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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一、 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1 屆第 11、12 次臨時會會議記錄資料，編輯

而成。 

二、 本刊內容按其性質分類編輯，計有會議記錄、決議事項、附錄等。 

三、 所有報告及詢答，未經發言者校對，如有詞未達意之處，幸祈發言者

詧諒。 

四、 本刊付梓匆促，內容或有漏誤，在所難免，敬祈匡正。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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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1、1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110年） 

次 別 

時  間 、 議 程 

月 日 星期 上 午 09：00…12：00 下 午 14：00…17：00 

3 23 二 一 報到、預備會議 

3 24 三 二 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議案 

3 25 四 三 討論議案 

3 26 五 四 下鄉考察 

3 27 六  例         假         日   （週  末） 

3 28 日  例         假         日   （星期日） 

3 29 一 五 討論議案 

3 30 二 六 討論議案、 臨時動議、 閉會 

議  事  大  要 審議代表提案等。 

備          註 

一、編訂之議程倘遇大會實際情形或能有所變更。 

二、依內政部108年11月1日台內民字第1080143256

號暨 108年 11月 1日台內民字第 1080143257號

解釋函略:｢連續召開臨時會…例假日如無議

程，自不得計入該次會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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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表席次表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11
12次臨時會代表席次抽籤紀錄表 

號碼 姓 名 號碼 姓 名 

1 王 炫 斐 9 何 麗 觀 

2 許 富 足 10 施 瑞 隆 

3 張 愉 婕 11 謝 孟 釗 

4 潘 閔 東 12 施 義 成 

5 吳 豐 滿 13 林 獻 章 

6 王 麗 雯 14 洪 永 川 

7 張 雅 晴 15 郭 熤 水 

8 王 建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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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1、12 次臨時會議事錄 

參、分類紀錄 

 一、會議記錄 

 （一）、預備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23 日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何麗觀  郭熤水  張雅晴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吳豐滿  王麗雯  許富足  王建斌  謝孟釗  洪永川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議程：報到、預備會議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如席次表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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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1 時 48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何麗觀  郭熤水  張雅晴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吳豐滿  王麗雯  許富足  王建斌  謝孟釗  洪永川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公所 

鎮  長：許志宏                           主任秘書：林威任 

秘     書：                                  民政課長：洪誌誠 

財政課長：連宜瑛                社會課長：許雅茹 

建設觀光課長：楊仁佑                      農業課長：許恭隆 

行政課長：吳俊和                           工程隊長：吳憲昌(代理隊長)    

人事主任：謝士宏                           主計主任：姚鈺雯 

政風主任：吳仰琦                           清潔隊長：林大欽   

文化所長：沈蔓玲                   幼兒園長：黃麗文 

公用事業管理所長：黃國峰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主席：王炫斐 

紀錄：林惠淳 

議程：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議案 

開會：行禮如儀 

 

主席致開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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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席炫斐：許鎮長、林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潘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

黃秘書、服務團隊，大家好！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參加本會所召開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本次會期自 3月 23日起至 3月 30日止，會議

為期 6天，本次會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召開，主要審議代表提

案，共 2件議案，希望在本次臨時會提出並深入探討，請公所及代表多多

協調、溝通，也請各位代表同仁務必準時踴躍出席會議，感謝大家。 

預備會議：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1、12 次臨時會代表席次抽籤

記錄(P4)。 

主席報告代表出席及缺席人數： 

王主席炫斐：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代表總數 15席，出席 11名，缺席

4名，出席代表已超過法定人數。 

秘書報告議事日程：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1、1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P3)。 

王主席炫斐：剛才黃秘書所報告的議事日程，各位代表有何意見？若沒有意

見，照議事日程表進行。 

報告事項：報告請求召開臨時大會主要事項： 

王主席炫斐：鎮公所於 3月 16日提出本次臨時會的公所第 1號議案，已經分

送到各位代表手中，本案將列入討論議程，相關內容請各位代表參閱。各

位代表有何意見？若沒有意見，繼續。 

討論議案： 

王主席炫斐：現在進行討論議案，關於本次臨時會的第 1號議案及第 2號議案

有下鄉考察的必要，請秘書先宣讀第 1號議案及第 2號議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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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案號：代

