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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紀錄預備會議紀錄預備會議紀錄預備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四十

五分起至上午九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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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陳映志(代)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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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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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進行中，得視需要增列其他考察議程。 

  (二)本次議程及議案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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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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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陳映志(代)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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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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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代表會提案及討論代表提案。 

  （三）審議臨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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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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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陳映志(代)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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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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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政建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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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第三次會議紀錄第三次會議紀錄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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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陳映志(代)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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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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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政建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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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詞開幕詞開幕詞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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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臨時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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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所提案有 3 件，代表提案有 3 件，請代表同仁討論並提

出寶貴意見及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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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號：民政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為修正「宜蘭縣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一

條至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至第

三十三條、第三十八條至四十三條乙案，提請貴會審議。 

說  明： 

一、 本自治條例於 89 年 03 月 10 日羅鎮民字第 3668號令發

布施行，迄今已達 20 年，除部份體育設施已無設置，

相關章節、法條刪除外，另外；依序修正溜冰場、體育

館、網球場及壘球場使用規範。 

二、 檢附「宜蘭縣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乙份。 

辦  法：敬請貴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並報宜蘭縣政府

備查。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在場十一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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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修正總說明 

本所於民國 88 年 12 月 15 日及民國 89 年 3 月 6 日公布施行「宜蘭

縣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施行迄今逾 20 年，茲因

教育部體育署於 108 年 5 月 2 日臺教體署設（二）字第 1080013426

號函囑各縣市所轄運動場館管理規定及使用規範，仍有部分具歧視

或限制身心障礙者規定，並限期改善修正完成。為符合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CRPD）第 5、12、19、30等條款精神，避免對身心障礙

者產生歧視，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條對身心障礙者公平使

用公共設施場所之權益保障，爰修正第 24、31條規定，修正後條次

變更共計四十三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第二條第二項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二、 刪除部分文字，新增壘球場。(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三、 第二章 田徑場(含足球場)，因已無田徑場(含足球場)，本章全

章刪除。 

四、 本自治條列因本場已無田徑場(含足球場)，爰刪除原第十五條

至十八條。 

五、 溜冰場規範使用時間，取消場地使用費。(修正第十九條) 

六、 影響附近住戶睡眠時間，修正開放時間及日夜間區隔時間。(修

正第二十三條) 

七、 修正收費標準及避免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歧視及其必要陪伴者

免費入場規定。(新增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一條) 

以下各款免費： 

為服務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證明】予以免費，其必要陪

同家屬以一人為限，亦予以免費。 

本所舉辦之體育性活動優先免費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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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部分文字。(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

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五條、二十六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

十三條) 

九、 新增體育館使用規範。(修正第二十九條) 

十、 影響附近住戶睡眠時間，修正開放時間及日夜間區隔時間(修正

第二十三條．第三十條)。 

十一、第六章 棒球場，因無棒球場，本章全章刪除。 

十二、本自治條列因本場已無棒球場，爰刪除原第三十四條至三十

七條。 

十三、修正章次第七章壘球場。 

十四、新增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壘球場使用規範及終止使用之規

定。 

十五、修正章次第八章附則。 

十六、修正第四十一條：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六條明定九月九日國民

體育日，各級政府之公共運動設施，應免費開放民眾使用。

條次變更第四十二條及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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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10 日公布實施) 

說明 

第一條 羅東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

為發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加

強維護體育館場之各項設施，並充分

發揮其功能，特定本條例。 

第一條 羅東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

為發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加

強維護體育館場之各項設施，並充分

發揮其功能，特定本辦法。 

依據地方制度

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5 條辦理。 

第二條 本條例以羅東鎮立體育館場

（以下簡稱本館場)所屬之各館場及

設施為管理範圍，本所民政課為主管

單位，負責監督各種業務之推展，各

項設施之維護及改進事宜。 

本所得視實際需要，將本館場一部或

全部委託民間(以下簡稱受委託單

位)經營管理之。 

第二條 本辦法以羅東鎮立體育館場

（以下簡稱本場館)所屬之各場館舍

及設施為管理範圍，本所民政課為主

管單位，負責監督各種業務之推展，

各項設施之維護及改進事宜。 

一、修正文

字，刪除「舍」

字。 

二、增加本條

第二項。 

第三條 凡有關推展全民體育、社教

活動，其內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均得依規定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 

一、與場地設置目的相同之體育活

動。 

二、具有復興中華文化或具教育性之

社教活動。 

三、國際性體育之交流活動。 

四、經本所或受委託單位核准之活

動。 

第三條 凡有關推展全民體育、社教

活動，其內容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

均得依規定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 

一、與場地設置目的相同之體育活

動。 

二、具有復興中華文化或具教育性之

社教活動。 

三、國際性體育之交流活動。 

四、經本所或本館場管理單位核准之

活動。 

修正文字 

第四條 使用本館場應填具申請表，

檢附核准文件、活動計劃表，並預繳

保證金，於預定活動日十五日前向主

管單位或受委託單位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經核准後應於使用日期七

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費、水電費及保證

金。 

第四條 使用本館場應填具申請表，

檢附核准文件、活動計劃表，並預繳

保證金，於預定活動日十五日前向主

管單位或本館場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經核准後應於使用日期七

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費、水電費及保證

金。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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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所或受委託單位因特殊

