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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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 定 期 會 

議 事 錄 

會議期間：111年 04月 25日至 05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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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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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屆第 7 次定期會開會紀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 

中華民國 111 年 04 月 25日至 05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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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

A戴勇男 A○1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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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七、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代理鄉長鄭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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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5 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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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預備會議 第一次會議 

中華民國 111 年 04 月 25日上午 11 時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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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鄉長鄭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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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組員秀芳：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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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時間：

111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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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同仁、鄭代理鄉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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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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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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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04月 26日 二 2 

報告事項 

一、鄉長施政報告。 

二、報告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111年 04月 27日 三 3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1年 04月 28日 四 4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1年 04月 29日 五 5 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1年 04月 30日 六 
 

例假日。 

111年 05月 01日 日 
 

例假日。 

111年 05月 02日 一 6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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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秘書俊嵩：本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公所鄭代理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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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定期會議事日程； 

      第一次議程；111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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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04月26日（星期二），會次：2、 

議   程：一、鄉長施政報告，二、報告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

形，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第三次議程；111年04月27日（星期三），會次：3、 

議   程：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111年 05月 03日 二 7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111年 05月 04日 三 8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111年 05月 05日 四 9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111年 05月 06日 五 10 

一、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二、臨時動議。 

三、宣讀會議紀錄。 

四、閉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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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議程；111年04月28日（星期四），會次：4、 

議   程：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第五次議程；111年04月29日（星期五），會次：5、 

議   程：鄉政總質詢及答覆 

時間；111年04月30日（星期六）例假日。 

時間；111年05月01日（星期日）例假日。 

      第六次議程；111年05月02日（星期一），會次：6、 

      議   程：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宣讀會議紀錄。 

二、 審議本鄉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第七次議程；111年05月03日（星期二），會次：7、  

      議   程：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宣讀會議紀錄。 

二、 審議本鄉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 審議本鄉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第八次議程；111年05月04日（星期三），會次：8、 

      議   程：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第九次議程；111年05月05日（星期四），會次：9、 

      議   程：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第十次議程；111年05月06日（星期五），會次：10、 

      議   程：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一)宣讀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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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議本鄉110年度總決算案。 

       (三)審議本鄉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四)審議一般議案 

二、臨時動議。 

           三、宣讀會議紀錄。 

           四、閉會。       

九、主席致詞： 

  李主席文來：今天是 111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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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對本次議程是不是有意見？ 

  李主席文來：針對本次會議議程，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就照  

               議程進行，散會。 

十、散會：111年 04 月 25日上午 11 時 15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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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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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道路安全設備」案，

經費為 100 萬元整，因本所

無編列是項預算，敬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2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排水溝淤積清理及

損害整修工程」案，經費為

300 萬元整，因本所無編列是

項預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3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鄉內公共建設新建、

維修保養等工程」案，經費

為 1,475 萬元整，因本所無

編列是項預算，敬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4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鄉內公共建設新建、

維修保養等工程」案，經費為

2,206萬元整，因本所無編列

是項預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5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鄉內公園設備及遊

具改善工程」案，經費為 300

萬元整，因本所無編列是項

預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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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本所「111 年社區營造

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案，

經費為 31萬元整，因本所無

編列是項預算，敬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7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臺西鄉火燒牛稠大

排景觀木橋整修工程」，核定

經費為新台幣 335 萬元整，

因本所無編列是項預算，敬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請審

議。 

照 原 案 通 過  

林秘書俊嵩：報告本會第 21 屆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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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2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2 議案部份，本

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3 號函送

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3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4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4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5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5 議案部份，本

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6 號函送

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6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7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7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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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次、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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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意見，本席宣布「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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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長 施 政 總 報 告 及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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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事事討討論論及及臨臨時時動動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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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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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決算案，請  貴會惠予審議並見

復。 

理 由 

本鄉 110 年度總決算案，詳如另冊，歲入決算數為 3

億 2,997 萬 9,622 元，歲出決算數為 3 億 4,566 萬

8,870 元，茲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第 2 項之

規定，提請  貴會審議。 

辦 法 審議結果函復本所，以便呈報縣府核備。 

議 決 照原案通過。 

議決情形：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案，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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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大會議決案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編 號 第 2 號議案 類 別 主計 

案 由 
檢送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請  貴

會審議。 

理 由 

本鄉 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計 84萬 5,516

元，如另表，茲依據「預算法」第 70 條、第 96 條規

定，提請  貴會審議。 

辦 法 經大會審議通過後存查。 

議 決 照原案通過。 

議決情形：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案，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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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第二次會議 

111 年 0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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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鄉長鄭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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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定期會，111年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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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主席宣佈開會。 

    李主席文來：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公所鄭代理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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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鄭代

理鄉長、丁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宣讀上

次的會議記錄：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定期會 111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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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同仁對咱會議記錄是否有意見，哪無意見，

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鄉長施政報告。 

    李主席文來：請鄭代理鄉長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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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代理鄉長育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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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貴會第21屆第7次定期大

會的開議，非常有這個榮幸在這邊向各位來提出施

政的報告，承蒙各位代表先進的督促和鞕策，使得

鄉政工作得以順利推展，在這裡謹代表公所全體同

仁12萬分的感謝，本所自110年11月至111年4月之

施政情形，已編列在各課室的工作報告中，敬請大

家參閱。在此我提出的是未來長期性我們的施政來

向各位做報告，第一就是說治水防洪的計畫，我們

台西常常有淹水有情形，但是這個部份就是公所和

代表會這邊也積極來向我們中央爭取治水的工程，

目前在進行的工程有11項，請各位參閱，再來就是

我們大型的抽水站和五大排滯洪池都已經完成，在

水患的問題上也已經有改善，但是氣候的變化，變

成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預測，這部份我們會持續來

進行和代表會這邊做密切的合作，來推動治水的工

作，再來就是說要推動我們社區，長青食堂和長照

C據點的設置，我們台西人口老化其實在雲林縣來

說是數一數二和水林差不多，就是說人口老化然後

青壯人口外流，當然這個最主要的原因變成說我們

以台西要謀生的部份，經濟較沒像外縣市那麼的好

謀生，所以說有很多青壯的人口都外流，導致我們

老人人口的增加，長者的照顧變成我們台西的一個

問題也是一個負擔，要來解決這個問題變成說我們

各社區也都提出要設置長青食堂來共餐的問題，再

來也可以讓他們平時有一些社交活動，可以讓我們

長者聚在一起，做一些體能活動或是一些娛樂性或

是學習一些新的東西，這個部份我們也持續來推動，

現在目前有5個社區，都一直在推動這個工作，也

希望代表會這邊持續來支持我們，再來就是說要如

何來提升台西旅遊的能見度，其實旅遊的一個推動

並不是短期間就能完成，變成說要長期的去推動，

當然我們要如何來結合社區，來推動這個工作，培

養旅遊的導覽人才，串連各景點的工作來發展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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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特色的景觀，然後再來就是旅遊的路線，還有

交通接駁的部份，我們也是要做一個長期的規畫，

再來要如何來吸引外鄉鎮外縣市的人來我們台西

這是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在每年選一個適

當的時間來強力的行銷，變成台西的一個旅遊觀光

業也好，旅遊週也好，那我們可以邀請代言，然後

來進行各項的優惠，摸彩、抽獎，來吸引外來人口

進來我們台西消費，增進我們台西地方產業的發展，

最後就是說咱鄉政的推動當然變成說千頭萬緒，但

是公所這邊一定會尊重咱代表會一些建議建言來

廣納，然後我們會持續來推動造福我們台西鄉鄉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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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報告上次(第 21屆第 18次臨時會)大會議決案執行

情形報告及第 17次、18次臨時會議事錄確認情形： 

一、 第 1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

字    第 1110100012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2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3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3議案部份，

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4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4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月 30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5號函送臺西

鄉公所在案，第 5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6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

案，第 6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

代議字第 1110100017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7

議案部份，本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1010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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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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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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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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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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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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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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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課最近

的工作重點有四項，第一項就是我們一期轉作，目

前還在勘查當中，勘查時間是到五月底，第二項就

是受理3月雨水蒜頭災害補助，現在也在勘查當中，

第三項就是漁業養殖放養量申報，現在已經開始受

理申報，申報時間也是到5月底，第四項就是最近

農民反應台西西瓜災害，我們也通報縣府，縣長也

預定明天上午要來勘查西瓜災害，這是農業課的報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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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重點就是本來預定下個月 5月 7日要辦理模範母