表提案第 1號議案； 

    案由：為本鎮第一市場二樓承租知名健身俱樂部，活化蚊子公共空間，值

得讚揚，邇來多位年長民眾反映，第一市場為四、五十年之老舊建築其結

構是否可承受新增施設（重量訓練器材、水療池等），請鎮公所提出第一

市場建築主體結構及租賃合約內容之專案報告，以確保場地公共安全無

虞，提請大會公決(P24)。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案號：代

表提案第 2號議案； 

    案由：為舊鹿港溪整治工程即將完竣，鄰近本鎮聖神廟附近車圍巷乃為早

期古聚落社區之一，建請鎮公所規劃、整理該區域古巷道，裨益配合舊鹿

港溪整體觀光景點動線、豐富二鹿風華的歷史人文景觀，提請大會公決

(P29)。 

王主席炫斐：明天請公所建設課及相關課室針對第一市場的租賃合約內容及建

築主體結構提出報告，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第 2號議案是由張雅晴代表

所提出，有需要補充嗎？明天再一併補充。本次臨時會的這 2件提案有必

要到現場會勘了解，明天先請公所針對第一市場 2樓的建築主體結構及租

賃合約內容提出專題報告，後天（星期五）下鄉考察，請各位代表及同仁

踴躍出席，時間已經到了，今日上午的議程先到此，散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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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1 時 25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何麗觀  郭熤水  張雅晴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吳豐滿  王麗雯  許富足  王建斌  謝孟釗  洪永川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公所 

鎮  長：許志宏                           主任秘書：林威任 

秘     書：                                  民政課長：洪誌誠 

財政課長：連宜瑛                社會課長：許雅茹 

建設觀光課長：楊仁佑                      農業課長：許恭隆 

行政課長：吳俊和                           工程隊長：黃相文 

人事主任：謝士宏                           主計主任：姚鈺雯 

政風主任：吳仰琦                           清潔隊長：黃雅吟(代理隊長)     

文化所長：沈蔓玲                   幼兒園長：黃麗文 

公用事業管理所長：黃國峰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主席：王炫斐 

紀錄：林惠淳 

議程：討論議案 

 

王主席炫斐：開始進行會議。許鎮長、林主秘、各位公所主管、各位代表同仁、

黃秘書、服務團隊，大家好！今日議程是討論議案，現在報告代表出、缺

席人數，代表總數 15名，出席 11名，缺席 4名。我們繼續討論議案，針

對第 1號議案－「為本鎮第一市場二樓承租知名健身俱樂部」乙案，我們

請鎮公所針對第一市場建築主體結構及租賃合約內容提出專案報告，昨天

因為提案人何麗觀代表還有另外的行程，現在是不是請何代表做個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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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午安！很不好意思，昨天剛好

有事，所以把這件案子改到今天討論，因為我住在市場旁邊，很多長者看

到 World Gym吊健身器材上去，他們都很擔心，因為市場的建築物至少有

40年的歷史，我來鹿港鎮剛好有 40年，當時它就已經蓋得差不多了，現

在就是「承受力」的問題，他講得也有道理，那些器材進去的總重量是多

少？我們不知道，在上面運動的人是不是會有加速、加重的可能？那個力

量，我們的承受力是否夠格？因為下方是市場，所以他們很擔心，在下方

的人更害怕，現在還有地震，不過目前已經是變成「人震」了，不是「車

震」，是「人震」，重量的部分，他們有沒有去計算過我們的承載力是否夠

格？ 

王主席炫斐：感謝何代表的發言。好像去年有做過補強吧？是不是？ 

何代表麗觀：因為我看我們的補強應該是一般基礎的補強，不是顧慮到有那麼

多重型器材的加強版。 

王主席炫斐：感覺效果不彰，妳會怕。 

何代表麗觀：大家真的很害怕。 

王主席炫斐：也是要去市場捧場一下，不能都只吃外食，也是需要照顧我們的

傳統市場。 

何代表麗觀：對。 

王主席炫斐：現在請相關單位，是建設觀光課嗎？ 

楊課長仁佑：公管所。 

王主席炫斐：請公管所所長。 

黃所長國峰：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公管所在此針對代表所提的

「二樓健身房新設設施、水療池對市場二樓建築主體結構是否會有影

響？」提出專案報告，這邊有投影片（P25~P28）。我們跟二樓健身公司的

租賃契約期間是自 109年 10月 15日至 129年 10月 14日止，共計 20年。

租金計收是每月新臺幣 48 萬元，每半年為一期繳費，第一期租金新臺幣

288 萬元已於 110 年 3 月 15 日匯入鎮庫。第三點是針對方才何代表所提

出的部分，在此說明，契約第 8條有規定「租賃方於租賃期間因營運需求，

需增添、更換設備與裝潢時，如有涉及法規需經主管機關許可者，應報主

管機關審查許可。」，健身公司原則上在做室內裝修的時候，他是有依法

規向縣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及室內裝修許可，所送審查文件包括結構補

強計算書及結構圖，以下有附圖，圖片上有計算書及結構圖，事務所得到

的結論是「二樓版結構足以承受用途變更之設計活載重。」、「本案變更工

程不影響原建築物之耐震安全性。」，這是健身公司委託結構事務所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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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證明書，他的證明書也要送到縣政府去審核，縣政府後續也有核發變

