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河堤沙土已淹漫堤防安全線。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1號 李德良

說明

辦理情形

嘉豐村和平社區段下方河堤護岸，砂土已淹
漫超過安全線，應避免損及鄉親族人們的生
命安全。

一、108年5月29日東卑
鄉建字第1080008413號
函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
川局，惠請研議採納辦
理。

建請修繕利嘉村168巷11號宅前水溝老舊破損， 上述水溝已多年老舊壞損，影響路基塌陷，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2號 李芳媚 致有些路面已掏空路基。
恐危及行路安全，宜盡速修繕，保障村民之
安全。
建請於民眾服務站及戶政事務所卑南辦公室旁增 原有汽車棚，民眾之機車也常停在當中造成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3號 李芳媚
設機車停車棚。
不便，增設機車棚，嘉惠鄉民。
建請美化泰安luwanan(魯瓦南)橋。
泰安魯瓦南橋是卑南族具代表性極富意義的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4號 李芳媚
建築所在地，建議彩繪美化相關之圖騰，增
添部落之特色。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17鄰三街111號往18鄰方向設 該路段路肩傾斜與路面落差甚大，且晨間夜
置護欄（長約60公尺）以維護行人安全。
晚居民經常在該路段運動散步，行人稍不慎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5號 田明元
將造成意外，請公所協助改善以維護居民安
全。
建請公所改善東興村二街126巷2弄（陳美妹、李 該巷弄離山邊近，遇雨季居民就無法進出，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6號 田明元 木松、蘇泰山宅前）經常土石沖刷路面，以維護 造成居住困擾，若不盡快改善範圍恐擴大，
居住安全。
請公所重視。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比利良方向設置護欄（長約20 該路段為大轉彎處，行進汽、機車稍不慎易
公尺）以維護行車安全。
摔落邊坡，近年曾發生兩起重大死亡意外事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7號 田明元
件，暑期將屆青年學生行經該處更頻繁，為
防事故再發生建議盡快改善。
建請整治野溪。
一、 卑南鄉利吉村16鄰環山路132號宅旁野
溪每逢豪大雨即沖刷民宅，危及住戶生命財
產。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8號 陳鳳英
二、 請公所協助整治已保村民生命財產免
受其威脅。

一、108年7月1日東卑鄉
建字第1080010746號
函：本案經臺東縣政府
函覆已錄案並視年度財
源研辦或伺機向中央爭
取相關計畫辦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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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於本鄉利吉村16鄰環山路巷內鋪設AC路面約 由案由
200公尺。

一、108年9月6日東卑鄉
建字第1080014782號：
第21屆第1次大會 建設類第9號 陳鳳英
本所先行錄案，俟日後
道路狀況，再行研議辦
理。
建請於本鄉富源村產業道路修復因豪雨沖刷流失
一、108年9月9日東卑鄉
之路面。
富源村產業道路因豪雨沖刷路面流失，造成 建字第1080014827號
建設類第10
第21屆第1次大會
陳鳳英
大坑洞，村民及住戶進出已構成人車極大危 韓：本所先行錄案，伺
號
險。
機列入相關計畫爭取補
助辦理。
建請在本鄉溫泉村鎮樂10鄰道路改善工程案。 本鄉溫泉村鎮樂10鄰道路年久失修，不利民
建設類第11
第21屆第1次大會
楊益誠
眾出入及農產品運輸，建請改善PC路面長40
號
公尺寬5公尺，以利交通。
建請於利嘉村農路拓寬乙案。
利嘉村1鄰(淨水廠)對面農路狹窄，以致於
建設類第12
車輛好幾起掉入農田，經地主同意無償提供
第21屆第1次大會
黃學臺
號
土地改善，以利農民通行及農產品運輸。
建請於本鄉太平村86巷、106巷內電線地下化。