事由無法借出場地時，得於原核准使

用日三日前通知申請人改期，無法改

期時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申請人

不得異議。申請人因故必須改期或終

止使用場地時，應於原核准使用日五

日前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請

者，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 

第六條  本所或本館場管理單位因

特殊事由無法借出場地時，得於原核

准使用日三日前通知申請人改期，無

法改期時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申

請人不得異議。申請人因故必須改期

或終止使用場地時，應於原核准使用

日五日前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

請者，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 

修正文字 

第八條  已核准借用本館場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撤銷其借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遇空襲或緊急災變時。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事實不符或

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經本所或受委託單位認定有損本

館場設施者。 

五、違反本條例規定者。 

第八條  已核准借用本館場地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借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遇空襲或緊急災變時。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事實不符或

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經本所或管理單位認定有損本場

場地設施者。 

五、違反本管理辦法規定者。 

修正文字 

第十一條  申請借用場地未經本所

或受委託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啟用計

分、計時、照明、音響、空調等設備，

如需臨時另接電源或其他水電通訊

設施，應先經受委託單位同意後，逕

洽有關單位辦理，自行負擔有關費

用。 

第十一條  申請借用場地未經管理

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啟用計分、計

時、照明、音響、空調等設備，如需

臨時另接電源或其他水電通訊設

施，應先經管理單位同意後，逕洽有

關單位辦理，自行負擔有關費用。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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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

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錄影或

實況轉播應先經主管單位同意，並得

收取有關費用，借用單位如需在借用

場地內設置廣告物，依下列標準收

費，但非體育性活動禁止設置廣告

物。 
 

場地名稱 規格 收費標

準 

備註 

體育館、網

球場、 

溜冰場、壘

球場 

90CM

×

180C

M 

每天新

台幣伍

佰元 

不足規格

按照一面

計算，超

過規格依

照倍數增

加收費 

第十二條  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

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錄影或

實況轉播應先經管理單位同意，並得

收取有關費用，借用單位如需在借用

場地內設置廣告物，依左列標準收

費，但非體育性活動禁止設置廣告

物。 
 

場地名稱 規格 收費標

準 

備註 

田徑場(含

足操場)、 

棒球場、體

育館、網球

場、溜冰場 

90CM

×

180C

M 

每天新

台幣伍

佰元 

不足規格

按照一面

計算，超

過規格依

照倍數增

加收費 

修 正 部 分 文

字，刪除田徑

場、棒球場，

增加壘球場。 

第十三條 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而需

佈置，應先徵得受委託單位同意，並

應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恢復原狀，違

者逕予拆除，其費用由借用者負擔。 

第十三條 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而需

佈置，應先徵得管理單位同意，並應

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恢復原狀，違者

逕予拆除，其費用由借用者負擔。 

修正文字 

(刪除) 第二章 田徑場(含足球場) 一、本章全章

刪除。 

二、因已無田

徑 場 ( 含 足

球 )，爰刪除

之。 

(刪除) 第十五條 田徑場開放時間除重大慶

典、定期運動會或另有特殊用途外，

採二十四小時開放制。 

本條刪除，因

本場已無田徑

場 ( 含 足 球

場)，爰刪除原

第十五條至十

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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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第十六條 禁止牲畜、車輛或攜帶危

險物品進入場內，進場運動者，應著

運動鞋或塑膠跑道專用釘鞋。 

本條刪除。 

 

(刪除) 第十七條 使用標槍、鏈球、鉛球、

鐵餅等具危險性器材應有指導人員

在場始可使用。 

本條刪除。 

 

(刪除) 第十八條 除依第七條免費借用場地

之活動外，依第三條規定借用場地應

繳使用費，其標準如左： 

  一、出售門票者，應以該項活動門

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百分之十繳

納。 

  二、未出售門票者，每場新台幣二

千元整。 

  三、夜間使用時每場增收電費新台

幣一千元整。 

  四、出售門票每場收入總額之百分

之十未達新台幣二千元者按本條第

二款收費。 

本條刪除。 

 

第十九條 溜冰場每日開放時間自上

午八時至下午二十二時為原則。 

第十九條 溜冰場每日開放時間自上

午八時至下午二十時為原則，每日借

用收費計新台幣兩千元。 

因本場地規範

使用時間，取

消場地使用費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

以該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

百分之十繳納，如每場繳納總額未達

新台幣二千元者，以新台幣二千元計

收。 

本條刪除。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球場委託本鎮網球、

軟網兩單項委員會共同籌組管理委

員會管理之。 

本條刪除。 

 

第二十三條  球場每日分二場次開

放時間規定如左︰ 

第二十三條 球場每日分二場次開放

時間規定如左︰ 

影響附近住戶

睡眠時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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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間：六時起至十七時止。 

二、夜間：十八時起至廿二時止。 

一、日間：五時三十分起至十八時

止。 

二、夜間：十八時起至廿二時止。 

正開放時間及

區分日間夜間

時間。 

第二十四條 網球場使用費收費上限

標準如下： 

一、本網球場共設置七座球場，每

球場使用費上限每小時不得超過貳

佰元整。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設

籍本鎮年齡滿七十歲以上者、身心

障礙者及陪同家屬一人得免費入場

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

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向受委

託單位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

亦不得中途申請退款。 

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

理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購門票。 

五、(刪除) 

第二十四條 網球場使用費收費上限

標準如下： 

 一、 

 日間場 夜間場 備註 

日 

票 
六０ 一００ 一、單位：新

台幣 

二、購買日期

僅以使用一

次場為限 

月 

票 
四００ 六００ 

年 

票 

二、四

００ 

三、八

四０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籍

設本鎮年滿七十歲以上者得免費入

場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

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項管理單

位申請，該票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

中途申請退款。 

 四、勿亂拋棄果皮屑煙蒂或隨地吐

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以該

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百分

之十繳納，如該金額未達三千元者，

以新台幣三千元計收。 

一、修改收費

標準。 

二、修訂身心

障礙者及陪伴

者免費入場文

字規定。 

三、配合國民

體 育 法 之 規

定。 

四 、 修 正 文

字。 

五、刪除本條

第五款。 

 

