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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 2 屆第 4 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 1 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是日上午 10 時 30 

                 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楊淑青（2）徐裕傑（3）陳志勇（4）林永富（5）蕭有祥（6）

管慧莉（7）林吉財（8）羅清輝（9）王秋助（10）吳天祐   等

10 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羅進玉（請假） 

  ６、列席人員：區長林建堂、秘書蕭金木、民政課長古志偉、行政課長郭麗珍、 

                產業觀光課長林雪雲、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土地管理課長陳 

                俊傑、人事主任潘士銓、主計主任黃美娟、政風主任丁國煒、清 

                潔隊長陳海光（兼）、圖書館管理員陳海光、幼兒園園長張雅卿、 

                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蘇秀珍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簽到出席 10 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 10 人出席，已達開 

                          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１１、主席致開會詞： 

      林區長、蕭秘書、公所的各位主管、本會的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 

  是本會第 2屆第 4次的臨時會，相信各位代表都有充分的準備，要針對區政 

  建設的推動提出建言。本次臨時會的召開，是針對區庫代理銀行相關作業， 

請區公所就辦理情形做專案報告。待會各位代表同仁對專案報告，如果有任 

何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請課長或是秘書、區長做詳細的答覆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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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１２、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本會第 2屆第 4次臨時會，係針對「有關臺灣銀行代理本區區庫契約 

將於本(108)年 12月 31日屆滿，和平區公所辦理區庫代理銀行相關作業。」 

經區公所請求而來召開的。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37及 83條等相 

關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於 108 年 10 月 4 日分別以和區代字第 

1080000777、778 及 779 等三號函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臺中市 

政府備查在案。 

 （2）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 108年 10月 14日起至 108年 

         10月 16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 108年 10月 5日府授民地字第 

         1080239090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閱會 

         議資料之日程表。 

 （3）報告代表席次： 

          本會本屆代表席次，依據本屆第１次臨時會所抽籤之席次，不再更動。

以上報告。謝謝！  

 １３、專案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行政課長專案報告。 

       行政課長郭麗珍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秘書、區長、蕭秘書及各位主管，大家好。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74條、83-2條、公庫法第 2條、3條、4條、7條及地方 

   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選辦法第 2條、3條及第 5條等規定辦理，茲將前述各 

   法規規定詳列如下：一、地方制度法第 74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應設置公庫，其代理機關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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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設置之。二、地方制

度法第 83條之 2條裡面提到，直轄市的區，由山地鄉改制者，稱為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及區公所，分別為山

地原住民區的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

事項，山地原住民區的自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准用本法關於鄉鎮市的規定，其

與直轄市的關係准用本法關於縣與鄉鎮市關係之規定。那在公庫法第二條第二項裡

面規定，中央政府的公庫稱為國庫，然後我們鄉鎮市的公庫稱為鄉鎮市庫，以各鄉

鎮公所為主管機關，那在第四的部分是公庫法第三條第一項裡面，各級公庫關於現

金、票據、證券的出納保管移轉，及財產的器具等保管事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下列規定委託銀行代理，以下簡稱代理銀行，麻煩各位代表看到這一項的第二款，

鄉鎮公所由各該主管機關就其轄區內的銀行遴選，經立法機關同意後，委託其代理，

並應報上級公庫主管機關備查，那在延續公庫法第三條第二項裡面有提到，鄉鎮區

內無銀行或特殊情形者，鄉鎮庫主管機關得就其所縣內之銀行辦理遴選，如無適當

的銀行，由該縣的公庫主管機關協調，尤其公庫代理銀行代理，那一樣第三條的第

三項裡面有提到，有關第一項第二款就是鄉庫遴選的部分，或者是第二項的委託，

第二項的委託事項機構的部分，他的委託機構的資本額，範圍條件，收費標準及成

本效益等遴選辦法，由財政部訂定，也就是我們後面等一下第十條所提到，他有定

訂一個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選辦法，那在公庫法的第四條的第一項裡面提到，

各級公庫代理銀行，得轉委託其他金融機構，代辦收款業務機構及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以下簡稱代辦機構，代辦前條第一項全部或部分事務，其中有關代收稅款業務，