第21屆第1次大會 公管類第1號 陳鳳英

86巷、106巷村民懇請公所及相關單位協助
電桿地下化。

一、108年5月27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080008421
號函：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台東區營業處另
本鄉太平村86巷及106巷
內電線桿林立有礙觀瞻
，且因路面幅窄又受限
電桿或變電箱占用，常
見人車爭道導致險象環
生，並影響居住品質甚
鉅，爰請貴公司將前項
路段實施電線電纜地下
化，共同增加人民之幸
福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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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楊才松

第21屆第2次大會 原住民行政類 李德良

第21屆第2次大會 原住民行政類 李德良

第21屆第2次大會 建設類第1號 李德良

第21屆第2次大會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第21屆第2次大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第21屆第2次大會 建設類第4號 李芳媚
第21屆第2次大會 建設類第5號 陳鳳英

案由

說明

辦理情形

建請公所協助推動本鄉高壓電覽線全面地下化的 高壓電波對健康有無影響，醫學界至今仍無 一、108年5月27日東卑
可能性。
定論，但住高壓電塔、變電所附近，容易得 鄉公管字第1080008423
癌症之言論仍深深影響民眾對高壓電塔、變 號函：台灣電力股份有
電所的恐懼心！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請協 限公司花東供電區營運
助推動本鄉高壓電覽線全面地下化。
處惠請貴處給予卓處，
俾利促進地方經濟發
展。
稻葉部落事實上它本是一個古老的部落，只
爭取嘉豐村「稻葉部落為原住民部落」。
因部落人口老化，年輕人在外打拼，耽誤了
正名，請公所協助。
部落族人擔憂傳統歷史文化被錯置，希望爭
部落族人之信仰中心，不容侵犯及錯置。
取能把信仰中心-地標(風箏石)之序文石碑
更換。
一、108年12月3日東卑
東38線10.5公里至11.5公里處，道路彎窄陡峭，
鄉建字第1080019251號
已造成當地用路人及觀光人車的損害，請公所重 如案由。
函：經與代表會勘後本
視。
所先行錄案並俟經費無
虞後再予研議辦理。
嘉豐進水口每逢颱風或汛期時，農民朋友均
用石頭阻水，但小石頭無阻水作用，大石頭 一、108年12月3日東卑
又難搬動，致使土石往內沖入堆積水道；待 鄉建字第1080019252號
建請公所函轉台東農田水利會於「嘉豐進水口設
水退後又需「怪手」加以清理，才得以恢復 函送：臺灣臺東農田水
置-水閘門」乙案。
供水灌溉，實是浪費金錢又具風險，故建議 利會卑南工作站，惠請
興建水閘門，如遇颱風或汛期時，將閘門關 研議採納辦理。
閉，可把傷害降至最低。
該路段年久失修，已造成多名用路人在部分
建請改善美農村高台至三塊厝路段之柏油乙案。 路段發生車禍，影響行車安全，建請公所改
善部分較嚴重之路段。
建請重新鋪設利嘉村利嘉路616號至648號前之柏 上述路段年久失修，宜改善，以維護村民行
油路面(即派出所前之道路)乙案。
的安全。
一、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85巷內機車皆停放
建請劃設消防道路警示線乙案。
於巷內巷道上。二、 半夜村民重病，救護
車無法行駛救護，延誤就醫，耽誤醫治。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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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修剪太平橋北上橋頭小葉欖仁，以利行車視 該處小葉欖仁枝葉茂盛，已影響行車視線，
線乙案。
建請儘速修剪，以維用路人安全。
建請於東38線山里往和平方向鐵路橋，增設輔二
如案由。
第21屆第2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廖聰和
型交通標誌，以利行車安全。

第21屆第2次大會 公管類第1號 楊才松

第21屆第2次大會 公管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美農村東成監獄旁道路增設反光標誌乙案 如案由。

第21屆第2次大會 公管類第4號 陳鳳英 建請裝設路燈2盞乙案。

第21屆第2次大會 清潔類第1號 陳鳳英

第21屆第2次大會 清潔類第2號 陳鳳英

第21屆第2次大會 清潔類第3號 陳鳳英
第21屆第3次大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第21屆第3次大會 清潔類第2號 廖忠聖

