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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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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十九屆第 6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 會次：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 

貳、 時間：民國 100年 9月 14日上午 10時整。 

參、 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肆、 出席人員姓名人數：趙福德、盧正宗、朱宗仁、伍慶隆、黃春英、呂

義等七名 

伍、 列席人員職別姓名：鄉長孔朝、秘書李紀財、民政課長方文振、財經

課長羅成信、行政課長田美惠、觀農課長趙慧嬪、社會課長周雅嵐、

清潔隊隊長高倩麗、圖書館館長李秀娟、主計主任劉光賢、托兒所所

長朱宏恩、本會秘書李進鶯、組員馮慧芳、組員張美珍。 

陸、 主席姓名：趙福德。 

柒、 紀錄員姓名：張美珍、康麗君。 

捌、 主席致詞： 本會副主席、本會同仁、各位人員大家早。今天召開本屆

會第 6次臨時大會，我們召開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公所有一個提案，

追加減一個提案，有規定需要在一個限期內，需要辦理追加減這樣的

一個審議，所以才召開謝謝大家在百忙當中，尤其最近颱風的關係，

各部落、各村，我想也許公部門也忙著勘災、提報、協調等等，總之

今年可以說是天佑獅子，也平安、感謝主，那這個辛勞對我們公所表

示一個嘉勉也致意。另外本會這邊也在辦理防漏的工程，還有網站的

建置，都在建置中。還有主席盃三對三的籃球比賽，也承蒙公所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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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力的給我們經費上也好、人力的支援，使一些本會的會務都能夠

順利來推動，在這裡一併表示謝意。這個開會今天因為人事因為身體

的關係，剛剛特別打電話給我，我也體恤人事最近的狀況，我也就准

他在公所，讓他靜養做一些業務，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報告。也希望

這三天的臨時會，能夠在追加預算審議的部分，同仁在審查公所相關

的課室，能夠針對自己的業務能夠準備相關的資料，以便提供我們同

仁在審查的時候一些的說明、一些的溝通，使這次的審議能夠很順利，

大家能夠把這個會期能夠來辦理，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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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報告議事日程                       報告人 秘書李進鶯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6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 

日 期 會次 時間 項                         目 備 註 

100年 09

月 14日 

（星期三） 

預
備
會
議
及
第
一
次
會
議 

8:00-17:00 

一、代表報到。 

二、審議議事日程。 

三、審查議案：鄉長提案 

審查「10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

加(減)預算案」。（第一讀會） 

四、其他議案 

 

100年 09

月 15日 

（星期四） 

第二次

會 議 
8:00-17:00 

一、 討論提案： 

鄉長提案：審議「100 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二 

  讀會） 

二、其他議案 

 

100年 09

月 16日 

（星期五） 

第三次

會 議 
8:00-17:00 

一、 討論提案： 

(一)鄉長提案： 

1.議決「10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案」。（第三讀會） 

(二)代表提案 

(三)其他議案 

二、臨時動議 

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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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趙福德：謝謝李秘書，三天的議程剛剛已經朗讀，各位同仁手上也有資               

  料先行看過了，不曉得對這三天的議程，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不同的？在 

  看的當中剛剛李秘書也講了，因為民政課有個 10點的開標案，那個李秘   

  書你可以先請，你的廠商會抗議說 10點，好，謝謝。這個議程沒有問題 

  嗎？因為這個審查追加減預算裡面，在歲出的部份有些已經執行了，當然 

  做個參考。如果還有必要可以臨時安排下村考察，去看看執行情形，都可 

  以。如果說沒有必要的話，在審查當中，書面或是說相關課室到本會來做 

  一些口頭書面資料來說明也可以。朱代表有沒有意見？柳代表、伍代表、 

  黃代表、呂代表副座呢？都沒有意見，那我們還是按照議程，這三天的議 

  程贊成的就拍手鼓掌通過，都沒有意見，好，謝謝，我們的議程就通過， 

  謝謝。 

拾、審查議案：  

鄉長提案:審查「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一讀會） 

主席趙福德：那我們就請劉主任，做一些書面或口頭的報告來請。 

主計主任劉光賢報告：10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主席趙福德：謝謝劉主任，請坐。各位同仁本次第一次追加減預算，剛剛我 

