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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一、 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記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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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110年） 
次 別 

時 間  、  議 程 

月 日 星期 上 午 09：00…12：00 下 午 13：30…16：30 

4 30 五 一    報到、預備會議 

5 1 六     例     假     日   （週  末） 

5 2 日     例     假     日   （星期日） 

5 3 一 二    開幕典禮、報告事項 

5 4 二 三    綜  合  質  詢 

5 5 三 四    綜  合  質  詢  

5 6 四 五    下  鄉  考  察 

5 7 五 六    綜  合  質  詢 

5 8 六     例     假     日   （週  末） 

5 9 日     例     假     日   （星期日） 

5 10 一 七    討   論   議   案 

5 11 二 八    討論議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    事    大    要 審議本鎮 109年度地方總決算等案。 

備                註 編訂之議程倘遇大會實際情形或能有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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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代表席次表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5 次定期會代表席次抽籤紀錄表 

號碼 姓 名 號碼 姓 名 

1 王 炫 斐 9 張 雅 晴 

2 潘 閔 東 10 許 富 足 

3 謝 孟 釗 11 林 獻 章 

4 施 瑞 隆 12 吳 豐 滿 

5 張 愉 婕 13 郭 熤 水 

6 施 義 成 14 何 麗 觀 

7 王 麗 雯 15 洪 永 川 

8 王 建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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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5 次定期會議事錄 

參、分類紀錄 

 一、會議記錄 

 （一）、預備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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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議程：預備會議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如席次表 P4） 

 

 

 

 

 

 

 

 

 

 

 

 

 

 

 

 

5月 1日例假日(週末) 

5月 2日例假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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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3日上午 11時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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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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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行禮如儀 

 

主席致開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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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會同仁，大家好！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參加本會所召開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本次會期自 4月 30日起至 5月 11日止，會議為期

12 天，主要議事內容為審議本鎮 109 年度總決算案，依照規定提案需要

本會審議通過後，由鎮公所報請縣政府核備；本次會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及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6條規定召開，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出席會

議，以上報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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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及報告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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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定期會代表席次抽籤記錄

表(P4)。 

2.主席報告代表出席及缺席人數： 

王主席炫斐：報告代表出席及缺席人數：代表總數 15名，出席 13名，缺席 2

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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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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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秘書宣讀上次大會議事錄： 
黃秘書輝銘：本會第 21屆第 4次定期會及第 8、9、10次臨時會議事錄已分送

到各位代表的手中，請自行查閱，為了節省時間，省略宣讀，如有疑義，

請予指教，以上。 

5. 主席報告上次定期大會及臨時大會議決案處理情形： 

王主席炫斐：第 4次定期會及第 8、9、10次臨時會議決案處理情形已分送到

各位代表的手中，請自行查閱，若有任何疑問，現在可以提出，再與各位

主管一同討論。繼續下一個議程。 

6.工作報告： 

(1)鎮長施政報告暨上次定期大會及臨時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王主席炫斐：現在請許鎮長做施政報告。 

許鎮長志宏：施政報告(參閱 P56) 

王主席炫斐：請坐。感謝許鎮長的施政總報告，真的很用心。繼續下一個議程。 

(2) 鎮公所各單位暨有關機關主管工作報告 

王主席炫斐：現在請公所各課室主管分別向大會做工作報告，請民政課長。 
洪課長誌誠：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民政課的主要工作內容有自

治行政、村里業務、調解業務、地政、宗教禮俗、教育、體育、民防、兵

役、殯葬等，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工作內容，詳如報告書第 58頁

至第 62頁，請各位代表參閱，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財政課連課長。 

連課長宜瑛：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午安！財政課報告，財政課執掌的業

務包含公產管理、歲入、出納、單照管理、綜合所得稅、房屋稅、地價稅、

契稅、娛樂稅及遠端視訊服務等協辦業務，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

工作內容，詳如工作報告書第 63頁至第 65頁，請各位代表自行參閱，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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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席炫斐：請坐。請建設觀光課楊課長。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建設觀光課主要負責城鄉風

貌的景觀工程，包含規劃設計及建築工程、道路工程的新闢、新建；另外

還有建築管理，包含建、使照的核發及違章業務的查報；另外還有工商發

展業務，詳細的工作內容，請各位代表參閱工作報告書第 66頁至第 67頁，

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工程隊黃隊長。 

黃代理隊長相文：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工程隊的主要

業務為開口契約、管挖申請，工程包括我們本所的預算，還有受委託辦理

縣政府及其他機關代辦的一些工程業務，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工

作報告，詳如工作報告書 68頁至 70頁，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社會課長。 

許課長雅茹：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社會課主要辦理社會救濟及兒童、婦

女、身障、老人等社會福利業務；以及推展社區發展業務，詳細工作報告

請參閱第 71頁至 73頁，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農業課長。 

許課長恭隆：主席、各位代表，農業課工作報告，農業課的主要業務為農業、

林業、漁業及畜牧業，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工作報告，詳如報告

書第 74頁至 77頁，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行政課長。 

吳課長俊和：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行政課在此報告，行政課的

主要業務為採購等相關業務、推動公所資訊電子化、文書作業相關流程及

財產管理等相關作為，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工作報告，詳如報告

書第 78頁至第 80頁，以上報告，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人事室主任。 

謝主任士宏：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午安！人事室報告，人

事室的主要業務為組織編制、任免核薪、文康活動、退休照護、差勤管理

及其他退休照護等等，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工作內容，請詳閱報

告書第 81頁至 83頁，報告完畢。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主計室主任。 

姚主任鈺雯：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主計室所辦理的業務主要為

本鎮預、決算之編列及會計、統計等業務，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

工作內容，請參閱工作報告書的第 84頁，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政風室主任。 
吳主任仰琦：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午安！政風室的主要業務包含採

購監辦、專案稽核清查及各類（對外民眾、對內同仁）廉政宣導，還有協

助處理涉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

相關事件，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書面第 85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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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告，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清潔隊長。 

林隊長大欽：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午安！清潔隊的主要業

務為執行一般廢棄物的集運、辦理資源回收的清運及宣導，另外針對鎮內

清潔髒亂點的整頓及違規廣告的拆除，有關 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

工作內容，詳如報告書第 86頁至第 88頁，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幼兒園長。 

黃園長麗文：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幼兒園的工作項目有教保服

務、行政業務及衛生保健三大要項，109年 10月至 110年 3月的詳細工

作內容，請各位代表參閱工作報告書第 89頁至第 93頁，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文化所長。 

沈所長蔓玲：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文化所主要負責的業務包含

圖書館、公會堂、街長宿舍、桂花巷、藝術村、藝文中心的廳舍管理及相

關藝文活動辦理，另外還有「鹿港四季紅」年度活動的規劃與執行，詳細

工作報告請參閱第 94頁到 97頁，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公管所長。 

黃所長國峰：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公管所主要負責的業務包含

文武廟、市場、體育場、停車場及公園管理業務，詳細的工作報告請參閱

第 98頁至第 101頁，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各位代表同仁，針對剛才各課室主管的業務報告，若是有不清楚

或是想要質詢的部分，現在可以提出質詢，有嗎？各位有何意見？民眾向

你們反映或是自己想執行的。林獻章代表，有要提出嗎？張雅晴代表呢？

沒有嗎？若沒有，今日的議程先安排到此，明天的議程是綜合質詢，請各

位代表同仁儘早出席，屆時綜合質詢再提出，今日會議到此。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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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4日上午 11時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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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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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質詢(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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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4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5日上午 11時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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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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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榮執行長 

主席：王炫斐 

紀錄：林惠淳 

議程：綜合質詢(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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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5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6日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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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王炫斐 

紀錄：黃輝銘 

議程：下鄉考察(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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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6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7日上午 11時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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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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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儼翰(代理課長)                工程隊長：黃相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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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無 

主席：王炫斐 

紀錄：黃輝銘 

議程：綜合質詢(P40) 

 

 

 

 

 

5月 8日例假日(週末) 

5月 9日例假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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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 7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10日上午 11時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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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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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案 

討論議案： 

王主席炫斐：會議開始。許鎮長、林主秘、各位公所主管、潘副主席、各位代

表同仁、黃秘書、各位議事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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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名，缺席 5名。現在進行

討論議案，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屬於「決算案」，決算案並無三讀的規定，

他們是送審查會進行審查，若沒有必要，我們就直接逕付大會討論，看各

位代表意見如何？若沒有意見，我們就逕付大會討論，現在請秘書宣讀公

所提議第 1號議案。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議案。案號：鎮公

所提議第 1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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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鎮 109年度總決算案，提請審議(P45)。 

 
王主席炫斐：現在請相關單位主管說明，請主計室主任。 

姚主任鈺雯：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在此跟各位報告本鎮 109

年度總決算，歲入決算數為 5億 7,965萬 4,023元，均為經常門；歲出經

常門決算數為 3 億 8,716 萬 9,988 元、歲出資本門決算數為 1 億 6,055

萬 4,868元，歲出經資門合計為 5億 4,772萬 4,856元；歲入歲出賸餘為

3,192萬 9,167元。109年度歲入決算數為 5億 7,965萬 4,023元，較預

算數 5 億 1,880 萬 5,000 元超收 6,084 萬 9,023 元，其中歲入保留數為

49萬 5,630元；歲出決算數為 5億 4,772萬 4,856元，較預算數 6億 4,008

萬元減少 9,235萬 5,144元，其中歲出保留數為 9,131萬 3,140元。另第

二預備金預算數為 800萬元，動支數為 293萬 5,029元，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感謝主計室主任的報告，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已說明完畢，

