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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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民政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重視鄉內各老人日托站

晉用之工作人員的健康，特

別是廚工服務人員，應做相

關之基本健檢為宜。

從事膳食服務工作人員

，關係眾人之健康，不

容忽視。

一、108年3月6日東卑鄉民字第

1080003603號函文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重視鄉內各

老人日托站晉用之工作人員的健康，特

別是廚工服務人員，應做相關之基本健

檢以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二、108年4月22日東卑鄉民字第

1080006647號函：一粒麥子已於1080415

完成東興、利嘉、初鹿老人日托站工作

人員年度健檢。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牧場2線28鄰

鋪設產業道路乙案。

明峰村牧場2線28鄰鋪設

產業道路以利農產品運

輸，寬約2米半，長約80

公尺。

一、108年3月14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5號：本所先行錄案，另請廖

代表協助取得土地同意書，已利後續辦

理事宜。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牧場地區道路

AC及排水溝改善工程乙案。
明峰村牧場地區道路AC

及排水溝改善工程年久

失修，部分不堪使用。

一、108年3月14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6號：本所先行錄案研議提報

縣府爭取補助經費，俟經費無虞後辦理

道路改善工程。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4鄰產業道路

改善工程乙案。

明峰村4鄰產業道路年久

失修，經本次下村考察

勘查後確實部分不堪使

用。

一、108年3月26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7號函：旨案經會勘後確有改

善之必要，本案先行錄案俟覓妥財源後

再予研議辦理。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8鄰排水溝改

善工程乙案。

明峰村8鄰排水溝改善工

程，本案由前村長林永

傑提案後因公所人員調

職交接不全致案件遺失

，由前村長及村民拜託

本席再次提案。

一、108年3月26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8號函：旨案經會勘後確有改

善之必要，本所將依程序辦理工程相關

招標事宜，盡速完成現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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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廖聰和

建請於初鹿村16鄰3號宅後

方排水溝改善工程乙案。

初鹿村16鄰3號宅後方排

水溝經大雨沖刷後常有

土石堆積，影響通行。

一、108年3月22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9號函：本案為避免日後工程

用地問題造成紛爭，請提案代表先行取

得土地同意書(請檢附身分證影本、所有

權狀影本或承租契約影本、土地登記謄

本、地籍圖)後，再行研議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6號 廖聰和

建請於嘉豐村公墓下方約

200公尺處設置安全護欄乙

案。

嘉豐村公墓下方約200公

尺處，經本次下村考察

現勘後，確實因路面高

低落差，恐危及用路人

行車安全。

一、108年3月29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90號函：經會勘後旨案概估所

需工程經費約60萬，本所先行錄案，俟

經費無虞後再予研議辦理。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7號 黃學臺

建請改善利嘉村13鄰1巷25

號前道路案。

本鄉利嘉村13鄰1巷25號

(油庫附近)，經居民反

應，道路年久失修，路

面破損，影響行車安全

及農產運輸，建請公所

能整修，以利人車通

行。

一、108年3月19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91號函：本案經利嘉林肯毅村

長多次建議路面修繕，於108年2月22日

已向臺東縣政府提「縣、鄉道、市區道

路及村里聯絡道等道路養護計畫」，需

求經費概算新台幣245,000元整，俟本案

待縣府給予本所補助經費後，再予辦理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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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8號 陳鳳英

建請於太平村86巷及106巷

排水溝改善工程乙案。

太平村86巷及106巷因巷

尾無排水系統，導致住

宅前排水溝每逢豪大雨

必倒灌水淹民宅。

一、108年3月21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92號函：(1)經會同顧問公司前

往勘查，該處已於107年現地測量過，太

平路高程較太平路86巷高出1至2米，以

至巷尾水無法排至太平路，且太平路86

巷建築物關係也無法調整原路面高程，

本案礙於路面現況，歉難辦理改善。

(2)太平路106巷經現場勘查，兩側住戶

住家廢水均排至住家後方排水溝，住家

前方已有雨水排水溝排至太平路，暫無

須改善需求。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9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一街152

巷建設排水溝（約30米）以

利排水暢通，協助解決居民

生活居住之困擾，請公所重

視。

該巷居民居住房屋地勢

較低，雨水及附近鄰居

排水流向該三戶人家屋

內，已嚴重造成居民生

活居住之困擾，請公所

協助改善。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0

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三街86巷

設置護欄以維護人車安全。

該路段田間與路肩高低

落差甚大，且無任何防

護；行人稍不慎將造成

意外，請公所協助改善

以維護用路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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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1

號
田明元

建請在利嘉村響羅雷後方產

業道路寬3公尺、長230公尺

鋪設PC，以利農產品運送。

利嘉村17鄰利嘉路689巷

33弄30號前產道至山上

長約230公尺，因年久失

修，部分路段土石流失

，崎嶇不平，車輛行人

行車及運送農產品均不

易，建議改善路面。

一、108年4月2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0號函：本所先行錄案，俟機

提報相關補助計畫。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2

號
李德良

建請於嘉豐村稻葉部落、山

里部落鋪設、刨除(AC)柏油

工程。

因部落道路已年久失修

，路面斑駁，恐對村民

安全造成困擾，請正視

此工作。

一、108年3月7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3581號函：本所先行錄案並提報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相關工程計畫爭取