親和孝行楷模表揚，但是就是疫情的關係，所以我

們請示鄉長後，決定改為到民眾家祝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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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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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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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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

最近工作重點是為因應新冠肺炎的升溫，清潔隊針

對鄉內 15村及一級機關、學校、寺廟等人潮聚集

處，進行全面清消工作，以維護鄉民健康，第二就

是協助各村辦理登革熱防治消毒工作，以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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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散會：民國 111 年 0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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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第四次會議 

111 年 04月 28(星期四)上午 10時 35 分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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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鄉長鄭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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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7次定期會，111年4

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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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鄭代理鄉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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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代理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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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會 111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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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同仁對咱會議記錄是否有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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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建言的或者是有

不了解需要了解的，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提出。 

林副主席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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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天祥：主席、鄭鄉長、2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  

仁大家早，我請教一下建設課長，課長我事後才跟你

們秘書講行政效率現在很好，結果不是這回事，我在

說 155線鄉道這邊，不是縣道，我那天反應結果就即

時搶修，結果搶修的單位是那裡，你們卻不知道，誰

去搶修的？你們也不知道，你們自已沒去做，我問你

們裡面的，那天你派一芳去看對不對？前天會勘我問

你們裡面的有沒有，他說沒有，不然那個人跟我說不

知道是縣府做的，結果縣府工務處那天也有來會勘，

他說他們還沒有會勘，怎麼做，台西鄉竟然有這種大

善人，我私底下有跟秘書說，叫你們查一下，改天這

個有求必應，這種也要跟人家感謝一下，大秘，像這

種情形誰做的叫你們調查一下，你們調查不出來，這

樣叫你比較不禮貌啦! 

     丁秘書順益：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安，    

針對副座建議的這部份，我剛才有想到說不然請建設

課將我們鄰近的 AC 廠來問看看，看到底是怎麼樣？

善心人士也要透過他們 AC廠，我們來了解看這個善

心人士以後我們副座也用的到。 

 林副主席天祥：這樣你說的真的有善心人士哦!這樣人家對你們公所

有仁德才會做的這麼好，這種若以後可以五港那條

120 線到瓦厝那條，這樣七零八落我那天有叫你們那

個去看，那這樣也儘速一下，像這樣以後要幫你們按

讚讚讚啦!120 線拜託一下，那個一樣七零八落，為

什麼我們路面都這麼嚴重是因為我們都答應讓他們

開發，會來幫你們做的很好，結果他挖下去，後面都

會下坍塌，那下坍像現在路舖起來沒多久，那條我跟

縣府才要來做多久而已，你看又七零八落，所以說以

後這個填補我希望你們重視一下，不要這樣敷衍了事，

你看這些路做的這麼好，又挖的殘破不堪，挖一挖，

有，有幫你補，你看現在 120線這條和五港路 155

線那條，請你們再詳細看一下，那條整條舖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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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你上班騎摩托車有沒有看到，那個如果沒有鄉民

即時反應，我趕緊去，那有那一個善心人士馬上補起

來，結果公所都不知道那一個單位，人家來勘查我趕

緊問是誰，要跟他感謝，結果不知道是誰補的，他說

不知道是不是縣府來補的，我們有報縣府，結果我問

縣府工務處，他說他們沒有來，他說今天才來勘查要

怎麼幫你們補，說這個也是事實，所以說課長和秘書

你們儘量去調查一下，若有這種善心人士我們也要叫

出來表揚一下，講真的，舖的真得很好，比我們公所

叫人家去整修的舖的更好，問就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要好好的表揚他一下，我們說實在的，秘書再拜

託你，儘量查一下。 

     丁秘書順益：是的，也是要感謝副座，感謝你。 

 林副主席天祥：不用感謝啦!這儘量查一下。 

     丁秘書順益：是。 

 林副主席天祥：舖的這麼好，若有那個 120線那條再拜託一下，要儘

快，不然那個如果跌倒，讓人家受傷。 

    丁秘書順益：先反應縣府。 

 林副主席天祥：155 線那天我也有叫去會勘，不要說整條重舖，應該

修舖若舖成像155線那條，舖這樣就 OK啦!再拜託啦!

不然我若跟你們建議，你們都說你們沒有經費，再不

然最好那一條趕緊幫我們做新的，我看別的村里，做

到每一條都完美，每一條都金系系很完美，我們看到

真的很可嘆!最起碼也要幫我們修舖啦!拜託你課長，

再用心一下，最起碼有陷下去的再幫我們填補一下，

不要說幫我們做新的，跟你拜託啦!好，沒事。 

   丁秘書順益：感謝副座。 

   李主席文來：林勝山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勝山：主席、林副主席、鄭鄉長、2位秘書、各課室主管、  

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我請教一下社會課長，課長這

個身心障礙重新鑑定是多久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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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課長美燕：大會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鄭鄉長、2

位秘書、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報告代表，重新鑑定

的時間是醫生在鑑定的。 

    林代表勝山：醫生鑑定是多久？ 

    黃課長美燕：他現在就是說有需要重新鑑定，他在殘障證明上面就  

會有重新鑑定日期，他一定會寫，我們就照那個時間，

譬如說重新鑑定的前兩個月，他行政流程就要先補資

料先辦。 

    林代表勝山：那他的目的是什麼？要做什麼？ 

    黃課長美燕：現在重新鑑定就是說有的人的情況他有可能會好，亦  

是較輕微，所以需要重新鑑定，亦是說有可能也是變

的更嚴重。 

    林代表勝山：那這樣有落日條款嗎？ 

    黃課長美燕：因為這比較專業的問題，這可能就是要醫生來鑑定。 

    林代表勝山：不是啦!像這個八、九十歲身心障礙會比較好嗎？為  

什麼又要辦這個做什麼？這根本也是勞民傷財。 

    黃課長美燕：我知道代表你的意思，但是現在就是法令規定就是他  

覺得醫生的專業來看，他若是覺得有需要重新鑑定，

就是要重新鑑定。 

    林代表勝山：這是醫生的，不是我們政府政策就是了。 

    黃課長美燕：對對對，這是說他若鑑定完覺得他的情況像代表你說 

的年紀就這麼大了不可能再恢復，他就可能說不用再

鑑定，你就不用再重新鑑定。 

    林代表勝山：他有低、中、重阿。 

    黃課長美燕：對。 

    林代表勝山：像勞保若是中的就領 30幾萬，重的就寫 40~50萬，

中的以後，要再領重的可以嗎？ 

    黃課長美燕：這勞保局的問題可能就是要再另外看資料。 

    林代表勝山：像現在是中度的，現在更嚴重要重度的，這樣可能再

領錢嗎？ 

    黃課長美燕：現在就是說他如果有申請殘障生活津貼，他有再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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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是低收身分或是中低還是一般戶這樣子，那他要

看他的等級來看。 

    林代表勝山：中度他也是要有低收入戶才有補助，不然就沒有嘛。 

  黃課長美燕：他現在殘障生活津貼就是有 3種資格，一個是低收，

一個是中低，一個是一般戶。 

    林代表勝山：一般戶也有就是了？  

    黃課長美燕：一般戶也有，但是他就是要調財稅資料，他也是可以   

申請的。 

    林代表勝山：所以這屬於醫生開那個鑑定的日期給他就是到時候他     

要重新辦理。 

    黃課長美燕：對。 

    林代表勝山：要怎麼樣才能不用再重新辦理？ 

    黃課長美燕：醫生若覺得像代表說的他的情況完全沒有辦法再恢復

更好，或者是有可能會再變更壞。 

    林代表勝山：對呀!他應該要有一個落日條款，80 歲以上就不用對

不對!你又何必一直要檢查要做什麼。 

    黃課長美燕：沒有這一部份的那個。 

    林代表勝山：對呀!你一定要有一個條件，你如果說年輕有可能還  

能復原，年紀大的怎麼有可能復原，你就叫老百姓一

直在辦這個。 

    黃課長美燕：所以就是說要有醫生的專業鑑定。 

    林代表勝山：這不是我們政府的，是醫生的就對了。 

    黃課長美燕：對，因為他就是要經過醫生專業鑑定才能來處理，這  

樣子。 

    林代表勝山：好好，那這個本身鑑定的時候要跟醫生講，那這個本

人要去嗎？ 

    黃課長美燕：本人要去。 

    林代表勝山：那這個嚴重餒。 

    黃課長美燕：你可能要門診掛號。 

    林代表勝山：這很傷腦筋呢!像那個殘障又不會走，要再用專車載   

餒!真的勞民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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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課長美燕：我們公所部份有復康巴士可以協助。 