請各位代表同仁詳細參閱內容，踴躍發表並提出你們的高論。11點 50分，

王麗雯代表出席。針對第 1號議案，各位代表有何意見？可以提出討論。

請許富足代表。 

許代表富足：主席、鎮長、主秘、各位一級主管、各位代表，大家好！我想請

教，在 109年度總決算裡面的「財產收入」及「其他收入」，就是增加 17.08%

及 24.91%，這個增加的項目是有哪些？是否能請教主計室主任？謝謝。 

王主席炫斐：「收入」的部分，請財政課長。 

連課長宜瑛：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午安！財政課報告，「財產收入」包

含利息收入、權利金及租金收入等項目，增加比較多的是利息收入的部

分，以上說明。 

王主席炫斐：請坐。 

許代表富足：主席。 

王主席炫斐：請許代表。 

許代表富足：我請教課長，在「補助及協助收入」裡面，差距了 738萬元，這

是計畫型的補助，我們的先前計畫是否要核定再提預算？那為何會減縮

700多萬呢？ 

王主席炫斐：請財政課長。 

連課長宜瑛：感謝代表的提問，財政課說明，關於「補助及協助收入」的部分，

它的計畫型補助收入都是專案型的，這個部分，通常我們預算書若是沒有

編列，都是會歸墊轉正，有一些項目，可能它在年度結束的時候來不及撥

補，這個部分會做歲入保留；而這個部分到底是哪些項目，必須要再詳查

資料，另做說明。 

王主席炫斐：請坐。許代表，有清楚嗎？關於第 1號議案，各位代表同仁還有

何要提出討論？請許富足代表。 

許代表富足：請教一下，107年度的「歲出保留數」有 5,362萬 6,000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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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有保留的原因就是從 107年度至 109年度保留的「鹿港溪排水護岸及

景觀環境營造工程」及「南分圳加蓋工程」，兩案的用地取得，目前執行

的情形如何？還有「南分圳加蓋工程」在 107年度至 109年度的用地取得

都有保留，是否有無償的空間？因為現在水利會都已經改為公務機關，是

否能請我們鎮公所及一些民代向中央申請補助？來造福我們鹿港鎮，因為

我們的鎮庫還要支應用地取得 2,000多萬元，是否能請我們公所多努力一

下？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楊課長。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有關剛才許代表所提的 5,000

多萬元的「護岸款項」部分，那是彰化縣政府辦理「舊鹿港溪排水護岸」

所徵收的費用，107年度時，我們也是把徵收這部分的業務委託給彰化縣

政府去辦理，目前縣政府還在辦理徵收作業中，因為內政部還沒有核定他

的徵收計畫，他徵收的範圍是在青雲路旁邊那一塊空地，目前是作為人行

道，那就是剛才所提到的 5,000多萬元的部分；另外「南分圳」的部分，

剛才代表有提到目前水利會是編制為公家行政單位，但是目前依農田水利

法來講，他的財產還是歸農田水利署所有，所以他不受國有財產法規範，

不適用撥用，所以我們若是要用他的土地，還是要跟他協議價購或徵收。 

許代表富足：關於這一點，我們公部門是否能向中央爭取看看？畢竟 2,000

多萬元對於我們鎮庫來講也是一筆很大的費用，若是我們向中央爭取撥

用，是否就有利於我們鎮庫在未來的建設工程上會比較 OK？是不是我們

這邊再努力一下？ 

楊課長仁佑：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去了解一下，看他目前財產的部分到底是否

適用撥用，我們會再去了解看看，以上，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主秘、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關於總決算的第 3

頁，第四大項的「其他重要說明」中，有一筆建管行政 46萬 3,515元，

這筆是什麼？ 

王主席炫斐：請楊課長。 

楊課長仁佑：回覆何代表的意見，關於「建管行政-建管行政」的 46萬 3,515

元，這筆是我們公所有一筆訴訟案，是訴訟的一些相關費用。 

何代表麗觀：訴訟案？ 

楊課長仁佑：就是有一塊土地，它是「計畫道路」，但目前是作為道路使用，

公所過去是沒有徵收。 

何代表麗觀：沒有徵收？ 

楊課長仁佑：對，他有提出民事訴訟，要求公所跟他徵收、賠償之類的，目前

都還在訴訟中。 

何代表麗觀：你的意思是他的土地，我們把它作為道路使用？ 

楊課長仁佑：沒有，它是「計畫道路」。 

何代表麗觀：是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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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課長仁佑：當初他是先蓋房子，所以他原本在蓋的時候，建築線是指在計畫

道路邊界線上，我不知道當時省政府的規定是如何，反正現況若是「道路」

的話，當時就是沒有徵收。 

何代表麗觀：他是蓋在建築線上，沒有在道路上？ 

楊課長仁佑：他以前是田地；在民國 60 幾年還是田地，當時計畫道路已經公

告了，只是當時他是先行建築。 

何代表麗觀：他是先建築，然後我們再公告計畫道路嗎？ 

楊課長仁佑：沒有，民國 60幾年就公告計畫道路了，只是當時還沒有做開闢，

他是先行建築，所以他有把道路用地留下來。 

何代表麗觀：這樣就只有徵收，怎麼會跟他有訴訟方面的問題呢？ 

楊課長仁佑：因為當時那一段計畫道路沒有徵收到。 

何代表麗觀：那一段沒有徵收？他現在是要求我們徵收嗎？ 

楊課長仁佑：對，他現在要求徵收。 

何代表麗觀：現在是如何？他要求徵收，我們沒有跟他徵收嗎？ 

楊課長仁佑：那是早期，我不知道為何他們沒有去徵收，但是依照地政的說法，

以前若現況是「道路」的話就沒有徵收。 

何代表麗觀：現況是「道路」就沒有徵收？ 

楊課長仁佑：所以這條路有很多段都沒有徵收。 

何代表麗觀：原來是這樣，我才想說奇怪，這個是什麼？所以本來就是「預定

道路用地」，現在他們要求我們徵收；我們有請律師跟他打這場官司？ 

楊課長仁佑：對。 

何代表麗觀：我才想說奇怪，怎麼會有這一筆？好，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許代表。 

許代表富足：請教業務單位，第 53 頁的「鹿港調解會停車場改善工程」234

萬 7,000 元；這個保留原因，目前這個工程的進度到哪裡？何時能夠開

放？是否能請業務單位說明？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楊課長。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在此回覆許代表的意見，關

於「鹿港調解會停車場改善工程」的部分，目前是有完工沒有錯，但是在

竣工圖的部分有一些履約上的爭議，所以我們目前是請他照圖施工，有限

期，限到 5月 15日改善完畢；不過目前廠商的認知傾向於他們有照圖施

工，我們公所跟他之間在履約上有意見相左的地方，所以目前還在跟他做

協調。 

許代表富足：你指的「履約」就是施工的品質跟竣工圖有落差就對了？是不是？ 

楊課長仁佑：應該說是圖面上的範圍跟我們理解上的不一樣。 

許代表富足：就是跟我們要求的不一樣就對了？ 

楊課長仁佑：對。 

許代表富足：現在就是等他們解決就可以開放了，是不是？ 

楊課長仁佑：若是他同意我們的意見去做改善的話，我們會辦驗收，然後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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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放。 

許代表富足：開放了以後，這個停車場是只有進去調解的民眾才能停，還是如

何？ 

楊課長仁佑：這個部分要詢問管理單位是否有對外開放。 

王主席炫斐：請民政課長。 

洪課長誌誠：謝謝許代表的關心。目前調解會的停車場，在工程施做前是提供

給調解委員及來調解的民眾停放，部分車位是留給我們公所自己，比方工

程車的使用，也會停放在調解會停車場的後側，未來若是整個工程完畢之

後，會再做進一步的考量，當然調解委員的部分還是要保留，也要適度保

留給來申請調解的民眾，機車和汽車的車位，我們也會做保留，之後再視

剩餘車位做評估，看是否提供給外部民眾；另外我們的進出並不是以磁卡

為主，所以變成要開放給外部民眾停放的話，目前是比較有困難，可能還

是朝向內部同仁停放為主，大概的規劃是這樣，以上。 

王主席炫斐：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在第 55頁及第 57頁，同樣都是「鹿港鎮內廣場地坪景觀修繕暨

排水改善工程」，這 2筆有何不同？第 55頁的中間，有一筆 350萬元；再

跳過來第 57頁，有一筆 950萬元，這 2筆有何不同？都是「鹿港鎮內廣

場地坪景觀修繕暨排水改善工程」。 

王主席炫斐：請楊課長。 

楊課長仁佑：在此回覆何代表的意見，它是 2 筆預算，總工程經費為 1,300

多萬元，所以是 2筆預算合計使用。 

何代表麗觀：一筆 350萬元；一筆 950萬元？ 

楊課長仁佑：對。 

何代表麗觀：怎麼沒有寫在一起？我想說奇怪，上面的字不是都一樣嗎？ 

楊課長仁佑：因為一筆是工程隊的預算；一筆是建設課的預算。 

何代表麗觀：我想說 2筆看起來差不多一樣，所以一筆是工程隊；一筆是建設

課？ 

楊課長仁佑：對。 

何代表麗觀：你們怎麼會 2個課室都做一樣的東西？ 

楊課長仁佑：有一些是「道路排水工程」，因為裡面有將近 1,000 萬元是「景

觀工程」的部分，我們是併案發包。 

何代表麗觀：是併案？ 

楊課長仁佑：對，我們把它併在一起做發包。 

何代表麗觀：字都沒有差，只有金額有差而已。 

楊課長仁佑：對。 

何代表麗觀：我想說有一個是排水改善工程，所以景觀修繕是建設課？ 

楊課長仁佑：是建設課的。 

何代表麗觀：這是做在哪裡？是我們鎮內的嗎？ 

楊課長仁佑：全部都在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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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代表麗觀：全部都在鎮內？ 

楊課長仁佑：對。 

何代表麗觀：下次不能這樣寫，因為內容全部都一樣，我們就會想說怎麼會有

2筆款項？要也是同一案。 

楊課長仁佑：好，這個部分，我會再做修正。 

何代表麗觀：好。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施義成代表。 

施代表義成：課長，請教一下，剛才有提到「調解會停車場」的部分，你說現

在是因為雙方意見相左，他是沒有照圖施工？ 

楊課長仁佑：我們認為他沒有照圖施工。 

施代表義成：沒有照圖施工，但是他們堅持有吧？ 

楊課長仁佑：他們認為他們有做到那個數量。 

施代表義成：我請教一下，這個有期限嗎？不然他在那裡跟你耗，停車場不就

這樣放著，完全沒辦法使用？ 

楊課長仁佑：我們是限他到 5月 15日。 

施代表義成：5月 15日？ 

楊課長仁佑：對。 

施代表義成：他們有在施工嗎？ 

楊課長仁佑：目前沒有。 

施代表義成：沒有？這樣他是要跟我們槓上還是如何？ 

楊課長仁佑：有這個意味。 

施代表義成：有這個意味？這樣你不能槓輸人家。 

楊課長仁佑：我們是不會輸。 

施代表義成：不會輸？ 

楊課長仁佑：對。 

施代表義成：好。 

王主席炫斐：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要提出質詢或討論？若沒有，會議時間已經

到了，下午再繼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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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 8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11日上午 11時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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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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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案、臨時動議、閉會 

