麼長，我相信到時候溝泥車是沒有

辦理做清除的，因為那一次在開會的時候我有跟你

說明，請鄉親還有攤販來的時候我有特別跟你講，

你有印象嗎？ 

    丁課長偉鵬：代表，這部份因為當初本來公所這邊說有機會會再

設置攔截網還是怎樣，就盡量避免垃圾進去，就頭

尾那邊，然後中間都有留設清潔孔。 

    趙代表育祥：清潔孔對啦，但是我在猜你那一段的淤泥你要清，

我相信一定是很難，應該你也有聽到很多人再反應，

那沒關係，不管是攔截垃圾或者是在中間，但是你

到時候有辦法去做疏濬才是重要的，你不要等到現

在還有辦法改善等到最後沒辦法改善的時候很麻煩，

因為那個是永久性的，你現在做下去，可能又好幾

年都沒有在動了，因為有鄉親在反應，不然就是公

告的部份，你可能還是要跟他講，因為現在最主要

他們一直反應就是說你現在新做的橋面跟路面那邊

有一個上下坡，雖然有做警示標誌，但是積水都會

積在路面上，如果有下雨天下大雨的時候你再去看

一下。 

    丁課長偉鵬：這部份因為他後續還沒完，跟他後面完工的時候他

路面跟那個銜接的地方都會處理好，還好是現在已

經比較秋天了，所以現在雨還好。 

    趙代表育祥：對啦！所以再麻煩課長注意一下，謝謝！請課長回

坐。 

    趙代表育祥：再請一下民政課長，課長跟你請教一下，我們那天

已經有去會勘消防栓的部份，那我們今年度，因為

我們原本一年度只有一個，那今年度的話是預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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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位置，那不知道預算編列的部份是不是有納入？ 

    姚課長憲文：跟趙代表回報，就是我們那個預算我們明年度我們

是編 35萬，因為 8月底的時候和豐村有一個民眾因

為剛好 0802、0806那時候的雨勢比較大，他們有一

個消防栓的點，他認為會影響排水，所以我們就是

包含那個點和之前趙代表和我們去會勘的那 2 個點，

我們總共編了 35萬的消防栓移除和更異的經費，就

是要等明年自來水廠納入之後他們統一去作業。 

    趙代表育祥：對，這部份我們上次自來水有講，那再麻煩公所這

邊跟自來水配合他的管線、時間一併去辦理，才不

會說又要延誤很久。 

    姚課長憲文：是，明年初的時候我們就跟他們再探討。 

    趙代表育祥：好，那再麻煩你。謝謝！ 

    姚課長憲文：謝謝！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什麼意見嗎？請踴躍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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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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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六次會議 

110年 11月 0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40分至 10時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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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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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110

年 11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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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一)、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會，時間  

110年10月27日，星期三，第3次會議，鄉政總質詢

及答覆，各位代表先進提議及決議情況： 

吳代表俊德提議：針對本鄉 158 甲、台 17 線路口(台 61 線涵洞)   

因該路段地勢較為低窪，每逢豪雨該路段一定

積水，本席建議如果在該路段台 17線東側，火

燒牛稠大排 2 號水門設置 2 部抽水量大一點的

抽水機，該路段淹水狀況一定會改善。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吳俊德代表提議辦理。 

吳代表俊德提議：本鄉目前已故(死亡)鄉民，有很多還是寄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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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尾公墓及南公館公墓第一座納骨塔，請殯葬

管理所應盡速辦理南公館公墓第二座納骨塔完

工，並於第二座納骨塔增設祭拜區及寄放區提

供使用。 

        決議：請公所殯葬管理所配合吳俊德代表提議辦理。 

趙代表育祥提議：本鄉臺西菜市場山寮大排工程已經停工一段時

間，要停工到什麼時候請公所建設課應明確公

告讓鄉民知道，本席建議菜市場山寮大排工程

要預留可以提供機具下去疏濬及路面排水的地

方。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配合趙育祥代表提議辦理。 

              (詳細記錄登錄本會議事錄，以上報告) 