  們劉主任也做一些重點式說明，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如果有不清楚的可 

  以請劉主任再說明，因為我想有三天的時間，剛剛劉主任宣讀了預算案， 

  有書面我相信對我們審查有很大的幫助，為了審查的方便，我想本會來做 

  一些分工這個審查小組。早上大家都有一個資料，為了讓我們的審議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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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一方面也能夠了解，在我們的鄉鎮建設等等的一個推動，我想本會 

  就來編組第一組，我們召集人是我們伍代表，審查小組他們有三個，然後 

  備註審查民政、自治、教育、文化、環保、造產、人事、社會。第二組有 

  副座及二位同仁，內容審查財政、農務、林務、畜牧、會計、觀光、總務， 

  好，有沒有意見？就這樣要細心的看一下，他們非常的努力編預算，尤其 

  看這個數字編起來不是那麼容易，這個數字不曉得有沒有編多？或是不足 

  的看一下。照審查小組的名單我們好好的審預算，那個老主席第一組，第 

  二組是我們副座，那審查的場地由議事組這邊來安排，也請我們公所，這 

  三天能夠保持跟我們連繫，我們一些的需求，這樣好嗎？可以嗎？沒有意 

  見嗎？有沒有其他議程？沒有了，今天議程就這樣，下午我們實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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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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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十九屆第 6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第二次會議。 

貳、 時間：民國 100年 9月 15日上午 10時整。 

叁、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肆、 出席人員姓名人數：趙福德、盧正宗、朱宗仁、伍慶隆、黃春英、呂

義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鄉長孔朝、秘書李紀財、民政課長方文振、財經課 

   長羅成信、行政課長田美惠、觀農課長趙慧嬪、社會課長周雅嵐、清潔 

   隊隊長高倩麗、圖書館館長李秀娟、主計主任劉光賢、托兒所所長朱宏 

   恩、本會秘書李進鶯、組員馮慧芳、組員張美珍。 

陸、 主席姓名：趙福德。 

柒、 紀錄員姓名：張美珍、康麗君。 

捌、審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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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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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十九屆第 6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壹、會次：第三次會議。 

參、 時間：民國 100年 9月 16日上午 10時整。 

叁、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伍、 出席人員姓名人數：趙福德、盧正宗、朱宗仁、伍慶隆、黃春英、呂