 

討論議案： 

王主席炫斐：各就各位，會議開始。許鎮長、林主秘、各位公所主管、各位代

表同仁、黃秘書、各位議事同仁，大家好！今天是議程的最後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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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繼

續討論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發言，提出自己的高

論並一同討論。許富足代表，妳昨天沒有問完的部分有要繼續嗎？請何代

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主秘、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我想請教第五公墓

的禮儀廳及靈堂，現在委託監造的部分，目前有進度嗎？我這幾天去好像

都還沒有動作；在第五公墓那邊，不是有新建禮堂嗎？目前的進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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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席炫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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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何代表所提的「第五公

墓」部分，目前奠儀廳部分已經設計完畢，工程也已經在簽辦上網發包階

段，建照的部分也正在向縣政府申請。 

何代表麗觀：這時候是在發包階段就是了？ 

楊課長仁佑：工程是在發包階段，建照已經在申請了。 

何代表麗觀：好。 

王主席炫斐：請坐。奠儀廳若是做得不錯會賺錢，你看彰化殯儀館就有賺錢，

還要排隊。 

何代表麗觀：主席，殯儀館若是要排隊就不好了，雖然對你的業務有所幫助，

不過這樣也不是很好，像我們這樣就很難處理；其實第一公墓那邊，我認

為還是要有禮堂。 

王主席炫斐：當然，要慢慢來。 

何代表麗觀：因為在市區，講實在的，騎機車一小段就到了，但到第五公墓真

的有點距離。 

王主席炫斐：有一段距離。 

何代表麗觀：若是依舒適度來講，有的都騎腳踏車或是騎機車，那有多危險？ 

王主席炫斐：那邊比較靠近市區，民眾的接受度也比較低。 

何代表麗觀：不是，其實講實在的，是先有公墓在那裡，當初在興建時都知道

公墓就在那裡，而我們新建的是禮堂，不是焚化爐什麼的，都不是，照理

說是要宣導，因為是先有公墓，不是先有他們的公寓，他們在認知上，本

來心裡就有個底了；講實在的，在那裡服務這些民眾會比較好，但是我們

在市區的，到郊區真的有一段距離。 

王主席炫斐：當然。 

何代表麗觀：你看很多都放在彰化，也很不方便。 

王主席炫斐：是，也可以服務到福興鄉的民眾。 

何代表麗觀：對，所以我的意思是下次真的要計畫第一公墓，我們要宣導，講

實在的，有些人當然是不能接受，但也是要慢慢接受。 

王主席炫斐：對。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高論要提出？若沒有意見，針對公所提

議第 1號議案，本鎮 109年度總決算案，提請審議。贊成照原案通過的請

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10名，舉手贊成 9名，以上。 

王主席炫斐：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本鎮 109年度總決算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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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有要臨時動議，需要請公所方面答覆的，請

踴躍發言；還是你們之前有在追蹤、關心的，都能夠提出。請張愉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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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代表愉婕：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各位一級主管，大家早！我有問題要請教

公管所長，不好意思。 

王主席炫斐：請所長。 

張代表愉婕：所長，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請教，關於鎮內的公有零售市場，

目前有幾處？ 

黃所長國峰：公有零售市場目前有 3處，有第一市場、果菜市場及臨時的早市

攤販集中市場。 

張代表愉婕：好，針對這些公有零售市場，我們是否有相關的規範？因為我有

稍微上網去看，有看到「作業規則」的部分，所以我們過去有相關的自治

條例嗎？還是只有以行政規則去規範？ 

黃所長國峰：跟代表報告，租約的辦法，原則上都是參照中央所訂定的「零售

市場管理條例」及彰化縣政府所訂定的「彰化縣零售市場攤（鋪）位設置

及管理辦法」去訂條款。 

張代表愉婕：我在條款裡面有看到一項，就是「零售市場管理條例」中，若有

空的攤位時，就是以抽籤的方式去決定新的承標人，看是由誰去租用，對

不對？若是今天原本的攤販都沒人決定不租，而新的攤販想要租的話，通

常要如何跟選民解釋？ 

黃所長國峰：跟代表報告，原則上，我們每 3個月都會定期公告一次，公告及

抽籤程序完成後，若尚有空攤位，他還是可以來申請攤位的租用。 

張代表愉婕：若是原本的攤販沒有違約，也不是說沒有繳租金什麼的，通常他

們都有續租的優先權吧？ 

黃所長國峰：有，是沒問題。 

張代表愉婕：若是他們都照著我們跟他們之間的行政契約走，都沒有違約，假

設有新的攤販想要進去的話，通常是沒有機會的，對不對？ 

黃所長國峰：假如有空攤位，若他已年滿 20 歲或是未成年已經結婚，可攜帶

身分證、戶籍謄本及印章至公所辦公室登記，或是先去各市場的攤位看一

下，原則上就可以來辦公室登記了。 

張代表愉婕：對，要登記，若是沒有空攤位的話，也是沒辦法抽，對不對？ 

黃所長國峰：空攤位已經被人家租走了。 

張代表愉婕：原本的續租就是先優先？ 

黃所長國峰：對。 

張代表愉婕：好，針對攤販若是違約的話，我們這邊的管理規範通常是如何去

規範？ 

黃所長國峰：假如是欠繳租金，原則上我們是月底會給他們繳費單去繳費，也

會安排 2 天來辦公室收使用費，若超過繳費單的期限是每 2 日會增收 1%

的滯納金，我們有跟他契約規定，就是若逾期 2個月以上，公所這邊有權

終止攤（鋪）位的租借。 

張代表愉婕：就是有片面終止權，是 2個月吧？ 

黃所長國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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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代表愉婕：好，我知道了，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攤位的租金，一個月是多少？季繳還是年繳？ 

黃所長國峰：跟主席報告，我們都是月繳。 

王主席炫斐：月繳？一個月是多少？ 

黃所長國峰：要看市場攤位的大小，因為大小不同。 

王主席炫斐：不同就對了？ 

黃所長國峰：對。 

王主席炫斐：若是要承租，一次能夠租 2、3個攤位嗎？ 

黃所長國峰：原則上是一戶一攤。 

王主席炫斐：若是有的人需要使用比較大的場所，該怎麼辦？ 

黃所長國峰：假如我們公告期間都無人承租，他也真的需要這麼大的攤位，原

則上我們還是會讓他申請。 

王主席炫斐：我們有在讓他積欠租金的嗎？有人沒繳嗎？ 

黃所長國峰：果菜市場那邊是有攤商欠繳租金的情形，現在已經有函文，就是

終止契約，把攤（鋪）位收回來，我們下一步可能會向民事法院申請請求

繳納租金及返還攤（鋪）位。 

王主席炫斐：了解，好，辛苦了！請坐。11 點 48 分，林代表獻章出席；11

點 40分，施代表義成出席。請施代表。 

施代表義成：清潔隊長，我請教你，鹿西路的耕心園這條路段再過去，就是陳

秀寶服務處這一段，這邊都有整理，再過來鹿港高中養殖場這一段，雜草

叢生，垃圾也堆積了不少，我們有去巡查過嗎？ 

王主席炫斐：請清潔隊長。 

林隊長大欽：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感謝施代表的關心，

耕心園這一側，其實被丟很多。 

施代表義成：對，我之前也有反映過。 

林隊長大欽：我們都會定期去清理，我也有在現場抓到移工拿垃圾去那邊丟，

之後有請他拿走，那一段我們有持續在觀察，靠近養殖場的四周也有裝設

監視器。 

施代表義成：那一段也是雜草叢生，這個部分再請清潔隊注意一下，若是有辦

法，再把草除一除，環境也比較好。 

林隊長大欽：這個部分，我們有排定，最近我們是以市區重點為主，因為雜草

生長的速度比較快，我們有排入期程，只是會比較久一點，因為那邊算是

比較郊區，我們是以市區市容的中心為出發點。 

施代表義成：我們也不要說都注重在這一區，那邊也稍微巡查一下，好嗎？ 

林隊長大欽：好。 

施代表義成：好。 

王主席炫斐：請坐。 

施代表義成：我再順便請教一下，我們鹿港鎮的三輪車是由哪個單位在管理？ 

王主席炫斐：請建設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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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代表義成：課長，你好！你有辦法跟三輪車的商家稍微宣導一下嗎？他們若

是一大群出來，三輪車騎到摸乳巷那邊，再到鹿港國小旁邊這一段，因為

這一段的兩側都有停車，現在三輪車騎到那邊，遊客下車之後，他就在那

裡等遊客，變成兩側都停了三輪車，導致車輛在進出上，僅剩下一輛車能

夠進出，對面若是有車子要過來，這邊的車子又要會車，會造成交通大亂，

是否能跟他們勸導說要停就集中停在其中一側，不要兩側都停？ 

楊課長仁佑：回覆施代表的意見，目前三輪車的部分，縣政府有訂定管理辦法，

他的主管單位也一樣是縣政府，其實縣政府有規定固定的停留點，而且也

有規定是要掛牌的，所以他目前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反映給縣政府及警察局。 

施代表義成：我的意思不是他現在是否有違法，他現在是在道路上行駛，對吧？ 

楊課長仁佑：對。 

施代表義成：行駛到其中一個停留點時，他還要在那裡等遊客，就是遊客進去

摸乳巷逛，逛完之後會再出來，他們就會在那裡等，我們要勸導他們說若

是要在那裡等遊客就集中停在其中一側就好，不要兩側都停，這種停法會

讓道路的空間縮小。 

楊課長仁佑：對，其實有規定的停留點，那邊是否為允許他停放的停留點，我

們會再去查；停放兩側的部分當然是違反交通管理相關規定，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向警察反映。 