受款的金融機構，得在委託代辦收款業務機構辦理，那在公庫法裡面的第四條第二

項提到，這一項的規定轉委託或在委託者，就代辦機構與代辦收款業務的行為與自

己之行為負同一責任，換言之，我的代理銀行跟代辦機構跟代收款業務機構是同一

個負責任的，那在公庫法的第七條第一項提到，政府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關

於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及財產器具等之保管事項，除本法其他法律

或地方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均應由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辦理之，然後在

地方第十條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選辦法第二條裡面有提到，鄉鎮公所公庫代理

銀行遴選作業，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然後在公庫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辦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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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提到，代理地方政府公庫的業務，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他總共有四大條件，第

一個是淨值在新台幣一百億元以上。第二個部分是經會計師簽證的最近五年稅前淨

值報酬率平均為正數。第三個是為公營銀行或最近半年經會計師複核之自有資本，

與風險性資產的比例高於百分之八，或經國內外知名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等級 A－級或相當等級以上。第四個是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未超過百分

之一點五，那在有關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選辦法第五條裡面提到，公庫代理銀

行，依本法第四條，轉委託其他金融機構，代辦收款業務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以下簡稱代辦機構，代辦相關業務時，除了受代辦機構為國營金融機構，或符合第

三條所定基本條件，並經各該公庫代理銀行同意者外，應要求受託的代辦機構提供

相當的擔保品，或經公庫代理銀行認可之金融機構擔任連帶保證人，以上是我們在

公庫成立過程相關的法規條文先做說明。那在針對第二點是公庫遴選的程序，本所

目前的區庫代理銀行是臺灣銀行，本區從 103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原住民自治區，

在 104 年辦理遴選，公告後因無銀行參加遴選，遂因前述的公庫法第三條第二項函

請臺中市政府，協調由其公庫代理銀行就臺灣銀行代理，但因為臺灣銀行在本轄區

內沒有分行，所以他依公庫法第四條第一項，轉委託和平區農會代理區庫業務，然

後再依據地方政府公布遴選辦法第五條後段規定，受託的代辦機構，要為公營金融

機構或符合第三條所定基本條件，並經各該公庫代理銀行同意者外，公庫代理銀行

應要求受託的代辦機構提供相當的擔保品，或經公庫代理銀行認可的金融機構，擔

任連帶保證人，因本區的農會不是國營機構，也未符合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辦法，

遴選辦法第三條所訂基本條件，依前述的規定，代理銀行也就臺灣銀行，要求和平

農會應提供代辦本區庫務含代收款，稅款的存款平均餘額之定期存單質押在臺灣銀

行，並同意拋棄行使抵押權，這個是在我們 105年 1月 14日的時候，臺灣銀行臺中

分行用 1050002271 號函副知本所，105 年度和平農會提供 2 億 4 千萬元的定期存單

質押在臺灣銀行，那我們 104 年度本所庫務的存款餘額是 2 億 3 千 1 百萬元，所以

換言之他的定期存單的錢，高於本所存在庫務裡面的錢。再來第三點是本市與代理

銀行，就是臺灣銀行簽訂了代理區庫契約，將在 108 年 12 月 31 日屆滿，依據地方

制度法第 74 條 83 之 2 條，公庫法第 3 條第 7 條及地方政府公布代理銀行遴選辦法

第 2 條第 3 條等規定，本所在 108 年 7 月 11 日以和平區行字第 1080013172 號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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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遴選公告三十天，總共發文三十八家銀行，到收文截止日期，也就是 108 年 7 月

31 日，並沒有銀行參加遴選，本所遂再依據公庫法第三條第二項在 108 年 8 月 7 日

以和平區行字第 1080015114號函請臺中市政府協調由市庫代理銀行，也就是臺灣銀

行代理，並經臺中市政府在 108年 8月 20日以府授財務字第 1080195818號函回復，

臺灣銀行臺中分行為利本所區庫運作，同意續代理區庫事務，惟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在本區並沒有設立分行，故他協調和平農會，續為代理本所區庫業務，並請本所洽

臺灣銀行臺中分行研訂代理區庫契約，並請依公庫法相關規定辦理。然後第三點部

分是提案代表大會同意後，委託代理，依據地制法第 74 條 83 之 2 條及公庫法第 3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公庫代理銀行要經立法機關同意後，委託其代理，並應報上

