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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起

至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趙竑勳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代理課長陳映志      社會課代理課長黃議瑩 

行政室主任賴玉枝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洪麗鳳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朱昭安  殯葬管理所所長俞封州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謝鴻祥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  

宣告會議開始。 

       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 

八、預備會議決定事項： 

  (一)本次第一次追加(減)預算請公所歲出項目編列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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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供計劃書(設計規劃)等相關資料，(P34)清潔獎金

499 萬 2 千元除外。上述資料請於 3/12 早上 8：30 前送至

代表會。 

  (二)有關新冠肺炎疫情，請公所專案報告防疫措施。 

  (三)有關辦理辦公廳舍興建工程案，請公所專案報告。 

(四)其他議程、議案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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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

五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趙竑勳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代理課長陳映志      社會課代理課長黃議瑩 

行政室主任賴玉枝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洪麗鳳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朱昭安  殯葬管理所所長俞封州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謝鴻祥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  

宣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鎮政建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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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時二十

五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趙竑勳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代理課長陳映志      社會課代理課長黃議瑩 

行政室主任賴玉枝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洪麗鳳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朱昭安  殯葬管理所所長俞封州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謝鴻祥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  

宣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 

（一）辦公廳舍興建工程專案報告。 

  （二）鎮政建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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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三十

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趙竑勳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代理課長陳映志      社會課代理課長黃議瑩 

行政室主任賴玉枝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洪麗鳳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朱昭安  殯葬管理所所長俞封州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謝鴻祥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  

              宣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鎮政建設考察。 



 7 

開幕詞 

吳鎮長、蔡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 

今天是本會第 21 屆第 6次臨時會預定 3天，感謝各位代表

同仁及吳鎮長率領公所各課室主管準時出、列席，謝謝。 

本次臨時會審查公所提案有：「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及羅東鎮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共 2件，請代表同仁審查並提出寶貴意見及建言，公所主管也

利用時間多多與代表說明、溝通，期盼大家為羅東鎮民謀取最大

福利。 

這段期間因新冠肺炎人心惶惶，為配合中央疫情控制，公所

很多大型活動取消，公所應有防疫措施，希望大家一起配合，最

後敬祝各位與會人員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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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第 一 號：財政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茲為【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條、

第 7條、第 14 條、第 17 條、第 25 條、第 35 條、第

48 條修正案草案，提請貴 會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規定辦理。 

二、 本所組織編制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間修正生效，且教

育部、內政部等中央機關主管法規近年來頒布及部分

修正，為配合本所組織調整及中央法規之頒布修正，

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三、 檢附【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部份條

文總說明與【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條文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辦  法：本案經 貴會議決後公告施行，並函報宜蘭縣政府備

查。 

大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三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三人贊成（在場十三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三人贊成（在場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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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所於九十年七月間公布「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嗣於九十四年、九十五年、九十

六年三年間修正部分條文。茲因本所組織編制於一百零一年十一

月間修正生效，且教育部、內政部等中央機關主管法規近年來頒

布及部分修正，為配合本所組織調整及中央法規之頒布修正，擬

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因本所組織調整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修正，配合修正部

分文字。(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七條) 

二、依據行政院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院臺秘字第○九四○○八

七四八五號令廢止「事務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改於「事務

管理手冊」規範，爰修正本條文。 (修正條文第十四、四十

八條) 

三、依據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避免興訟迫遷，保

障人民居住權之意旨，增修部分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四、依內政部一百年十月五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一○○○○四九一

六○號函示，原條文關於鎮有非公用土地之撥用案件應送本

鎮鎮民代表會審議通過之規定，係增加中央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土地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牴觸，應為無效，爰刪除部分文字。

(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五、依據土地法一百零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優先購買權人，於接

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為取得

時效，增修部分文字敘明。(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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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五  條  鎮有財產
之主管機關為本所，其中
動產之主管單位為本所
行政室，其餘財產之主管
單位為本所財政課。 

第  五  條  鎮有財產
之主管機關為本所，其中
動產之主管單位為本所
秘書室，其餘財產之主管
單位為本所財政課。 

本所組織編制於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羅鎮秘字
第一○一○○二一○
九○號令修正，爰修正
部分文字。 