一、 建請於本鄉太平村太平路(店名-毒農
藥宅)右轉處巷內裝設路燈2盞。二、 該新
社區因無路燈入夜漆黑，請公所重視裝設。

一、108年11月20日東卑
鄉清字第1080019139號
函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建請砍除本鄉太平村太平榮家與13鄰圍牆交界處
導委員會：請經管單位
之樹枝，因樹枝延至住戶民宅，已危害住戶之安 如案由。
派員妥處。
全。
二、108年11月28日東卑
鄉清字第1080019670號
函轉臺東縣政府：惠請
經管單位派員妥處。
一、108年11月20日東卑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與台東市中興路交叉口因 鄉清字第1080019145號
請砍除欖仁樹樹枝乙案。
欖仁樹枝擋到紅綠燈，已影響車輛、行人往 函，函轉交通部第三區
來之視線。
養護工程處臺東工務段
，請派員修剪。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4、5鄰外環道與台東市中
建請派員清除排水溝乙案。
興路外環排水溝交界處，因水溝阻塞水淹
4、5鄰住戶。
建請公所於東38線路樹修剪乙案。(全長約12公里如案由。
建請於初鹿村往巴蘭遺址道路修剪路樹，以方便
如案由。
車輛通行乙案。

備註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說明

辦理情形

一、109年5月12日東卑
鄉清字第1090008004號
函轉臺灣電力臺東區營
該處電線穿越茂盛樹枝，遇豪雨時樹枝與電
建請修剪本鄉太平村和平路197巷135號宅外路樹
業處、臺灣電力公司卑
第21屆第3次大會 清潔類第3號 陳鳳英
線摩擦產生火花，險象環生，為預防火災之
乙案。
南服務所：惠請貴處（
發生，建請派員砍除。
所）依據配電線路保有
最小之法定距離規定協
助砍除。
一、109年5月25日東卑
本鄉賓朗村後湖路段因電線穿越樹枝，該季節正
鄉清字第1090008814號
逢梅雨季，樹枝與電線摩擦產生火花，用路人行
第21屆第3次大會 清潔類第4號 陳鳳英
如案由。
函轉中華電信南區分公
駛該路上險象環生，為保障用路人之安全，請公
司台東營運處：會請貴
所速派員砍除乙案。
處協助砍除。
一、109年5月19日東卑
鄉建字第1090008208號
龍過脈部落內唯一十字路口兩邊延伸200公
函：囿於經費所限本所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1號 李德良 村內柏油(AC)路面，重新鋪設乙案。
尺路面柏油(AC)已年久失修，請公所重視能
將另行提報縣府相關計
否重新鋪設柏油。
畫，爭取補助經費辦理
改善。
富山村活動中心廣場積水問題嚴重，敬請公所排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2號 李德良
如案由。
除乙案。
一、109年5月19日東卑
鄉建字第1090008210號
建請於初鹿村3街旁大排水溝清除雜木、雜草乙 本案因雨季將至，排水溝內已長滿雜草、雜 函：旨案經會勘後確有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案。
木，以致疏洪效果不佳，請儘速清理。
改善必要，本所將依小
額採購程序辦理該處排
溝案清除改善作業。
一、109年5月27日東卑
鄉建字第1090008211號
建請於明峰村文泰路50巷道路AC重新鋪設乙案。 本案因道路AC已年久剝落，造成用路人及農 函：囿於經費所限本所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4號 廖忠聖
(約長150M*寬3M)
產品運輸不便，請公所協助改善。
將另行提報縣府相關計
畫，爭取補助經費辦理
改善。

備註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5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試驗場路排水溝改善乙案。