級公庫主管機關備查，本所預計在 108年 11月份代表會定期大會時，提請大會審議，

俟大會同意後，再辦理後續相關事宜，以上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於課長的說明有不清楚的地方嗎？（沒有）課長請回。接下來請人

事室做專案報告。 

人事主任潘士銓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秘書、區長、蕭秘書及各位主管，大家好。人事

室就人事業務分五方面報告。第一部份是差勤管理、在職訓練、給與福利、公保及

健保，還有退休撫卹作業。有關差勤管理方面，我們是按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去做

差勤的種類及天數，事假是每年七天，家庭照顧假也是每年七天，請假日數是併入

事假計算，那超過規定的事假是按日扣除扣薪給的，任職未滿一年者，是按在職月

數的比例計給事假，如某甲 108年 9月 1日到職，至 12月底給事假 2.5天，他是按

照 9月至 12月是四個月，所以是按照七乘以十二分之四的比例去計給的，病假是每

年二十八天，女性公務人員的生理假是每個月是一天，如果他的生理假沒有超過三

日是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生理假是併入病假計算。然後超過的生理假是以事假抵

銷，那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經長官核准得延長之，延長期間自第一次延長

病假首日起算，兩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他的延長

病假得重新起算，婚假十四天，應自結婚之日起，十日內，三個月內請畢，但因特

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得於一年內請畢，娩假四十二天，產前假八天，因懷孕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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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前給產假八天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是給娩假四十二天，

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十二天，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週流產者，

給流產假二十一天，懷孕未滿十二週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天，那娩假跟流產假應

一次請畢，如果以請畢產前假，你提前請部分娩假的話，是以十二日為限，陪產假

五天，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五天，得分次申請，但應

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十五日內請畢，喪假是可以用小時去計算的，父母及配

偶死亡的話，是喪假十五天，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的話是喪假十天，曾

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的繼父母，兄弟姊妹是五天，喪假得分次申

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骨髓捐贈或器官假是視實際需要給假，那公假

的話是由機關視實際需要給假，休假的部分是得以時計的，服務滿一年自第二年起

是休假七天，服務滿三年自第四年起是休假十四天，服務滿六年，自第七年起休假

二十一天，服務滿九年，自第十年起休假二十八天，服務十四年自第十五年起，休

假三十天，那初任人員於 2 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

年一月起核給休假，他的計算方式，假設說某甲於 108 年 3 月 28 日考試分發報到，

扣除他 104 年 1 月 1 日以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他的實務訓練期間不得採計為

公務人員休假年資，實務訓練期間四個月的部分，他按照在職月份比例於次年一月

核給休假的話，假設某甲於 108年 3月 28日考試分發報到，扣除四個月的實務訓練

期間的話，他是在 108 年 7 月 28 日先予試用，那按在職月數比例就是說他到 12 月

底的話，他是在職有六個月的話，那他至 109 年 1 月 1 日起是給休假 3.5 天的，我

們的請假作業都是按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跟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去辦理。另外休假補助費的核發，是按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還有行政

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還有行政院及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辦理，本所在 108 年 1 至 9 月請領休假補助費，本所的部分

是 373,566元，清潔隊是 87,298,元，圖書館 22,287元，幼兒園 79,998元，總計是

563,149元。在職訓練的部分是按照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還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施行細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行政院及所屬機

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生學習實施要點，我們本所 108 年 1 月至 9 月的講座鐘點

費及誤餐費支給情形是總共支給 23,000元，那在給與福利的部分，有關俸給核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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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我們是按照公務人員俸給法及施行細則，還有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還有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表，去支給。本所 108 年 1 月至 9 月俸給支給的部分，總計本所清潔隊、

圖書館、幼兒園總計已經支給 24,209,985 元，那在子女教育補助費的請領部分是按

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還有行政院民國 106 年 7 月 3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502951 號函辦理。子女教育補助費執行情形，在 107 年的第二學期是支給總計

180,400元，那 108年的第一學期是支給 223,700元，我們總計在子女教育補助費的

部分支給 404,100元，那在結婚、生育、喪假補助的部分，是按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辦理，本所 108 年度結婚生育補助還有喪葬補助的請領情形，總共支給