    林代表勝山：要去台北呀!還是有那一間都可以嗎？ 

    黃課長美燕：台北可能就沒有辦法。 

    林代表勝山：不是啦!像我現在如果說拿這個資料去別間醫院也可  

以嗎？不是他以前的主治醫師可以嗎？ 

    黃課長美燕：沒有，因為你去別的醫生可能不願意幫你開，因為他  

不曉得你的狀況，所以我們還是建議你要回去以前的

醫院那個醫生給你看，這樣比較 OK。  

    林代表勝山：對呀!他這個就是在台北開證明給他的，很麻煩吼!所

以就要跟醫生說說看能不能以後就不用了，這樣子。 

    黃課長美燕：對，就是跟醫生討論一下。 

    林代表勝山：你也不知道啦!好啦好啦。 

    李主席文來：課長，我要請教你，你像剛剛代表說的他就沒辦法出  

門的，是不是可能申請醫生到家裡鑑定，應該也可以

吧! 

    黃課長美燕：報告主席，是可以到宅鑑定，但是他到宅鑑定條件很  

嚴格，他要 24 小時使用呼吸器或氧氣，他那個資格還

滿嚴格的。 

    李主席文來：沒有啦!因為我本身有遇到過所以我知道，我曾經帶  

我爸爸去過，那個醫生就說你就在社會課申請就好了，

所以這個你要跟民眾，你們要再教育一下，因為我遇

過。 

    黃課長美燕：因為現在到宅鑑定我們還需要經過衛生局那邊通報。 

   李主席文來：對呀!你們就是要協助民眾呀!對啦不是像你說的那樣，

因為我有遇過，因為我們現在未來會去遇到這種情形

很多，我自已本身有遇過，所以我們社會課針對這種

問題你們要把那些員工教育一下，說真的，像你剛才

回答林勝山代表這樣是不及格的，說真的，因為我有

遇過我曾經帶我爸爸到台大，那個醫生看到我爸爸說

你就申請我們過來就好了，去你們家就好了，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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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社會課職員都沒告知，我看你要再了解一下。 

    黃課長美燕：我先了解一下有一些資格條件。 

    李主席文來：對呀! 

    黃課長美燕：謝謝主席，謝謝! 

    李主席文來：我們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 

               吳俊德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俊德：主席、鄭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

仁大家早，有一件工作要請教公所，現在我們離島在

做太陽能，那應該明年 112 年 3 月他那綠能就會開始

做回饋金，他總共 1.3 億，照比例原則，他會有 5 成

給縣府，5 成給工業局，我想要請教公所，他這個回

饋金給縣府的這邊 5 成，那縣府不知道會不會撥多少

給台西，你知道嗎？麻煩一下財政課長。 

    方課長明郎：李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2位秘書、各位

主管同仁大家好，感謝吳代表的詢問，我還不知道有

這個訊息。 

    吳代表俊德：所以你們要提早了解縣府他們後續要怎麼分配，因為  

他們可能一半，到時候 1.3億一半工業局一半縣府，

但是縣府要分多少給我們要去了解，我們要去爭取一

些回來台西，因為這個是在台西，如果你們爭取一些

回來台西，你們要怎麼分配？你也要想說這個是在五

港村，你要撥多少給五港村來做建設，當然五港村也

是受到影響，所以他們當地要如何收到比較多的回饋，

這是未來要思考的問題，這個應該是明年就要開始回

饋。 

    方課長明郎：這個我們再來特別注意，但是如果像代表說的，他若

是用回饋金的方式，一定是要納入預算的，那納入預

算有可能就是公所這邊要統籌下去運用，恐怕就沒有

辦法交給村里來決定，但是到最後在鄉鎮方面去統籌

運用這樣子。 

    吳代表俊德：你在鄉鎮統籌運用但是這個地方是在五港村，深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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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是五港村的村民，所以你們要用這一條回饋金他

也有一個比例原則，要有一些經費看是要建設經費還

是怎麼樣，對五港村的部分要比較大的比例，這樣才

對五港村比較有意義。 

    方課長明郎：對。 

    吳代表俊德：不要我們在這裡受傷害受汙染，結果你們回饋金拿去  

做你們的人情給別村，這樣五港村的感受就不好。 

    方課長明郎：是啦。 

    吳代表俊德：因為這是明年的事情，所以提早有這個訊息你們要提

早未雨綢繆來思考以後回饋金的事情。 

    方課長明郎：好，再特別注意。 

    吳代表俊德：公所這部分未來你們要思考這個問題，這是明年的事

情，但是我們提早知道訊息我們就先想起來等。 

    方課長明郎：好，代表謝謝! 

    吳代表俊德：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我們崙豐三村活動中心，現在

不知道何時會完工？請問是那一個課室？ 

    丁課長偉鵬：大會主席、林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2位秘

書、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針對代表說的崙豐多功能

活動中心這一件，目前縣府那邊變更設計已經有過了，

現在我們在簽變更計設的審查，通過之後我們會找廠

商來議價，議價完成之後就會復工去執行。 

    吳代表俊德：變更設計是什麼部分？ 

    丁課長偉鵬：當初就是好像他的基地面積好像有落墩，有影響到他  

的面積，所以建造面積有變更，所以有送縣府那邊去

變更建造。 

    吳代表俊德：建造面積有變更是怎樣？ 

    丁課長偉鵬：因為他好像是前面有兩個比較突出的像屋簷還是怎樣  

的沒有落墩，然後承包廠商在施作的時候可能覺得有

疑慮，就跟建築師反應然後建築師也認同。 

    吳代表俊德：什麼是落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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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課長偉鵬：就落柱，就是柱子。 

    吳代表俊德：但是他那邊吼!你不知道有沒有去看，他的動線不太

好吔!那個我們有分兩邊一邊是要做日照的，一邊是

老人會的集會所，但是老人會這邊那個動線要爬上去，

我們有一個無障礙的空間沒錯，但是一般的人你也不

用叫他照無障礙的空間在走 Z字型的，應該是直接可

以爬上去，再來我們這邊鹽份重，你那個搭鐵皮屋的，

在之前鐵皮還沒有封的時候，鹽份就都已經卡在上面

了，我們這邊鹽份重，現在的鐵皮屋撐不久，所以你

放了那麼久沒有封，所以一些鹽份都卡在樑柱，所以

你後續要注意他的壽命，因為我們這邊的天氣和鹽份

和別的地方不一樣，因為我們家也是搭鐵皮屋的，你

那個鐵皮屋如果沒有弄好很快就生鏽，如果你再沒有

維護，一些鹽份都卡在樑柱上面那個久了都會有影。 

   丁課長偉鵬：報告代表，針對這部分廠商在復工的時候我們會再跟

廠商說一下這部分要再加強，請他們全面檢修一下，

不要說後面完工的時候太早就有問題。 

    吳代表俊德：那個花了兩三千萬結果很快就壞掉那個實在浪費公帑，

我去看一看那個裡面的配置實在是也很不妥，你再注

意前面老人會那個動線，正常人你無障礙空間走這樣

子沒關係，正常人應該是一個樓梯，因為我們在南邊

還有空地，是不是去思考說一般正常人在南邊有一個

大門可以直接從那邊走上去，不用再繞那麼遠你再注

意看一下。 

    丁課長偉鵬：代表的建議我們後續會再反應給建築師那邊，看有沒

有辦法去檢討改善，謝謝代表! 
    李主席文來：我們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 

       副主席請發言。 

 林副主席天祥：我要請問建設課，課長我請問你現在我們那一條中央 

大道，當時是設計 1 億多萬，現在中央大道進行的程

度是即將完成嗎？還是就這樣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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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課長偉鵬：副座你說的是？ 

 林副主席天祥：公所前面的那一條中央大道。 

    丁課長偉鵬：應該是人行道的部分當初的前瞻計畫嘛! 