 

 

 

 

 

 

 

 

 



 15 

第二十五條 使用網球場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入場練球須服裝整齊並穿平面軟

質膠底球鞋，不得穿皮鞋，背心或赤

膊、赤足。 

二、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三、為免影響打球並顧及安全，六歲

以下兒童及動物等，不准入球場。 

四、勿亂拋棄果皮紙屑菸蒂或隨地吐

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使用人數超出場地容量時，由受

委託單位實施管制輪流使用，每三十

分鐘輪一次。 

六、入場人員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

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或故意搗

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

退場，情節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

理。 

七、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毀器材或

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第二十五條 使用網球場應遵守左列

規定 

一、入場練球須服裝整齊並穿平面軟

質膠底球鞋，不得穿皮鞋，背心或赤

膊、赤足。 

二、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三、為免影響打球並顧及安全，六歲

以下兒童及動物等，不准入球場。 

四、勿亂拋棄果皮紙屑菸蒂或隨地吐

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使用人數超出場地容量時，由管

理單位實施管制輪流使用，每三十分

鐘輪一次。 

六、入場人員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

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或故意搗

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

退場，情節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

理。 

七、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毀器材或

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修正文字。 

 

 

 

 

 

 

 

 

 

 

第二十六條 受委託單位應於本球

場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

準、禁止事項、開放時間及主管單

位連絡地址及電話。 

第二十六條 本球場管理委員會應於

本球場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

標準、禁止事項、開放時間及管理單

位連絡地址及電話。 

修正文字。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八條 本館委託本鎮羽球、劍

道、跆拳、桌球四單項委員會，共同

籌組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刪除本條。 

第二十九條 體育館提供適合本館使

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集訓或重大

集會場所。 

本館之使用規範如下： 

一、進入本場地運動或活動，應穿著

第二十九條 體育館提供適合本館使

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集訓或重大

集會場所。 

新增本條第二

項體育館使用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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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膠鞋，勿穿皮鞋或高跟鞋等，損

壞木質地板之鞋類。 

二、禁止吸菸、嚼食檳榔、飲用食物

及寵物(導盲犬除外)入場，或破壞場

內整潔之行為。 

三、借用本場地任何設備及器材者均

須事先按規定借用。如需變更或搬

動，應事先徵得受委託單位同意，並

於使用後回復原狀。  

四、禁止在運動地板上黏貼膠帶、銳

器等破壞平整性或結構之物件。 

五、除了適用於此地板的運動項目活

動外，禁止在無保護的運動地板上，

進行其他活動。 

第三十條 體育館每日二場次開放、

時間如下︰ 

一、日間：六時起至十七時止。 

二、夜間：十八時起至廿二時。 

第三十條 體育館每日二場次開放、

時間如次︰ 

一、日間：五時三十分起至十八時

止。 

二、夜間：十九時起至廿二時。 

影響附近住戶

睡眠時間，修

正開放時間。 

第三十一條 體育館使用費收費上

限標準如下： 

一、本館共設置四座羽球場，每球

場使用費上限每小時不得超過貳佰

元整。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設

籍本鎮年齡滿七十歲以上者、、、、身心

障礙者及陪同家屬一人得免費入場

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

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向受委

託單位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

亦不得中途申請退款。 

第三十一條 體育館使用費收費上限

標準如左： 

一、 

票別 票價 備註 

日票 一００ 
一、單位：新台幣 

二、購買日期僅以

使用一次場為限 

月票 六００ 

年票 三、八四

０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籍設

本鎮年滿七十歲以上者得免費入場

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半

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向管理單位

一、修訂收費

標準。 

二、修訂身心

障礙者及陪伴

者免費入場文

字規定。 

三、配合國民

體育法之規

定。 

四、刪除本條

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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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

理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購門票。 

五、(刪除) 

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中

途申請退款。 

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理

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購門票。 

五、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以該活

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百分之

十繳納，如該金額未達二仟元者以新

台幣二仟元計收。 

第三十二條 受委託單位應於本館明

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準、禁

止事項、開放時間及主管單位連絡地

址及電話 

第三十二條 本館管理委員會應於本

館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

準、禁止事項、開放時間及管理單位

連絡地址及電話。 

修正文字。 

第三十三條   體育館使用管理細

則，由受委託單位訂定後送本所審議

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三條   體育館使用管理細

則，由管理單位訂定後送本所審議核

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文字。 

(刪除) 第六章棒球場 一、本章全章

刪除。 

二、因無棒球

場，爰刪除

之。 

(刪除) 第三十四條 棒球場以提供適合本場

使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訓練。 

一、本條刪

除。 

二、因本場無 

棒球場，爰刪

除原第三十四

條至三十七

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使用棒球場應遵守左

列規定： 

   一、入場者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

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或故意

搗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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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退場，情節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

處理。 

  二、為顧及安全，六歲以下兒童及

動物等不准進入球場。 

  三、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四、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壞器材

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刪除) 第三十六條 棒球場每日開放時間自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為原則，每日借

用收費計新台幣二千元。 

本條刪除。 

 

(刪除) 第三十七條 借用單位出集門票者，

應以該項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

金）百分之十繳納，如每場繳納總額

未達新台幣二千元者，以新台幣二千

元計收。 

本條刪除。 

 