義等七名 

伍、列席人員職別姓名：鄉長孔朝、秘書李紀財、民政課長方文振、財經課     

    羅成信、行政課長田美惠、觀農課長趙慧嬪、社會課長周雅嵐、清潔 

    隊長高倩麗、圖書館館長李秀娟、主計主任劉光賢、托兒所所長朱宏 

    、本會秘書李進鶯、組員馮慧芳、組員張美珍。 

捌、 主席姓名：趙福德。 

玖、 紀錄員姓名：張美珍、康麗君。 

拾、鄉長提案: 鄉長提案 

  審查「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二及第三讀會） 

主席致詞：各位大家好，經過二天的議程有關公所送交本會，總預算第 

    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分組審議最後會前再次的合議，就大家審議一些的 

    意見，做一個彙整、做一個整合。現在就請審查小組共推，由盧副主席 

    減預算案做審議的報告，這個報告了以後若是本會同仁一些需要補充          

    報告完以後再看給我們公所，給我們審議的結果有什麼意見，再請各位 

    表達，現在就開始。 



 - 16 - 

副主席盧正宗問：主席、鄉長、公所的李秘書、以及各單位主管及本會秘書 

   及各位同仁大家午安。這次我們召開臨時會，為了審議本鄉 100年度第  

  一次追加減預算，大致各位代表都看了，在這個地方我要感謝公所的用心， 

  你們編製這樣的預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賣力，為鄉為民做了很多這樣的 

  一個工作。在這邊真的要感謝各位，那我們代表會同仁也是非常賣力的在 

  看本年度的預算，看了之後還有一些需要跟公所有一個共識，就是等一下 

  來做部分的報告然後報各完了之後，我們同仁如果還要做補充，就剛剛主 

  席講的，希望再做一個補充。因為時間還有 40分鐘就 12點，大概我們要 

  提出來的可能並不是很多，不過希望所會之間，在不同的意見裡面有一個 

  共識。首先我要報告的是有關小型零星工程的預算 600萬的部分，我們這 

  裡有一個共識，就是說既然公所有把我們的需求建議一覽表列在表上，但 

  是因為 600的經費裡面，並沒有把這個所列的項目，做概估的一個經費， 

  也不曉得到底這個是有多少的經費？600萬夠不夠？應該有一個很詳細的 

  一個，不一定是很詳細的，就是一個概估的預算，把它填在這個表上面我 

  們才能夠瞭解。 

     譬如像第四項來講，水泥路面長 120、寬×2米、厚度×15公分，這個 

  在工程的技士裡面，他們一個一個可以概算這個需要多少？包括我們的設 

  應該有一個概估的經費，因此我們是希望對這個，地方建設的需求再看要 

  怎樣去很快做一個填寫後，再送過來。因為在預算書裡面，還沒有統一的 

  文號在裡面，統一文號都還沒有。所以我想這個是不是很快的把他補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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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隨時應該……原則是是同意了，但是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統一的文 

  號給你們，因為我們也是在等這個，因為這個是大家的共識，希望承辦課 

  的羅課長填補一下，應該很快就可以把這個列出來。 

     昨天各單位課長，大概私底下都有一個共識，在我們審查的時候，因 

  為在這第 15項裡面你列了 14項，如果有多的經費，就在臨時不特定的零 

  星工程來處理，就是說包括我們想要補助給各村辦公處的這些經費，你都 

  可以列出。如果他們有需求表送過來的話，比如說擴音機每個村五萬塊或 

  者是冷氣，都可以把它做一個概算需求。其它的第 15項裡面，這樣我們 

  才能夠充分的瞭解，因此希望能夠辛苦一下。應該說這個我們不是說不同 

  意，一方面這有了以後，再把統一的文號很快就答覆公所，所以對這些我 

  們是有做這樣的共識。 

     第二個、有關托兒所的預算有 40萬編列的預算，那這個預算是由年度 

  結餘款裡面的支應，那我要請教一下主計，這個不包括在 600萬裡面喔！ 

  因為用年度結餘來支應。那接下來也是托兒所的編列 36萬的經費，聽課 

  長說這個公文已經擬定下來了你們追加 36萬，但是已經核定的補助是 17 

  萬 9仟，所以我想在文字上可能再做一個修改，把追減的部分就是還要扣 

  17萬 9仟塊，剩餘的部分再辦理追減，因為 40萬還沒有統一的文號，這 

  個我們還要把這個同意函，答覆給公所才完成法定程序。另外對這個工程 

  的進度，本會有一個共同的意見，就是說上次定期大會包括我們下村考 

  察，這些我們所提出的到目前好像還有很多沒有去執行的，已經過了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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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了，這個執行的進度已經是落後了，我希望盡快的把裡面要做的工程 

  盡 快做也要做一個交代，在定期待會之前有一個進度，部分完工這樣的 

  一個，因為這個是比較小的工程。 

      另外一點，就是說各單位在編製預算的時候，有很多單價跟追加數都 

  一樣，單價追加預算 4萬 5五仟，你的單價也是 4萬 5五仟，大概都這樣 

  寫的，我也不知道你要做幾個審查委員就編了 2萬 4仟，倒底幾個委員我 

  們也不知道？那你這個是不是在文字上，能夠做一個說明，在單價裡面不 

  要說是每 1就是單價，跟追加數一樣這樣的話，也看不出來有多少個？你 

  們編多少單價的預算多少？因為在說明欄也沒有寫，到底這些需要用經費 

  的一個成員，到底是幾個人？我們也不清楚。昨天大概也有跟一些單位主  

  管有這樣的要求，如果下一次還有追加，或是辦理下個年度的總預算的時 

  候，希望公所能夠改進，因為這次的臨時會大概是針對追加預算的部分。 

  我想可能還有其他的同仁還是要表示意見，昨天我們分組審查的意見，大 

  概就是這樣，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趙福德：謝謝副座，對追加減預算做審查的結果，做重點報告及說明， 

  對審議的意見公所未回應之前，來請各位同仁，有沒有要補充的？現在就 

  開始。 

代表柳瑞得問：大會主席趙主席、孔鄉長、羅秘書、代表會李秘書、公所單 

  位主管、各位同事大家早。小弟這裡針對剛剛副座所提的，有關於公所在 

  針對這個追加減預算的缺失，等一下我希望有關單位說清楚、講明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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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代表會更瞭解，還有一點就是民政課 64頁這個地方，這上面補助的 