第  七  條  鎮有不動
產以本所為管理機關
者，依土地使用分區及其
性質區分內部管理單位
如下： 
一.非公用房屋及建築用

地，以財政課為管理
單位。 

二.耕地、集會所、體育
館、寺廟、古蹟用地
等，以民政課為管理
單位。 

三.河川、水利、道路、
橋樑、污水處理槽用
地等，以工務課為管
理單位。 

四.停車場、公園、綠地、
廣場、風景區遊憩用
地等，以經建課為管
理單位。 

五.學校用地、展演廳、
民眾活動中心及社會
福利用地房屋建築及
設備，以社會課為管
理單位。 

第  七  條  鎮有不動
產，不屬前條規定其管理
單位者，另依土地使用分
區及其性質區分管理單 
位如下： 
一.非公用房屋及建築用

地，以財政課為管理
單位。 

二.耕地、集會所、體育
館、寺廟、古蹟用地
等，以民政課為管理
單位。 

三.河川、水利、道路、
橋樑、污水處理槽用
地等，以工務課為管
理單位。 

四.停車場、公園、綠地、
廣場、風景區遊憩用
地等，以經建課為管
理單位。 

五.學校用地、展演廳、
民眾活動中心及社會
福利用地房屋建築及
設備，以社會課為管
理單位。 

配合本所組織編制修
正及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等中央機關主管法
規修正，修正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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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場用地、房屋建築
及設備，以羅東鎮公
有市場管理所為管理
單位。 

七.殯葬用地、房屋建築
及設備，以羅東鎮立
殯葬管理所為管理單
位。 

八.公共造產用地、房屋
建築及設備，以羅東
鎮公用事業管理所為
管理單位。 

九.圖書館用地、房屋建
築及設備，以羅東鎮
立圖書館為管理單
位。 

十.垃圾場用地、房屋建
築及設備，以羅東鎮
清潔隊為管理單位。 

十一.幼兒園用地、房屋
建築及設備，以羅
東鎮立幼兒園為管
理單位。 

十二.非公司組織之鎮營
事業機構經營之不
動產，以各該事業
機構為管理單位。 

十三.其他尚未區分之不
動產，視其性質由
本所指定管理單
位。 

另屬單位間不動產之借
用，以借用單位為管理單
位。 
公用建物各管理單位，自
行訂定所經管之建物使
用管理辦法。 
第一項各款不動產因都

六.市場用地、房屋建築
及設備，以羅東鎮公
有市場管理所為管理
單位。 

七.殯葬用地、房屋建築
及設備，以羅東鎮立
殯葬管理所為管理單
位。 

八.公共造產用地、房屋
建築及設備，以羅東
鎮公用事業管理所為
管理單位。 

九.圖書館用地、房屋建
築及設備，以羅東鎮
立圖書館為管理單
位。 

十.垃圾場用地、房屋建
築及設備，以羅東鎮
清潔隊為管理單位。 

十一.托兒所用地、房屋
建築及設備，以羅
東鎮立托兒所管理
單位。 

十二.非公司組織之鎮營
事業機構經營之不
動產，以各該事業
機構為管理單位。 

十三.其他尚未區分之不
動產，視其性質由
本所指定管理單
位。 

另屬單位間不動產之借
用，以借用單位為管理單
位。 
公用建物各管理單位，自
行訂定所經管之建物使
用管理辦法。 
第一項各款不動產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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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劃或區域計劃及其
他原因變動用途時，按其
變動用途之性質移歸有
關單位管理。 

市計劃或區域計劃及其
他原因變動用途時，按其
變動用途之性質移歸有
關單位管理。 

第十 四 條   財產之主
管單位應就所經管之鎮
有財產，按公用、非公用
兩類依會計法與行政院 
頒財務標準分類、事務管
理手冊及參照縣政府有
關財產帳、卡、表冊之統
一規定，分別設置財產 
帳、卡列管。 

第十 四 條   財產之主
管單位應就所經管之鎮
有財產，按公用、非公用
兩類依會計法與行政院 
頒財務標準分類、事務管
理規則及參照縣政府有
關財產帳、卡、表冊之統
一規定，分別設置財產 
帳、卡列管。 

依據行政院九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院台秘
字第○九四○○八七
四八五號令廢止「事務
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改於「事務管理手冊」
規範，爰修正本條文。 