 林副主席天祥：對呀! 那路面呢？路面不是嗎？ 

    丁課長偉鵬：副座，這個部分工程已經完全完工了。 

 林副主席天祥：阿？ 

    丁課長偉鵬：已經都完成了，都驗收好了。 

 林副主席天祥：都完成了？ 

    丁課長偉鵬：對。 

 林副主席天祥：那個已經完成，你們這樣前朝的鄉長跟之前你們都 PO

那個 3D相片做成這樣，看起來那一條似乎很漂亮，結

果現在這樣完成了，也是零零落落，還有一個問題那

個中央大道在廟的這邊算過來左手邊，現在有一個發

電廠的東邊，水產試驗所的東邊，那個是不是有做一

個擋土牆，那個擋土牆已經做好了，結果那個旁邊都

沒有回填，我有問那個包商他說他沒有負責回填，他

只有負責做擋土牆，像這樣子放到零零落落，如果下

雨積水那個養殖戶是說那個水都流到他們魚塭裡面去，

那一條路做成這樣子還有那個人行道，那個應該也想

辦法用一些土填起來，他現在這樣子坑坑洞洞的那個

整個要怎麼看，上次有一次下雨養殖戶有叫我去看，

我有跟公所反應，叫他們即時要趕緊去做擋起來，你

們有去擋起來，我也有跟現場勘察的人那個小姐講，

秉蓉陪他去的，我跟他說像這樣子要把水擋好不要流

到別人的魚塭裡面去，他現在擋土牆做起來，旁邊那

個土沒有填滿就好像一條水溝，那個人行道也有危險，

你如果有空再派人去看看，看那個到底是什麼情形。 

    丁課長偉鵬：跟副座報告，這個部分當初他是報災後復建，當初設

計公司是想說復案長度盡量給他延長一點，就是做到

後面 7、8米那邊的部份沒有收尾。 

    林副主席天祥：7、8 米我知道，我現在沒有跟你講 7、8 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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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問那一個包商他說他做的金額是只有到哪裡而已，

我就沒有跟你問那個了，他後面給他流水下去我不是

在說那個他跟他流水下去我也有請公所去處理，公所

也有去，我是在說那個擋土牆的那一整條路，那個土

都沒有回填下去，你現在去看那個都一凹一凸的，那

個這樣子不行，你應該當時請顧問公司設計也是要設

計回填，至少要鋪平，不是這樣嗎？ 

    丁課長偉鵬：副座這部分我知道的是他應該是用原土回填，這部分

因為那是雲 120 算是鄉道，我們先跟縣府反應，後續

如果縣政府沒有補助，我們再請示上面看能不能用鄉

內預算去處理或是怎樣。 

  林副主席天祥：好啦，這個你們再去看一下，看要如何補救回來，我

請教一下財政課長，財長剛才吳代表在說的那個綠能

回饋金的問題，感謝吳代表替我們村莊在爭取，現在

我要說的是，我們村民有在反應，做在我們這裡那回

饋金應該是要怎麼樣，我跟他講說這個公所會處理，

至少也會像六輕促協金的那個補助辦法，那你剛才在

說的，我希望以後可以的話你盡量跟我們說至少也要

比照六輕促協金是不是這樣子。 

    方課長明郎：是呀! 

 林副主席天祥：因為他做的是在五港這個地方，事實上受到損害的還  

是只有五港而已，這個中央也算是很沒有良心，工業

區要做這麼大的綠能也沒有經過環評，一聲就做，現

在算是無惡不作，喊做就做，也沒有經過環評，就夠

力的中央民意代表去說，說一說要給哪一間公司做，

也有辦法保庇給哪一間做，所以像這一種的回饋金應

該是我們五港這個比照六輕的辦法應該是我們五港要

比較多一點，不要說都給我們，都給我們是不可能的，

課長我拜託你這一點剛才吳代表在說的就是這是很重

要的因為損害是在五港村。 

  方課長明郎：會啦，應該會啦!我在想應該是到時候公所這邊思考的

應該也是以五港這邊為主。 

   林副主席天祥：這樣嘛感謝你，再盡量幫忙一下，要開發工業區的東

西，國家花那麼多錢結果下去做綠能，你看這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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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來嗎？對不對？這個如果要就開發的錢 1 坪都是

算萬的，開發的金額買土地來做綠能就好，為什麼還

要填海造陸去做綠能，對不對？所以說這個中央政府

實在會害死人，沒有將國家人民百姓的心血都胡亂搞，

這個也不是我們有辦法做的，關於這一點請財長拜託

你一下。 

    方課長明郎：會啦會啦!感謝代表的建議，謝謝! 
    李主席文來：姚代表請發言。 

    姚代表志忠：主席、副主席、鄭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

位代表同仁大家早，我請教一下鄉長，覺得你們各課

室的答覆你打幾分？你打個分數給我看一看？ 

鄭代理鄉長育麟：應該有 90 分。 

        姚代表志忠：50不到啦!你水平不要那麼低，不是推脫就是不知道，

你還要再給他 90分，你是剛好在那邊工作頭腦有點那

個去，尤其建設課我跟你講，有時候不要說知道或不

知道，態度最重要這樣你知道嗎？有時候別人質詢對

面的人看不下去，這樣你知道嗎？你過來代理鄉長螺

絲鎖緊一點，不要在那邊裝神弄鬼，不然每天開會我

就讓你每天吃便當我跟你講，沒有什麼事情，講給你

們聽一下而已，不要再 90分，50分都不到，加強一下。 

    李主席文來：鄉長請坐，趙代表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主席、鄭鄉長、2 位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

仁大家早，我想要問一下地方創生的部分目前這個業

務是誰負責？就是我們老街活化的部分是由哪一個課

室？課長跟你請教一下因為我們老街活化這一次不管

縣長、副縣長、鄉長包括我們現在的代理鄉長也都有

參加老街活化的活動，那因為從活動辦完到現在後續

好像完全沒有聲音，不管是不是有廠商進駐或者是有

沒有其他的規劃因為我記得之前我們縣府在做國境之

西的計畫的時候，但是我發現現在都完全沒有動，所

以我想要問你現在是有什麼規劃嗎？ 

    黃課長美燕：社會課第二次報告，感謝代表的關心，其實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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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公所端也是非常的關心，因為之前就是有水牛團

隊他們用海口放送，然後用城鄉發展處的計畫整修了

5 個頹屋，然後兩個口袋公園，還有希望之海中間圓

環的部分改造的還蠻漂亮的，那後續的部分因為那個

不屬於我們，水牛團隊不是屬於我們輔導的，所以我

們也沒有辦法介入，但是我們的部分我們有跟文化部

申請經費，那時候也是有提墊付就是他們補助我們 27

萬，然後我們公所自籌 4 萬總共 31 萬，那我們那一天

就是四月中旬那時候我們有開一個社區聯繫會報，那

就這一方面我們有特別跟台西社區講，我們就是會採

公民審議的方式，就是我們希望說我們中山老街好不

容易整修完成，我們希望就是可以的話用在地居民他

們的聲音，他們由下而上他們提相關議題，然後來想

說我們老街要怎麼後續，延續這一方面這樣子，其實

我們也是在努力當中，以上謝謝。 

    趙代表育祥：課長那你說的那個部分就是上次編列預算 30 幾萬的

那一個嘛!那就是上一次預算的部分，那上一次預算的

部分其實大部分都是文件蒐集跟資料蒐集，那其實做

到很有效的去做進行，還是有一段落差，因為現在主

要是你現在老屋好不容易整理了，像口袋公園這裡就

是台西客運提供的這個場地，他其實慢慢的已經在長

草了，那我想請問一下就目前都沒有的情況下，所以

也沒有單位會去做雜草的除草或是環境的維護，因為

老屋他其實已經改造但是他還是會掉那些瓦片或是那

些建築物，因為只要沒有人其實他壞掉的成分很高，

所以為什麼之前他已經有公告要做招標的部分，後來

好像完全沒有人進駐，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關心這一件

事情，那我們因為是在地，我們還是希望說他盡快能

動，不然中線你一直都沒有進行，最多就是秘書旁邊

家海口故事屋有在做，那老街就是一直這樣人一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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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那裡完全都不動不是辦法，所以我是希望說你可