說明

如案由。

吉安宮前水溝因鄰近道路，又因土地公廟為
建請在利吉村13鄰吉安宮前水溝加蓋，以維護行
信仰中心，信徒經常聚集拜拜，因閃躲車輛
車、行人安全乙案。
跌入溝中，實有改善必要。
一、 泰安村19鄰產道因尼伯特颱風來臨將
橋樑、路面破壞。
建請在泰安村19鄰產道鋪設水泥路面，以利行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7號 鄭榮基
二、 108年災修只修補路基坍方二處，路面
車、行人通行。(長150M寬3M)
破壞處尚未回復鋪設。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6號 鄭榮基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8號 黃學臺 泰安村10鄰214之2號、之3號水溝堵塞乙案。
建請公所於戒毒村上方(東47-1)增設排水溝，約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9號 廖聰和 150公尺，以利排水，避免砂石沖積路面造成危
險。
建請重新鋪設柏油路面，於利嘉村利嘉路627巷6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10號 李芳媚
號前(約50公尺)乙案。
建請於美農村煙草間土地公廟旁道路AC修補乙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11號 廖忠聖
案。
第21屆第3次大會 建設類第12號 陳鳳英

建請於本鄉太平村民生路137巷(連程起重公司
旁)農路增設跳動路面乙案。

泰安村10鄰水溝長年失修，遇雨堵塞，雨水
流入村民家中，經清潔隊會勘無法處理，需
重挖處置，建請公所重視處理。
如案由。
上述路段路面老舊破損宜修繕，以維護居民
用路之安全。
此道路AC坑洞較多，年長者行走較為不便，
容易造成意外，請公所協助辦理修復。
河堤共構道路通車後民生路含137巷農路往
來車輛非常多，車禍頻傳，建請公所增建跳
動路面。

初鹿部落聚會所(忠魂碑)已遷移，後續綠美化工
如案由。
程請公所予以同意施作乙案。
位於太平路631巷長約200公尺只有路燈1盞
(編號1074)，建請遷移至T字路口，更能發
建請遷移及新增路燈各1盞，以改善巷道因入夜
第21屆第3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楊才松
揮路燈效益；另請在附近村民進出較頻繁之
昏暗，致使村民車輛行駛危險乙案。
處再增設1盞，改善入夜後光線不足，以維
護村民安全。

第21屆第3次大會 公管類第1號 李德良

辦理情形
一、109年5月27日東卑
鄉建字第1090008212號
函： 囿於經費所限本
所將另行提報縣府相關
計畫，爭取補助經費辦
理改善。

備註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提案
案由
代表
第21屆第3次大會 公管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忠孝路33巷前裝設反射鏡乙案。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一街（門牌165、184號）
第21屆第3次大會 公管類第4號 田明元
前廣場裝設路燈一盞，以維護人車安全。
建請公所於嘉豐村山里部落增設反射鏡兩支：山
第21屆第3次大會 公管類第5號 田明元 里路1鄰18號乙支，2鄰79號乙支，以維護行車安
全。
會期

案號

說明

辦理情形

如案由。
該路段轉彎處廣場夜間昏暗往來人車頻繁，
非常危險，請公所重視。
該部落多處為T字路型，部落幹部反映多時
，請公所重視。

太平村和平路197巷135號宅外因電線橫跨屋
建請改善本鄉太平村和平路197巷135號宅外電線
頂，搖晃非常厲害，為防火災發生，請公所
乙案。
協助改善。
該路段年久失修，造成用路人行車不便，影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美農村東成監獄前道路AC路面改善乙案。 響道路安全，建請公所改善部分較嚴重之路
段。
第21屆第3次大會 公管類第6號 陳鳳英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速維修本鄉利吉村環山產業道路，陸橋橋面
如案由。
掏空險象環生，農民進出極度危險乙案。

本鄉太平村和平路259巷內103號宅前排水溝
建請改善本鄉太平村和平路259巷內103號宅前排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3號 陳鳳英
，每逢豪大雨排水溝因阻塞而將民宅自來水
水溝乙案。
管沖斷，造成民宅斷水、自來水爆沖。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4號 陳鳳英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5號 廖聰和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6號 李芳媚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7號 李芳媚
第21屆第4次大會 建設類第8號 李芳媚