 

 

 

第七章 壘球場  變更本章次 

第三十八條  壘球場以提供適合本

場使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訓練為

原則。 

 新增壘球場使

用目的。 

第三十九條  使用壘球場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 入場者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

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或故意擾

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

退場，情節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

理。 

二、使用本球場訓練、比賽及團體活

動，需事先申請，核准後方可使用。 

三、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動物入場，

以維護場內安全清潔。 

四、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壞器材或

 新增壘球場使

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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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第四十條  借用單位如發生下列情

事者，本所有權終止使用，申請單位

不得異議： 

一、活動項目違反政府法令規定或公

序良俗。 

二、場地有重要特殊用途，經本所指

定者。 

三、活動項目變更或將場地設備私自

轉讓使用者。 

四、經本所認定不適使用者。 

 新增壘球場終

止使用之規

定。 

第八章 附則 第七章 附則 修改章次 

第四十一條  為鼓勵國民參與體育

活動，每年九月九日為國民體育日。 

本所設置公共運動設施，於國民體育

日免費開放使用，並加強全民健身宣

導。 

 依據國民體育

法第六條明定

九月九日國民

體育日，各級

政府之公共運

動設施，應免

費開放民眾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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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非本所使用本場場地

舉辦活動而引起之任何糾紛事故與

訴訟均由借用者自行負責處理，概與

本所無關。 

第三十八條 非本所及管理單位使

用本場場地舉辦活動而引起之任何

糾紛事故與訴訟均由借用者自行負

責處理，概與本所及管理單位無關。 

條次變更及刪

除「管理單位」

文字。 

第四十三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行。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及修

正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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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89 年 03 月 10 日羅鎮民字第 3668 號令發布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羅東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發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加強

維護體育館場之各項設施，並充分發揮其功能，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以羅東鎮立體育館場（以下簡稱本場館)所屬之各場館舍及設

施為管理範圍，本所民政課為主管單位，負責監督各種業務之推展，

各項設施之維護及改進事宜。 

第三條 凡有關推展全民體育、社教活動，其內容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均

得依規定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 

 一、與場地設置目的相同之體育活動。 

 二、具有復興中華文化或具教育性之社教活動。 

 三、國際性體育之交流活動。 

 四、經本所或本館場管理單位核准之活動。 

第四條 使用本館場應填具申請表，檢附核准文件、活動計劃表，並預繳保

證金，於預定活動日十五日前向主管單位或本館場管理單位提出申

請。 

前項申請經核准後應於使用日期七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費、水電費及

保證金。 

第五條 保證金之數額依左列規定繳納 

一、出售門票者繳納預訂售票總額十分之一現金或以金融業為付

款人之即期本票，該售票總額十分之一低於新台幣一萬元者，

以新台幣一萬元計繳之。 

二、不出售門票者或免費借用場地者，繳納新台幣一萬元。 

前項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後，無息發還，如損毀程度

過鉅，超出預繳時仍應依實退補。 

第六條 本所或本館場管理單位因特殊事由無法借出場地時，得於原核准使

用日三日前通知申請人改期，無法改期時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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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不得異議。申請人因故必須改期或終止使用場地時，應於原

核准使用日五日前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請者，場地使用費不

予退還。 

第七條 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場地使用費。 

     一、由政府機關舉辦有關國家慶典之活動。 

     二、經本所核定免費使用不出售門票之體育活動。 

 三、由本所或本鎮體育會辦理之體育競賽、表演、研習、講習活動。 

第八條 已核准借用本館場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借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遇空襲或緊急災變時。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事實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經本所或管理單位認定有損本場場地設施者。 

         五、違反本管理辦法規定者。 

第九條 借用本館場場地辦理活動出售門票，應依規定向稅捐徵機關申請核

准；並加蓋驗票章。 

第十條 申請借用場地，未經核准或同意前，不得在各傳播媒體或宣傳品上

發布使用場地名稱，並不得在本館場擅自張貼海報、標語等宣傳品。

未經同意不得擅自宣稱或刊載本所或本館場為主(協)辦單位，申請

借用場地如在館場需設置售票處，應在本館場指定地點設置。 

第十一條 申請借用場地未經管理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啟用計分、計時、照明、

音響、空調等設備，如需臨時另接電源或其他水電通訊設施，應先

經管理單位同意後，逕洽有關單位辦理，自行負擔有關費用。 

第十二條 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錄影或實況轉

播應先經管理單位同意，並得收取有關費用，借用單位如需在借用

場地內設置廣告物，依左列標準收費，但非體育性活動禁止設置廣

告物。 

場地名稱 規格 收費標準 備註 

田徑場(含足操場)、 

棒球場、體育館、網

球場、溜冰場 

90CM×

180CM 

每天新台

幣伍佰元 

不足規格按照一面計算，超過

規格依照倍數增加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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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而需佈置，應先徵得管理單位同意，並應於活

動結束後三日內恢復原狀，違者逕予拆除，其費用由借用者負擔。 

第十四條 場地使用期間，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申請借用人(單

位)會同管理單位協調處理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田徑場田徑場田徑場田徑場((((含足球場含足球場含足球場含足球場)))) 