李主席文來：請問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紀錄是否有意見？若無

意見，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號議案，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 計。

案由：檢送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由：本鄉 111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8,633 萬 7,000

元整，依據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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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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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計 

          案由：檢送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案，歲入、

歲出3億8,045萬5,000元，請審議。 

          理由：本鄉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數額計3

億8,045萬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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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2條暨「地方制度法」第40條之規定提交貴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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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

加(減)預算案一讀有意見嗎？哪沒意見，今天會議

到這結束。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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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散會：110年 11月 01日上午 10時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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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八次會議 

110年 11月 0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5分至 10時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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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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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110

年 11 月 03 日，(星期三)，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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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林縣臺西鄉民

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會，時間：110年11月01日，

(星期一)，第6次會議，當天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111年度總預算案一讀會。 

          (二)、審議臺西鄉公所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一讀會。以上報告 

                (詳細記錄登錄本會議事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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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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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算

案二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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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檢送本鄉 111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由：本鄉 111 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2 億 8,633 萬 7,000

元整，依據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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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算案   

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吳俊德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俊德：李主席、林鄉長、2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早，我請教一下清潔隊長，隊長在115頁今

年一般行政人事費怎麼比去年增加413萬2000元，請

問這是什麼原因？ 

    陳隊長建滈：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針對代表你提的這個

問題，因為總預算 115頁這人事費用，明年度有調

薪 4%，還有增加一個駕駛和三個技工的薪水。 
    吳代表俊德：我們本來的編制是多少人？ 

    陳隊長建滈：本來是一個隊長、15個隊員、14個司機駕駛、三個    

技工，總共 33個。 

    吳代表俊德：那為什麼多一個駕駛和三個技工？ 

    陳隊長建滈：在 10月 19日雲林縣政府有來一件公文，我們在蚊

港那邊有設一個農業廢棄物的暫置場，他核准我們

可以增加技工 3個，那在設置條例第 6條裡面，可

以視財政狀況和業務實際需要在百分之 15範圍內

可以再增加 1個，所以總共增加 4個。 

    吳代表俊德：那你們這個有經過代表會知道嗎？你說要設置農業

資材廢棄物回收，這個公文你有送代表會審查嗎？ 

    陳隊長建滈：跟代表報告，因為這個案件時間上比較倉促又剛好

遇到編列總預算的時間。 
    吳代表俊德：所以你們這個沒有經過代表會的審查你們就自動編    

這些人下去，那你們算藐視代表會吔!這有符合法令

的規定嗎？ 



35 

 

    陳隊長建滈：代表跟你報告，這次是我比較沒注意，拜託代表可

以讓我在下一次的臨時會再提案，讓你們審議。 

    吳代表俊德：再來你們依據雲林縣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員，駕駛   

技工員額設置基準，你們目前 14個已經緊繃(台語)