建請改善本鄉太平村和平路197巷內95號宅前排 和平路197巷95號宅前之排水溝無排水系
水溝乙案。
統。
東成消防分隊至煙草間路段柏油路面年久失
建請公所重新鋪設東47線柏油路面，約3公里乙
修，全路段多處龜裂、破損及下陷，為利人
案。
車出入平安，請重新鋪設。
建請重新鋪設利嘉村利嘉路629號前之道路(約50 上述道路年久失修多處破損，影響民眾行車
公尺)乙案。
安全。
建請重新鋪設泰安營區至文化廣場(射箭場)之道
上述道路已破損嚴重，宜改善。
路乙案。
建請重新鋪設利嘉村利民路138巷7號旁之道路路 上述道路年久失修多處破損，影響民眾行車
面乙案。
安全。

一、110年1月29日東卑
鄉建字第1100001894號
函：本所已同意採納辦
理，請查照。

備註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說明

辦理情形

一、109年11月23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090019933
號函轉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臺東
工務段：旨揭地點因重
新鋪設路面拆除防撞桿
，貴段今道路路面鋪設
因為重新鋪設路面而拆除防撞桿，今道路路
建請裝設道路中央防撞桿於賓朗橋上及橋頭兩端
完成，期恢復裝設防撞
第21屆第4次大會 公管類第1號 李芳媚
面鋪設完成，希望恢復裝設防撞桿，以保障
乙案。
桿，以保障行車安全。
行車安全。
二、109年11月30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090020326
號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
養護工程處臺東工務段
有關賓朗橋上及橋頭兩
端裝設防撞桿業於109年
11月23日完成設置。
上述巷道夜間昏暗，照明不足。
第21屆第4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改善泰安村158號旁之照明設備乙案。
一、 本鄉朝安堂殯葬園區優質-地靈山川景
色怡人，馳名全省，頗受全縣肯定，服務人
員更是一流的熱忱。
二、 由於地球村逐漸形成，旅居海外、留
學國外學子比比皆是，本鄉為農業鄉，年輕
子弟皆在外打拼，因工作地域問題，往往無
第21屆第4次大會 殯葬類第1號 陳鳳英 建請強化本鄉殯葬軟體網路視訊祭祖掃墓多功能 法如願返鄉祭祖掃墓，建請公所重視強化公
墓軟體多功能，以解決旅外親人如無法返鄉
能透過網路祭祖，甚至能建置先人生前生活
照、子孫追思文等等功能，以解遊子思鄉情
懷，亦可發揚中華文化傳統之美德，建請公
所重視強化軟體網際網路視訊祭祖功能。

一、109年11月20日東卑
鄉殯字第1090019828號
函：本管理所先行錄案
，並擬於110年解編公墓
基金後，賡續辦理強化
本鄉殯葬軟體網路視訊
祭祖掃墓事宜。

備註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說明

辦理情形

1. 撥用太平榮家1.5甲面積做為規劃行政大
樓、文物館、卑南鄉文化特色展示館等等多
功能館，唯獨遺落卑南鄉衛生所、卑南鄉戶
政。
第21屆第4次大會 行政類第1號 陳鳳英 建請公所撥用卑南鄉太平村太平榮家1.5甲土地面2. 本鄉在許文獻鄉長經營下創制了國泰民
安幸福卑南鄉，因行政大樓未能整體將本鄉
附屬單位規劃納入，「為了便民」請公所及
全體代表重視。

第21屆第5次大會

第21屆第5次大會

第21屆第5次大會

第21屆第5次大會
第21屆第5次大會

一、110年5月31日東卑
鄉建字第1100008476號
函：旨案經會勘後確有
建請加強初鹿聚會所頂樓屋簷遮雨功能，將屋簷 該棟建築物屋簷遮陽遮雨之功能欠缺，應改 改善必要，本所將建議
建設類第1號 李德良
改善事項依行政程序辦
延伸後以利族人使用乙案。
善以供族人使用。
理採購業務，並於近期
內改善完竣，予以敘
明。
一、110年5月31日東卑
鄉建字第1100008477號
建請改善鹿鳴橋產業道路內側山邊因雨水匯集， 山區雨水匯流至邊坡漫流造成土石流災害，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
流入邊坡造成土石流致災害乙案。
建請協助改善以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錄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
研議辦理改善工程。
一、110年5月19日東卑
鄉清字第1100008472號
函臺東縣立初鹿國民中
清潔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初鹿皇家社區邊枯樹移除乙案。 已影響住戶及用路人安全，請儘速移除。
學：惠請貴校妥處以維
護用路人行車安全，詳
如說明，請鑒核。
建請修剪往美農萬萬道路兩旁之路樹及雜木乙 上述道路旁之樹木、樹枝延伸擴大影響行路
清潔類第2號 李芳媚
案。
安全。
上述道路是永普部落居民出入重要之道路，
建請在利嘉油庫通往永普部落之道路增設路燈乙
公管類第1號 李芳媚
但路燈不足，致夜晚昏暗，民眾深感困擾也
案。
影響行路安全。