第十 七 條  管理單位
對其經管之財產除依法
令報廢者外，應注意管理
及有效利用，不得毀損、 
棄置，其被占用或涉及權
利糾紛，經審酌損害程度
及利益得失，於訴請司法
機關處理可確保其固有
權益下，應即訴請司法機
關處理，並得先行聲請假
處分及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 七 條  管理單位
對其經管之財產除依法
令報廢者外，應注意管理
及有效利用，不得毀損、 
棄置，其被占用或涉及權
利糾紛應予收回，而無法
收回時，應即訴請司法機
關處理。 

依據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十二月十日施行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避
免興訟迫遷，保障人民
居住權之意旨，增修部
分文字。 

第二十五條  申請撥用
非公用財產之土地者，應
檢具撥用計劃及圖說，報
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並
徵得本所同意後，依土地
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送請
縣政府層報上級核准之。 
前項撥用之土地，其附著
之房屋屬於鎮有者，得一
併辦理撥用。 

第二十五條  申請撥用
非公用財產之土地者，應
檢具撥用計劃及圖說，報
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並
徵得本所同意後，提請本
鎮鎮民代表會審議通
過，依土地法第二十六條
規定，送請縣政府層報 
上級核准之。 
前項撥用之土地，其附著
之房屋屬於鎮有者，得一
併辦理撥用。 

依內政部一百年十月
五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一○○○○四九一六
○號函示，原條文關於
鎮有非公用土地之撥
用案件應送本鎮鎮民
代表會審議通過之規
定，係增加中央法律所
無之限制，與土地法第
二十六條規定牴觸，應
為無效，爰刪除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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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非公用不
動產之出租依左列規定
辦理： 
一.空地、空屋非依法令

規定不予出租。 
二.在民國八十二年七月

二十一日前被占建房
屋之土地，如不妨礙
都市計劃，追收占用
期間使用補償金後予
以出租。出租土地面
積空地部分不得超過
基層建築面積之一
倍。 

三.超過前款規定面積限
制之空地，如分割後
無法單獨使用者，得
全筆出租；可單獨使
用者，應分割保留，
另依有關規定處理。
但地形、位置、使用
情況特殊，不宜分割
或分割收回後無法立
即處分，在管理上顯
有困難者，得全筆出
租。 

四.房屋及其基地在民國
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前被占用者準用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 

五.都市計劃範圍內及非
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
可供建築使用之出租
耕地得依平均地權條
例及其施行細則有關
規定終止租約，由本
所收回處理。 

六.出租土地承租人建有

第三十五條  非公用不
動產之出租依左列規定
辦理： 
一.空地、空屋非依法令

規定不予出租。 
二.在民國八十二年七月

二十一日前被占建房
屋之土地，如不妨礙
都市計劃，追收占用
期間使用補償金後予
以出租。出租土地面
積空地部分不得超過
基層建築面積之一
倍。 

三.超過前款規定面積限
制之空地，如分割後
無法單獨使用者，得
全筆出租；可單獨使
用者，應分割保留，
另依有關規定處理。
但地形、位置、使用   
情況特殊，不宜分割
或分割收回後無法立
即處分，在管理上顯
有困難者，得全筆出
租。 

四.房屋及其基地在民國
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前被占用者準用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 

五.都市計劃範圍內及非
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
可供建築使用之出租
耕地得依平均地權條
例及其施行細則有關
規定終止租約，由本
所收回處理。 

六.出租土地承租人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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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者，如將房屋移
轉他人時，應由房屋
承受人會同基地承租
人照土地法第一百零
四條規定申請過戶承
租。經法院拍賣取得
者，得由拍定人單獨
申請過戶承租。本所
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
條所生之優先購買
權，經機關首長同意
後提交財產審議小組
審查。 

七.房地承租人死亡，其
繼承人欲繼承承租
時，應依規定辦理繼
承承租手續。 

八.使用非公用房地已形
成不定期租賃關係
者，依土地法第一百
條、第一百零三條之
規定辦理。 

九.其他性質用地，得由
各該管理單位依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出租。 

原已出租土地因租期屆
滿未換約而終止租約，於
未收回前，仍繳納使用補
償金未間斷者，得重新審
核出租。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追
收占用期間使用補償
金，按歷年租金標準追溯
至最近五年為止。占用人
為政府依有關法規審定
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並
持有權責單位核發證明
者，其占用期間之使用補