了，你們怎麼還有辦法增加一個駕駛？ 

    陳隊長建滈：這個部份，因為我們在 15%裡面，規定上我們總共

有 14個司機。 
    吳代表俊德：你15%也差不多才10個，每滿7000人可以設置一台清  

潔車和回收車，我們總共有2萬3000多人，抓24000

人，可以設置8台，8台你再乘(加)15%，讓你大約抓

10個人，你現在目前已經14個人了，再增加1人，於

法可以嗎？ 

    陳隊長建滈：第一部份跟代表報告，我們有 10條清運路線，一天

就是 10個駕駛出去收垃圾，這個部份在 15%的規定

裡面，我們 3個駕駛裡面可以編一個預備駕駛，平

時就是在機動組裡面，假使有人請假的話，他才會

填班，平時的話就是收傢俱和臨時交辦事項像割樹、

整理環境之類，會另外再派他去處理。 

    吳代表俊德：我跟你說這一條因為事實上你也沒有經過我們代表

會審查過，所以原本技工 3個駕駛 1個我認為這個

要刪除，本席在這裡提案，1000人事費 1025技工

及工友待遇原列說明隊員 15人及技工 6人刪減技工

3人，修正說明為隊員 15人及技工 3人，原列預算

數 890萬元，刪減 120萬 6,000元，刪減後預算數

是 769萬 4,000元，第二點還有這個原列說明駕駛

15人刪減駕駛 1人修正說明為駕駛 14人原列預算

數 640萬刪減 40萬 2000元，刪減後的預算數為 599

萬 8000元，再來就是第 117頁，你們本來編列 37

人清潔獎金，你們今年度有漲 6000那沒關係，給你

們 6000元，但是你們人數也是減下來為 33人，所

以原列預算數 266萬 4000元，刪減 28萬 8,000元，

刪減後預算數是 237萬 6,000元，以上，請主席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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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李主席文來：隊長請坐，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吳俊德代表提議刪減   

總預算第115 頁，人事費－技工及工友待遇項下－

說明；隊員15人及技工6人(技工6人刪減為3人，原

列預算數890萬元，刪減120萬6,000元，刪減後預算

數是769萬4,000元)及總預算案第117頁，人事費－

獎金－說明；清潔隊清潔獎金－數量37人(刪減4人

刪減後是33人)－原列預算數266萬4000元，刪減28

萬8,000元，刪減後預算數是237萬6,000元，是否有

人附議？ 

    全體代表：附議。 

    李主席文來：那這樣我們就照吳俊德代表的提議，附議通過，在

這裡我要請問主計，這案是你提議的對嗎？這 37人

還沒經過審議為什麼就編入預算呢？ 

    呂主任美毅：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課

室同仁大家好，跟主席報告，因為我們這次是沒有

異動到編制員額，然後我們這次是增加了 4位，那

個就是在我們的法定的範圍內，那增加的那 3位因

為他是臨時額外的，他不是在我們的編制員額裡面，

所以這一次我們會直接增加 4位是因為我們整個組

織編制是沒有異動到，是在那個範圍裡面的。 
李主席文來：主計你請坐，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1

年度總預算案二讀還有人有意見嗎？如果沒有今天

審議到此，明天繼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11 年度總預

算案二讀，今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10年 11月 03日上午 10時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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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十次會議 

110年 11月 0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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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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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定期會，110

年 11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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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會，時間：

110年11月03日，(星期三)，第8次會議，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111年度總預算案二讀，經大會出席   

代表提議、決議刪減部份文字及預算數。 

吳俊德代表提議： 

總預算案第(115頁)；預算科目；一般行政－行政管

理，用途別科目；1000人事費－1025技工及工友待遇

－說明；隊員15人及技工6人(技工6人刪減3人，刪減

後為隊員15人及技工3人，原列預算數890萬元，刪減

120萬6,000元，刪減後預算數為769萬4,000元)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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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駕駛15人(駕駛15人刪減1人，刪減後為駕駛14

人，原列預算數640萬元，刪減40萬2,000元，刪減後

預算數是599萬8,000元)。 

總預算案(第117頁) ；預算科目；環保業務－環保業

務，1000人事費－1030獎金－說明；清潔隊清潔獎金

－數量37(數量37刪減4，刪減後數量33)－原列預算

數266萬4,000元，刪減28萬8,000元，刪減後預算數

是237萬6,000元。 

          決議：經提問大會出席代表表示附議，請公所遵照吳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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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各位代表同仁對咱議事紀錄是否有意見？若無

意見，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繼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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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算案  

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吳俊德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俊德：李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

表同仁大家早，因為這本預算書很多代表還未詳細

參閱，我向主席建議我們召開延長會來審議這些預

算。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因為今天是本次會期最後一天，針對

吳俊德代表提議需要延長會期繼續審議，臺西鄉公

所 111 年度總預算案及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有人附議嗎？ 

    全體代表：附議。 

    李主席文來：附議通過，請本會議事組遵照吳俊德代表提議辦理，

各位代表同仁，咱等延長會期繼續審議相關議案，今

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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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十二次會議 

110年 11月 0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2分至 10時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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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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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會延長會，        

110年11月09日，(星期二)，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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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林縣臺西鄉民