  有關瓦斯補助，這邊寫民政課，應是屬財經課啊！你看這個也是缺失，這 

  個屬於財經課上面補助下來，雖然今天不是質詢我也是想了解一下，這個 

  上面補助我們，公所是要如何去處理？讓我們百姓很方便的去申請，就以 

  這兩項有關相關單位能夠表示，所需要的瞭解做一個答覆，好謝謝。 

主席趙福德：我們隨即還是剛才跟那個總結的報告。 

代表柳瑞得問：這個還是要請……，剛剛我所提的就是說，有關剛剛我們副 

  座的所提的一些缺失，你也知道哪一個單位。請解釋，然後第二個就是財 

  經課上面補助瓦斯的問題，好請說明。 

主席趙福德：這樣的話第一個總結的報告，要先請公所各課室做一個回應， 

  完了以後我們再做補充，再做進行，再做一個回應。好，這樣的話剛剛總 

  結報告大概有四點：一個是小型零星工程 600萬的事情，再來托兒所有關 

  第 97頁二筆，再來就是工程進度，再來就是預算的編列。單位、數量、 

  單價、追加減數能夠詳列，就以上這個四點請相關課室…，就請財經課羅 

  課長來做說明。 

財經課長羅成信答：主席、盧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先生女士、鄉長、李 

  秘書、本所各單位主管、貴會的李秘書、貴會同仁大家午安。非常感謝在 

  昨天的各代表分組審查，針對本所財經課業務的缺失指正，那針對第一點 

  600萬零星工程這個部分，為什麼沒有提列相關的概括數？也感謝代表再 

  讓我能夠順利的提出，相關零星工程需求一些工程項目。經過現勘之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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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關的明細列出來，因為一時沒有辦法提出這樣的數字，是因為我們有 

  委託測設公司，針對各位還有其它相關提出建議、需求的部分，我們要做 

  一個詳實的實測，因為工程時測的需求大概都是一些概估，所以一時間沒 

  有辦法說，把最詳細的數字提列，因為裡面還包括了所謂的設計費、管理 

  費、還有一些公務費這樣提列總總，再加上實際要在現地上能夠施做的部 

  分，所以這個部分早在兩個禮拜前，就已經跟測設公司就針對建議的部分 

  做好了一些概估，剛好今天早上我們委託的測設公司也來了，他依據在禮 

  拜五整個詳細的各工區，因為我提列了這麼多但是我們的工區有 13處， 

  所以詳細的一些工程的概算會提出來，到時候我們會將各工區提議的部 

  分，提出來一些經費分批的填進之後，再送到代表會來做補審，這個是有 

  關經費概算，沒有辦法一時提出來。 

      那相對的各村一些需求的部分，他們的需求表也都已經提列，我們也 

  比照這個方式將他們需要的內容，也一一的做詳實的補送。這是針對我們 

  提出工程的部分，這個部分除了書面上一覽表，也吸納了各位在相關下村 

  的時候，或是在提案需要動到小型零星工程的部分，那都會把它吸納在這 

  個金額裡面，所以請各位的代表先進能夠支持，那我想這次追加預算的公 

  文，代表會是已經回文要我提出詳細的概算，我是希望能夠為了讓這個進 

  度如期的進行，我們能不能建議在這個零星工程的說明欄裡面，就直接提  

  列某某次代表會第幾次審議通過，這樣對公文的往返節省一些程序，是做 

  這樣的一個建議。然後在預算書裡面的內容，能夠提列一些但書，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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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送明細表之後才能動支，這類的審查意見，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針對第三個工程進度的部分，這個部分我剛才說了，因為禮拜五預算 

  書整個就會送過來，如果審議沒有修正或微幅修正的話，就立即核對之後 

  就可以做尚完成的工作，這個進度應該是在定期會之前，就會做發包的動 

  作，在定期會之前可能就去開始施做，在這邊針對這個進度做這個報告，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請多多指教，謝謝。 