施代表義成：像這種問題，我們就先跟他勸導一下，要等到警察去，有時候他

們也沒有在那裡，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去跟他們宣導，宣導說你們若是要在

此停留，交通要稍微維護一下，不要違規，現在這邊也停，那邊也停，一

定是違規，是不是這樣講？ 

楊課長仁佑：代表所建議的部分，我會再去跟他們反映。 

施代表義成：好嗎？ 

楊課長仁佑：我們會再去跟他們勸導。 

施代表義成：不然講實在的，有時候遇到兩車交會時，其中一輛還得倒退才有

辦法開出去。 

楊課長仁佑：其實他不能停兩側，理論上是要順向停車，停兩側就已經是違規

了。 

施代表義成：對。 

王主席炫斐：算是道路已經狹窄了，兩側都停放的話，車輛在進出、會車上都

比較不方便，遇到假期都是這種情形，再請你宣導一下。各位代表還有何

問題要提出？請何麗觀代表。 

何代表麗觀：其實我也想請教三輪車的問題，是不是有很多三輪車都是違法

的？這樣我們該如何取締？ 

王主席炫斐：請課長。 

楊課長仁佑：回覆何代表的意見，目前三輪車掛牌的部分是要送縣政府城觀

處，他有委託其他學術單位去做檢驗，有合格的才會掛牌，當然掛牌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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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是要遵照縣政府頒布的「三輪車管理辦法」去做遵守。 

何代表麗觀：若是沒有呢？ 

楊課長仁佑：沒有就是屬於「違法上路」。 

何代表麗觀：像這種情形，警察有在抓或是民眾可以檢舉嗎？ 

楊課長仁佑：縣政府有定期對每一家業者的車輛做檢查，就是他會定期來鹿

港，去每一家業者的店裡查他的車牌。 

何代表麗觀：他們真的很誇張，像是在老街及天后宮那裡，他們為了要攬客就

直接停在大馬路上，真的要行文向他們的所屬單位反映，看能不能不要人

那麼多，他們也還是要在那裡停，不然空間真的占很大，交通真的很混亂，

像是老街的前面，還有天后宮那裡，中山路的旁邊，要過去真的都很困難；

我現在的意思是也是要想辦法，就如施代表所講，他們兩側都停，只有行

人能走而已，其他的都不行。 

楊課長仁佑：好，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去反映。 

何代表麗觀：好，謝謝。 

王主席炫斐：對，像這種影響交通的問題，他有所屬單位，再請你向他們告知；

再來是保險的問題，因為遊客來遊憩區遊玩，我們這些民意代表常常都在

幫人家調解，關於保險的問題，也要向所屬單位提醒，再開發一些新的觀

光據點，不要都擠在市區，造成交通大亂，可以開發比較偏僻的地方，跟

鎮長、主秘研議看看，我們鹿港有很多古蹟沒有提出來建設，都可以開發

一些新的景點。潘副主席，有要提出嗎？施義成代表，你不是有舉手？林

獻章代表呢？有嗎？對了，那天提議的凹凸鏡問題；工程隊長，有跟清潔

隊長研議如何處理了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這個部分，我有寫一份大概的報告給主秘，待我們內部達成

共識之後，再一併向代表會報告。 

王主席炫斐：人力若是不足，再請清潔隊支援一下，這個可行。請施義成代表。 

施代表義成：清潔隊長，請教一下，因為剛才何麗觀代表有提醒我，鹿港國小

有再發這個給你們，你們有收到嗎？有嗎？之後我們是如何處理？ 

王主席炫斐：請清潔隊長。 

林隊長大欽：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感謝施代表的關心，

這個部分，那時候我有回覆給他，因為公所今年度沒有編列相關的經費支

應，而且他內容寫得很急迫，有幫他轉陳上級單位去處理。 

施代表義成：轉陳上級單位？ 

林隊長大欽：就是到縣政府去。 

施代表義成：縣政府如何處理？ 

林隊長大欽：據我了解，他們之後有自己處理了。 

施代表義成：學校自己處理了？ 

林隊長大欽：對，據我了解，因為依法規面來講，在 104年度的 12月底，彰

化縣政府有訂定「彰化縣廢棄樹木清運處理作業原則」，中小學是要回歸

到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這是縣政府自己訂定的，所以這一塊的廢棄樹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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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回歸到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施代表義成：變成公所無法再跟他配合？ 

林隊長大欽：對，因為縣政府有明文規定這一塊的權責單位是回歸到他們，他

們也都有通知，將作業原則發給各局處，也有給我們公所，就是回歸到他

們自己的權責去處理。 

施代表義成：我的意思是若真的有需要我們公所協助，因為學校算是公立，也

不是私立的，一樣都是公家的問題，若是需要公所協助，我認為能夠協助

就儘量去協助，沒關係。 

林隊長大欽：對，其實在作業原則裡面有提到若是有緊急狀況或是比較特殊，

沒辦法處理之情形，我們是有義務要幫忙的，但前提若是屬於一般常態

性，應該是回歸到教育處去處理；若是有緊急狀況的話，我們來處理都沒

問題，這個跟之前回覆代表的意思是一樣的。 

施代表義成：緊急狀況就像是遇到颱風天，樹木自然倒塌等緊急事態，這樣才

會處理嗎？ 

林隊長大欽：對，我們就會緊急處理，因為涉及到教育的問題，還有地區整個

災害應變中心派遣的問題，所以其實在災害或是緊急處理的時候，我們責

無旁貸。 

施代表義成：沒有錯，我的意思是日後學校若真的有困難，需要公所協助的話，

其實我們高抬貴手，協助他們是沒關係的，我認為這沒什麼。 

何代表麗觀：而且學童又這麼多，這樣很危險，若是被絆倒，後果不堪設想。 

林隊長大欽：對，其實我們也是回歸到權責單位，若他們是經常性的，每一年

都處理的話，像他們這一次，據我了解，也是經常性的處理，他們若是每

一年都逐漸把它修剪掉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因為他變成是常態性的問

題。 

施代表義成：已經好幾年沒有修剪了。 

林隊長大欽：對，若是每一年都有固定修剪，縣政府也有部分經費補助，其實

他們每一年在修剪時就相對能減少有急迫性的危害；若是有急迫性的危

害，像是倒塌等情形，其實我們馬上去處理都沒問題，以上。 

何代表麗觀：我是擔心學童的安全，因為學童太多了，頑皮的也有很多，若是

又受傷就不太好了。 

王主席炫斐：不會，我們的林隊長做事很積極，配合度很好，處理事情也很迅

速，我們給予肯定，鎮長用對人了；鎮長很會選人才。還有代表要發言嗎？

用餐時間還沒到。11點 55分，謝代表孟釗出席。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

臨時動議要提出？再請公所各課室主管為你們答覆，沒有嗎？若沒有，繼

續下一個議程。 

 

主席致閉會詞 

王主席炫斐：許鎮長、主任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潘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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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事同仁、黃秘書，大家好！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經過各位代表

同仁這幾天詳細的審查及充分的討論，已經順利完成 109年度總決算案的

審議，會議中，代表對公所提出的建議，公所方面也真的有在重視，這 2

年多的決算還有餘絀，財政也控制得不錯，經費就是要開源節流，錢都要

花在刀口上才能夠長久，公所在這方面處理得很好；另外下鄉考察，我們

代表所質詢，有發現的問題，也希望公所各課室主管能積極改善，最後祝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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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綜合質詢 

5月 4日綜合質詢 
王主席炫斐：請各位代表儘快入席，會議開始。許鎮長、林主秘、各位公所主

管、潘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黃秘書、各位議事同仁，大家好！今日議

程是綜合質詢，現在開始進行綜合質詢，請各位代表針對鎮公所各單位的

施政及相關業務，若是有不了解或是細節部分不清楚之處，請踴躍發言，

並提出質詢，再請公所方面答覆，看你們是要執行什麼工作或是對於各單

位的業務有何疑問，可以提出討論。請許富足代表。 

許代表富足：主席、許鎮長、林主秘、公所各位一級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

家午安！我要請教清潔隊長，我們鹿港鎮內的廚餘回收，現在是如何分

類？因為有民眾在反映垃圾車後面的桶子沒有落實的放在那裡讓民眾去

傾倒，請教隊長，現在是如何分類？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林隊長答覆。麥克風沒有聲音，請檢查一下。 

林隊長大欽：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感謝許代表的關心，其實這

個有分階段，去年度「熟廚餘」的部分，因為有疫情的關係，所以從中央

到地方都是禁止傾倒，我們在今年 1月份時，有經過跟環保局溝通，在努

力之後，我們從今年 2月份開始就已經有收熟廚餘了，其實後面的桶子都

有，若是沒有，跟我們及時反映，因為我們都有，像 4月份熟廚餘的量，

一個月大概有收到 17噸，會賣給廠商作為我們機關的收入；在「生廚餘」

的部分，我們也有在收，一個月平均都有 55噸的生廚餘會進到田尾的生

廚餘廠，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我們都有陸續在收，因為已有 2年沒有收熟

廚餘，所以民眾會有認知上的落差，我們一直有在宣導，自 2月份的 2、

3噸截至 4月份止，已經成長到 17噸，有逐步成長的趨勢，以上報告。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許代表。 

許代表富足：隊長，我知道果皮及未經煮過的就算是「生廚餘」，對不對？現

在有幾輛垃圾車是有放生廚餘的桶子？ 

林隊長大欽：我們現在有分後面的藍色桶子是「熟廚餘」；綠色桶子是「生廚

餘」，其實若有民眾混雜傾倒，我們也沒差，我們有跟熟廚餘的廠商說「這

一桶有混到生廚餘，一樣也是賣給你。」，因為他回去之後還要加熱到 90

度以上才會給豬吃，所以民眾若是有分錯的情形，我們也沒差，一樣會受

理。 

許代表富足：是否每輛垃圾車都有同時收生、熟廚餘？ 

林隊長大欽：有。 

許代表富足：都有就對了？ 

林隊長大欽：有，正常來講是綠色及藍色的桶子。 

許代表富足：藍色是「熟廚餘」，對不對？ 

林隊長大欽：對，藍色是「熟廚餘」；綠色是「生廚餘」。有時候因為桶子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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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清潔的關係，所以… 

許代表富足：我看到有一個桶子是倒蓋著的，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林隊長大欽：他們可能是要調節它的量，因為回來要拖去放置，我們還要經過