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會，時間：110年11月05日，

(星期五)，第10次會議，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111年度總預算案二讀。  

(二)、吳俊德代表提議：因為本次會期審議臺西鄉

公所111年度總預算案、臺西鄉公所110年度

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本會還沒審

議結束，而且各位代表同仁還需要時間看清

楚，所以本席建議延長會期繼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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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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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繼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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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算案

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吳俊德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俊德：李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

表同仁大家早，首先我請秘書，請教秘書預算書第

57 頁，一般行政研考業務，業務費有一個 22 萬的

ISMS導入案這是什麼意思？ 

    丁秘書順益：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各課室主管大家早，針對吳代表的提議，因為這是

在去年6月行政院一直在推資訊安全，他總共有三個

方案，我們選擇對我們公所經費可以負荷的，這條

22萬算最省的，最大條的是32.2萬，所以我們選擇

這部份，但是這也是加強我們內部的資訊安全，以

上報告。 

    吳代表俊德：了解，因為我們比較不了解這英語的名詞，再來第

60頁，我們行政中心落成啟用典禮 100萬，這是明

年度要再來啟用行政中心典禮嗎？ 

    丁秘書順益：是。 

    吳代表俊德：了解，那在 62頁這條購置燃油機車這是怎麼樣？我

們還要再買一台新的摩托車嗎？ 

    丁秘書順益：跟代表報告，因為過去公所一直都沒有公務機車，

但是我們目前有一台是本來調解會要淘汰的，我們

想說那一台還可以用，所以把他編到秘書室，讓總

務出去洽公使用，但是這台機車已經修理到不堪負

荷了，所以在今年度經費較鬆把他編入，方便總務

和秘書室洽公使用。 

    吳代表俊德：感謝秘書的說明，謝謝! 

    丁秘書順益：謝謝! 

    吳代表俊德：再來請教建設課，課長，我們今年度道路安全設備

怎麼沒有編入，我們之前不是都編 100萬？ 

    丁課長偉鵬：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2 位秘書、各課

室同仁大家好，針對代表你說的反射鏡的部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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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在都把它編入在促協金裡面，因為想說就用那

一塊去處理。 

    吳代表俊德：現在今年度還有多少預算沒有用？今年度的預算還

能用到明年嗎？ 

    丁課長偉鵬：我們今年度是編 100萬，到現在好像花了 40幾萬，

所以我們有在請廠商評估跟他繼續續約到明年度，

明年可能幾月那邊，那時候可能促協金的錢剛好可

以審議，剛好可以銜接。 

    吳代表俊德：我覺得你這個反射鏡施工單位都很慢，我跟你說那

個崙豐路和和平路路口，已經報了三個月到現在都

還沒有修理，那個路口最近很常發生車禍，那個反

射鏡跟他們反應三個月有了，跟志忠講他也都說好

好好，結果都沒有去處理，那是對我們百姓生命財

產的問題，你在那裡若因為路沒有反射鏡他的功效

失去功能，造成車禍，那是一條人命，所以你們道

路交通安全這些設施，你們要注意，尤其反射鏡，

因為有時候已經通報很久了，都沒有去修理，那個

只是調整一下也不是叫你設置新的，因為已經歪掉

了，你把他調整好恢復正常，人家要看來車，才看

的到，那是一件做功德的事情，這點再麻煩課長注

意，再來改天你們如果在發包道路安全交通設置設

備，看能不能跟廠商訂一個條件，不要說報死報活

都不來修理，你也有要一個限度，看今天我們公所

修報給他們，看他們多久的時間要來幫我們修復，

亦是幫我們設置安全設施，這是一件像做功德的事

情，再麻煩課長針對這個部份再注意一下。 

    丁課長偉鵬：代表的建議我們會納入考量，以後就是施工說明還

是補充說明我們再編詳細一點，請他可以比較快去

施工。 

    吳代表俊德：對啦!譬如我們村長代表修報給公所，你們接到，報

給廠商，廠商多久的時間要來施工，這樣比較有一

個效率，不要一直拖，有的拖了半年也都沒有用，

這也是有的，這是一個對百姓生命財產的問題，再

麻煩課長針對這部份，再多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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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代表俊德：再來請教殯葬所，所長在第134頁，今年度我們還有