第十五條 田徑場開放時間除重大慶典、定期運動會或另有特殊用途外，採二

十四小時開放制。 

第十六條 禁止牲畜、車輛或攜帶危險物品進入場內，進場運動者，應著運動

鞋或塑膠跑道專用釘鞋。 

第十七條 使用標槍、鏈球、鉛球、鐵餅等具危險性器材應有指導人員在場始

可使用。 

第十八條 除依第七條免費借用場地之活動外，依第三條規定借用場地應繳使

用費，其標準如左： 

一、出售門票者，應以該項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百分之

十繳納。 

二、未出售門票者，每場新台幣二千元整。 

三、夜間使用時每場增收電費新台幣一千元整。 

四、出售門票每場收入總額之百分之十未達新台幣二千元者按本條

第二款收費。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溜冰場溜冰場溜冰場溜冰場    

第十九條 溜冰場每日開放時間自上午八時至下午二十時為原則，每日借用收

費計新台幣二千元。 

第二十條 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以該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百分

之十繳納，如每場繳納總額未達新台幣二千元者，以新台幣二千元

計收。 

第二十一條   使用溜冰場應遵守左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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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入場練習須服裝整齊並穿著溜冰鞋。 

二、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進場。 

三、 為免影響練習並顧及安全，六歲以下兒童（除有專人負責外）

及動物等，不准入球場。 

四、 勿亂拋棄果皮屑菸蒂或隨地吐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 入場人員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

或故意搗亂妨礙秩序者，場地管理人員得勸其退場，情節嚴

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六、 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毀器材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    

第二十二條 本球場委託本鎮網球、軟網兩單項委員會共同籌組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第二十三條   網球場每日分二場次開放時間規定如左︰ 

日間：五時三十分起至十八時止。 

夜間：十八時起至廿二時止。 

第二十四條   網球場使用費收費上限標準如下： 

     一、 

 日間場 夜間場 備註 

日票 六０ 一００ 
(一)單位：新台幣元 

(二)購買日票僅以使用一次場為

限 

月票 四００ 六００ 

年票 二、四００ 三、八四０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籍設本鎮年齡滿七十歲以上者得

免費入場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向

管理單位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中途申請退款。 

          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理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購門

票。 

          五、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以該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

百分之十繳納，如該金額未達三仟元者，以新台幣三仟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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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第二十五條  使用網球場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入場練球須服裝整齊並穿平面軟質膠底球鞋，不得穿皮鞋，背

心或赤膊、赤足。 

二、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三、為免影響打球並顧及安全，六歲以下兒童及動物等，不准入球

場。 

四、勿亂拋棄果皮紙屑菸蒂或隨地吐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使用人數超出場地容量時，由管理單位實施管制輪流使用，每

三十分鐘輪一次。 

六、入場人員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或

故意搗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退場，情節嚴重者，

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七、入場人員絡有破壞、損毀器材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第二十六條 本球場管理委員會應於本球場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

準、禁止事項、開放時間及管理單位連絡地址及電話。 

第二十七條 網球場管理細則，由管理單位訂定後送送請本所審議核准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第二十八條 本館委託本鎮羽球、劍道、跆拳、桌球四單項委員會，共同籌

組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第二十九條 體育館提供適合本館使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集訓或重大集

會場所。 

第三十條   體育場館每日二場開放、時間如次︰ 

   一、日間：五時三十分至十八時止。 

   二、夜間：十九時至廿二時。 

第三十一條  體育館使用費收費上限標準如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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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別 票價 備註 

日票 一００ 
(一)單位：新台幣元。 

(二)購買日票僅以使用一次場次

為限。 

月票 六００ 

年票 三、八四０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籍設本鎮年齡滿七十歲以上者得

免費入場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向

管理單位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中途申請退款。 

 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理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購門

票。 

 五、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以該活動門票收入總額（扣除稅金）

百分之十繳納，如該金額未達二仟元者，以新台幣二仟元計

收。 

第三十二條 本館管理委員會應於本館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準、

禁止事項、開放時間及管理單位連絡地址及電話。 

第三十三條 體育館使用管理細則，由管理單位訂定後送本所審議核准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棒球場棒球場棒球場棒球場    

第三十四條  棒球場以提供適合本場使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訓練。 

第三十五條  使用棒球場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入場者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或故

意擾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退場，情節嚴重者報

請警察機關處理。 

二、為顧及安全，六歲以下兒童及動物等不准入球場。 

三、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四、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壞器材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第三十六條 棒球場每日開放時間自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為原則，每日借用

收費計台幣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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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借用單位出售門票者，應以該項活動收入總額（扣除稅金）百

分之十繳納，如每場繳納總額未達新台幣二千元者，以新台幣

兩千元計收。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三十八條 非本所及管理單位使用本場場地舉辦活動而引起之任何糾紛事

故與訴訟均由借用者自行負責處理，概與本所及管理單位無

關。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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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89 年 03 月 10 日羅鎮民字第 3668 號令發布    

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羅東鎮立體育館場管理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羅東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發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加強

維護體育館場之各項設施，並充分發揮其功能，特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以羅東鎮立體育館場（以下簡稱本館場)所屬之各館場及設施

為管理範圍，本所民政課為主管單位，負責監督各種業務之推展，

各項設施之維護及改進事宜。 

本所得視實際需要，將本館場一部或全部委託民間(以下簡稱受委託

單位)經營管理之。 

第三條 凡有關推展全民體育、社教活動，其內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均

得依規定申請借用本館場。 

 一、與場地設置目的相同之體育活動。 

 二、具有復興中華文化或具教育性之社教活動。 

 三、國際性體育之交流活動。 

 四、經本所或受委託單位核准之活動。 

第四條 使用本館場應填具申請表，檢附核准文件、活動計劃表，並預繳保

證金，於預定活動日十五日前向主管單位或受委託單位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經核准後應於使用日期七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費、水電費及