過篩，過篩之後才能賣給廠商。 

許代表富足：我覺得「生廚餘」及「熟廚餘」的分類要大量宣導，這樣我們鎮

內的垃圾就會減量，對不對？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好一點。 

林隊長大欽：對，所以目前經過統計，我們熟廚餘的量是有逐步在增加，截至

4月底，大概有 17噸，從 2噸多已經升上來了。 

許代表富足：好，謝謝隊長，辛苦了！ 

王主席炫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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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我要請教一

下，我記得在前幾次的會期，張愉婕代表有反映「反射鏡髒掉，需要清洗」

的問題，這個部分是由哪個單位處理？ 

王主席炫斐：請工程隊長。 

施代表義成：現在髒掉的反射鏡有很多支，我們在清理上是如何清理？ 

黃代理隊長相文：目前還是一樣，就是會勘完之後，我們會請廠商去處理；我

們現在還沒有專人去處理這件事情。 

施代表義成：會勘完，我跟你講，有人回報就是有人回報，會關心的人就是回

報；不關心的人就是任由它放在那裡髒，只是這樣而已，看有什麼辦法，

像是能夠安排固定的時間，如每年、一個月，或是什麼時候，大致上就是

我們能夠去巡查一下，該清洗就清洗。 

黃代理隊長相文：這樣就是我們在明年招標的時候，合約裡面，我們再增加一

項「定期巡檢」，這個部分可能要等到明年做合約的時候，再把這項工程

項目加進去。 

施代表義成：你所謂的增加工程項目是如何？ 

黃代理隊長相文：就是「定期巡檢」，譬如他要把數據提出來，我們看清洗一

個點需要花費多少經費。 

施代表義成：你這兩天有辦法去了解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 

施代表義成：我認為若是由工程隊安排，就是把增加的項目招標到裡面，看費

用要如何算。 

黃代理隊長相文：對。 

施代表義成：還是要以清潔隊這邊，我們若是有這種人力，是否能夠安排這項

業務？我認為公所內部能夠做個探討，看是要以工程隊這邊做安排，還是

要由清潔隊這邊再增加這一項業務。 

王主席炫斐：那樣也是可行，我跟你講，你先去查看看。 

施代表義成：因為我認為就是用水，車子開著，把骯髒的部分大約清洗即可。 

王主席炫斐：是一件很簡單的工作。 

施代表義成：我覺得你們 2個單位要去探討一下，若是以工程隊這邊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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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要花費多少？還是要以清潔隊這邊再增加業務。 

黃代理隊長相文：OK。 

施代表義成：好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 

施代表義成：探討一下。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 

施代表義成：好，你看要何時給我們答覆，這兩天有辦法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儘量。 

施代表義成：好。 

黃代理隊長相文：因為量有點大，所以我們… 

施代表義成：不是，你們去探討一下，看是要以你的業務去處理，還是要以清

潔隊這邊的業務去處理。 

黃代理隊長相文：OK。 

施代表義成：好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 

王主席炫斐：隊長，我跟你講，你這兩天在第四選區那邊，有嗎？靠海那邊，

那裡風沙比較大，每逢下雨，風沙就會卡在上面，那邊再請你去會勘一下，

那邊的業務量會比較多；清洗量會比較多。 

施代表義成：其實反射鏡不只有裝設在鄉下地方，大街小巷都有。 

王主席炫斐：鄉下地方比較會有這種情形，大街小巷一樣也有，在這個會期，

你就派員先去巡查，騎機車也好，開車也好，一個負責開車、一個負責登

記估算，初估就可以了，若是能夠如施代表所講，清潔隊有人力能夠支援、

處理，就不用再外包廠商了；外包廠商都要花錢，又做不好，像是要設置

凹凸鏡，1月份就跟他反映，到 12月都還沒裝設好，對吧？ 

施代表義成：對，舉個例子，譬如今天要清洗街尾里，先通知里長說街尾里有

哪一處的反射鏡髒掉，不然拜託里長去帶領一下，這個都可以，里長若是

不帶領就沒辦法了，說真的，要再想辦法，看是我們要比較用心一點，再

去巡查反射鏡還是如何，不然正常來講，我們就回報給里長說今天要來清

洗這一里的反射鏡。，拜託里長注意一下，看有哪一處的反射鏡比較骯髒，

拜託他幫我們回報一下，不然說真的，反射鏡髒掉等於就沒有作用了，好

嗎？為了安全起見，要多加注意，好嗎？ 

王主席炫斐：這樣的工作量應該不會很繁重，清潔隊若是有辦法處理，應該是

由清潔隊處理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招標。隊長請坐。請張雅晴代表。 

張代表雅晴：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我想請教清

潔隊長，之前我都有反映海浴路的髒亂點，到現在依然都沒有改善，這個

有什麼方法嗎？因為之前那邊有廚餘桶，可能是私人的，他現在把桶子收

走之後，大家也是順手拿去那邊丟，經過那個地方都很臭，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應該算是工

程隊，我們之前有挖污水下水道，那是屬於縣政府的吧？現在是不是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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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完工了？可是有的路面，之前在挖的時候，路面是否都只是做修復而

已？都沒有平，像這樣，鹿港鎮大大小小，有那麼多地方，縣政府還是相

關單位都沒有想說要以何種方法幫我們把那些路面用平嗎？而且路面上

的蓋子，有時候車子經過就會發出很大的噪音，導致住戶半夜都無法入

睡，這個有何方法可以解決？以上，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清潔隊長先答覆。 

林隊長大欽：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感謝張代表的關心，

有關「海浴路」的部分，我們在前幾週已經有裝設 2支監視器，在上週有

錄到幾部機車；我們在上週已經發文給監理站，索取相關資料，要發文給

車主。 

王主席炫斐：情況是如何？是把廚餘桶移走嗎？ 

林隊長大欽：沒有，那是有一位民眾，他有一輛小貨車；他把小貨車放置在那

裡讓人家傾倒廚餘。 

王主席炫斐：現在沒有了？ 

林隊長大欽：對，我們在上週到昨天，有觀察行為人的時間點，已經排定從明

天 7點至 8點要去站崗勸導，因為我們要研究他們的習性。 

王主席炫斐：你們怎麼會有監視器？ 

林隊長大欽：我們用移動式監視器。 

王主席炫斐：移動式監視器？ 

林隊長大欽：對，以移動式監視器去取締。 

王主席炫斐：你們要跟警方打好關係，開罰才有用。 

林隊長大欽：這個部分，我們會再研議。我們清潔隊目前現階段的做法是從明

天開始，已經有排定，會從早上 7點至 8點去站崗勸導，以上。 

王主席炫斐：好，請坐。財政課長，我記得以前我有聽人家在講，我們跟警方

在這方面是否有一筆「破案獎勵金」還是什麼？每年都有提供這個部分，

是嗎？ 

連課長宜瑛：有，以前有編列「破案獎勵金」。 

王主席炫斐：是這樣嗎？ 

連課長宜瑛：對。 

王主席炫斐：以前都有吧？多久之前就沒有了？最近而已嗎？ 

連課長宜瑛：應該是在上一屆的時候有被刪減掉。 

王主席炫斐：這樣是否請主秘跟鎮長研議看看，看是否能夠把它恢復？有時候

我們公所的事情要請警方協助，都請不太動，是不是？現在還有嗎？這樣

改天再請分局長來主持記者會，以優良警察還是各所的名義，會比較好一

點，對吧？縣警察局嗎？他們領走了嗎？是不是這樣講？國語該如何講？

不會講，領走嗎？這關係到各地方，我們真的有需要警力來替我們維護，

這樣才不會疲於奔命，又用一個「移動式監視器」，定點也是要花錢。課

長請坐。是否再研議看看？實際上若是有辦法，再請地方分局協助處理，

應該是這樣比較適當。請工程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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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代理隊長相文：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針對「污水下

水道」的部分，大概分為 2個部分，第一個，比較大的那個洞是屬於「工

作井」，目前的噪音問題可能暫時沒辦法解決，因為要等到潛盾機進去挖

完之後，縮成小洞時，後面才有辦法解決，至於「路面」的部分，就是後

面的「用戶接管」部分，路修費我們都有收，那個部分到最後要等到幹管

做完；用戶接管也做完之後，才回到整個路面的修復，以上報告，謝謝。 

張代表雅晴：所以污水下水道目前是還沒有完工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還沒，現在只有做幹管的處理而已，第二階段就是做用戶接

管；用戶接管也分為好幾期，所以會陸續施做。 

張代表雅晴：所以他們上次的啟用典禮是一部分的啟用而已，不是全部？上次

不是有舉行啟用典禮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目前還沒有啟用。 

張代表雅晴：還沒有啟用？不然上次的啟用典禮是什麼？ 

黃代理隊長相文：那是污水處理廠。 

張代表雅晴：在媽祖路那裡。 

黃代理隊長相文：對，那是只有污水處理廠啟用而已。 

張代表雅晴：所以那個不算是？ 

黃代理隊長相文：現在是在做用戶接管的部分。 

張代表雅晴：好，謝謝。 

王主席炫斐：他們 2位牛頭不對馬嘴、雞同鴨講，認知不同嗎？好。張雅晴代

表，他的答覆，妳有滿意嗎？妳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樣嗎？不然再講一

次，再給妳 5分鐘，妳要講明白。隊長，你知道代表的意思嗎？她的意思，

你知道嗎？知道？請張愉婕代表。妳隔壁桌的代表有替妳質詢上次妳所提

案的部分，就是凹凸鏡髒掉的問題，妳沒有再追蹤一下？施代表已經替妳

關心了。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我要請教，我們老街的攤

販可以擺到什麼地方？現在新祖宮旁邊，有人說他只擺出去一點點而已，

就被警察開罰，我想說你們被開單，一定不只有一點點，我們公所這邊是

否有辦法規定他們？就是擺到哪裡就好，不要超過水溝或是我們有劃線，

還是如何，我看他們有的人實在是擺得太外面了，造成路也不好走、東西

都擺得亂七八糟，我在想攤販排出去的距離，我們是否有辦法約束他們？ 

王主席炫斐：妳是指哪裡？ 

何代表麗觀：就是新祖宮的周遭，說是屬於半老街的部分，其實也可以。 

王主席炫斐：權責是在我們公所嗎？是嗎？ 

何代表麗觀：我也不曉得權責是否在我們公所。 

王主席炫斐：請建觀課長答覆。 

楊課長仁佑：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大家好！有關何代表所提的「老街攤

販」部分，新祖宮前面是道路廣場，旁邊那條也是道路，原則上道路及廣

場範圍內都是禁止設攤的，我們那邊其實也有設置「禁止設攤」的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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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理論上，那邊本來就不能設攤。 