編一個120萬公墓辦理法會，這條我看你每一年都有

編，都編100萬，結果都沒有去做，今年到底你編這

個是有沒有要做，因為百姓都在問我，代表今年有

沒有要做法會，我說我不知道，有編預算應該是有

要做，結果我們每年編每年都沒做，那你今年編是

有沒有決定明年要做。 

    吳所長曉菁：這一筆就是編明年應該如果可以順利啟用的話，就

是辦啟用的儀式和法會，因為我期望是明年可以啟

用，所以我就是把他先編著，然後如果可以啟用的

話，可能會辦一個法會儀式來用。 

    吳代表俊德：辦法會這個是百姓也很樂觀其成，就想說你們如果

有編，如果可以的話，那是對我們先人是一個很好

的事情，我們是都會贊同，是想說每年都有編，但

是每年都沒有做，百姓每一年都再問，有沒有要做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看是有編，但是就沒有做，你

再注意看看。 

    吳所長曉菁：好。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什麼意見，請踴躍提出。 

    李主席文來：林副主席請發言。 

    林副主席天祥：大會主席、林鄉長、2位秘書、各位代表同仁、公所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我現在請教農業課長，在預算

書92頁林產推廣業務臨時人員為什麼特別編一條年

終酬金4萬多的，這是怎麼樣，怎麼另外有這一條？ 

    林課長彥志：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2位秘書、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有關林副座你提問

的這一條，43098元這條就是公所配合執行行政院農

委會林務局有平地造林計畫，就是我們目前造林計

畫，有聘用一個造林的臨時人員，他的薪水目前是

由林務局來支付，因為現在林務局的經費較短缺，

他有來公文希望我們公所配合編列年終獎金是因為

這樣子。 

  林副主席天祥：那這個林務局他應該要承擔這個年終，怎麼會叫我

們自己另外做這一條？ 

    林課長彥志：他有公文來，針對全國各鄉鎮因為經費較短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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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拜託公所配合編列年終獎金這樣。 

  林副主席天祥：請課長回座，我再請教一下清潔隊長，隊長針對預

算書 115 頁一般行政這一條，退休離職儲金你去年

只有編 8 萬今年為什麼一次編了 120 萬金額為什麼

差那麼多？ 

    陳隊長建滈：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這個部分

跟你報告依勞退條列規定，我們要繳交百分之 6%技

工、隊員和駕駛退休離職儲金，因為去年我們漏編，

所以今年把它補回來。 

  林副主席天祥：去年沒有人退休嗎？去年你怎麼使用用 8 萬，今年

120萬，差額就差了 112 萬。 

    陳隊長建滈：因為這是我們全部隊員離職儲金的6%，1年12個月的

總金額大概在這個金額。 

  林副主席天祥：我想說他差額為什麼一次差那麼多。 

    陳隊長建滈：那是 32個人的離職儲金。 

    林副主席天祥：好啦好啦。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請踴躍提出。 

    李主席文來：趙育祥代表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主席、副主席、林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

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請教殯葬所，所長跟你請教

一下因為你去年那時候剛好在坐月子，去年在會期

中我有提到我們有編列一個墓政業務資訊化管理系

統建置等，我印象中去年是編了 150 萬，那今年又

編了 40萬我想要跟你請教一下，不知道你這個工作

是在做什麼？ 

    吳所長曉菁：今年編的預算他是要配合我們第二座納骨塔建置塔

位的資訊化，就是他們每個來辦塔位的時候，我們

是直接做電腦化的資訊化然後明年的40萬是配合

資訊化之後我們明年要再建置一個墓政的網站，就

是供民眾做線上祭拜，還有他們可以自己從網路上

去查詢自己祖先的位置，也可以自己上網查詢空

位，這是今年後續的工作。 

    趙代表育祥：所長，因為我本身的專長就是資訊，你剛剛講的這

個部份去年我有問，我們按照一套的話是 1000單位

那我們買了 10套一套大概是 9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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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所長曉菁：他是算位數。 