506,295元，那在公保、健保及退撫基金的部分，公保的加保是按照公教人員保險法

及其施行細則，本所 108年 1月至 9月公保費支出情形總共 969,761元，全民健保的

要保作業是按照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那本所 1 月至 8 月的健保費，總共

支出 1,744,421元，在退撫基金的繳納部分是按照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

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各機關公立學校軍事單位應按月撥繳之基金費用，於當月 10

日前彙繳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我們本所 1 月至 9 月的退撫基金支

出情形，總共是 2,625,887元，那在退休照護的部分，我們在核給月退休金、遺屬年

金跟月撫卹金的部分，是按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還有公務人

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發放辦法，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輔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本

所在 108年 1月至 9月支給月退休金賴東海等 27人總計支給 5,077,062元，那在退

休公務人員遺族一次金及遺屬年金的部分是按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施行

細則辦理，我們是支給已故退休人員杜○○的遺屬一次金是 163,509元。以上報告完

畢。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人事室的專案報告有沒有不清楚的嗎？管代表請！ 

代表管慧莉提： 

大家早，請問主任，你沒有結婚？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目前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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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管慧莉提： 

那個叫分娩ㄨㄢˇ，不是分娩ㄇㄧㄢˇ，下次你就知道了，大家一起學習，不

能叫分娩ㄇㄧㄢˇ，叫分娩ㄨㄢˇ假，在這裡我要請問一下主任，請說明出差手續

的程序。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謝謝代表關心，我們出差的部分，是按照國內差旅費支給要點，他是去辦理，

那我們按照差勤的規定，三天以下的差假是由單位主管去做決行的，那他超過三天

以上是他的呈核程序會到秘書，我們這個是一般的差假的流程是這樣子，另外如果

是一般請假是事假、病假、休假跟公假補休是這樣，另外如果是特殊的公出差，公

出差的申請條件的話，他是三天以上的差假也是到秘書，那一般的話。 

代表管慧莉提： 

有分別嗎？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沒有，特殊的意思是指說婚假、娩假跟喪假比較常。 

代表管慧莉提： 

娩假。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娩假，不好意思。 

代表管慧莉提： 

沒關係，你不要緊張，你所謂的特殊就是說這種婚假的對不對？三天前，我們

一般出差，當天其實你應該就掌握這個人有沒有在公所了？當天，因為三天前就要

辦完了？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他出差的話，一般我們是事前要經過單位主管簽核。 

代表管慧莉提： 

對呀！事前三天，你剛剛講程序，然後到三天之後的當天我已經不在了，我出

差，所以當天我有沒有在公所，你應該很清楚，人事主任是不是這樣？應該到你手

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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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對，那我們一般的差假統計都是在事後做差旅費的時候，我們會去做差假統計，

那如果是。 

代表管慧莉提： 

不是，不是，我知道後面的彙整是絕對是你，我的意思是說當天你應該知道，

管慧莉在不在公所，你當天應該知道了？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對，我們在差勤系統上查得到。 

代表管慧莉提： 

對不對？應該知道，這個你都可以掌握，是不是？還有就是我們的出差，你有

沒有覺得很浮濫？由不得你？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我們的出差是單位主管就是授權。 

代表管慧莉提： 

授權是單位主管，由不得你就對了？不管同意你只好彙整了？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我們差假的設定，他簽核的批核流程是不會到人事室，他是由單位主管去做決

行。 

代表管慧莉提： 

好，那我要說一個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去辦一個活動，我跟裕傑去參加一個土

地說明會，那個單位竟然來了七、八個工作人員，在前一天，我在土管課，就聽到

民眾到公所去說要找某某人，公所人員一句他不在，然後那個人說他怎麼又不在了？

我當下經過愣住，我就跟他講說這樣好不好？你要不要留電話，還是你要來的前幾

天先問公所，這個人有沒有在，當天你再來，其實我以前也是辦過活動的人，兩個

人就可以了，既然去了七個，然後外面三、四個在滑手機，這個是單位主管的錯？

對不對？因為你不知道他們在幹嘛！你也沒有同意權，就單位主管同意就可以了？

更扯的是那一天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在等便當，問他便當怎麼還沒到？他說到馬鞍

寮，我們地方社區這麼多的產業，你從東勢給我叫來？這個就不是你的權責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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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扯到這邊來了，所以大家要警醒一下，再來我再請問一下，你有沒有查勤的