王主席炫斐：那裡確實不能擺攤，但也是不成文的規定，人家已經在那裡擺攤

很久了，就讓他們擺就好，是不是這樣？ 

楊課長仁佑：我們近期也一直有請警察去做取締，因為這些流動攤販幾乎都不

是本地的，都是外來的，而且我們已經公告禁止設攤，所以理論上，那邊

就是不能設置攤販，不是說我們同意他設置到哪裡，其實原本就沒有這樣

的共識。 

何代表麗觀：他們就說我們有講大概可以擺多寬出去。 

王主席炫斐：默許，這也是不符規定，就是默許大家可以這樣擺。 

何代表麗觀：對，我跟他講說「你若是看到警察，自己就要收，不能說警察都

要罰你還是罰誰。」，他說「我是鹿港人。」，我說「警察在開單也不會注

意你是哪裡人。」，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是鹿港人就不用被開單，現在我終

於知道那裡是不能設攤的，我再跟他們講說「那裡本來就不能設攤，你被

警察開罰，我們也是沒轍。」，我本來以為在黃正隆鎮長的時代，像大明

路，它就是有一定的距離；既然沒有，我再跟他們講說「這個地方就是不

能設攤，所以警察開罰是很正常的。」，對吧？ 

楊課長仁佑：對，因為我們都有設告示牌。 

何代表麗觀：好，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施義成代表。 

施代表義成：課長，那裡禁止設攤是只有新祖宮旁邊那一段，埔頭街有包含在

內嗎？ 

楊課長仁佑：其實埔頭街也是在道路範圍內。 

施代表義成：所以它們都是禁止設攤的？ 

楊課長仁佑：本來就都不行，只是他們有店面的部分會擺比較出來，只是我們

會勸導他不要占用到行人行走的部分，因為他只要一邊出來個幾十公分，

行人都無法並排走。 

施代表義成：所以埔頭街那一條，警察也可以開單就對了？ 

楊課長仁佑：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跟警察去走過一次了，我們有跟警察說不能夠

超過滴水線那邊。 

施代表義成：但是大家都有超過，若是無人檢舉就沒事；若是有人檢舉，警察

就是去開單，對吧？是不是這樣講？ 

楊課長仁佑：那是警察的權責，理論上，我們會跟他說道路範圍是到哪裡，若

是有超過就自己定期去巡查；我們現在是每 2週請同仁拍照給警察，由他

們自己去取締，至於他們是否要取締，就是他們的權責。 

何代表麗觀：我們拍照給警察，警察就一定會取締。 

楊課長仁佑：因為我們跟他開會，他們自己的內部人力也無法調配到每個星期

或每天都能夠去巡查，我們這邊是請同仁針對某些比較過分的攤販，還是

要去巡查一下。 

王主席炫斐：何代表，妳再努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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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代表麗觀：我去照相嗎？這樣我可能會被人家圍毆，回來會像釋迦牟尼佛一

樣。 

王主席炫斐：我跟妳講，他們有社區的商店自治會，請他們去輔導，自己稽查，

不要開罰，開罰也是又找民意代表，這樣更糟糕，他們有一個自救會，請

他們自行整頓，這樣比較好。 

施代表義成：因為他們在那裡也是為了維持生計，我們公所不讓他們維持生計

就太沒有道理了，就請他們擺進來一點，不要擺得太離譜，會被開單就是

因為擺得太離譜才會被開單。 

王主席炫斐：由他們自己人去輔導，告知若是再擺得太出來，被警察開單，大

家都得不償失，若是他們的自救會或是商店聯合會能夠自行處理，會比較

合適。 

施代表義成：其實他們自己也要守規矩，只要不要太離譜，警察有時候也會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大家都是為了生計而努力，有時候就是擺得太出來，

把道路都占據了，當然就會被開罰；再來張代表在詢問停車場要進去媽祖

宮的那條路是什麼路？ 

何代表麗觀：民生路。 

施代表義成：她詢問那條民生路有在收規費嗎？ 

楊課長仁佑：我們不清楚。 

施代表義成：你不清楚？ 

王主席炫斐：民生路？ 

楊課長仁佑：因為它本來就是在計畫道路的範圍內，至於是否有私人收費，我

們不清楚。 

施代表義成：你們不清楚就對了？ 

楊課長仁佑：對。 

施代表義成：那條也是道路就對了？照理說車子也能夠開進去，我們都自認為

那條是「人行步道」，對吧？是不是這樣？ 

楊課長仁佑：對，它在都市計畫是 8米的計畫道路，大家都在那裡擺攤。 

施代表義成：那條我們沒有把它正式規劃為人行步道吧？ 

楊課長仁佑：它本來就不是人行步道，它是道路。 

施代表義成：道路？ 

楊課長仁佑：是車子可以進去的道路。 

施代表義成：所以若是遇到巔峰時期，車子若是要開進去停，也是可以就對了？

只是比較難開進去。 

楊課長仁佑：對。 

施代表義成：所以那輛車若要開進去，他沒有違規？ 

楊課長仁佑：沒有。 

施代表義成：我了解，好，謝謝。 

王主席炫斐：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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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副主席，你手一直舉著做什麼？需要發言嗎？你要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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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會議時間差不多到了，現在已經 12點了，各位代表同仁，有需

要延長時間嗎？沒有嗎？若沒有，下午再繼續。 

 

 

散會 

 

 

 

 

 

 

 

 

 

 

 

 

 

 

 

 

 

 

 

 

 

 

 

 

 

 

 

 

 

 



36 

 

5月 5日綜合質詢 
王主席炫斐：會議開始。首先我先來介紹，我們今日有來賓列席觀摩，是我們

國民黨黨部的執行長陳克榮陳執行長。 

陳執行長克榮：大家好！ 

王主席炫斐：謝謝！我們熱烈歡迎，他非常關心我們的鎮政。今日議程是綜合

質詢，現在開始進行綜合質詢，請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鎮公所各單位的施政

及相關業務，若是有不了解或是細節部分不清楚之處，請踴躍發言，並提

出質詢，再請公所方面答覆。請何麗觀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我延續昨天施義成代表所

講凹凸鏡的問題，我早上騎機車行經八德路時，還看到一支凹凸鏡有位

移，我不知道我們的凹凸鏡是否有在保養？還有我們是否統計過凹凸鏡

的數量有多少支？ 

王主席炫斐：請坐。請工程隊長。 

黃代理隊長相文：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關於何代表所

提的反射鏡的數量，我們這邊是沒有統計，因為我們就是陸續換裝，其實

數量並沒有做整體的統計，至於「清洗」的部分… 

王主席炫斐：若沒有統計就要統計一下，做個大概的紀錄，這也沒有什麼困難。 

黃代理隊長相文：需要花費一些時間。 

王主席炫斐：沒關係，我們時間給你，看是要 1000天或 2000天，都不是問題。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再花費一些時間處理。 

王主席炫斐：需要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嗎？ 

黃代理隊長相文：沒辦法，像我們在調查路燈時，通常都需要花費 4個月至半

年才有辦法調查完畢。 

王主席炫斐：還是以「初估」的方式？看我們一年發包多少、發包幾支出去。 

黃代理隊長相文：因為發包都是「換裝」，還有「新設」的，所以這麼多年來，

做了多少，其實我們沒辦法去估算。 

王主席炫斐：也可以分區，不是有分區的負責人嗎？大概去詢問一下，人家也

會知道。 

黃代理隊長相文：一個星期的時間，可能會比較困難。 

王主席炫斐：會期結束之前呢？ 

黃代理隊長相文：可能沒辦法，因為量真的…。 

何代表麗觀：主席，凹凸鏡這種東西，因為有的是在巷子裡，可能比較難清查，

若是只花一個星期，時間可能會比較緊迫，我現在的意思是我們去清查，

是否有辦法順便做整理？我們是否有這種人員？就是順便進行清查、統

計、稍做清潔及調整等作業，因為有的都位移，不是太左，就是太右，我

們是否能夠編列經費去做調整、清潔，順便統計？ 

黃代理隊長相文：應該是這樣講，若是代表認為有需要，就是我們不要被動的

都等民眾反映，我們再去修正的話，明年的開口契約或許可以做調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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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請他們留一組人員定期幫我們做巡查，順便做平時的維護保養及調整，

這是一個方案；另外一個方案是我們內部維修路燈的人員，利用比較空閒

的時間去處理，這也是一個方法，可能我們這邊要做整體的彙整，去看要

如何做才會對我們的成本最省，也可以達到目的的方法，只是短期內，一

個星期或一個月可能沒辦法跟主席報告反射鏡的數量。 
王主席炫斐：不一定要非常精準，初估就可以了。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 

王主席炫斐：我從尚未擔任主席一職到現在已經要卸任了，都還在追蹤這個問

題，每次都在問；每次都沒有結果，是不是？鎮長，是不是這樣？有何結

果嗎？主秘。雖然你才剛上任，但是這個議題，你要去關心一下。 

黃代理隊長相文：好，OK，沒問題。所以我剛才有提出 2、3 個方案，可以考

慮看要如何做，下半年，我們再來考慮看明年的合約或是人力該如何調

配，我會再一併做考量。 

何代表麗觀：好，謝謝。 

王主席炫斐：我跟你講，隊長，這個會期結束之前，粗估的統計數量要出來；

再來你有什麼方案，要提出來講，這個部分在上個會期就有提過，到最後

都沒有執行。請吳代表。隊長請坐。 

吳代表豐滿：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認為要估算凹凸鏡，這一點是比較有困難的，應該也沒有這個必要，因