    趙代表育祥：對，就一套就是 9 萬多，因為他是用公共契約下去

購買的，那我去年有問，你如果是我們編列新的納

骨塔的位置是一萬個，所以大概是 100 萬，但是我

們編了 150萬所以那時候 50萬的部分就有跟我們建

議。 

    吳所長曉菁：廠商報價的 150 萬裡面不只空位數，他空位數之後

還有後續幫我們做的建檔。 

    趙代表育祥：我知道我跟你說的是因為這個部份，因為公共契約

裡面有，所以正常來講我們是依採購法跟公共契約

商採購，那當然我們會有預算的考量，會有增減去

運用，這沒問題，但是我現在是說你要編一個網路

系統一個網站要 40萬，這費用上是不是太高？而且

另外建置的部分，他如果建置的話他一套大概是 12

萬，所以他如果做********事實上應該是不用到這

麼多金額。 

    吳所長曉菁：因為目前共約的廠商他的報價是在 20 幾塊 30 他目

前的報價是這樣子。 

    趙代表育祥：對，你現在報 20幾但是你現在編 40。 

    吳所長曉菁：因為他還有後面的建置，因為怕還有一些伺服器的

東西我怕如果編的剛剛好的時候到時候如果後續

有一些東西。 

    趙代表育祥：沒關係，你講的部份我都能理解，因為你問這個，

我還是可以跟你講，因為我們目前公所的運作在伺

服器上不會有問題，因為他只是一個網頁，他佔的

空間不大，不一定要一個專門的伺服器來建置這一

個管理系統，你懂嗎？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大的鄉鎮，

或者一個鎮公所，所以你提的當然是很好，我們分

開管理是不錯，我也能接受你現在的說法，但是在

我們的經費考量上，也許不需要花這個多，可以建

置在同一個管理系統上，會比較來的適當，你懂我

意思嗎？ 

    吳所長曉菁：因為現在就是共約目前的報價我先編，然後到時候

實際上在用的時候才會實際的再去看共約價格還有

我們的需求，要怎麼擴充這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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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代表育祥：所以我才會跟你提出，去年有 150 萬已經有額外多

了，那今年又編了 40萬，這個部份已經可以再買一

座納骨塔一萬個塔位了。 

    吳所長曉菁：他目前報出來的塔位建置150就差不多在那個部份，

然後如果我們建置網站之後還有專屬的線上祭拜系

統。 

    趙代表育祥：如果按照我手上有的部份資料，我們一般網路上他

會含塔墓價格規費、*************其他收費、

******數位圖資都會含在我們買的那一套系統裡面，

因為公共契約裡面就有，你應該知道吧! 

    吳所長曉菁：他是以位數來計算。 

    趙代表育祥：對，所以我去年問同樣一件事，因為我們的廠商其

實是同一個，所以去年第一座納骨塔你既然已經有

了，第二座應該是沿用，那你現在網路系統的部份，

他就不會有限制一千個或一萬個的問題。 

    吳所長曉菁：這個應該是說他的授權是塔位的授權建置系統他的

是授權他是以幾位去授權。 

    趙代表育祥：那我問你新的塔位的話，現在限制幾個？ 

    吳所長曉菁：現在新的塔位的話，他骨灰是 6969骨骸是 3080。 

    趙代表育祥：所以差不多 1萬嘛! 