以，雖然我們可能不是提供經費的單位，但這些東西

是在鄉內，可以問縣府是不是有進一步或者是需要什

麼做一個媒介，不是說不是我們的經費就完全不知

道。 

    黃課長美燕：報告代表，現在就是他們水牛團隊就我知道他們目前

還是有人員進駐，那他們就是5處頹屋他們有在招商，

但是招商沒有成功的原因，就是他們覺得租金，他們

租金的部分他們只能租 5 年，可是租五年問題是那個

頹屋他如果真的要進駐的話，其實還要再一筆錢去修

復，那五年到他就要離開，他覺得這個不合成本效益，

所以他們有持續在招商當中，然後另外口袋公園的部

份，台西客運的那一部分，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有跟

台西社區講，後續的維護我們希望他們能夠介入處理，

那這一部分就是會後我找時間再跟村長講，就是那一

部份其實我覺得就是好不容易整修完置，那後續雜草

部分還是要想辦法有志工人力將他維護好這樣子。 

    趙代表育祥：課長那另外一樣是地方創生這一件事情，想跟你請問

一下那這 5間的部分，他到時候如果有進駐的部分，

他們如果比如說設備要申請到底他是屬於私人的還是

屬於公有地？ 

    黃課長美燕：目前就我所知，他是要歸屬於台西社區，他們後續的

租金都會歸屬在台西社區發展協會。 

    趙代表育祥：所以他是可以跟公部門請款嗎？如果有需要其他設備

的部分？ 

    黃課長美燕：對，如果有需要申請的部分，就是看他的用途使用，

我們可能會給予協助這樣子。 

    趙代表育祥：好，謝謝美燕課長，課長請回座，我想要再請一下建

設課長，課長你好我想要問有關路面的 AC舖設後，事

後多久才能再做整理，廠商保固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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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課長偉鵬：一般而言我們的工程發包是兩年。 

    趙代表育祥：那如果兩年內有損壞的話是由誰負責？ 

    丁課長偉鵬：通常就是看誰使用就要負責恢復原狀。 

    趙代表育祥：誰使用誰恢復原狀。 

    丁課長偉鵬：假設有後續廠商有工程需要開挖還是做什麼，通常就

是會在那件工程裡面去編列相關的費用，去做保固的

行為。 

    趙代表育祥：所以如果沒有看到誰破壞那就是由公所處理還是怎麼

樣？因為兩年還沒到。 

    丁課長偉鵬：假如是正常使用損壞下會找原廠商去做修復，假設有

比較刻意的還是說其他工程的話就會另外處理。 

    趙代表育祥：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各村都會發現，因為我們鄉內一

直在做大型車，還有風車不管台電或電力改善都一直

是這樣，包括台 17 線海口村那邊台電也一直在做機械

進駐，他的電纜線一直也是過來，所以很多路面雖然

已經鋪設好，事實上他也開始又有下陷，那是品質上

的問題還是說公所有沒有去了解。 

   丁課長偉鵬：報告代表，因為這部分的問題也是常常有發現，有些

像綠能有些重機具還是怎樣的，有在通行因為他們的

噸數都比較大，然後我們之前也有跟縣府那邊反應說

應該是請他們去認養還是說回饋去做修復的動作。  

    趙代表育祥：對，但因為我覺得課長我今天會提這個問題是因為很

多鄉親一直反應，既然進駐跟建設都是一個事實，你

要怎麼回饋怎麼去維護，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具體的

計畫或實施的辦法去要求，不然你這樣子一直用，每

一個村剛剛副座也在反應，其他代表也在反應，我覺

得這個如果不去督促，沒有人反應其實他也還是這樣，

因為都沒人講嘛!現在講的人就是得罪，所以其實今天

會跟你問這個問題是台西海南村那邊不是有一個 AC

廠嗎？AC廠旁邊的路面應該是公所因為在地就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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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那些地主他們一直在反應，一條路剛鋪好，大卡車

一直從田間經過，所以那個路面我還有拍照他已經破

壞，所以我印像中他應該不到兩年，所以我才會問你

說保固多久？那我也沒有辦法有事實證明是 AC廠，所

以我只能要求公所，既然有這個可能就請你再去看是

要做修補，因為既然代表會有通過做開口契約修補的

部分，那我覺得應該是統一做一個記錄後做一個修復，

做整理啦!再麻煩課長這邊做處理。 

    丁課長偉鵬：代表建議部分我再請承辦跟代表確認一下位置，我們

再看是哪一間的廠商再去會同看去處理。 

    趙代表育祥：對，因為那邊都沒有監視器我們也不要隨便誣賴別人，

那因為我們是有多少證據那破壞事實，建設事實把它

修補好，讓鄉親可以走就好，好不好，那就麻煩你請

回座，謝謝主席。 

    李主席文來：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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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散會：民國 111 年 04月 28日上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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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第六次會議 

111 年 05月 02(星期一)上午 11時 10 分至 11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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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鄉長鄭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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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主席天祥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六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時間：

111 年 5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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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鄭鄉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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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代理鄉長、丁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宣讀上次會期會議記錄；111

年 4 月 28日，(星期四)，第 4 次會議，各位代表先

進鄉政總質詢及答覆會議記錄； 

    林副主席提議：本鄉 155 線五港路段有一段路面下陷不平，有善心

人士已將路面填平，公所是不是要找到此善心人士

並加以表揚。 

          決議：請公所祕書室針對林副主席提議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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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提議：本鄉 120 線鄉道五港到瓦厝，路面不平及破損部分，

請公所建設課要盡速整修以維護鄉民用路安全。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針對林副主席提議配合辦理。 

  林副主席提議：中央大道人行道旁，有跟魚塭緊鄰的地方，有部分

沒有擋土牆，有的沒有土方回填，為避免坍塌請公

所建設課針對沒有回填的地方加強回填。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針對林副主席提議配合辦理。 

  林副主席提議：針對本鄉五港村離島工業綠能專區設置完成之後，

相關回饋方案，請相關單位幫忙爭取要比照六輕回

饋辦法回饋給五港村民。 

          決議：請公所針對林副主席提議配合辦理。 

吳代表俊德提議：針對本鄉五港村離島工業綠能專區設置完成之後，

相關回饋方案，要如何分配？請公所應該爭取以五

港村村民為主要回饋對象。 

          決議：請公所財政課針對吳俊德代表提議配合辦理。 

吳代表俊德提議：本鄉崙豐多功能活動中心，整體人員出入動線不是

很好，是否可以將出入動線再規劃好一點，活動中

心所搭建的鐵皮屋，因本鄉到冬天季節東北季風會

帶有鹽份，對鐵皮屋容易生銹，建議是否要改變其

他材質。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針對吳俊德代表提議配合辦理。 

林代表勝山提議：針對本鄉鄉民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如果有需要重新

鑑定的鄉民，因行動不方便或是年長者，請公所協

助可以到家重新鑑定服務。 

          決議：請公所社會課針對林勝山代表提議配合辦理。 

姚代表志忠提議：各課室在質詢答覆時，多沒有針對問題明確答覆，

請鄉長針對各課室要再教育提高行政效率。 

          決議：請鄉長針對姚志忠代表提議配合辦理。 

趙代表育祥提議：本鄉針對地方創生計畫中山路老街活化，目前已建

設到一個階段，但相關的維護管理及環境維護單位，

好像還沒有對口單位，請公所盡速規劃好對口單

位。 

          決議：請公所社會課針對趙育祥代表提議配合辦理。 

趙代表育祥提議：目前台 17線海豐路從(慈海宮至中山路)路段有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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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時常有大型車輛進出，容易對周邊道路

路面造成損壞，請公所相關單位應注意，請廠商於

工程結束後，針對路面造成損壞部分馬上進行修護，

針對本鄉各村落如果有因工程施工，大型車輛進出

造成路面破損，應該請廠商馬上針對損壞部分進行

整修。 

          決議：請公所建設課針對趙育祥代表提議配合辦理。 

                以上報告。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對咱會議記錄是不是有意見？哪無意

見咱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第 1 號議案。類別：主計。 

               案由：檢送本鄉 110 年度總決算案，請  貴會惠予審議並  

見復。 

               理由：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詳如另冊，歲入決算數為

3 億 2,997 萬 9,622 元，歲出決算數為 3 億 4,566

萬 8,870 元，茲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第 2

項之規定，提請  貴會審議。 

              辦法：審議結果函復本所，以便呈報縣府核備。請審議。 

  林副主席天祥：請公所提案課室針對提案，提出說明？ 

    呂主任美毅：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位公所同仁

大家好，第 1號議案是檢送本鄉 110年度總決算案，

請  貴會惠予審議並見復。 

  林副主席天祥：趙代表請發言。 

    趙代表育祥：主席、鄉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

在確認這案之前，跟主計確認一下，我們在預算書

裡面第 55頁，有一個幼童專用車庫修繕保留已逾 4

年，上級註銷不予補助經費是50萬，那我的印象中，

我記得我們的開會當中不管幼兒園園長還是主計室

好像都沒有報告這件事情，我想先稍微先說明一下，

因為一個經費 4年都沒有動，然後到現在註銷了到

今年總預算的時候才呈現這個資料是怎麼回事？謝

謝。 

    呂主任美毅：趙代表你好，這案的話主要是因為他執行率已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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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然後當初我們已經在辦理決算的時候我們跟縣