主席趙福德：各位同仁剛剛就財經課的部分，關於我們審議課長這樣的說明 

  待會再一起，接下來請托兒所的請朱所長第 97頁。 

托兒所長朱宏恩答：大會主席、我們盧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代表會 

  的李秘書、代表會的工作同仁、鄉公所鄉長、李秘書、各單位主管大家好。 

  非常感謝我們代表會先生女士，針對我們托兒所的業務，這樣關心跟指 

  教，在這裡先感謝。根據我們貴會審查結果，由我們副主席提出的報告， 

  指示有關托兒所有 40萬的部份，追加案在這裡先跟所有的代表女士先生 

  說聲抱歉，因為這個部分是我個人不夠用心、不夠積極，所以造成了一些 

  在預算編列的追加案裡頭有點疏忽，所以原本這個 40萬，在我們托兒所 

  這個部分，原本以為是在我們小型零工程 600萬裡面，但經過我們請教請 

  示財經課這邊，這是分開獨立的，所以昨天下午在做說明的時候有點出 

  入，所以今早已跟主席幾位代表提出一個修正報告，那這個部分也因為還 

  沒有函請貴會來同意動支，所以這個部分也沒有文號。所以我們就依照剛 

  才副主席所指示的，依照相關程序核定之後，同意動支之後，我們再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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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這項業務工作，這是有關 40萬的部份。 

     那 36萬的部份，過去在辦這項業務工作，就是托兒所的充實設施設備 

  費一案，這個是每年幾乎都是由原民會…，由我們公所提出申請之後由原 

  民會核定，在過去，往年這個案子這個計畫案，大部分是報多少大概就是 

  差不多那個數據，也會核定。當我們報追加減的時候，因為上面的核定函 

  還沒有下來，這個核定函是 9月 6號下來的，所以我們先暫時這樣編是 

  36萬，這是我們提報的計畫，那 9月 6號公文來核定函是 17萬 9仟，昨 

  天也跟我們代表先生女士做一個報告也做一個修正，所以這個因為程序還 

  未完成，我們還沒有送正式收據，我們也是等縣府這邊的公函來之後，我 

  們會依照相關程序，函請貴會來同意動支，所以這兩項的部分，在還沒有 

  法定程序完成之前，就是我們暫時，也沒有辦法去動支。但是在這裡也請 

  我們代表會的女士先生們，是不是比照我們剛才羅課長所提出的，備註有 

  一個但書，是不是等核定函之後，我們再來開始執行這項的工作，以上是 

  我們托兒所在這裡的報告，希望貴會所有的代表女士先生，如果針對托兒 

  所的業務，還有這樣的答覆，這樣的說明，如果還不滿意的，還不瞭解的， 

  待會兒給我們指教，以上謝謝。 

主席趙福德：謝謝朱所長，還有一點預算的編列主計說明一下，比如說一個 

  例子：比如說單位、數量、單價、追加減數，比如說是一月單位是一月， 

  數量是一個人乘以 12個月，單價是 1仟追加減是 1萬，比如說是這樣子， 

  剛剛我們副座他做一個整合，他說你這個單價跟追加減數是一樣，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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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看？剛才就舉一個例子，那個審查委員到底是幾個人？這樣編了一 

  個那個是酬金，比如說這個例子，其實其它很多啦！我們這次編列的預 

  算，是不是就這一點能夠說…可以詳列的話，應該要更詳列，這樣我們才 

  能夠瞭解，這個追加減數是怎麼來的？到底單價是多少？是這樣子，主任  

  你來說明一下。 

主計主任劉光賢答：大會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公所鄉長、各 

  位主管，主計室在這邊報告，謝謝盧副主席給我們這方面的建議質詢，在 

  這方面我們在可能的範圍裡面，單位、數量、單價我們是應該弄得很清楚， 

  如果說有些承辦單位，他說有些數字他有困難的，比如說他這次出席人數， 

  本來是編 9個結果他出席只有 3個，他就只可以發 3個，如果說出席 9個 

  他當然全額出席的話，當然可以全額支付，所以他給我們一個概念，就是  

  說，他是按照實際上出席的人數就核發，但是編這個數字，他沒有辦法去 

  掌控出席人數，當然有些東西是油料費，那就固定要很清楚，要他詳細編 

  列，有些他解釋說他比較難去掌控，到底會有多少人出席？如果按照過去 

  的經驗，他說按照這個數字，事實上如果他沒有辦法執行的話，就變成 

  結餘款了。實際上支多少就付多少，他在這邊表示的時候，他說比較難掌 

  控，所以他在編給我們數字的時候，他不好區分，這是以上的報告。不曉 

  得這樣說明，會不會代表會可以接受？如果是有困難，下次我們再請他編 

  的時候，雖然難掌控，你就實際上照你的人數來編，也不要用概括數來編 

  這樣子，承辦單位當時給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報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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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趙福德：那個審查的結果，這是以上 4點的說明，各位同仁對這樣的回 