    吳所長曉菁：差不多 1萬初。 

    趙代表育祥：對嘛!所以我剛剛說了一套是 1000 個，他一套的話

是 9萬多，所以縱使我買了 12套，也才 100初，100

零幾萬，應該沒錯嘛!我們兩個算出來應該差不多。 

    吳所長曉菁：我可能要回去，因為廠商有給我報價單，我可能要

回去看一下詳細的報價單。 

    趙代表育祥：我是說你可能再精進，把剩下的經費充實在新的納

骨塔的一些設施上，我不是說不合理，我跟你講的

是說你既然有編，那你就合理的把他去運用，不要

浪費那個金額。 

    吳所長曉菁：我知道。 

    趙代表育祥：因為你報了這麼多，我們就沒有那麼多塔位，你懂

我意思嗎？ 

吳所長曉菁：我們是其實盡量我們到時候簽的時候依照實際的空

位數去做簽呈，不會說多用，因為我實際上就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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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萬初的塔位，我也只能買 11套。 

    趙代表育祥：對，因為我看你去年你的文字說明和今年的文字說

明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增減，那按照你剛剛的說法是

目前報價是 20到 30左右，那目前也大概多了 10幾

萬，加上去年的費用也是多 10幾萬，所以是特地提

醒你這個部份你要有所考量。 

    吳所長曉菁：我是希望我們可以把我們殯葬的網站把他建置起來，

就是可能有自已專屬的一個殯葬的網頁，讓民眾他

以後像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就不用再打電話到公所去

查說他的袓先放在什麼位置，他可以自已在家裡可

以上網查說他們的位置在那裡，包括說目前還有那

些空位可以挑，都可以直接就是合併在一個網站裡

面。 

    趙代表育祥：對，因為*********的系統是一直在進步，所以你講

的這個部份我也都清楚，所以我沒有說這樣不好，

但是後續有一些資安譬如說，好，我袓先的名字我

不能有一個字要把他馬克掉，不能全部顯示，除非

他有申請，有一定的授權，譬如說我是申請人他才

可以查原本的他生於什麼時候，死於什麼時候，塔

位是在那個座位，那一個座向，這個是提供給他

們，我覺得你如果能做到這個OK，包括他的相片都

在網路上公告都沒問題，因為這是做的到的，如果

你的經費現在編********朝這樣的方式沒問題，你

清楚我說的嗎？ 

    吳所長曉菁：我知道，就是有關資安跟個資的部份。 

    趙代表育祥：對，因為既然大家都在講資安，因為剛剛吳代表有

提到的 ISMS就是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所以既然我們

公所有做了防火牆的部份，那你這個部份也是一併

要考量，不然你未來還是會有其他問題，因為我隨

隨便便的人想要查某一個人袓先我都可以查，他的

位置在那裡，改天如果那一個有問題的去翻起來看，

也是有呀!因為以前有骨灰骨頭不見的嘛!這個應該

是事實吧! 

    吳所長曉菁：早期會比較有這樣的情形。 

    趙代表育祥：對，所以我說建議你，考量一下一些設備或者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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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計畫跟大家討論一下。 

    吳所長曉菁：好。 

    趙代表育祥：那請回座，謝謝! 

    趙代表育祥：我想請問一下有關我們保全系統是那一個課室？應

該是秘書室對嗎？秘書跟你請教一下，就是我們保

全系統有一個月租費，那我們這邊有含辦公室、圖

書館、幼兒園、清潔隊、南公館、菜尾公墓和行政

中心，那去年的話我們是編 50萬，今年是編 60萬，

增加的部份是？可以說明一下嗎？ 

    丁秘書順益：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

各位同仁大家早，針對這點因為我們就是舊的鄉公

所也是有增設保全，就是多出來的部份，所以我們

新的那邊也是有一套，舊公所也是有一套，這樣，

所以那費用還是要編進去。 

    趙代表育祥：因為這邊的話就是文字說明上沒有增加到舊有的館

邸，因為還有含代表會的一個保全系統嘛! 