備註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代表提案執行情形管制表
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第21屆第5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廖聰和 建請在美農村23鄰道路增設路燈乙案。

說明

辦理情形

上述道路路燈不足，致夜晚昏暗，民眾深感
困擾也影響行路安全。

一、110年5月25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100008481
號函：會勘通知單(中華
上述道路標線範圍不夠大，以致駕駛人易不 民國110年6月1日（星期
建請改善初鹿忠孝路與初鹿三街路口之交通標誌
第21屆第5次大會 公管類第3號 廖聰和
當行駛造成事故發生，請公所陳轉相關單位 二）下午2時30分 )
標線乙案。
會勘改善。
二、110年6月4日東卑鄉
公管字第1100009515號
函：會勘紀錄(鋼管護欄
移位及增設反射鏡)
該段LED燈年久光衰嚴重，夜間照明不足，
第21屆第6次大會 公管類第1號 楊才松 建請汰換太平村民生路LED燈乙案。
應改善以維行路安全。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三街57巷內設置路燈乙盞
第21屆第6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田明元
該巷弄內無照明設備且入夜昏暗。
以維護行人安全。
第21屆第6次大會 公管類第3號 陳鳳英

建請於本鄉太平村太平路158巷144巷裝設反射鏡 農會超商段轉158巷、144巷車輛行人進出頻
兩面。
繁，常發生車輛與行人碰撞，險象環生。

第21屆第6次大會 公管類第4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國小後門處裝設路燈乙盞。
第21屆第6次大會 公管類第5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二街67巷增設路燈乙盞。
第21屆第6次大會 公管類第6號 廖忠聖 建請改善路燈編號3510線路乙案。
請公所函轉農田水利會改善並加強水閘門功能（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1號 田明元 大南水圳：東興村二街126巷口水閘門），以維
護社區環境排水溝暢通，請公所協處。

該路段昏暗，建請新設以維行人及行車安全。
該路段昏暗，為維護村民安全宜改善。
該編號路燈線路影響附近住戶房屋修繕，建請協助處理。
該灌溉用水閘門久年失修，已失去功能且嚴
重影響社區環境衛生。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改善鋪設太平路(農會超商前)道路乙案。

太平村太平路(農會超商前)段因道路久未鋪
設造成氧化極為嚴重，用路人常常在此路段
滑倒摔傷，請公所重視鋪設。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3號 陳鳳英 建請排水溝改善乙案。

本鄉太平村和平路台九線段因地勢坡度高斜
至低處再往上爬升，每逢豪大雨水淹住家，
住戶叫苦連天，因用路人行駛在該路段極度
危險，請公所擬計畫轉相關單位改善辦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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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

案號

提案
代表

案由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4號 廖忠聖 建請新設明峰村三處擋水及排水設施乙案。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5號 廖忠聖 建請修補美農村消防隊前道路坑洞乙案。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6號 廖忠聖 建請修補明峰村文泰路上之多處坑洞乙案。
第21屆第6次大會 建設類第7號 廖聰和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美農村3、4鄰排水溝清淤乙案

一、110年12月27日東卑
鄉建字第1100022427號
函送交通部公路總局第
部分地區因較大雨勢即有水淹家門之虞，為
三區養護工程處臺東工
使村民住的安全，請公所協助予以改善。
務段：有關本所鄉轄內
道路設施建議改善乙案
，詳如說明，請查照。
該路段多處坑洞不平，建請修繕以利居民通
行。
該路段多處坑洞不平，建請修繕以利居民通
行。