保證金。 

第五條 保證金之數額依下列規定繳納： 

一、出售門票者繳納預訂售票總額十分之一現金或以金融業為

付款人之即期本票，該售票總額十分之一低於新台幣一萬元

者，以新台幣一萬元計繳之。 

二、不出售門票者或免費借用場地者，繳納新台幣一萬元。 

前項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後，無息發還，如損毀程度

過鉅，超出預繳時仍應依實退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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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所或受委託單位因特殊事由無法借出場地時，得於原核准使用日

三日前通知申請人改期，無法改期時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申請

人不得異議。申請人因故必須改期或終止使用場地時，應於原核准

使用日五日前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請者，場地使用費不予退

還。 

第七條 申請借用本館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場地使用費。 

     一、由政府機關舉辦有關國家慶典之活動。 

     二、經本所核定免費使用不出售門票之體育活動。 

  三、由本所或本鎮體育會辦理之體育競賽、表演、研習、講習活

動。 

第八條 已核准借用本館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借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遇空襲或緊急災變時。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事實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經本所或受委託單位認定有損本館場設施者。 

          五、違反本條例規定者。 

第九條 借用本館場辦理活動出售門票，應依規定向稅捐徵機關申請核准；

並加蓋驗票章。 

第十條 申請借用場地，未經核准或同意前，不得在各傳播媒體或宣傳品上

發布使用場地名稱，並不得在本館場擅自張貼海報、標語等宣傳品。

未經同意不得擅自宣稱或刊載本所或本館場為主(協)辦單位，申請

借用場地如在館場需設置售票處，應在本館場指定地點設置。 

第十一條 申請借用場地未經本所或受委託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啟用計分、計

時、照明、音響、空調等設備，如需臨時另接電源或其他水電通訊

設施，應先經受委位單位同意後，逕洽有關單位辦理，自行負擔有

關費用。 

第十二條 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錄影或實況轉

播應先經主管單位同意，並得收取有關費用，借用單位如需在借用

場地內設置廣告物，依下列標準收費，但非體育性活動禁止設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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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物。 

場地名稱 規格 收費標準 備註 

體育館、網球場、

溜冰場、壘球場 

90CM×

180CM 

每天新台幣伍佰

元 

不足規格按照一面計算，超

過規格依照倍數增加收費。 

第十三條 申請借用本館場場地而需佈置，應先徵得受委託單位同意，並應於

活動結束後三日內恢復原狀，違者逕予拆除，其費用由借用者負擔。 

第十四條 場地使用期間，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申請借用人(單

位)會同相關單位協調處理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 ) )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八條 (刪除)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溜冰場溜冰場溜冰場溜冰場    

第十九條 溜冰場每日開放時間自上午八時至下午二十二時為原則。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使用溜冰場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入場練習須服裝整齊並穿著溜冰鞋。 

   二、禁止攜帶危險物品進場。 

   三、為免影響練習並顧及安全，六歲以下兒童（除有專人負責

外）及動物等，不准入球場。 

   四、勿亂拋棄果皮屑菸蒂或隨地吐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入場人員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

定或故意搗亂妨礙秩序者，場地管理人員得勸其退場，情

節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六、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毀器材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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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網球場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網球場每日分二場次開放時間規定如左︰ 

    日間：六時起至十七時止。 

    夜間：十八時起至廿二時止。 

第二十四條     網球場使用費收費上限標準如下： 

         一、本網球場共設置七座球場，每球場使用費上限每小時不

得超過貳佰元整。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設籍本鎮年齡滿七十歲以上

者、身心障礙者及陪同家屬一人得免費入場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

表向受委託單位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中途

申請退款。 

              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理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

購門票。 

              五、(刪除) 

第二十五條    使用網球場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入場練球須服裝整齊並穿平面軟質膠底球鞋，不得穿皮鞋，

背心或赤膊、赤足。 

   二、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入場。 

   三、為免影響打球並顧及安全，六歲以下兒童及動物等，不准

入球場。 

   四、勿亂拋棄果皮紙屑菸蒂或隨地吐痰，以重公共衛生。 

   五、使用人數超出場地容量時，由受委託單位實施管制輪流使

用，每三十分鐘輪一次。 

   六、入場人員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

定或故意搗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退場，情

節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七、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毀器材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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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 

第二十六條 受委託單位應於本球場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準、

禁止事項、開放時間及主管單位連絡地址及電話。 

第二十七條 網球場管理細則，由受委託單位訂定後送送請本所審議核准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體育館提供適合本館使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集訓或重大

集會場所。 

              本館之使用規範如下： 

              一、進入本場地運動或活動，應穿著運動膠鞋，勿穿皮鞋或

高跟鞋等，損壞木質地板之鞋類。 

              二、禁止吸菸、嚼食檳榔、飲用食物及寵物(導盲犬除外)入

場，或破壞場內整潔之行為。 

              三、借用本場地任何設備及器材者均須事先按規定借用。如

需變更或搬動，應事先徵得受委託單位同意，並於使用

後回復原狀。  

              四、禁止在運動地板上黏貼膠帶、銳器等破壞平整性或結構

之物件。 

              五、除了適用於此地板的運動項目活動外，禁止在無保護的

運動地板上，進行其他活動。 

第三十條  體育場館每日二場開放、時間如下︰ 

一、日間：六時至十七時止。 

二、夜間：十八時至廿二時。 

第三十一條    體育館使用費收費上限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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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館共設置四座羽球場，每球場使用費上限每小時不得