府申請補助，然後因為他有一些因素可能到時候我

要請一下幼兒園園長來解釋一下，因為這個建造案

中間一直有一些問題，然後等到我們去申請補助的

時候，因為已經逾 4 年了，所以上級就跟我們說他

註銷不予補助，這樣。 

    趙代表育祥：是沒錯啦!但是 4 年都沒有問題真的是有點怪，那還

是園長還是建設課長要補充一下嗎？因為這個金額

有點怪，因為你超過 4年一個案子預算經費會都沒

有動，也都沒有人報告，這樣到時候預算數會有一

點問題。 

    呂主任美毅：趙代表我請幼兒園園長先解釋一下好了。 

    林園長雅芬：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位同仁大家

好，幼兒園針對這件案件，因為我們一直不斷不斷

跟設計師請他去申請執照，那設計師就是不斷不斷

的一直拖，所以拖到後來是縣政府說不能再讓我們

拖下去了，其他跟他一起的有申請過，就只有這一

樣拖太久了，所以他不願意給我們經費。 

    趙代表育祥：沒關係，因為今天我們主要是總預算的質詢議案，

那因為這個部份我覺得相信我們公所行政單位不是

今年才執行，那設計師的部份也有很多家，我相信

建設課長可能也要要求，因為這一案為什麼我會特

別提出，當時車庫在建的時候，我有特別說如果可

以的話趕快做，後來是在做滑冰場的排水工程跟車

庫，然後到最後還是沒有執行，那到現在才在預算

書上呈現報告，因為你們都沒有提出，再麻煩園長

注意一下，謝謝! 

    林園長雅芬：我們的疏忽，以後會改進，謝謝! 

  林副主席天祥：園長，趙代表在說的這一案，有這個補助 50萬，結

果我們都沒有用，當然人家會收回去，那你像這種

情形，說要建設什麼經費不夠，結果建設課長我們

要做一個遮雨棚，要讓小朋友不用受風受雨家長要

接送，結果這個補助經費你們都沒有去動到，這樣

不會太離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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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課長偉鵬：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鄉長、秘書、各位公所同仁

大家好，針對代表問的這一件幼兒園的案件，其實

是因為一開始在執行的時候，這有卡到建使照，一

開始我們都有正常的下去履約，是最後請款的時候

送到縣府，縣府說這個有卡到建使照變更的問題，

然後我有問承辦，承辦是說因為縣府建管單位的承

辦人員對車庫的變更有點意見，然後他們剛好承辦

人有換人，見解不一，所以我們最後送到縣府的時

候，縣府那邊說你還沒有取得合法使用，所以有退

件回來請我們補使照的程序，然後因為後續就一直

有再督促建築師那邊去送照的程序，可是這個建築

師的表現就沒有很積極，然後處理到現在他已經有

去跟縣府辦理，可是又牽涉到消防的一些送審資料，

又要一些經費，所以我們承辦也是陸續再督促建築

師那邊配合趕辦，以上報告。 

    趙代表育祥：課長你講的理由，在於公所跟代表會其實我們都希

望有建設，那是希望不要把經費浪費，因為你 4年

完全每一次會期都沒提這樣很怪，那如果你有需要

追加預算，譬如說你們很多案子都有在追加預算，

那我相信我們代表會同仁為了鄉內建設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們 4年到今天才出現說被註銷或超過 4年表

示這一件完全都沒有動嘛!所以我怪是怪在這裡，因

為沒有人在執行有 4 年的呀!都不動而且金額不是

很大，你追加都有可能，還是課長這個部份麻煩你，

因為你畢竟是專業，有很多變通方式，再麻煩你盡

量督促一下，謝謝!謝謝主席! 

    丁課長偉鵬：代表的建議我會再督促承辦看怎樣再去請建築師那

邊趕快趕辦去把這件事情把他圓滿處理掉，謝謝代

表的建議。 

  林副主席天祥：課長，說起來我們的財政算也很困難，這種可以做

的你們要盡量想辦法不要隨隨便便，就這樣過了就

算過了就算，幸好是我們趙代表很用心去看到，像

這種的不是又都浪費掉嗎？我們鄉內的財政很困難，

跟你們要個什麼，你們都這樣子說，經費什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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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都浪費掉不覺得很可惜嗎？你們就要想辦法，

想說這如果缺失什麼要補的或是那個單位你要去督

促的，你要盡量去辦妥，不是這樣嗎？不能像這種

補助經費下來，現在又沒了，放著 4 年都沒有動，

這個有比較離譜一點，請回座。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什麼意見嗎？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案，照原案通過，繼續

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本鄉 110年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第 2 號議案。類別：主計。 

    案由：檢送本鄉 110 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請 貴

會審議。 

理由：本鄉110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案計84萬5,516

元，如另表，茲依據「預算法」第 70 條、第 96 條

規定，提請  貴會審議。 

    辦法：經大會審議通過後存查。請審議。 

  林副主席天祥：請公所提案課室針對提案，提出說明？ 

呂主任美毅：第 2 號議案，檢送本鄉 110 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額表案請 貴會審議。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公所提案，請踴躍提出意見。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案，照原案通過，今天

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八、散會：民國 111 年 05月 02日上午 11 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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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第十次會議 

111 年 05月 06(星期五)上午 10時 50 分至 11 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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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鄉長鄭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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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主席天祥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十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時間：

1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第 10 次會議，現在代表

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鄭鄉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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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代理鄉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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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定期會，時間；111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

第 6 次會議，議程：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決算案，

照原案通過；審議本鄉 110 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額表案，照原案通過，以上報告。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對咱會議記錄是不是有意見？哪無意

見咱繼續議程。 



46 
 

  出席代表：沒有。 

      林秘書俊嵩：臨時動議。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有任何意見？任何問題？請踴躍提出

吳一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一平：大會主席、鄉長、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

仁大家好，我請教一下農業課長，課長我們這次西

瓜的災害現在東勢已經都通過了，只有我們台西目

前還沒有，你昨天的危機處理很不錯說實在的，但

是現在這個問題日後你們可能要跟農委會反應一下，

因為台西四湖這個算是共同生活圈，不要說他們有

我們沒有，現在你也知道農民如果看到東勢他們的

西瓜災害有了，只有我們沒有，這個過程是怎樣你

先說明一下。 

    林課長彥志：大會林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鄭代理鄉長、各位主

管同仁大家好，關於吳代表你說的過程，我們西瓜

的災害是在上個禮拜四縣府和改農場和縣長有來會

勘，那天縣府同時都有公文給農委會建議他來救助，

因為這個時間我們也一直在等公告，因為很多農民

包括吳代表也都很關心都有在問，因為縣府有公文

發給東勢公所，東勢公所第一時間也有跟我講，這

時間我也很納悶，為什麼同時要救濟為什麼公告沒

有同時下來，後來吳代表也有打電話在關心，我有

跟縣政府接洽，他是說因為四湖他們沒有報，也沒

有看，他們這個禮拜二他們才送要申請救助，單純

這個原因就將我們台西的案先抽回來，跟四湖併案

再送這樣子，當然我聽到這個消息當場我也有跟縣

府主辦的反應，你這樣子不行，如果你有這個動作

至少你也要跟我們知會一下，才不會說如果有農民

再問或者是忽然聽到東勢有公告台西沒有公告我們

也才有辦法跟農民或是關心的民意代表來告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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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場我也有跟縣府主辦的講過，我們也跟他反應

以後若有類似的情況要先跟我們告知一下這樣。 

    吳代表一平：課長你們現在這個災害說實在的，現在你們農業課

的做法有比較積極，我們這個是要肯定的，但是這

個小細節拜託也是要注意一下，不然如果常常發生

這個問題，上次也是這樣子也是東勢先有我們台西

都比他們慢。 

    林課長彥志：是。 

    吳代表一平：這個同樣是這個地方不可能他們那邊下雨。我們這

邊沒有下雨。 

    林課長彥志：是的。 

    吳代表一平：不然他們的水也會流向我們這邊。 

    林課長彥志：當然。 

    吳代表一平：所以這個你一定要跟農委會他們那邊反應一下。 

    林課長彥志：好。 

    吳代表一平：好，謝謝。 

    林課長彥志：好，謝謝。 

    吳代表一平：我請教一下建設課長，課長你好，我們這樣子說啦!