  應，有沒有需要再補充的？剛剛柳代表提的，天然瓦斯的補助便民一併， 

  柳代表，課長要回應。 

代表柳瑞得問：讓課長瞭解一下，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據上面所補助的經 

  費，我是提供給我們承辦單位一個便民的方式，我不曉得承辦單位，是要 

  用什麼的方式來便民？但是我這裡自己想法是說，這桶瓦斯補助我們每一 

  戶，是每一戶嘛！每一桶補助二十幾塊。 

財經課長羅成信答：每一桶有 13塊到 38塊。 

代表柳瑞得問：這個是有它的數據，所以是不是鄉親在購買瓦斯的時候，我 

  是提出我個人的一個意見，是不是用劵比較便民，比如說草埔跟內文比較 

  遠，應該補助會比較多一點，用方便的劵直接給商店，直接看剩下多少？ 

  從現金是這樣，我的建議是這樣不曉得你那邊的做法，但是這個我應該也 

  可以提出提案，讓我們課長能夠瞭解，其實這個後面再討論也可以，也不 

  需要在這個時候大費周章。 

主席趙福德：柳代表現在是針對這個案，若是可以改天臨動議你可以提嘛！ 

  好不好？這樣的話是不是會更好一點？我們就針對這個追加減預算，好不 

  好？謝謝。如果目前一時沒有提問的，我這邊也提出個人幾個淺見，來回 

  應一下公所對我們回應審議的意見做一個補充，第一點、劉主任您剛剛這 

  樣的回應，其實在整個的一個計畫，一個我們副座在前次會有提過了，有 

  計畫你才能夠編預算，那你這個沒有計畫你這個數字是怎麼出來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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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個委員會來講的話，你一定會先訂出一個辦法，大概你要定幾個 9個 

  人、6個人是不是？這樣然後一年大概開幾次會，每一個人出席費是多少？ 

  應該是不難嘛！而且想說在整個的預算、在整個的編列，應該要這樣的詳 

  實列出來，這樣子的話一方面你把自己管理的業務，對我們審議也好，先 

  監督，然後再執行，也能夠說很瞭解嘛！是不是劉主任？希望說我們各課 

  室就這個問題，我們的追加減預算有類似這樣的，也希望能夠在下一次預 

  算也好，做成書面或是一些的計畫送到本會，要同意也好或是要知會，也  

  希望能夠朝這方面來改善。 

      再來有關工程進度的問題，剛副座說有一些執行上是落後了希望盡快 

  執行，也希望在下次會期前能夠完成。其實工程的進度我們不只是看看， 

  所看的其實我們也要瞭解公所的內部，目前財經課這個團隊，說真的跟鄉 

  長報告，我希望能夠重視這個問題。光一個課長運籌帷幄，又要調度提報 

  計畫或是各課室的連繫，或是跟鄉長的一些建議或是溝通，我想其他的團 

  隊隊員在這個方面，如果是跟不上使不上力的話沒辦法配合，當然就會出 

  現這樣的一個現象。我想編制多少那效率是不是也應該要顯現出來？當然 

  這個效率要看你的用心，或是這個人對工作的熱忱，對鄉鎮的瞭解或是託 

  付你的工作，你如何面對的態度，有沒有？我想請鄉長能夠對財經課這方 

  面特別關照，希望羅課長也拿出你的魄力，其他我不說了，該怎麼辦就怎 

  麼辦，這樣的話或許在整個的工作上，或許能夠有所幫助，或是對我們代 

  表的一些民意的提案等等，應該有顯著的一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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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有關我們本會的建議案，每一次的會期還有下村考察，平時對各  