房屋者，如將房屋移
轉他人時，應由房屋
承受人會同基地承租
人照土地法第一 0四
條規定申請過戶承
租。經法院拍賣取得   
者，得由拍定人單獨
申請過戶承租。本所
依土地法第一 0四條
所生之優先購買權應
提交財產審議小組審
查決定。 

七.房地承租人死亡，其
繼承人欲繼承承租
時，應依規定辦理繼
承承租手續。 

八.使用非公用房地已形
成不定期租賃關係
者，依土地法第一百
條、第一百零三條之
規定辦理。 

九.其他性質用地，得由
各該管理單位依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出租。 

原已出租土地因租期屆
滿未換約而終止租約，於
未收回前，仍繳納使用補
償金未間斷者，得重新審
核出租。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追
收占用期間使用補償
金，按歷年租金標準追溯
至最近五年為止。占用人
為政府依有關法規審定
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並
持有權責單位核發證明
者，其占用期間之使用補
償金得減半追收。 

 
 
依據土地法一百零四
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優
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
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
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
棄，為取得時效，增修
部分文字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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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得減半追收。 

第四十八條  廢舊或不
適用之動產須變賣者，應
依事務管理手冊規定辦
理。 

第四十八條  廢舊或不
適用之動產須變賣者，應
依事務管理規則規定辦
理。 

依據行政院九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院台秘
字第○九四○○八七
四八五號令廢止「事務
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改於「事務管理手冊」
規範，爰修正本條文。 

第八章 賦稅及其他 第八條 賦稅及其他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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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主計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羅東鎮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業已編製

完成，敬請貴會惠予審議。 

說  明： 

一、 本鎮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係依據預

算法及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編製 109 年度地方總

預算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編製。 

二、 檢附是項預算書一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見復後，依規定函送宜蘭縣政府、審計

部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室備查。 

大會議決： 

      一、第 20 頁--為配合辦理辦公廳舍興建案相關招標設計

等業務執行所需觀摩及行政雜支刪除 55 萬元。 

      二、第 21 頁--辦理辦公廳舍興建工程委託設計、地質鑽

探及基地測量等刪除 150 萬。 

      三、同意公所自行修正文字勘誤表部分(第 21 頁，附件)。 

      四、其餘照案通過。 

       

附帶議決：辦公廳舍興建案請公所積極向上級單位爭取補助款，

俟獲得上級單位補助款後，再視狀況編列相關預算。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三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在場十三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在場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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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及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08:00～12:00 13:00～17:00 

109年 

3月11日 
三 

8:30 

報到 

開幕典禮 

主席報告 

預備會議 

第一次

會 議 

審議公 

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3月12日 四 
第二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3月13日 五 
第三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一、審議公所提案、 

討論代表提案 

二、審議人民請願案 

三、臨時動議 

閉

會 

備 註 

一、鎮公所提案請於 109 年 3 月 4 日前各印製 40 份送本會

彙整，逾時恕不排入議程。 

二、本會代表提案請於 109 年 3 月 4 日前逕送本會編印。 

三、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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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 
席 次 表 

／出席  △請假缺席 
出缺席一覽表 

席 

次 

     日 期 

代表姓名 

109年 

 03月 

 11日 

109年 

 03月 

 12日 

109年 

 03月 

 13日 

  
備註 

1 李錫欽 ／ ／ ／    

13 邱文生 ／ ／ ／    

2 黃泰坤 ／ ／ ／    

6 林聰文 ／ ／ ／    

3 何建東 ／ ／ ／    

11 莊漢源 ／ ／ ／    

5 張榮華 ／ ／ ／    

7 張蕙蘭 ／ ／ ／    

12 林意評 ／ ／ ／    

4 陳震宇 ／ ／ ／    

10 劉承賓 ／ ／ ／    

8 林美滿 ／ ／ ／    

9 游本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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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1 屆第 6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合 計 

行 政 類     

民 政 類      

財 政 類 1   1 

經 建 類     

工 務 類     

社 會 類     

人 事 類     

主 計 類 1   1 

環 保 類     

圖 書 類     

教 保 類     

市場管理類     

殯 葬 類     

事業管理類     

觀 光 類     

合 計 2 0 0 2 

 

提
案
別 件數 

類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