為我們是求效率比較重要，大街小巷的凹凸鏡可以說是不計其數，要如何

確實統計？所以隊長才會說一個星期沒辦法，或許連半年也統計不出來，

對吧？因為巷子太多了。 

王主席炫斐：要不要估算而已，我跟妳講，也只是要粗估的數量而已。 

吳代表豐滿：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應該要加強我們服務的速度，效率好一點，

從這一點去改進比較重要，雖然我們的效率都不錯，但是要再更好，因為

有凹凸鏡的需求，各位代表及鎮民都會反映，對吧？因為有需求，我們就

是要去處理，並達到他的需求，所以依我的淺見，我認為估算方面算是芝

麻小事，可以不用，這是我的淺見。 

王主席炫斐：不然大街上的數量也要出來，妳的意思是比較大的路口要編列出

來就對了？ 

吳代表豐滿：但是我覺得真的沒有這個必要。 

王主席炫斐：這樣是否有去清潔，妳怎麼會知道？ 

吳代表豐滿：鎮民也不會知道鹿港鎮的凹凸鏡到底設置了幾支，他也不會去要

求你這個部分，他只有要求你設置在他想要的位置，我拜託你的位置，我

的訴求，你是否有幫我提出？是否有實際執行？若有壞損、倒塌之情形，

是否有去處理？這幾點比較重要，我認為這個部分才是我們需要服務的，

要如何去估算這些凹凸鏡？大街小巷這麼多，怎麼去估算？ 

何代表麗觀：清潔，清潔是很重要的。 

吳代表豐滿：若是一邊清潔，一邊估算，不就還要紀錄哪一條路有去了；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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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還沒有去？ 

何代表麗觀：清潔也是很重要，因為反射鏡會髒掉，所以清潔很重要。 

吳代表豐滿：因為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這些公所的職員也很辛苦。 

王主席炫斐：不會，不會請你去幫忙估算。 

吳代表豐滿：你又要他們去估算這些凹凸鏡，要如何再撥出時間做其他要事？

應該做的要做確實，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何代表麗觀：不是，我的意思是「清潔」的部分比較重要。 

王主席炫斐：要落實，你們若有編列，所以才會說是「粗估」，這樣才會知道

要落實在哪裡。 

吳代表豐滿：落實在哪裡，也都是我們這些鎮民代表及民眾在提議。 

何代表麗觀：能夠在做清潔的時候順便估算。 

吳代表豐滿：估算就不用了。 

何代表麗觀：沒有，那個是「粗估」。 

吳代表豐滿：我認為若是要統計就不用去估算，我們把歷史資料調出來，應該

也是有跡可循，對吧？ 

何代表麗觀：對。 

吳代表豐滿：要如何分區估算？將歷史資料調出來，看要調哪個年度的建設資

料出來看，再概略做個統計，應該就能統計出來，若是要實際去估算，要

如何去估算？只會浪費時間。 

王主席炫斐：不估算？何代表，需要估算嗎？ 

何代表麗觀：「粗估」的問題。 

王主席炫斐：對，粗估。 

何代表麗觀：現在是「清潔」及「調整角度」方面，因為有時候很奇怪，我就

想不透，那支凹凸鏡會位移，到底是遭車輛撞擊造成的還是？ 

吳代表豐滿：有一些凹凸鏡不知道是否是螺絲鬆動或是有遭車輛撞擊，但是這

種事情，鎮民都會很快地向我們反映，有的認為無關緊要；有的會想說可

能有人已經去反映了，後來反而都沒有人反映，這是有必要去巡查的部分。 

何代表麗觀：對，「清潔」及「調整角度」方面，這是比較重要的。 

吳代表豐滿：對。 

王主席炫斐：隊長，吳代表所講的意思，你聽得懂嗎？我好像聽不太懂，她的

意思是不用估算嗎？ 

吳代表豐滿：我認為這個部分是沒必要。 

王主席炫斐：要清潔嗎？ 

吳代表豐滿：效率比較重要，但是清潔也是需要。 

王主席炫斐：我以為清潔也不用。 

吳代表豐滿：清潔是我們代表所要求的，怎麼可以不清潔？ 

王主席炫斐：需要清潔，不需要估算？ 

吳代表豐滿：對，鎮民也有要求。 

王主席炫斐：要如何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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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代表豐滿：譬如你們說要請清潔隊協助，因為若是請外包去執行，怕效率沒

有這麼好，但是我們清潔隊的人力，怕無法挪一組人力出來協助，據我了

解，只要再多一個清潔髒亂點或是其他業務，人力就會很吃緊，所以是否

也要考慮以「外包」的方式去執行？只是外包在進行清潔作業的時候，我

們內部是否可以調派一位比較有責任的人員跟在旁邊？也像是在上班，對

吧？就跟在旁邊監督，不要說是「監督」，就是帶路，看是如何清潔，這

是我的淺見，謝謝。 

王主席炫斐：昨天施義成代表向你建議的部分，可以執行看看，配合清潔隊的

部分，那個可行，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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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還有何問題要提出？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主秘，大家好！因為我住在鎮內，沒有到過比較遠

的地方，所以很多民眾問我說「鹿港鎮的水是水庫的水嗎？」，我說「應

該是抽地下水。」，因為他問我水源從何而來，我竟然答不出來，這是自

來水公司的問題，我現在的意思是我們在下鄉考察的時候，要去會勘周遭

的環境及抽水的情形，我們去了解一下，因為我有建議明天要去會勘抽水

站，現在又缺水，我會怕，你知道嗎？若是周遭的環境不好或是附近有一

些不良的工廠，我們的用水品質也會不好，我才建議明天下鄉考察去會勘

一下，而且確切的位置，我們也真的不清楚。 

王主席炫斐：好，請坐。各位代表還有何問題要提出？針對剛才何麗觀代表所

提出的自來水部分，最近都在限水，所以秘書處這邊有安排自來水公司的

自來水水源處理廠會勘，明天的下鄉考察會通知，5月 6日吧？5月 6日

是星期四。現在請秘書宣讀下鄉考察的日期及內容。 

黃秘書輝銘：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下鄉考察通知(P43)。 

王主席炫斐：請公所相關單位主管通知自來水公司，看各位代表有何疑問，再

去了解一下，抽水站也好，處理廠也好，請主秘再跟他們聯絡。各位代表

同仁，還有需要增加考察地點嗎？ 

何代表麗觀：明天下鄉考察可以增加第一公墓的電梯嗎？沒有按那一層樓的按

鈕，竟然會搭到那一層樓，所以我們去考察一下，看電梯的部分是維修如

何。 

王主席炫斐：好，請坐。第一公墓的部分，是否請秘書室再安排一下？ 

黃秘書輝銘：增加「第一公墓電梯機電設施現況考察」。 

王主席炫斐：各位代表同仁，還有需要增加考察地點嗎？謝孟釗代表，有嗎？

要回你的故鄉走一走嗎？各位代表同仁，若沒有要再增加地點，還有何要

質詢？若沒有，明天上午 11點下鄉考察，在公所大樓前集合，再請公所

方面準備車輛，會議時間已經到了，各位代表還有何要質詢？有要再提出

討論嗎？若沒有，今日會議到此。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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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綜合質詢 
潘副主席閔東：許鎮長、林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黃秘書、

各位議事同仁，大家好！主席今日剛好有事情要處理，交代由本席主持會

議，今日議程是綜合質詢，報告代表出、缺席人數：代表總數 15名，出

席人數 12名，缺席 3名。各位代表同仁，昨天的下鄉考察，有將意見彙

整成紀錄，現在請秘書宣讀。 

黃秘書輝銘：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5 次定期會下鄉考察意見彙總紀錄

(P44)。 

潘副主席閔東：各位代表同仁有何意見？若沒有，繼續進行今日的綜合質詢。

民政課長，請報告昨天下鄉考察的部分。 

洪課長誌誠：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民政課報告，有關「第一公墓納骨

塔電梯」的部分，有去做現場的勘查，目前的狀況是若從一樓搭電梯到七

樓，基本上電梯到三樓就會停一下，經觀察，發現電梯面板的三樓按鈕似

乎會自動亮起，這個部分經我測試幾次之後，其實我去測試了大概 10趟，

有幾趟會有偶發性的這種情形發生；這個部分有請廠商檢修，目前因為廠

商報給我的估價單裡面只有提到外側按鈕的更換，所以這個部分我就退

回，請他們再做進一步的檢測，看是不是應該連電梯廂內側的按鈕都要做

一併性的處理，並做整體性的檢查及估價，不能只針對外側做更換，內部

都沒有處理，接著第二次又發生，又再繼續做維修，我希望他能夠提出比

較具體的解決方案，並重新開立維修報價單，所以目前其實是在等廠商跟

我做進一步的估價及報價的動作，以上。 

潘副主席閔東：請張雅晴代表。 

張代表雅晴：主席、鎮長、主秘、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我想請教工程隊，現

在有很多路燈的燈殼都已經霧化了，其實看起來沒有那麼亮，許多居住在

比較鄉下的居民都會反映說他們家門口的路燈都不會亮，可是問題是它還

是好的，這樣要換也不是；不換也不是，而且燈有亮，是不是就會浪費電？

因為有照跟沒照差不多，這個部分要如何解決？ 

黃代理隊長相文：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關於張代表的意見，

我們會視情況，若是燈殼真的已經霧化到非常嚴重的程度，造成照明的效

益變差，就是把它換掉而已，沒有什麼其他的解決方法，只是會覺得比較

浪費，但是我認為若是真的影響到照明就是換掉而已，以上報告，謝謝。 

潘副主席閔東：請何代表。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主秘、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凹凸鏡若是位移，

就是「看天、看地、看左、看右」的情況，我的意思是若我們報修，派工

處理需要多久的時間？ 

黃代理隊長相文：派工的部分會比較久，這兩天，我有跟我們的路燈維修小組

討論這件事情，關於調整的部分，我們的路燈小組可以來協助處理，就是

他們到鄉下進行維修時，若是里長或者代表這邊有講的話，他們也會馬上

去做調整，我在想若是有這種情況的話，可以這麼做；因為若要等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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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時間就會拉很長。 

何代表麗觀：對。 

黃代理隊長相文：所以我的想法是在維修路燈的時候，配合路燈小組去把它調

整好。 

何代表麗觀：對。 

黃代理隊長相文：除非是後面都卡死，完全沒辦法處理，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當然還是得請廠商處理。 