制度？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有，我們每個月會查勤兩次。 

代表管慧莉提： 

不定期的？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對，不定期的。 

代表管慧莉提： 

不定期的，所以你手上有查勤的簿子？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有。 

代表管慧莉提： 

好，那沒關係，那我想說定期會的時候，你再拿給我們看，我們要確定你們有

沒有落實？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好。 

代表管慧莉提： 

我想在這個出勤的部分，各主管當然權責是像你說的主管單位，希望你們就是

不要做浮濫，土地管理課的，嚴謹一點，因為民眾的觀感非常的不好，在這裡我實

在是要讚美一下天祥課長，有一個活動，他只有帶凱聞兩個去，那個活動天祥辦得

非常的棒，因為大家都來了，各個機關團體，就是一一到位，不是七、八個出差，

三、四個在那邊玩手機，民眾的觀感是什麼？然後便當從外面叫來，臉都綠掉了，

然後那裡有一個婦人家就跑來跟我講說，代表是不是以後你們便當叫我們這裡的？

我臉都垮掉，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這個細節上面，稍微注意一下，我們一直說在地產

業，在地產業，我們應該是用在地的，那在差勤的部分，就是主管要稍微嚴謹，那

在人事方面你就多多的督促，我覺得一個月一到兩次是太少了，然後定期會的時候，

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麻煩你到時候把查勤的資料給我們，還有第二個就是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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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五名半年出差的排名。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1月至 9月月的部分，我們有準備。 

   代表管慧莉提： 

   我都是定期會的時候，我才要看，我看有沒有過度浮濫，當然我們會以 

 你們工作的項目來排，我們不會說因為你這樣，然後怎麼那麼多，我們知道 

 某個工作項目是非常多的，你不要給我區長、秘書的，上一次給我區長秘書 

 的，又一個兩光的，他們要排除在外，還有司機，好，謝謝。 

   人事主任潘士銓說明： 

   好，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對人事室的說明還不了解的？（沒有）沒有的話，主任 

 請回。 

１４、討論提案 

   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19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羅清輝、吳天祐 

  案  由：本區達觀里黃振霖等果園旁產業道路路面凹凸不平，嚴重損壞，建 

          請區公所協助重新鋪設路面，以利居民通行，確保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0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羅清輝、吳天祐 

      案  由：本區自由里烏石坑往唐山寮道路因排水不良，致使雨水易流入道路 

              並過度沖刷路面，建請區公所協助施作集水井及截水溝，以改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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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不良情況。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1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羅清輝、吳天祐 

案  由：本區自由里唐山寮道路旁因連續大雨造成邊坡坍塌，建請區公所於該處進 

        行噴漿工程，以改善邊坡塌陷問題並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4 案       類別：產觀         編號：會 122 

提案人：王秋助           連署人：陳志勇、徐裕傑 

案  由：為本區實際從事農耕者因無法取得承租權利，致每逢天災造成農損時，無 

        法受到補助，嚴重影響實耕者之權益，建請公所辦理農地現耕調查，並開 

        立實際耕作證明書等相關文書，讓實際耕作之農民據以得到合理補助，以 

        維公允並維護現耕農民生計。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並函轉主管機關協助配合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土地管理課課長，這一件曾經提案過，有沒有這個效果？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土地管理課長陳俊傑說明： 

報告主席，這部分實際農耕的證明，我們土地管理課是不能開的，因為我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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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的業務，只有承租，那實際這個部分跟我們是比較沒有關係，目前我只有就

是做一個權利賦予的動作，平地人的部分就承租，原住民就所有權。 

主席陳志勇報告： 

王代表的提案這是很好的，因為很多就是沒有租約，像今年農產那麼嚴重受損，

沒有租約的很多都沒有辦法領到補助，連肥料錢都拿不回來，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

來幫一些農民解決？ 

土地管理課長陳俊傑說明： 

我是不曉得產業觀光課能不能開這個證明，而且他們補助應該有一定他們的審

核標準，跟這個有沒有關係，我不是很清楚。 

主席陳志勇報告： 

產業觀光課課長，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產業觀光課長林雪雲說明：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代表會宋秘書、本所區長、秘書，各位主管大家好，