更使用執照，所以經結構技師分析檢討其構造符合建築規範要求，其結構

安全無虞。因為我們的租約長達 20 年，為了督促廠商注重履約品質的良

好，有訂了一些條款，健身公司要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管理維護租

賃標的；消防安全及電機設備定期檢修及申報；不得轉讓、轉租、轉借或

其他方法交付他人使用收益；租賃方不得非法使用、陳列及販賣危險性物

品，其他本所通知禁止之事項。以上為重點式的報告。 

王主席炫斐：好，黃國峰所長請坐。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可是裡面沒有提到器材的承受力、重量，因為我們是做這層樓結

構的承受力，但是他吊上去卻沒有計算它到底有多重。 

王主席炫斐：他不了解，建設課長才知道。 

何代表麗觀：其實在做建築的，我跟你講，那不是不知道；還有一點就是他還

有水療池，水療池的底部到底做得如何？我們也不清楚。 

王主席炫斐：何代表，我知道，我跟妳講，他是管理廟宇及市場，這方面他不

了解，等一下再請建設課長做報告，黃國峰所長請坐。請建設課長。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在此做個補充說明，原本這

棟建築物就是屬於「公眾建築物」，依照設計規範，它的樓版承載力本來

就是每平方公分要 500 公斤，就算是以目前最新的規範，在健身房的部

分，他的規範也是一樣，就是每平方公分要 500公斤的承載力，當初這棟

建築物，我們在做耐震補強的時候，耐震工程及活化的契約是同時進行，

當時我們在規劃整個耐震設計的時候就有請健身房的廠商提供他們的載

重需求，所以我們在做耐震評估的時候，有把他們的承載部分一併納入整

個結構計算去做檢討，我們這邊在耐震設計的部分是結構技師有做簽證，

健身公司在送使用執照的時候，本來行政審查就有包含結構計算書的部

分，所以 World Gym的建築師還有再去申請一次簽證，原則上這棟建築物

的承載能力是足夠的；另外提到防水部分，水療池本身的樓版承載力是足

夠的，只是關於漏水的問題，因為他們要做水療池，本身 World Gym的廠

商就要自行負擔做防水的部分，所以這個部分是由 World Gym自行負責，

若是發生漏水，當然依照契約也是由他們自行負責，以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他吊上去的器材，說實在的，所有人都不在場，他有多少東西進

去？它的重量有多少？吊上去的器材，真的，所有長輩都在擔心該怎麼

辦，這棟 40 年的建築真的有辦法承受嗎？若是這樣使用，像我這種身材

的人，20公斤還好，像我們這種 80公斤的使用下去就是不一樣，其實他

們會擔心也不無道理，當然我們有租金可以收，我們是很高興，現在就是



 12 

怕下方剛好是市場，人口也多，他們很害怕，我是跟他們講說那是知名的

健身公司，他的設備應該都做得很好，他們還是很害怕，怕說器材的重量

加上使用者在使用器材時的承載力，他們一直很擔心，他們可能很怕像我

這種身材的人去使用。 

王主席炫斐：對。課長，經你這樣看是沒問題的吧？承載力應該是沒問題吧？

它的空間這麼大，現在的問題是人員，去運動的人及器材所加總的重量，

你看依你專業的見解，應該是沒問題吧？ 

楊課長仁佑：回覆主席，之前在做耐震時就有把所有的重量評估進去了。 

王主席炫斐：他們都有計算進去了？ 

楊課長仁佑：對。 

王主席炫斐：都有評估進去就對了？ 

楊課長仁佑：對，原則上是沒有問題。 

王主席炫斐：何代表，廠商有跟課長講了，有把重量、人員及器材全部評估進

去，承載能力是足夠的，妳回去再跟妳的選民講，是沒關係、沒有問題的，

也適合妳減肥。各位代表有何意見？這次的招商也算是非常成功，公所這

方面真的有用心，1 個月 48 萬元的租金，對我們的稅收很有幫助，確實

很多，我們也給予肯定，感謝 2位主管的報告。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看法

或是意見？沒有嗎？施義成代表以前算是提問最多的，今天是怎麼了？你

看到後面有什麼東西？便當送來了。各位同仁，若暫時沒有意見，會議時

間也差不多了，明天上午 10 點半是下鄉考察，在公所前面集合，請各位

代表同仁踴躍參加，也請公所派相關人員陪同，也希望能派輛車，今日上

午的議程到此，感謝大家！ 

 

 

散會 

 

 

 

 

 

 

 



 13 

（四）、第 4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何麗觀  郭熤水  張雅晴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吳豐滿  王麗雯  許富足  王建斌  謝孟釗  洪永川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議程：下鄉考察 