一、110.11.19東卑鄉清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上(文衡殿旁)兩旁因車輛
字第1100020101號函送
占據行人道，太平路路面狹窄，行人、車輛
環保局：惠請精管單位
行駛該路段險象環生。
派員勸導處理。
4月27日晚上強降雨造成該區域土石淤積，
若遲未處理，再遇強降雨或颱風恐危及該區
域鄉親財產生命安全。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往大南段522地號方向農路， 該農路久年未修，且迄今仍為泥土路，已不
鋪設水泥路面約80公尺以方便該區農民出入。 符合現今使用。

東興村多處為十字路及斜坡道，為讓汽機車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一街、二街、三街及外環道，
減速，經部落討論應設置顛簸路面，以策安
設置顛簸路面維護汽機車及行人安全。
全。
建請公所修繕利嘉村593號宅前PC路面長約35米 該路段多年失修，路面破損，影響人車安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4號 黃學臺
乙案。
全。
上述地點無排水溝，每逢大雨，雨水滲入民
建請公所增設東興村東園二街36巷4弄9號門前排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5號 黃學臺
宅，致使民宅潮濕發霉，影響住戶身體狀況
水溝乙案。
及生活品質。
建請改善利嘉村利嘉路667巷4號宅前之排水溝乙 上述排水溝排水不良，致活動中心廚房排水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6號 李芳媚
案。
不良而常有積水現象，非常困擾不便。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3號 田明元

辦理情形

建請公所在（路平、燈亮、水溝通）的大原則下
如案由。
改善鄉轄內在安全上面臨的各種問題。

第21屆第6次大會 清潔類第1號 陳鳳英 敬請勸導車輛占據行人道乙案。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2號 田明元

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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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建請改善本鄉太平村(路)86巷排水溝疏通工程乙
如案由。
案。
建請公所於初鹿一街對面建置反光鏡乙面，以維 該路口車多且有視線死角，已發生多次事故
第21屆第7次大會 公管類第1號 廖聰和
護行車安全。
，實有改善之必要。

第21屆第7次大會 建設類第7號 陳鳳英

第21屆第7次大會 公管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於賓朗村賓朗牧場入口裝設紅綠燈乙案。

上述路段車流量多，以致要到部落之居民在
路口等待的時間很長，險象環生。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上巷內門牌無設置巷道，
建請增設太平村太平路巷道(目前無巷道編制)及
第21屆第7次大會 公管類第3號 陳鳳英
造成巷內住戶共12戶郵件輸送極為不便，請
巷道指示牌乙案。
相關單位重視。

請公所協助東38初鹿咖啡下方道路之電桿(中華
該路段電桿林立，影響行車安全，建請轉陳
第21屆第7次大會 公管類第4號 廖聰和 電信2支、臺電2支)遷移至適當位置，以利村民
相關單位會勘，遷移至適當位置。
行車安全乙案。

第21屆第7次大會 清潔類第1號 李芳媚

一、111年5月31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110008162
號函請 臺東縣警察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臺東工務
段：中華民國111年6月2
日（星期四）上午10時
會勘
一、111年5月23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110008160
號函轉臺東縣臺東戶政
事務所： 惠請貴所排定
時段共勘，俾利儘快回
覆及解決地方所需。
一、111年5月23日東卑
鄉公管字第1110008158
號函轉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台東區營業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東營運處：惠請貴處
排定時段共勘，俾利儘
快回覆及解決地方所
需。

建請鄉內危險的樹木，於颱風來臨前修剪完成乙 鄉內大樹多，祈能確實巡視並事前妥善修剪
案。
，以維護鄉民安全。

請公所於太平路413巷31弄7號宅前排水溝清淤乙
第21屆第7次大會 清潔類第2號 陳鳳英
如案由。
案。

一、111年05月20日東卑
鄉清字第1110008172號
函：於私有土地內，相
關民宅住戶自行妥處。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