    丁秘書順益：是。 

    趙代表育祥：可能就是說文字說明的部份可以增列，才不會說突

然增加預算的部份都沒有寫一個說明。 

    丁秘書順益：是是。 

    趙代表育祥：謝謝!請回座，謝謝主席。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什麼意見請踴躍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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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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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歲入、歲出 3億 8,045萬 5,000元，請審議。 

  理由：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數額計  

3億 8,045 萬 5,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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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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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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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追加(減)預算案二讀，踴躍提出意見？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

追加(減)預算案二讀有意見嗎？哪沒意見，今天會

議到這結束。散會。 

十、散會：110年 11月 09日上午 10時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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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第十三次會議 

 110年 11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2分至 10時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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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所長吳曉菁 

五、主    席：林主席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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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延長會，

110年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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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主席天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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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鄉長、丁秘書、各課

室主管大家好，一、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21屆

第6次定期會，時間：110年11月09日，(星期二)，

第12次會議，當天議程： 

          (一)、審議臺西鄉公所111年度總預算案二讀會。 

          (二)、審議臺西鄉公所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二讀會。 

(詳細記錄登錄本會議事錄，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請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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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總預算案

三讀，提案人：臺西鄉公所，類別：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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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送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由：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2億8,633萬7,000元

整，依據中華民國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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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提交貴會審議。 

辦法：經貴會審議通過後，送雲林縣政府備查。請審議。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1 年度總預算案三

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林主席天祥：哪無意見，本席宣讀；臺西鄉公所 111 年度總預算

案，依照二讀會，經大會刪減的部份刪減，其他照

原案通過，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2 號議案，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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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歲入、歲出 3億 8,045萬 5,000元，請審議。 

理由：本鄉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數額計

3億 8,045 萬 5,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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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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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臺西鄉公所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

次追 加(減)預算案三讀踴躍提出意見？ 

    林主席天祥：哪無意見，本席宣讀；臺西鄉公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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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有任何意見請踴躍提出？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宣讀會議紀錄。 

    林主席天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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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總預算案三讀。 

決議：臺西鄉公所 111 年度總預算案，依照二讀會，經大   

會刪減總預算案第(115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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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科目；1000人事費－1025技工及工友待遇－

說明；隊員 15 人及技工 6 人(技工 6 人刪減 3 人，

刪減後為隊員 15人及技工 3人，原列預算數 890萬

元，刪減 120 萬 6,000 元，刪減後預算數為 769 萬

4,000元)及說明；駕駛 15人(駕駛 15人刪減 1人，

刪減後為駕駛 14 人，原列預算數 640 萬元，刪減

40萬 2,000元，刪減後預算數是 599萬 8,000元)。 

                總預算案(第 117頁) ；預算科目；環保業務－環保

業務，1000人事費－1030獎金－說明；清潔隊清潔

獎金－數量 37(數量 37 刪減 4，刪減後數量 33)－

原列預算數 266萬 4,000 元，刪減 28萬 8,000元，

刪減後預算數是 237萬 6,000元。(其他照原案通過) 

(二)、審議臺西鄉公所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

算案三讀。 

決議：臺西鄉公所 11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照原案通過。(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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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1月 10日上午 10時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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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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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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總預

算案，請貴會惠予審議。 

一、清潔

隊：一般行

政－行政管

理，用途別

科目-1000

人事-1025

技工及工友

待遇- 

(1)原列預

算數 890萬

元。刪減 120

萬 6,000元， 

刪減後預算

數為 769萬

4,000元。 

原列說明：

隊員 15人及

技工 6人。 

修正說明

為：隊員 15

人及技工 3

人(刪減技

工 3 人)。 

(2)原列預

算數 640萬

元。刪減 40

萬 2,000

元，刪減後

預算數 599

萬 8,000元。 

原列說明：

駕駛 15人。 

修正說明：

駕駛 14人

（刪減駕駛

1人）。 

主席報告並無

錯誤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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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潔

隊：環保業

務-環保業

務-用途別

科目-1000

人事費

-1030獎金- 

原列數量：

37x12。刪減

數量 4x12，

刪減後數量

為 33x12。 

原列預算數

266萬 4,000

元。刪減 28

萬 8,000

元，刪減後

預算數 237

萬 6,000元。 

三、其餘照原

案 通 過 。 

雲 林 縣 

臺西鄉公所 

主

計 
2 

檢送本鄉 110 年度總預

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歲入、歲出 3 億

8,045萬 5,000元整，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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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年 1 1 月 1 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