考察地點： 

1、第一市場二樓健身俱樂部。 

2、聖神廟附近車圍巷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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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5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1 時 52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何麗觀  郭熤水  張雅晴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吳豐滿  王麗雯  許富足  王建斌  謝孟釗  洪永川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公所 

鎮  長：許志宏                           主任秘書：林威任 

秘     書：                                  民政課長：洪誌誠 

財政課長：連宜瑛                社會課長：許雅茹 

建設觀光課長：楊仁佑                      農業課長：許恭隆 

行政課長：吳俊和                           工程隊長：黃相文   

人事主任：謝士宏                           主計主任：姚鈺雯 

政風主任：吳仰琦                           清潔隊長：黃雅吟(代理隊長) 

文化所長：沈蔓玲                   幼兒園長：黃麗文 

公用事業管理所長：黃國峰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主席：王炫斐 

紀錄：林惠淳 

議程：討論議案 

討論議案: 

王主席炫斐：許鎮長、林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潘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

黃秘書、服務團隊，大家好！今日議程是討論議案，現在報告代表出、缺

席人數：代表總數 15名，出席 12名，請假 3名。我們繼續討論議案，上

個星期五，針對何麗觀代表所提的第 1 號議案及張雅晴代表所提的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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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議案，我們有安排下鄉實地考察，各位代表的心中已有一些概念，現在

就這 2件提案做一個綜合討論，請各位代表針對這 2件提案的內容表示你

們個人的意見。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午安！我們下鄉去 World Gym

考察，說實在的，在重訓及各方面的設備真的很好，有適合像我這種缺乏

運動的人去使用，但是我到那裡還有問一個問題，因為這是一棟 4、50

年的老建築，當初的結構施工是可以、OK、沒有問題，他有跟上級說這些

重量是算在一起，我不知道，因為建築法規也一直都在修改，像之前的兒

童遊戲場，一份公文來而已，就都全部換新的。現在的建築法規一直在修

改，公所是跟他簽 20 年呢；20 年，我大概也掛了，是說 20 年，那棟建

築物就有 60 年，是否還依然有辦法負荷？因為我很擔心安全問題，運動

是很好，我覺得該推動就要推動，是沒有錯，但是我們是不是都要重視這

個問題？雖然我在這裡說歸說，我們也已經跟人家簽約了，說實在的，也

沒辦法改變什麼事實，但是這些都有紀錄，我的意思是之後我們也比較沒

有責任問題，你想想看，在那裡光是舉重就有 1、20公斤，大家都沒有算

這個，結構是結構那一層樓，不是結構上面有疊多少東西，我想這個問題

也是要注意，說實在的，能夠租出去，很值得高興；能夠收這麼多租金，

我也很高興，對吧？運動帶給我們的是「健康」，我們也是很高興，但真

的是結構上的問題，這一點是我心裡比較擔憂的。 

王主席炫斐：妳會擔憂。 

何代表麗觀：對。 

王主席炫斐：替鎮民擔憂。 

何代表麗觀：對。 

王主席炫斐：妳要請何人答覆？ 

何代表麗觀：因為下方是市場，我們擔心的是下方是市場，晚上若是發生事故

還沒關係，但若是白天呢？造成國賠或是其他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下，鹿港

鎮真的會出名，而且我們是簽 20年，我們是否有辦法以 10年一簽的方式，

就以「滾動式」的方式，10 年後，我們一樣會租給你，但是建築物的結

構要再重新檢驗，待確認後再承租，是不是可以這樣？ 

王主席炫斐：妳先聽聽看公所的建議，看他們有什麼配套措施或是方針可以防

範，請建設課長。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在此回覆何麗觀代表的意見，

不管是任何建築物，只要是公有的，它本來就會依最新的法規去做檢討，

因為在 921之後就有修正耐震的係數，所以不管是哪一棟建築物，只要是

公有的，都會重新檢討它的耐震，不是只有那一層樓去做檢討，是整棟去



 16 

做檢討，所以當初的重量需求，本身我們就有先請 World Gym提供需求，

我們才會去做整棟的耐震設計。 

何代表麗觀：我們也有做耐重的結構嗎？ 

楊課長仁佑：有，當初耐震的結構是有承重牆的概念。 

何代表麗觀：是有？ 

楊課長仁佑：有。 

何代表麗觀：另外我還有一個問題，之前王縣長在擔任鎮長時有爭取到 800

萬元，就是 2樓有爭取一些設備，現在我們已經承租出去了，之前的那些

設備呢？ 

楊課長仁佑：要問公管所。 

王主席炫斐：請公管所所長。 

何代表麗觀：當時是美食區。 

黃所長國峰：對，美食區，有一些洗碗機及抽風等設備先暫時放在清潔隊的舊

隊部。 

何代表麗觀：都有搬到我們的倉庫就是了？ 

黃所長國峰：對，先暫時放在那邊。 

何代表麗觀：這樣也很浪費，當時我也有提出手扶梯的問題，才會跟現在的縣

長有一段時間都沒有交集，雙方爭吵不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租約，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跟他講說有一種叫作「滾動式」的契約，就是 10 年一