產觀課在這邊報告，目前我們農委會的農業天然災害的救助辦法，目前我們農業天

然災害的救助就依照遵循這一個辦法在執行，那在這個辦法當中，針對農民的部分，

他的認定就是有權利或租約，那也就是土地首先要合法使用，那至於大家的建議就

是實耕者這一塊，在沒有權利或租約的情況之下，可不可以申請？可能還是得透過

大家的提案，我們在轉呈到農委會去參辦，看有沒有可能把實耕者這一塊的部分，

可以一起來納入我們農業天然災害的救助辦法裡面，以上說明。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這個案件有沒有什麼意見？楊副主席請！ 

副主席楊淑青提： 

主席、區長、蕭秘書、宋秘書，還有區公所一級主管，所有的代表大家好，楊

淑青報告一下，這一個除了租約的問題以外，還有就地目的問題，因為我們租約，

所有種果樹的，包括甜柿、大梨，包括什麼的，或者柑橘他的補助，你是林地目他

是拿不到的，他不列入其中，所以說在這個中間，我們所有林班地的承租人，都沒

有辦法享受這個權利，所以說我們可能要透過所有的代表聯合來做一個提案，包括

我們實耕的人，不管他的租約是什麼，以實作的人來補助，是不是這樣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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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志勇報告： 

      楊副主席，林地的地目就叫你造林了，他哪有可能補助你農產呢？ 

      副主席楊淑青提： 

      租約裡面以前林務局有一個租約，他裡面的內容就是說果樹視同造林樹 

  種，既然是說你就視同造林樹種，表示說你承認我們果樹，當我們果樹有災 

  害的時候，有災損的時候，是不是要補助？我是針對這樣子的解釋，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楊副主席請你在我們定期會的時候來做一個提案，你把資料附上來，我 

  們做正式的提案，由公所幫我們轉文或者回覆，好不好？那我們針對 122案，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５、臨時動議 

      第 5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3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天嶺巷第六鄰野溪(張員、賴員及嚴員)，因每年颱風 

              豪雨使該野溪水沖刷，兩側土石崩塌，影響農作物損失，請協助施 

              作排水溝，以利居民農作物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施作排水溝，確保居民農作物之安 

              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6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4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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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達觀部落香川巷(陳、吳員住處)產業道路邊坡約 40公 

尺，因未設護欄常有汽機車及居民掉落野溪，影響農運機具及人通行，請 

協助裝設欄杆，確保行車及居民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改善施作，確保居民生命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7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5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天嶺巷第八鄰(達觀段 422 地號)，近年鋒面豪雨將果園中水溝 

        邊坡沖刷掏空塌陷，如遇豪雨將該水溝崩塌下陷及影響上、下邊坡民宅， 

        請協助改善施作水溝 50 公尺改善，確保道路及民宅之安全，減少意外發生。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公所儘速改善施作水溝 50公尺，確保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8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6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達觀部落產業道路支線(張員、天主堂道路)，因行經路面狹 

        小車輛通行困難，影響居民及車輛通行，請協助施作擋水泥檔土牆，以利 

        居民行車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施作水泥擋土牆改善，確保居民及車輛之 

        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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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9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7 

提案人：徐裕傑         附議人：陳志勇、管慧莉、蕭有祥 

案  由：本區博愛里台電巷因未設置排水溝，致使雨水易流入道路並沖刷路面，建 

        請區公所協助施作排水溝，以改善該處排水不良之情況。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0 案       類別：產觀         編號：會 128 

提案人：徐裕傑         附議人：陳志勇、管慧莉、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建議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將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在案的德芙蘭休閒農業區土地增編劃定為國土計畫法 

        (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用地，以符合在地發展休閒產業。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29 

提案人： 吳天祐        附議人：徐裕傑、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對本區博愛段 14、15 地號保留地與上方國有林接壤坡地亂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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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堆砌駁坎整坡並以水泥砂漿固定，用以保護下方台 8 線道路往來 

      車輛人員安全。 

      辦  法：建請區公所尋求水保局或相關單位，進行整坡保護工程，以維護國 

              土保安及過往人車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 

      束。謝謝各位。 

１６、散 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5 日中午 10 時 30 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陳 志 勇 

                                               副主席 楊 淑 青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蘇 秀 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