我們台西鄉公所的財政也不是很好，巧婦難為無米

之炊，我們好不容易到縣政府爭取到一筆經費，要

回來做地方建設，我覺得你們這個設計到底是怎麼

設計的，這個你們要在預算書審查一定還要再注意，

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裡面給你們設計的單價有高標

和低標，以泉州村我們村里的這一條就好，320萬

的工程你害我 120 萬被收回去，那個心很痛呢!我好

幾天睡不著呢!就在要不到了，所以你們這個是不是

要跟設計公司稍微討論清楚，你公共工程委員會設

計有一個高標低標，你們不能都用高標來設計吧!

這一件工程一共去看了 3 次，縣政府第一次看 220

萬，第二次縣府再來看 270萬，一樣的東西喔!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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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因為原物料有漲價，我說好呀!我也認了!第三

次請我們公所設計去的時候變成 320 萬，沒關係我

們認了所以我們也是要跟他請回來，結果你又害我

讓他收 120萬回去，你們標出去的時候差那麼多，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這樣等於 7 成標而已耶!你

為什麼工程標案差這麼多這一點請你先說明一下。 

    丁課長偉鵬：大會林主席、各位代表先進、鄭代理鄉長、秘書、

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針對這部分代表說的應該是

比較純 AC的部分。 
    吳代表一平：對。 

    丁課長偉鵬：所以常常一開始設計公司他在設計單價的時候，之

前有問過他是說希望就是有營造廠或是 AC廠大家

都是可以標的情況下，去做設計，沒有特別說只有

AC 廠可以來標，爾後當然為了避免吳代表這種說的

情況發生，我們會請設計公司盡量符合，價格不要

抓太高就多設計一些。 

    吳代表一平：你像縣政府他一樣的設計，他 270 萬可以，為什麼

我們公所要 320萬，一樣的東西不是說我們有多還

是少，所以他在說的我也覺得很不合理，你說營造

高標和低標你不就都是抓最高標來設計，縣政府就

可以為什麼我們不行？ 

    丁課長偉鵬：這個部分會後我們會再跟設計公司討論，而且我們

有預算書審查的時候也會邀請建議的人來這邊一起

開會。 

    吳代表一平：不是啦!我們也不知道工程指數最高和最低是多少，

沒有給我們看嘛!所以你們在設計的時候你們本身

是專業的你們就要抓用這個下去，因為我們不是專

業的，你們才專業，所以你們就是一定要在審查價

格的方面要注意。 

    丁課長偉鵬：好，謝謝代表的建議。 

    吳代表一平：還有第二點，我們 AC 的驗收你們現在的步驟是怎麼



49 
 

樣？ 

    丁課長偉鵬：AC 的驗收我們一開始是假設廠商報完工之後，要是

有像 AC的厚度還是說他一些事業還沒做的時候，我

們就先排抽驗去抽一些厚度還是其他等事業報告出

來，假設他的厚度還是其他事業報告全部都合格之

後，我們再簽請去派人驗收。 

    吳代表一平：這樣子啦!我問你剛開始我們瀝青在鋪的時候，你們

有先送配比試驗嗎？ 

    丁課長偉鵬：一開始廠商要做之前都會先把一些書面送審資料都

會送過來。 

    吳代表一平：不是那個當場取樣的，你不要跟我說那個，那個當

場取樣一條柏油路分成兩天，你這兩天的料都要做

配比試驗呢!他分成兩天舖嘛! 

    丁課長偉鵬：是。 

    吳代表一平：而且我不知道你們以前是都送哪幾家，你說 TAF 認 

證現在你們都是送正新還是桂田？沒要求？ 

    丁課長偉鵬：一般是沒有特別要求，就是看廠商，因為廠商來標

的也不一定是同一家，他們有時候有配合的廠商或

是其他實驗室基本上我們是認 TAF 認證。 

    吳代表一平：我們這樣子說啦!正新和桂田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

是屬於因為現在事業也很競爭，一樣都是 TAF認證

我們為什麼不送學術單位呢？嘉義大學呢？ 

    丁課長偉鵬：這部分假設代表這邊有對試驗場所有疑慮的話，我

們也是可以請廠商送比較公證單位還是學術單位去

做試驗，避免說有這方面的疑慮。 

    吳代表一平：對呀!還有 AC洗油，還有報告，有會同嗎？還是只

有設計公司拿去？ 

    丁課長偉鵬：這部分我們是依照雲林縣他有一個抽查檢驗要領下

去。 

    吳代表一平：我知道，我是說你們送的時候。我知道，問題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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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送是設計公司送還是你們送？你們有會同嗎？ 

    丁課長偉鵬：通常要送的時候會放在設計監造那邊，然後後面在

一起會同送到實驗室那邊。 

    吳代表一平：你們在會同的時候，有看你們的簽名有沒有被換掉？ 

    丁課長偉鵬：正常應該是抽的時候他們會用 AC 去…沒有，可能是  

用立可白去在 AC上面去做簽署的動作啦! 

    吳代表一平：我是覺得台西公所最近在驗收是很好驗收，像你們

有做嗎？你們做完以後，結果有的地方等你們走了

以後他就加水下去，現在你知道有的像我們這次要

做那個 123線美化只有釘那個，用那個要將化固定

在那裡，你知道那個釘下去就裂掉了，你跟我說有

3000磅，我看不知道有沒有 300磅，所以我跟你講

當然我們知道他們施工就是在比較難做，他們會加

水一點，這也不是工程主題我們是比較沒關係，現

在你像這一件我們這樣子講你們設計方面的部分，

你們設計鄰宅修復一事不管你是標 1 塊還是 2塊，

這個有這個標價在的話你們是不是連鄰宅修復都要

修？ 

    丁課長偉鵬：？ 

    吳代表一平：修復費，銜接費。 

    丁課長偉鵬：對。 

    吳代表一平：不管他標七成標，標起來不管你的價錢多少，你有

這個項目你就是要鄰宅，不管你有給付你就是要修

復嘛! 

    丁課長偉鵬：這部分通常就是說你要是有銜接到人家出入口，然

後銜接到，通常就是要修復。 

    吳代表一平：對啊!你不能跟人家講說我只有做我圖上的，我跟你

說你鄰宅修復是那一間房子的圖你將他標在圖上，

沒有阿你們都沒有標，沒有標那廠商就直接說他們

只有做圖上的，那這個要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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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課長偉鵬：代表這部分通常假設對裡面的還是說項目有 問題的

話，我們會請監造單位再一起去會同說他的設計的

範圍是在哪邊，通常會再請設計單位，因為他是一

開始畫圖然後設計的廠商。 

   吳代表一平：他如果說要算到這麼清楚我講給你聽，他安全標誌

活動拒馬他也沒有用，照理說是不是要將他刪掉，

像你沒有做洩水坡度，你們的設計裡面這件就比較

奸，你只有依照現況調整，我跟你講你如果設計 2%

的洩水坡度，我看你要怎麼驗的過，所以這一件我

跟你講，你們在驗收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包括水

溝蓋給人家勾破現在也還沒有去修理，AC的刨除厚

度你們設計刨除 5 公分，你刨除 5 公分嗎？那本來

的路舊有的路已經和房子一樣高了，結果你們刨除

只有刨除 3公分又封了 5 公分，變成比別人的房子

還高，以後水就會倒流到人家的家裡面，這個要怎

麼解決？這個是無解了，這個根本就無解，你刨除

的時候當時你就沒有刨除 5公分，你又加封 5公分

這樣是不是比別人的房子還高，現在怎麼辦？所以

我希望你們這一件在驗收要注意，不然到時候問題

很多。 

   丁課長偉鵬：代表建議的部分我們會特別再跟施工廠商、監造單

位去反應，然後驗收的時候我們會加強注意。 

    吳代表一平：再來的 3點，那天你們發一個公文給我，你們去跟

縣政府問的，我問你依照政策延續性，你不能說現

在 3 戶，你若舊有的，現有的你說你要新做的我不

敢跟你講，你原有做好的是你們做的為什麼不能幫

人家修復呢？這個問題你們只有問縣政府也不對呢？

像政風室我跟你講，你只有說有疑慮有疑慮，有疑

慮你要將問題找出來，要怎麼解決嘛!你不能只有說

一句有疑慮而已嘛!現主時的狀況鄉下地方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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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越來越少人了，但是這個東西是你們做的，比