簽，因為我們也會害怕，現在 40 幾萬元，說實在的，效果真的很好，但

是我們也會擔心未來，不一定，到時候若是有所建設，金額就不大了，因

為房價會漲，錢會變薄，關於租約的問題，我們現在就跟人家決定 20年，

假設到時候，當然他若是營運的好就會繼續一直租；若經營不善的時候，

我們在租約上是不是能有一些條款可以約束？不然換他當二房東還是怎

樣，他也可以租，若是承租到一些品行不良的，我們也是很麻煩。 

王主席炫斐：妳若是有疑慮，租約的內容可以先細讀，再提出來研議，沒關係。

各位代表還有何問題？請施義成代表。 

施代表義成：剛才提到 World Gym的問題，有民眾在反映停車的問題，有的要

去運動，會停在以前那個時鐘下那個位置，晚上他們的機車停在那裡併

排，有時候變成兩排，造成行車出入不便，還有有的車輛會停在鹹酥雞那

一排，停了好幾輛在那裡，警察都會去開紅單，只要是開車來運動的，他

們停在那裡一下車，上樓一運動就是好幾個小時，看公所有沒有辦法跟廠

商研議，請他宣導，我們是不是有停車場？騎機車的，跟他們宣導一下，

若是要來運動的機車族，請他們把機車停在停車場；若是開車來運動的，

請他們想辦法，看是要停放在立體停車場，花個錢停車還是如何，不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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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汽車這樣停會造成市場出入上的不便，是不是能夠拜託廠商幫我們

宣導一下？好嗎？ 

黃所長國峰：施代表，這個部分，我會再跟廠商研討一下。 

王主席炫斐：還有代表要發言嗎？各位代表，若沒有其他意見，時間差不多了，

上午的議程到此，休息。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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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6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30 日上午 11 時 29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何麗觀  郭熤水  張雅晴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吳豐滿  王麗雯  許富足  王建斌  謝孟釗  洪永川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公所 

鎮  長：許志宏                           主任秘書：林威任 

秘     書：                                  民政課長：洪誌誠 

財政課長：連宜瑛                社會課長：許雅茹 

建設觀光課長：楊仁佑                      農業課長：許恭隆 

行政課長：吳俊和                           工程隊長：黃相文   

人事主任：謝士宏                           主計主任：姚鈺雯 

政風主任：吳仰琦                           清潔隊長：林大欽   

文化所長：沈蔓玲                   幼兒園長：黃麗文 

公用事業管理所長：黃國峰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主席：王炫斐 

紀錄：林惠淳 

議程：討論議案、臨時動議、閉會 

討論議案: 

王主席炫斐：繼續進行會議。許鎮長、林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潘副主席、

各位代表同仁、黃秘書、服務團隊，大家好！是不是請潘副主席就座？潘

副主席，好嗎？好的話，快上來就座。今日議程是討論議案及臨時動議，

今日是最後一天的議程，現在報告代表出、缺席人數：代表總數 15 名，

出席 10名，缺席 5名。今日是最後一天的會議，為期 6天的臨時會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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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們先針對何麗觀代表所提的第 1 號議案，各位同仁有去實地勘

查，有何寶貴意見？可以提出來討論。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我只是在想從過年增加的