  課室的建議等等，當然你們在書面上給我們的說明，是錄案辦理也好或是   

  函報相關單位也好，或是列入年度辦理也好等等。自我接任主席到現在我 

  一直很期待，我們本會同仁也很認真，很賣力的來探討我們鄉政，一些要 

  改善要努力的一些地方，我相信不敢說是罄竹難書，我想每一次會期也 

  好，或在平常的溝通也好，我想有很多可以來幫助，我們鄉政的一些改善， 

  也就是說讓鄉民都感受到，我們所會的用心和付出，但是這一年下來，請 

  公所提出的一些書面的資料來顯示說，真的除了第一次在我們小型工程，   

  我們本會同仁陸續他們也是完成了，不過剛剛所提的 600萬的小型工程， 

  以及其它的建議案這樣考察，說真的寥寥無及，鄉長這個怎麼看？說真的 

  落差很大，我們政府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一些計畫，比如如說「優先搶通 

  原鄉營造計畫」，第一次以為這個案例核定下來，說真的，蠻要求，你們 

  提報的時候之前提報了那些項目？是不是能夠提供本會，至少讓我們知道 

  一下，如果說沒有先請本會知會去瞭解，你核定下來了是不是要函請本 

  會。同意墊付款這個問題？你也把原先的計畫提報的一併附上，我也不瞭 

  解到底是你們提報了哪些？那我總覺得說核定下來奇怪！所以在這種當 

  中的話，就會引人遐思，有選擇性的嫌疑特定人士的操弄在裡面，然後是 

  極其以為不然，我相信不管是貴所你們提報的也好，或是本會同仁的建議 

  案，我相信也是本著為了我們的鄉鎮，為我們的鄉民，我們提了那麼多， 

  核定才幾項不曉得提到哪裡去了？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妄加的預測，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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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更多的一些思考在裡面，我們也希望就事論事，能夠正常來運做，推 

  動我們的鄉政，我想才能夠所謂的所會尊重。 

      剛剛副座總結的報告也好，或是在我們會前審議的時候，發現其中有 

  幾個案，也沒有本會的同意函，不是說剛好這個會期，如果說剛好這個案 

  在會期送上來沒問題，我願意把它併在裡面一併來做審議，一方面效益、 

  一方面也不要再勞師動眾，但是在會前，說真的，我發現我們貴所送請本 

  會以後，好像就沒事了，不曉得在那邊在等，還是在做千秋大夢？還是什 

  麼？不聞不問就很奇怪！報告鄉長你們的團隊如果是這樣，那就對不起， 

  就要請你常常來關心貴所送來的公文，函請同意的也好等等，所以我想這 

  個要檢討，不是說比要比大小，或是哪一個權勢大？不是！這是一個制 

  度，是你對事的一個態度，送來了不曉得要怎麼說了？送來了就剛剛我講 

  的，你們提報了哪些？不知道？是這一個？那我們是基於關心，以監督的 

  立場來講的話，總是想要多瞭解，到底報了哪些？又核定的原因是在哪 

  裡？我們也時常聽到你們行政的體系那邊，對這個提報的案困難在哪裡？ 

  為什麼不同意？難道我們知的權利都沒有嗎？那有事情的話，是不是表示 

  說你們願意承擔！我們本會就不必承擔？所以承辦人、各課室，也希望對 

  您這樣的案件，能夠列入控管、隨時提醒，每次都是我打電話去，當然或 

  許貴所同仁，可能說本席有時候小題大做或是很囉唆、或是愛管說，坦白 

  一句話，我們代表本來就是愛管啊！講白了就是這樣啊！不愛管的話當什 

  麼民意代表，但是管，我們當然也會節制，也會看管的是什麼？奇怪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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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意見？好，既然在會前沒有先行詢問，來依據把它編列 

  在預算，所以本席在這裡必頇要做很嚴肅的宣示，以後貴所不管是墊付 

  款，或是動支年度結餘款等等，送到本會來，我就把它彙整，等到下一個 

  會期再一併來審議，我想是不是也會產生一個不同的效應？所以我很期 

  待，我想說這個會期結束，本席我就不濫用我的職權，我不往無限上綱， 

  我就用這個方式來看看大家，什麼叫做代表會？什麼叫做民意？我想說這 

  個以後本席就這樣處理了，也希望鄉長能夠體諒，能夠瞭解本席的一些用 

  意在這個裡面，大概剛剛對我們的審議這樣以上的補充，希望大家能夠參 

  照瞭解，其他同仁還有沒有其他補充的？沒有了，二讀就同意進入三讀就 

  這樣好嗎？好的舉手？好，就三讀的了。 

      副座總結的報告一些同仁的補充，能夠當做我們這次審議，一些 

  重要的一個意見遵行要辦的事項，如果沒有的話那對「100年度總預算第 

  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經過第二讀大家都已經充分的討論了，公所也說明 

  後大家也沒以意見了，如果說這個預算大家都沒有意見的話，那我們就要 

  完成三讀會。那我們就表決贊成本案，除了剛剛我們審議的結果的意見加 

  註之外，我們對這個案就這樣贊成通過的請舉手？好就這樣的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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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代表提案: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06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編