何代表麗觀：對，這樣可能會比較快，不然常常，也很久了，真的，鏡面都在

看天、看地，真的沒有什麼作用。 

黃代理隊長相文：對。 

何代表麗觀：好，謝謝。 

潘副主席閔東：各位同仁還有何意見要提出？請張雅晴代表。 

張代表雅晴：我想請教農業課長，我記得去年我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要來修剪

樹木的部分，並告知要通知我們代表，後來也有通知，有發函跟我們說這

個月會來修剪，可是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切的日期，所以其實我們也都不知

道是什麼時候，只知道是這個月，我們不就要每天去那邊等看看，看什麼

時候才會過來修剪？ 

許課長恭隆：主席、各位代表，感謝張雅晴代表的意見，我們會要求廠商在各

轄區進行修剪作業的時候，因為是從 5月份，現在正在進行，我會請他在

修剪當區的時候，通知我們當區的代表及里長，以上報告。 

何代表麗觀：主席、鎮長、各位一級主管，大家好！我在想公墓電梯按鈕的問

題，是不是連同第一公墓這邊都要順便檢查一下？若是他剛好在檢查，就

請他順便一併檢查電梯的按鈕，我的意思是我們也是要定期維修，現在剛

好請他來檢查那邊的；第一公墓這邊雖然沒有，也是請他幫忙檢查一下，

可以這樣嗎？ 

施代表義成：第五公墓那邊吧？ 

何代表麗觀：第五公墓嗎？我不曾去過，好。 

潘副主席閔東：請施代表。 

施代表義成：我要請教清潔隊長，之前我有反映廢棄車輛的問題，你說那是「私

人土地」，但那是「既有道路」。 

林隊長大欽：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感謝施代表的關心，因為

這一案在 4月中旬的時候有跟國產署去現地會勘，會勘的結果剛好是靠近

另外一側反射鏡那邊，旁邊的地主剛好有留差不多 1公尺，但是它靠近市

區這邊的路是斜的；國有財產署的土地是路中間為國有財產署所有，靠近

鄰房這邊不是 RC建築物，現在外勞宿舍這邊，那一塊是私人土地沒有錯，

那邊有現地會勘過。 

施代表義成：你說靠近外勞宿舍這邊的是私人土地？ 

林隊長大欽：對，私人土地。 

施代表義成：私人土地是屬於哪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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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隊長大欽：私人土地跟建築物是同一筆。 
施代表義成：跟建築物？ 
林隊長大欽：對，跟外勞宿舍那一排是同一筆。 
施代表義成：應該不是，你說的那一筆應該是有建築物的，難道不同嗎？ 
林隊長大欽：不是，不是這邊，是另外一邊，外勞宿舍這邊。 
施代表義成：外勞宿舍那邊的土地就對了？ 
林隊長大欽：對，是私人土地，它中間還有一條國產署的土地，在旁邊，靠近

RC建築物這邊又是另外一筆私人土地。 
施代表義成：現在那條路就不算是路了？ 
林隊長大欽：我們是先不討論那一塊，放置廢棄車輛的位置也經過警方確認過

了，那是停在私人土地上，就是沒辦法去處理。 
施代表義成：對，所以我們就拿他沒辦法？ 
林隊長大欽：對，是無解，若是查起來，也只能往民事的方向處理。 

施代表義成：因為民眾只有反映那一輛，我去看的時候，那一段後面是不是還
有差不多 2、3輛？ 

林隊長大欽：對，有。 
施代表義成：對吧？ 
林隊長大欽：但因為它是私人土地，只有私人土地的地主往民事的方向，以「占

用他人土地」的方式去處理而已。 
施代表義成：我請教你，你認為這一段的廢棄車輛有超過他的土地嗎？有沒有

超過？如果有超過呢？ 
林隊長大欽：超過的土地有占用到國有財產署的土地，沒有在私人土地的範圍

內，我們上次有跟國有財產署去現地會勘，他們對這個沒有意見。 
施代表義成：國有財產署若是沒有意見，我們也拿他沒辦法？ 
林隊長大欽：對，權責還是在他們那邊。 
施代表義成：現在車輛棄置在那邊，我們向國有財產局反映，他們也沒有意見，

我們就無法請他們把這些車輛移走？ 
林隊長大欽：對，因為他那一塊地話就變成主要是停在私人土地上面，主要是

在那個上面，他允許他超過一點點在國有財產地的土地上。 
施代表義成：那輛車為何會有民眾反映？因為車輛沒有在行駛了，後車廂也翹

起來，那些外勞都在那裡屠宰一些牲禽，有時候沒有清理乾淨，導致一些
蒼蠅孳生，環境比較不好。 

林隊長大欽：對，所以另外那一塊，我們在兩個星期前也有跟地主做協調了，
靠近西側這一端的屋主，他的契約跟外勞仲介的契約打到這個月底，我們
在這個星期一有跟他聯繫，他說還不明確，若是有確定要搬走，待下一位
房客入住，他會強烈要求，把環境一併做改善。 

施代表義成：好，我了解了，謝謝。 
潘副主席閔東：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意見？若沒有，也差不多中午了。義成代

表，你還有何意見嗎？沒有嗎？若沒有，今日會議到此。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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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下鄉考察通知 

5日 6日（星期四） 上午 11時整起 

(一) 永康路、永靖路路口道路現況考察。 

(二) 鹿港自來水水源處理廠及附近環境現況考察。 

(三) 第一公墓電梯機電設施現況考察。 

 

 

 

 

※ 備註： 

1、請公所指派相關課室主管及承辦人員陪同說明並準備簡要資料

或口頭簡介，交通事宜請公所調派公務車輛暨路線規劃。 

2、請公所聯絡有關單位會同說明。 

3、請各代表同仁 5/6上午 11時整於公所前準時集合出發，會同公

所陪同人員前往。 

4、本考察通知內容大會報告後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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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下鄉考察意見彙總紀錄 

一、時間：110年 5月 6日（星期四）上午 11時整起至 12時 05分止。 

二、出席代表人員：王炫斐主席、施瑞隆代表、何麗觀代表、張雅晴代表、

施義成代表、吳豐滿代表、許富足代表、謝孟釗代表及本會黃輝銘秘書

（記錄）、施並鳴先生等。 

三、公所陪同人員：林主任秘書威任、民政課長洪誌誠、工程隊長黃相

文(代理隊長)、清潔隊長林大欽及各業務承辦人。 

四、與會人員：自來水公司彰化營業處謝副處長錫熊、鹿港所施主任瑞進等。 

五、考察意見： 

(一) 永康路、永靖路路口道路現況考察： 

※該處道路路面多處破損，恐影響行車安全，建請修補路面，以維交通行

安全。 

(二) 鹿港自來水水源處理廠及附近環境現況考察： 

※近來久旱不雨，北彰及台中市之自來水已多處實施供五停二，本鎮因使

用地下水尚無限水措施，因鎮民反映水源地不知於何處?本於為民喉舌

之責，需赴現場了解之必要。 

※蒙第十一區管理處謝副處長錫熊暨鹿港營運所施主任瑞進接待，簡報並

參觀鹿港廠區相關設施運作情形及相關議題交換意見，實際參觀鹿港及

打鐵厝廠區之自來水井環境現況。 

 (三)第一公墓電梯機電設施現況考察：  

※因時間關係取消行程，請民政課口頭報告第一公墓電梯機電設施現況暨

具體改善方案。 

 

 

六、本表內容大會報告後將正式列入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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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議事項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議決案 11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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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鎮 109年度總決算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查本鎮 109年度總決算案業已編製完竣，併同第二預備金動支

數額表，依據預算法第 70條、地方制度法第 37條第 7項及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總決算編製要點第 46點規定辦理。 

二、 本鎮歲入經常門決算數 5億 7,965萬 4,023元、歲出經常門決

算數 3億 8,716萬 9,988元，歲出資本門決算數 1億 6,055萬

4,868元，歲入歲出賸餘 3,192萬 9,167元。 

三、 檢附 109年度彰化縣鹿港鎮總決算書。 

 

辦  法 
請貴會大會議決復示，俾送彰化縣政府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

室核備，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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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定期會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中華民國 110年 05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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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計 1 0 1  

合 計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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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墊付案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2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案       由 金   額 核定機關及文號 承辦單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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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鹿港鎮洋厝一號橋

改建工程」案，不足工程經費新

臺幣900萬9,000元整(本案原預

算金額計新台幣 2,217 萬 1,000

元整，修正後預算金額計新台幣

3,118萬元整)。 

9,009,000 

彰化縣政府 110年

3月 15日府工管字

第 1100078048 號

函 

工程隊 

2 

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鹿港

鎮110年度長青學苑第64期研習

班」，核定補助經費新臺幣 8萬元

整。 

80,000 

彰化縣政府 110年

2月 22日社長青字

第 1100059207 號

函 

社會課 

 合計 9,0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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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施政報告 

王主席、潘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欣逢  貴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開議，志宏在此向各位代表先

進提出施政報告，備感榮幸，且非常感謝諸位代表先進對於志宏推

動鎮政的支持協助，使地方各項建設推動順利，雖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在辦理今年春節節慶活動時須遵循中央防疫政策而有所減

縮，但配合防疫優先人人有責，地方基層仍須全力以赴協助國家共

度難關。 

    在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之際，又逢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更體現

建康之重要，因此志宏盼推「鹿港健康年」，希望多管齊下，把運

動風氣從鎮內推廣到社區，讓大家防患未然，遠離病痛，鍛鍊身心

健康。 

    「鹿港健康年」之推行包括年初啟用的鹿港康動中心，提供年

滿 55歲以上的鎮民使用，同時獲得哥本哈根風能開發公司近岸永續

發展基金贊助，聘任彰化縣衛生局運動指導教練，在現場指導長輩

們運動增強肌力，至今使用人數已逐日增加。 

    另外還有體育場周遭增加景觀照明設施、增設體健設施、社區

增設體健設施等，以及鎮公所爭取前瞻計畫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

補助，即將改善體育場的籃球場與網球場，未來要讓鄉親們不分年

齡，讓大家在更安全的場地進行體育活動，以降低意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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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促進蓬勃的運動風氣。 

    許多鄉親所關心的端午節系列活動，將於 5月 22日展開龍王祭

慶典活動，為「2021 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揭開序幕，鎮公所亦在

積極規劃「鹿港四季紅-夏鬧端陽的系列活動」，希望屆時能夠揮別

疫情的陰霾，以熱鬧的節慶活動來迎接端午節。 

    志宏與公所團隊將會持續努力，在建設、交通、文化、社福等

多面向編列預算，希望促進鹿港均衡發展，並期望得到各位代表支

持，共同攜手打造躍昇鹿港，再創榮耀城鎮。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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