3公斤都還沒有減下來，我也很想去樓上運動一下。 

王主席炫斐：妳可以，我建議妳，當然減肥是第一要領；第二，妳去請一些專

家，當然這樣最好，現在有一些人民團體，還是一些專家團隊來協助我們。 

何代表麗觀：對。 

王主席炫斐：每半年來測量一次並張貼告示，讓百姓能夠安心，也是可以。 

何代表麗觀：也比較安心，對。 

王主席炫斐：這算是在妳的轄區之內，妳再去找看看。 

何代表麗觀：好。 

王主席炫斐：建設課長也算是這方面的專家，對吧？妳也可以請他們介紹，找

學校、研究單位或是一些社團，比較專業的，都能夠來配合。 

何代表麗觀：有，應該是有一些結構技師之類的。 

王主席炫斐：因為妳這麼用心，應該是有辦法找得到。 

何代表麗觀：我再用心找看看。 

王主席炫斐：對，沒關係，要花錢也沒關係，因為我們公所也算是有錢，我們

的許鎮長也是在市場長大的，那棟建築物，他也算是人家常言的「吃百家

飯」長大的，他是吃好幾百攤長大的，孩提時代是在那裡長大的，真的很

辛苦，妳再多用心點找看看，再跟課長研議看看，這個應該可行，何代表

算是比較常進出市場，婆婆媽媽比較常找妳，比較會去向妳請教這些問

題，當然我也知道妳可能遇到的問題比較多，婆婆媽媽比較常找你，妳就

針對這個部分，每半年或一年檢驗 1次，為了安全問題，對吧？把告示貼

上去，人家若是問起就請他去看告示，這樣沒問題，應該是這樣。各位代

表還有何意見？王麗雯代表呢？王麗雯代表為何欲言又止的樣子？沒有

嗎？若沒有意見，針對何麗觀代表所提的第 1號議案－「為本鎮第一市場

二樓承租知名健身俱樂部」乙案，請公所針對第一市場建築主體結構及租

賃合約內容提出專案報告，以確保場地公共安全，提請大會公決，贊成照

原案通過的請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9名，舉手贊成 7名，以上。 

王主席炫斐：何麗娟代表所提的第 1號議案，超過半數，照原案通過。請公所

重視代表所討論的寶貴意見，大家互相監督、求進步，繼續下一個議程。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案，案號：

代表提案第 2號議案； 



 20 

案由：為舊鹿港溪整治工程即將完竣，鄰近本鎮聖神廟附近車圍巷乃為早

期古聚落社區之一，建請鎮公所規劃、整理該區域古巷道，裨益配合舊鹿

港溪整體觀光景點動線、豐富二鹿風華的歷史人文景觀，提請大會公決

(P29)。 

王主席炫斐：針對張雅晴代表所提的第 2號議案，本案提案人為張雅晴代表，

有需要補充說明嗎？張代表，有嗎？請張雅晴代表。 

張代表雅晴：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針對舊鹿港溪這一案，因為大有里的

里長跟我反映很多次，就是他們的一些巷道要連接舊鹿港溪完工之後的那

種景色，希望能夠由代表會及公所一起協助，看能不能讓那些巷弄有一個

良好的環境，希望大家能夠支持，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可以，請立委去多爭取一些回來，許鎮長這邊應該也能夠

互相配合，是沒有問題的。這支麥克風的聲音有些瑕疵，比較沒有磁性，

秘書，要更換一下。麥克風的聲音怎麼怪怪的？感謝張雅晴代表的補充，

請課長起來報告一下，那天去勘查，那裡的範圍確實很大，我看那裡的道

路也有 30 年沒有整修了，若有機會就規劃看看，帶領內部的技術人員去

會勘，應該可行。請課長。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在此回覆張代表的意見，目

前鹿港鎮有很多古老巷道，這個部分，通常我們在申請補助的時候都會碰

到委員提出「土地使用同意書」的部分，因為它畢竟是私人土地，所以這

個部分，我們會再去調查整個土地權屬及範圍，再看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去

進行，最後可能要再看補助單位那邊…。 

王主席炫斐：私人土地，我們若是要建設，大部分都會同意比較多，尤其是那

種老街巷，已有 30年沒有整修，你們就用你們的魅力，對吧？你們鎮長

在那個地方很吃得開，再請他去請人家蓋同意書，要幫他們建設，他們是

不會拒絕的。 

楊課長仁佑：好，這個部分，我們會收集相關資料再去申請補助。 

王主席炫斐：好，謝謝，請坐。感謝課長的報告。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這一案

有何看法或意見？沒有嗎？若沒有意見，針對張雅晴代表所提的第 2號議

案－「本鎮聖神廟附近車圍巷乃為早期古聚落社區之一，建請鎮公所規

劃、整理該區域古巷道」乙案，提請大會公決，贊成照原案通過的請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9名，舉手贊成 8名，以上。 

王主席炫斐：張雅晴代表所提的第 2號議案，超過半數，照原案通過。繼續下

一個議程。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案，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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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公所提案第 1號議案； 

案由：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

受損橋梁計畫 3年(109~111)計畫」等 2案，計新臺幣 908萬 9,000元，〈詳

如附件墊付案明細表〉俟 110年追加減預算或 111年總預算歸墊轉正，提

請審議(P30)。 

王主席炫斐：請提案單位主計室主任報告。承辦單位嗎？請工程隊長。 

黃隊長相文：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工程隊在此補充報

告，這個是針對「洋厝一號橋」，因為在橋梁檢測的時候被列為是 U3等級

的危橋，所以它需要拆除重建，原本一開始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的補助經

費為 2,200 萬元，因為發包了很多次都發包不出去，所以後來又追加預

算，這個部分跟縣政府也有一些協調，後來核定的金額為 3,118萬元，增

加的部分大概用於「假設工程」，因為這個案子在交通部公路總局也被列

管，所以這邊我們也會加速趕辦，以上報告，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第 2號議案，請社會課長報告。 