號 
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伍慶隆 附署人 

黃春英 

呂  義 

案

由 
獅子村 1號橋野溪支流整治延建工程。 

理

由 

  為維護沿溪農路及土地需求，朔溪未整治部份，殷 

盼政府能體察野溪實情，能繼續整治，嘉惠鄉親。 

辦 

法 
建請鄉公所轉陳水土保持局台南分局施作野溪整治 

審

查

意

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

決 
照案通過 

主席趙福德：這邊有一個案編號 2，手上都有喔！提案人伍代表，附屬人是 

  呂代表跟黃代表，原提案人有沒有要補充？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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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伍慶隆問：多多支持謝謝。 

主席趙福德：好，編號 2是野溪支流整治延建工程，這是提交大會來討 

  論，對這個案贊成的通過的請舉手，好全數通過好謝謝。 

拾貳、臨時動議 

主席趙福德：有嗎？臨時動議。 

 代表柳瑞得問：這個是一定要按照程序，建議我們課長這邊，不曉得。你們 

  認為我這樣建議的話，你們認為可以的話就照我的意思去，第一就是有關 

  於我們這個瓦斯補助的部份，是以每一戶還是每一次？比如說這個要怎麼 

  分配？請我們財經課答覆，因為要問清楚比如說，這一家時常用這個瓦斯 

  的話，連續好幾次別人一個月才一桶，因為這是一年度要怎麼分配才會很 

  公平？我的意思是這樣。 

財經課長羅成信答：報告柳代表，使用者付費，你用的越多付的越多，當然 

  相對的你用的越少當然就越少，就是說以桶為補助不是以家戶，如果說以 

  家戶為補助，比如說這個月家用 2桶就補助 2桶，3桶就是 3桶，是這樣。 

  那每年的 5月跟 11月申請，我們現在是用單據，比如說你叫瓦斯的時候， 

  你就跟瓦斯行要單據，然後用單據來申請瓦斯的補助，那這數字是比照去 

  年，大概的成長數就是這樣，所以今年就追加了八十幾萬，是比照去年的 

  申請後。 

代表柳瑞得問：那我們鄉民都沒有意見嗎？ 

財經課長羅成信答：我們這是透過村辦公處申請之後，是用現金提領出來給 

  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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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柳瑞得問：這樣，事情做得好當然無話可說， 

財經課長羅成信答：剛才那個用禮卷比較慢，拿到現金比較快。 

主席趙福德：要用臨時動議還是用提案。 

代表柳瑞得問：我提案。 

主席趙福德：那鄉公所回提案，謝謝，這個案因為沒有徵詢，這個案就不成 

  立，也謝謝羅課長也回覆一些執行面，一些可以參考的一些意見，我想柳 

  代表在回去對這個案再深入一下，我相信很多鄉民一定會為你喝采。 

主席趙福德：鄉長、李秘書、我們公所單位主管、本會同仁，今天的議程是 

  第三天，我們也完成公所這次提出一個案的三讀，本會也提出了一個案， 

  也都能夠很順利的來完成，也謝謝我們本會同仁，這三天應該自己瞭解， 

  我想鄉民應該會感受到大家的付出，也希望彼此對我們本身的一些的職 

  責，堅持一些的原則之外這樣的來達成議程。我兼顧的一些的工作，大家 

  能夠同心協力合諧來溝通，非常感謝同仁，在這裡也是對鄉長的團隊，這 

  三天的配合對本會的需求，都能夠充分來表現出，當然做一樣事情我們不 

  敢說是盡善盡美，總是有一些我們要思考，或是要努力的一些空間，我想 

  經過這次大家良性的溝通，充分的相信對你我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希望會後能夠繼續所會在事務上能夠暢通，彼此大家來為我們的鄉鎮，大 

  家一起來打拼同樣的來付出，謝謝我們鄉長各位團隊，那我們今天的會期 

  到此結束，散會。 

拾參、散會:上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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