超過貳佰元整。 

              二、學生依前款標準減半收費，設籍本鎮年齡滿七十歲以上

者、身心障礙者及陪同家屬一人得免費入場使用。 

  三、購買月票、年票者應繳交一吋半身照片乙張，填妥申請表

向受委託單位申購，該票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中途申請

退款。 

  四、持非本人月、年票入場，經管理人員查覺應依該時段補購

門票。 

  五、(刪除) 

第三十二條 受委託單位應於本館明顯處所懸掛看板、公告收費標準、禁

止事項、開放時間及主管單位連絡地址及電話。 

第三十三條 體育館使用管理細則，由受委託單位訂定後送本所審議核准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第三十七條  (刪除)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壘球場壘球場壘球場壘球場    

第三十八條    壘球場以提供適合本場使用功能之運動項目比賽、訓練為原

則。 

第三十九條    使用壘球場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入場者均應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凡不遵守場地使用規定

或故意擾亂妨礙秩序者，場地服務人員得勸其退場，情節

嚴重者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二、使用本球場訓練、比賽及團體活動，需事先申請，核准後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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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動物入場，以維護場內安全清潔。 

   四、入場人員若有破壞、損壞器材或場地設施者，應照價賠償。 

第四十條     借用單位如發生下列情事者，本所有權終止使用，申請單位不

得異議： 

              一、活動項目違反政府法令規定或公序良俗。 

              二、場地有重要特殊用途，經本所指定者。 

              三、活動項目變更或將場地設備私自轉讓使用者。 

              四、經本所認定不適使用者。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四十一條    為鼓勵國民參與體育活動，每年九月九日為國民體育日。 

              本所設置公共運動設施，於國民體育日免費開放使用，並加

強全民健身宣導。 

第四十二條   非本所使用本場場地舉辦活動而引起之任何糾紛事故與訴訟

均由借用者自行負責處理，概與本所無關。 

第四十三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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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經建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為本所提案辦理「羅東鎮成功街攤販臨時集中區攤商轉

業補償經費計畫」經費，計補助款新台幣 136萬 8千元。

為利業務推展，提請貴會准予同意先行墊付，請惠予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宜蘭縣政府 109 年 10 月 22 日府授財稅規字第

1090165245號函辦理(原函影本詳如附件)。 

二、 本案核定經費計新台幣 136萬 8千元，擬請准予同意先

行墊付。 

辦  法：經 貴會審議通過後，納入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辦

理。 

大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 

          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一人贊成（在場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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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號：工務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宜蘭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110 年度宜蘭縣羅東鎮雨水

下水道清淤工程」，核定補助經費 135萬元，採一次發包

編列方式辦理，（109）年度核定補助款 135 萬元，為利

業務推展，敬請貴會惠予審議。 

說  明：依據宜蘭縣政府 109 年 11 月 24 日府水下字第

1090195003號函辦理。 

辦  法：敬請貴會審議同意先行墊付後，納入 110 年度第一次追

加預算。 

大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 

          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在場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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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代表代表代表會會會會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第 一 號：法規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民代表會 

案    由：為本會訂定「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

則」乙案，提請大會審議。 

說  明： 

一、 本會為落實公開政府資訊透明化及加強議事錄音、錄

影之管理規定訂定本規則。 

二、 檢附本規則總說明、各條文說明及規則(草案)各乙

份。 

辦  法：敬請大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並報宜蘭縣政

府備查。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在場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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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本會為落實公開政府資訊透明化及加強議事錄音、錄影之管理訂

定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爰訂定本規則共計七條，以有所據，其要點如下： 

一、 明定本規則訂定之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 明定本會錄音錄影之除外情形及公開期限。（草案第二條） 

三、 明定本會錄音錄影儲存紀錄管理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 明定請求重播錄音錄影應經主席裁定。（草案第四條） 

五、 明定本會代表得請求複製錄音錄影。（草案第五條） 

六、 明定錄音錄影檔案保存年限。（草案第六條） 

七、 明定本規則實施日期。（草案第七條） 



 39 

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各條文說明各條文說明各條文說明各條文說明    

訂定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

議事透明化及加強議事錄

音、錄影之管理，特訂定

本規則。 

本規則訂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會除考察及現勘外，大

會會議應全程錄音錄影，

於會議後十五日內將影音

檔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為配合 107 年 11 月 30 日

內政部頒布之地方立法機關

組織準則第二十五條規定，本

條明定大會應錄音錄影；於會

議後十五日內將影音檔公開。 

第三條  本會會議錄音、錄影等儲

存之紀錄，非經主席同

意，均不得攜出會外或外

借。 

本條係為本會錄音錄影儲存

紀錄管理規定。 

第四條 會議進行中，發言代表，

對其本人或列席人員之發

言內容，認有重播必要

時，應請求主席裁定。 

本條明定請求重播錄音錄影

應經主席裁定。 

第五條 本會代表得請求複製本會

公開會議之錄音、錄影。 

本條規定本會代表得請求複

製錄音錄影。 

第六條 本會每屆會議之錄音、錄

影檔案，保存至少十年。 

本條規定本會每屆會議之錄

音錄影檔案保存年限。 

第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規則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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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議事透

明化及加強議事錄音、錄影之管理，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會除考察及現勘外，大會會議應全程錄音錄影，於會

議後十五日內將影音檔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第三條 本會會議錄音、錄影等儲存之紀錄，非經主席同意，均

不得攜出會外或外借。 

第四條  會議進行中，發言代表，對其本人或列席人員之發言內

容，認有重播必要時，應請求主席裁定。 

第五條 本會代表得請求複製本會公開會議之錄音、錄影。 

第六條  本會每屆會議之錄音、錄影檔案，保存至少十年。 

第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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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法規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民代表會 