如說依照早期漁會在加很好加，現在變難加，你可

以跟以前的會員說你們都不符合現在的資格都把你

們趕出去，不可以這樣子啊，這政策是一個延續性

的，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呢？我相信縣政府上級單

位也不是這個意思，壞了不幫人家修理，我在跟你

講的你應該知道是哪一件，十張犁這一件，政風室

說他有疑慮那你們就不做，問題水溝、柏油路都是

你們做的，你影響的不是要進去的那一戶主戶是旁

邊那一戶，破了沒有辦法幫人家修理，水一直灌到

人家的家裡去，你一直說這是私人土地，這樣對嗎？

要叫縣政府來看是不是道路，結果你們發文去他們

有來嗎？也沒有來啊!也沒有再跟我們通知，因為包

商去做了，像你說的包商去做好了，私人做的沒有

花到公家的錢沒錯，我問你你是跟我說包商比較怕

十張犁村長，會盯他，比較不怕我們，那沒關係我

聽起來是很高興，因為我在他的心目中是溫如儒雅

型的，但是你不要背後說十張犁村長的壞話，說他

很兇這樣也不好，這問題是我們遇到了我們要解決，

不是說有疑慮有疑慮，因為現在現主時很多這種問

題，尤其是庄內道路，看你們是要怎麼發文，沒關

係你有一個明確規定，明確規定新設不能新設就不

能新設嘛!這沒有關係，也不可能叫你們去做違法的

事情，但是，不是像政風室說一句有疑慮，有疑慮

你們就不敢做，政風室我跟你講，你也是領台西公

所的錢，你不能只有這樣子說有疑慮這樣就丟著，

要怎麼解決你們要講啊!你們有辦法把公文寫出來，

我可以跟民眾交代，欸!就是你有問題，你不要，不

是只說個有疑慮你們就把東西丟著，庄內道路那麼

多，這個大家都遇的到，你要看說這依照舊設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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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可不可以修理，你如果是新設的我們不要講，新

設的當然是沒有辦法，舊的呢？既有的呢？你不能

你既有，你民國八十幾年水溝蓋跟人家做一做，全

崩你把他當成私人土地我不幫你做了，那你叫他怎

麼辦，這個有合理嗎？我相信不合理，我希望這一

點你們可以跟政風室再討論、研究一下，不是只有

發這個文跟我說你們有跟縣政府問，我跟你講公務

人員就是這樣子，他又發一張文說我們再來看是不

是機車道路，那這一件事情就又結束了，好不好，

這個問題可以幫我們解決一下嗎？不然再來會慢慢

遇到這種問題，鄉內道路這種很多私設巷道也好，

現在都繼承了嘛!以前早期也是你們做的，這是歷史

的共業，看能不能處理一下，你現在跟人家說沒有

辦法處理，你們會怕，有疑慮，那就不知道該怎麼

辦了，好不好？ 

    丁課長偉鵬：代表建議的部分我們會再研議，後續縣府的回文我

們也會再檢討看怎樣也會跟政風室，因為現在實在

一直在改，然後有些新進人員一些行政程序也是比

較擔心這一塊，有鄉民跟你們反應我們也會盡量去

克服去處理。 

    吳代表一平：縣政府給我們一個明確，舊有的我們可以修復，你

新設的我們就不要講了，法律規定不行就不行，那

舊有的看能不能修復好不好？ 

    丁課長偉鵬：代表的建議我們會再注意。 
    吳代表一平：好啦!就這樣啦!那我再請教一下代理鄉長，鄉長你

好，你來代理的這段時間很榮幸認識你，現在你馬

上要回去縣政府擔任參議了，我如果沒有記錯你應

該跟我說過你是督導環保局，我是在這裡跟你建議，

你如果回去環保局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講一下，你也

跟環保局長建議一下，你們那個環保稽查大隊我看

乾脆改名環保抓不到大隊啦!去年 12 月開始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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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名、住址都留給你們了，偷倒在大排跟稽查

大隊問，派 3 個人來看，我跟你講斗六來到這裡，

出差費應該也不少，派 3 個來拍照，拍到現在沒消

沒息，前兩天我們清潔隊長在跟他講他才跟我講，

他說因為公司倒了，要找負責人，但是這是今年農

曆過年前我就問清潔隊長哦!我說現在事情是怎樣，

他說就公司倒了要找負責人，到現在還在找負責人，

我看他這個抓不到大隊你回去要建議改名，像這個

根本沒有用，有名有姓你們都抓不到了，更不用說

偷倒的，那個實在很誇張，這個承辦人員我跟你講

他如果不是在職的我看這個人就要幹掉了，哪有人

在工作是這種態度的，你跟他問，他才說：啊!他就

比較忙忘記了，等於我們跟你們報那有什麼用，台

西是一個風頭水尾的地方很容易被人家偷倒東西，

跟縣府報這個稽查大隊哪有用，因為抓不到，我還

沒有看過他們抓到的時候，偷倒沒有名你說沒有名

抓不到沒有監視器抓不到，人家留名片在那裡要叫

你們抓，你們還抓不到，那我也沒有辦法，這個實

在很誇張，拜託鄉長你如果回去做參議回去督導的

時候，可以幫我們跟他講一下，像這樣子實在太誇

張，到那一天才跟我講，昨天還是前天才跟我講，

他要趕緊派人去將那些偷倒的東西清走，不然放在

那裡不好看，我說你也知道不好看，放半年了，你

現在才知道難看，那個不會很誇張嗎？承辦人員當

場這樣跟我講，半年了你現在才知道那堆垃圾丟在

那邊難看，才要叫人家去清走，這個拜託鄉長如果

回去做參議在督導的時候，幫我們說一下。 

    鄭代理鄉長育麟：好。 

        吳代表一平：好，謝謝啦!好啦，沒事啦!祝我們在場的女性同仁 

有小孩的母親節快樂。 

      林副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還有其他意見嗎？哪無意見，繼續議

程。 

    林秘書俊嵩：宣讀會議記錄： 
吳一平代表建議：針對農業災害部分，若要補助希望要統一一致，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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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農業課向縣府爭取統一一致來補助，不要只有東

勢鄉有，我們台西、四湖都沒有，因為畢竟臨近鄉

鎮補助可以一起補助，這是吳一平代表建議農業課，

請農業課配合辦理。 

吳一平代表建議：建設課的部分，我們有好不容易要到的經費預算，

應該要全部使用在地方公共建設，不要好不容易要

到的經費，用一部分以後，又被縣府收回去，請建

設課配合辦理。 

吳一平代表建議：我們有工程公共設施的部分要驗收，是不是針對公

證單位或是學術單位來送驗比較有一個公信力，請

建設課配合辦理。 

吳一平代表建議：如果公所施工的時候有去損壞到的部分，造成鄉民

不方便，應該請建設課找出相關一些政策來處理解

決，請建設課配合辦理。 

吳一平代表建議：台西算是風頭水尾，比較容易被偷倒垃圾，偷倒垃

圾以後反應到環保局之後，環保局處理的速度有比

較慢比較沒有積極，拜託鄉長借用到你的專業，希

望鄉長能幫我們向環保局反應一下，針對台西鄉這

邊如果有被偷倒垃圾的部分，比較能積極下去處理，

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還有其他意見嗎？哪無意見，本次會

期到這結束。散會。 

     

     

     

     

     

         
八、散會：民國 111 年 05月 06日上午 11 時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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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決算

案，請  貴會惠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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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計  
2  

檢送本鄉 110 年度動支第

二預備金數額表案，請  貴

會審議。 

照原案通過 
主席報告並無

錯誤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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