許課長雅茹：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本案是縣政府補助本所今年

辦理的「長青學苑」部分講師費 8萬元，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感謝 2位主管的報告。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鎮公所所提的

第 1 號議案有何意見還是不清楚的地方？沒有嗎？各位代表，若沒有意

見，針對鎮公所所提的第 1號議案－「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交通部公

路總局「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計畫 3 年(109~111)計畫」等 2

案，計新臺幣 908萬 9,000元」之墊付案，提請大會公決，贊成照原案通

過的請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9名，舉手贊成 8名，以上。 

王主席炫斐：鎮公所所提的第 1號議案，超過半數，照原案通過。繼續下一個

議程。 

 

臨時動議 

王主席炫斐：各位代表同仁，若有任何臨時動議要請公所答覆，請各位踴躍發

言，今日是會期的最後一天。請施義成代表。 

施代表義成：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我要請教清

潔隊，前幾天，我們跟教育部去學校會勘的時候，剛好有學校來拜託我們

公所，因為他們接下來要砍樹，但是他們申請的經費不足，看有沒有辦法

他們把樹砍完之後，拜託公所協助清運，這一點，我們公所有什麼問題嗎？ 

王主席炫斐：請清潔隊長。 

林隊長大欽：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感謝施代表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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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部分基本上是學校向縣政府申請經費，其實他在申請的時候會建

議編足，因為我們長時間下來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之前去一間學校會

勘，他說「這都是你們要做的。」，長時間下來，他就把這項工作推給我

們，所以我建議他們在申請經費的時候，要向縣政府及教育處申請到量化

足夠，我們站在協助的立場是沒問題，但是因為長時間下來，他都會認為

「這都是你們要做的」，我們在執行面就會遇到這個問題，所以都會建議

他們要回歸到原本的經費去申請，若是緊急狀況，由我們來做都沒問題，

畢竟地方的事情就是由我們來做，但是我們一定要讓他有一個觀念－「你

們就是要回歸到原本的經費去申請」；而且我有聽到一個消息，其實他們

申請經費下來，他們是用到別的地方，所以我建議學校還是回歸到教育處

去申請經費，若真的發生緊急狀況，由我們清潔隊來協助都沒有問題。 

施代表義成：若是他們申請的經費真的不足呢？ 

林隊長大欽：就是他們在申請經費的時候一定要請他們量化，因為他們的認知

就是「清潔隊會處理」。 

施代表義成：若是委託清潔隊，我們有辦法給他打個折還是如何？ 

林隊長大欽：其實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委外運到集集，平均 1公噸的處理費就要

2,200元左右，長期下來，對公所其實也是一種負擔，所以我們會建議讓

他整個回歸到原本的經費去申請。 

施代表義成：不是，像這種問題，若是讓公所清運，我們會比較省嗎？ 

林隊長大欽：不會。 

王主席炫斐：跟他酌收費用，意思是一樣都是公家機關，也不要推辭人家，而

且代表也在反映了，一般都會拜託代表反映，我們就向他酌收費用，對吧？

人員若是不足再想辦法。 

施代表義成：因為學校也是屬於公家機關。 

王主席炫斐：對。 

施代表義成：也不是私人的，我的意思是若真的可以，在酌收費用上就打個折，

沒關係，對吧？一樣都是公家機關，給個優待，我們公所就協助他們處理，

朝這個方向可以嗎？ 

林隊長大欽：其實我們可以跟特定學校研議，因為我不知道我們這邊出收據給

他，他有沒有辦法撥經費給我們，所以這個流程要再跟他們研議，因為他

們若是有經費，我們若是向他收費，他可能也會說他沒有那筆錢可以給我

們。 

施代表義成：不是，這個問題，我跟你講，這個問題是鹿港國小的校長向我開

口，你是不是能夠找個時間，打個電話跟校長協調一下？看有沒有辦法，

我是認為我們有辦法協助人家就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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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隊長大欽：對，因為我們機關也是站在協助的立場，協助是沒問題。 

施代表義成：因為我們就有在補助人家了，我認為這個問題比較小，不是很大，

好嗎？ 

林隊長大欽：我們後續會再跟校長研議，看要如何處理。 

施代表義成：對，好嗎？ 

王主席炫斐：好，請坐。因為民意代表也有民意代表的壓力，會有來自地方及

各機關的委託，若是向他酌收費用，也不會造成理所當然的局面，可以看

在代表的面子上打個折，假設 1公噸是 2,200元，我們就向他酌收一點，

也是要讓使用者付費，這樣代表比較好交代，不然免費的，大家都想找代

表，也確實是這樣，要讓代表好做人。上午 11點 47分，施瑞隆代表出席、

張愉婕代表出席，各位代表還有何問題要提出？臨時動議是你們自由發揮

的時間。富足代表有嗎？沒有嗎？若沒有問題，繼續下一個議程。 

 