案    由：為本會訂定「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乙案，

提請大會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規

定及本會第 21 屆第 9 次臨時會何建東代表臨時動議

案決議訂定本規則。 

二、 檢附本規則總說明、各條文說明及規則(草案)各乙

份。 

辦  法：敬請大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並報宜蘭縣政

府備查。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一人贊成（在場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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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本會訂定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以下簡稱旁聽規則）

係依本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規定訂定，適用於本會召開會議時

對旁聽人基本規定，以維護議場秩序和安全，爰訂定本旁聽規則

共計八條，以有所據，其要點如下： 

一、 明定本旁聽規則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明定本會會議應公開之除外情形。（草案第二條） 

三、 明定進入本會旁聽之程序。（草案第三條） 

四、 明定為安全理由而拒絕旁聽之情事。（草案第四條） 

五、 明定旁聽席坐位置及禁止事項。（草案第五條） 

六、 明定旁聽錄音、錄影及拍攝之許可。（草案第六條） 

七、 明定已領有旁聽證後，仍得強制離場之情事。（草案第七條） 

八、 明定本旁聽規則實施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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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各條文說明各條文說明各條文說明各條文說明    

訂定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宜蘭縣羅東鎮

民代表會（以下簡稱本

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六

條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會會議，除本會組織

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舉

行秘密會議時，禁止旁

聽外，餘概公開行之。 

本會會議原則上應公開，本條

明定排除旁聽之情形。 

第三條  旁聽人進入議場前，應

先向本會登記並領取旁

聽證以為識別，離場繳

回。 

本條為確實掌握旁聽人員進

出議場時間。 

第四條  旁聽人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主席得拒絕其

旁聽： 

一、攜帶武器或危險

物品者。 

二、醉酒昏亂者。 

三、攜帶幼孩者。 

四、精神異狀者。 

五、服裝不整者。 

本條各款情形有影響議場安

全之虞，需採取事前預防方

式，拒絕其入場旁聽。 

第五條 旁聽人應在指定席位就

坐，不得擅自在議場內

走動。 

本條規定旁聽席坐位置及禁

止事項。 

第六條 本會會議時，旁聽人非 本條規定旁聽錄音、錄影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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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會主席之許可，不

得在議場內錄音、錄影

及拍攝。但登記有案之

大眾傳播媒體人員不在

此限。 

攝應經主席許可。 

第七條 旁聽人無發言權，並應

遵守下列事項： 

一、 應共同維護議場秩

序之責任。 

二、 對於代表所發表言

論及列席人員之報

告或說明不得鼓掌

或批評可否之言論

或行為。 

三、 不得私語喧擾議場

或妨礙議事進行之

行為。 

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

之一者，經主席制止後

仍不服者得令其退場。 

本條各款所限制之行為，係為

維持議場秩序、避免傷害及衝

突。 

第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規則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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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旁聽規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本規則依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以下簡稱本會）議事

規則第七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會議，除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舉行秘密會

議時，禁止旁聽外，餘概公開行之。 

第三條  旁聽人進入議場前，應先向本會登記並領取旁聽證以為

識別，離場繳回。 

第四條 旁聽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主席得拒絕其旁聽： 

一、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者。 

二、醉酒昏亂者。 

三、攜帶幼孩者。 

四、精神異狀者。 

五、服裝不整者。 

第五條 旁聽人應在指定席位就坐，不得擅自在議場內走動。 

第六條 本會會議時，旁聽人非經大會主席之許可，不得在議場

內錄音、錄影及拍攝。但登記有案之大眾傳播媒體人員

不在此限。 

第七條 旁聽人無發言權，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應共同維護議場秩序之責任。 

二、 對於代表所發表言論及列席人員之報告或說明不

得鼓掌或批評可否之言論或行為。 

三、 不得私語喧擾議場或妨礙議事進行之行為。 

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經主席制止後仍不服者

得令其退場。 

第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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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代表代表代表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第 三 號：社會類 

提 案 人：林聰文 

附 署 人：邱文生、林意評 

案    由：本鎮南昌社區活動中心(鎮民集會堂)因無權占有將面

臨拆屋還地，為社區 10 個次級團體，超過 300 多位

會員權益及居民各項康樂、文化等活動，請公所盡速

尋覓適當地點規劃為活動中心，讓南昌社區各項活動

得以延續發展，彰顯公所對社區民眾重視及照顧。 

說  明：羅東鎮南昌社區活動中心位於本鎮都市計畫三號公

園用地，地上物為鎮民集會堂因無權占有，經法院判

決，將拆屋還地，南昌社區居民將面臨無活動中心窘

境。因社區有 10 個次級團體超過 300 多位會員，所

以須較大活動空間。為社區各項文康活動得以延續發

展，請公所積極尋覓適當地點規劃為活動中心，為居

民爭取權益及福利。 

辦  法：請公所研議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研議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在場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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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10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及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09:00～12:00 14:00～17:00 

109年 

12月15日 
二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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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 三 
第二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12月17日 四 
第三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討論代表提案 

三、審議人民請願案 

四、臨時動議 

閉

會 

備 註 

一、鎮公所提案請於 109年 12月 8日前各印製 40份送本

會彙整，逾期恕不排入議程。 

二、本會代表提案請於 109年 1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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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5日 

109年 

 12月 

 16日 

109年 

 12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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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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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財 政 類     

經 建 類 1   1 

工 務 類 1   1 

社 會 類  1  1 

人 事 類     

主 計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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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類  2  2 

合 計 3 3 0 6 

 

提
案

別
 

件數 

類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