主席致閉會詞 

王主席炫斐：許鎮長、林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潘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

黃秘書、服務團隊，大家好！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代表提出「本

鎮第一市場二樓承租知名健身俱樂部」乙案，公所已有詳細報告，代表們

也有提出建言，請公所在這方面針對代表的意見去執行；以及「本鎮聖神

廟附近車圍巷之古巷道的整修及規劃」乙案，也請公所妥善規劃，對於地

方的市容及觀光都會有所助益，不要表面做得漂亮，走入巷道內就天壤之

別。再來目前新冠肺炎的疫情尚未解除，防疫期間，大家也要密切注意，

下星期是清明掃墓期間，納骨塔的管制及便民事宜，請公所在這方面做好

妥善的規劃；下次 5月份的定期會就要審查 109年度的決算，請公所這邊

要準備好，再來這次臨時會，代表所建言的部分也請徹底執行，共同為鎮

民打拼、服務，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散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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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議事項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決案 110.03.30 

案  號 
代表提案 
第 1號議決案 類 別 公用事業 

動議人 何麗觀 連署人 

王建斌、吳豐滿、林獻章、 

許富足、王麗雯、張雅晴、 

施義成、謝孟釗 

案  由 

為本鎮第一市場二樓承租知名健身俱樂部，活化蚊子公共空

間，值得讚揚，邇來多位年長民眾反映，第一市場為四、五

十年之老舊建築其結構是否可承受新增施設(重量訓練器

材、水療池等)，請鎮公所提出第一市場建築主體結構及租

賃合約內容之專案報告，以確保場地公共安全無虞，提請大

會公決。 

理  由 

一、 為本鎮第一市場二樓已荒廢成為蚊子設施數十年，本屆

經許鎮長及公所團隊努力下承租給知名健身俱樂部，該
公司標榜：鹿港鎮大型六星級健身房，大平面空間，擁

有重力連動式器材，附設 SPA水療池；活化蚊子公共空

間值得嘉許。 

二、 惟邇來多位年長民眾反映，第一市場為四、五十年之老

舊建築，新增施設及水療池皆為亟具重量之設施，其結

構是否可承受?且水療池倘施工品質如有瑕疵而造成漏
水，恐影響既有結構，安全堪慮，頗感疑問，為解答其

疑義，請鎮公所提出建築主體結構及租賃合約內容之專

案報告。 

辦  法 請依案由、理由內容辦理。 

審  查 

意  見 
 

大  會 

決  議 
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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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決案 110.03.30 

案  號 
代表提案 
第 2號議決案 類 別 建設觀光 

動議人 張雅晴 連署人 

何麗觀、吳豐滿、王建斌、 

林獻章、許富足、王麗雯、 
施義成、謝孟釗 

案  由 

為舊鹿港溪整治工程即將完竣，鄰近本鎮聖神廟附近車圍巷

乃為早期古聚落社區之一，建請鎮公所規劃、整理該區域古

巷道，裨益配合舊鹿港溪整體觀光景點動線、豐富二鹿風華

的歷史人文景觀，提請大會公決。 

理  由 

一、 縣府主政舊鹿港溪整治工程，即將年底竣工啟用，鄰近

本鎮聖神廟附近之車圍巷乃為早期古聚落之社區，亟富
有人文景觀，惟年久失修已漸失昔日記憶，為配合舊鹿

港溪整體景區宜再造古風貌巷道，以因應未來遊客觀光

之需。 
二、 當地居民、里長近來積極陳情，該巷道年久失修，確有

整修之必要性，建請爭取經費或自籌經費規劃施工，以

利改善環境品質暨發展人文歷史景區。 

辦  法 請依案由、理由內容辦理。 

審  查 

意  見 
 

大  會 

決  議 
照原案通過。 

 

 

 



 30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1、12次臨時會議決案 110.03.30 

案  號 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決案 類 別 主計 

提案人 鹿港鎮長  許志宏 

案  由 

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縣市政府加

速整建受損橋梁計畫 3年(109~111)計畫」等 2案，計新台幣

908萬 9,000元，〈詳如附件墊付案明細表〉俟 110年追加減

預算或 111年總預算歸墊轉正，提請審議。 

說  明 

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3、4 款規定

辦理，提請貴會大會審議。 

辦  法 請貴會大會議決復示。 

審  查 

意  見 

 

大  會 

決  議 

 

照原案通過。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1、12 次臨時會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0 日 

      提 

  件   議 

       別 

類   數 

  別 

鎮公所提議事項 代表提議事項 合  計 備      註 

公用事業 0 1 1  

建設觀光 0 1 1  

主    計 1 0 1  

合 計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