補助經費辦理改善。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3

號號
楊益誠

建請在泰安村2鄰60之1號至

三楓農莊產道鋪設PC長200

公尺、寬3公尺，以利農產

品運送。

泰安村2鄰60之1號至三

楓農莊(陳月卿

0928349268)路段因年久

失修，PC路面斷斷續

續、崎嶇不平，行車行

人通行困難，有改善之

必要。

一、108年3月29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5054號函請臺東縣政府惠請研議

採納辦理，請鑒核。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4

號
楊益誠

建請在賓朗村十股8鄰農田

興建排水溝以防土石流失影

響農作物。

賓朗村8鄰18號及23號住

戶旁農田因長期水流形

成溝渠，大雨來臨水流

到處流竄，影響農作物

成長及耕種。(檢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切結書、

土地登記謄本(692及693

地號)、地籍圖謄本2

分、身分證影本2份及耕

地租賃契約書2份)

一、108年4月10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5534號函送台東縣政府惠請研議

採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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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5

號
楊益誠

建請在富山村伽溪產道鋪設

PC道路，以利農產品運送。

富山村伽溪產道富源段

1-255號土地處鋪設PC長

150公尺、寬4公尺，以

利行車及行人及農產品

運送。該1-255號種植釋

迦，土石路面運送農產

品容易碰撞損壞。(檢附

農地租賃契約書影本、

位置圖、土地登記謄

本、戶籍謄本及身分證

影本)

一、108年7月19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1017號函：因本所財源不足，先

行錄案，俟日後使用情形再議。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龍過脈主要路

口設置紅綠燈乙案。

如案由 一、108年3月12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080003583號：函轉台東縣警察局第21

屆第1次臨時會提案，建請設置紅綠燈乙

案，惠請貴局給予卓處，俾利行車安全

，請查照。

第21屆第1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於太平村(路)575巷內

路燈編號1172號傾斜扶正乙

案。

1172編號路燈傾斜嚴重

，造成巷內住戶通行該

路段險象環生，嚴重受

到威脅。

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1)初鹿村一街與二

街之間道路旁、(2)美農村

萬萬入口處鏟除雜草及土堆

，避免髒亂。

該兩處地點，道路兩旁

雜草叢生，即便一時砍

除野草，若土堆未能清

除，雨季過後又將恢復

雜草叢生之原貌，故應

除草及鏟土恢復路面清

潔。

一、108年4月23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6035號函：有關所提鏟除道路雜

草及土堆避免髒亂1案，本所將辦理除草

等事宜避免道路髒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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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建請於初鹿一街涼亭旁野溪

進行疏濬工程。

該河道佈滿雜草及樹木

，雨季時將影響水流方

向，恐危及村莊安全，

建請公所於雨季來臨前

辦理。

一、108年4月29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6036號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錄

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改善工

程。

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農田水利會水

圳旁新設過路橋板乙座。

初鹿農田水利會水圳出

口處旁有該會廢棄之泥

土排水溝，附近農民希

望有道路進出以利農民

農作；因原先進出路口

遭原地主賣出後，現任

地主不願給通行權，導

致附近農民進出困難。

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文泰路50巷AC

道路修復乙案。

明峰村文泰路50巷AC道

路年久失修，坑洞及AC

剝落嚴重，請公所重新

鋪設AC以利附近居民進

出。

一、108年4月29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06039號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錄

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改善工

程。

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文泰路上產業

道路坍方修復乙案。

同案由。

一、108年4月26日東鄉建字第

1080006038號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錄

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改善工

程。

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陳鳳英

建請裝設反射鏡乙面。 太平村太平路170巷社區

內轉角處，因死角看不

到對向車輛，常發生車

輛擦撞。

第21屆第2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扶正路燈電桿。 太平村(路)170巷內路燈

電桿已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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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鄭榮基

建請鄉公所修剪太平村路樹

，以維村民及行車、行人安

全。

颱風季節將至，太平村

太平路、和平路及民生

路路樹樹枝茂盛，颱風

來臨易折斷影響行車、

行人安全，造成人身及

車輛損害。

一、108年7月5日東卑鄉清1080011178號

函：已訂定「108年卑南鄉路樹修剪移除

工作開口契約」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鄭榮基

建請鄉公所在泰安村19鄰

552號前鋪設AC長250公尺*

寬4公尺，擋土牆高1.5公尺

*長250公尺。

該路段年久失修，路面

崎嶇不平，路基掏空，

影響行車、行人安全。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李德良

水溝已年久失修，渴望儘速

排除。

明峰村龍過脈部落，台

九線省公路沿線200公尺

水溝，已阻塞多時，期

待能快速改善

一、108年7月23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1283號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臺東工務段：惠請研議辦

理改善。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陳鳳英

建請清運污泥並改善排水

溝。

本鄉太平村和平路17號

宅後方農田排水溝，因

污泥造成排水功能失效

而遇豪大雨就水淹民宅

，請清完污泥後，請公

所協助改善排水溝，請

公所重視以保村民生

命、財產。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鄭榮基

建請鄉公所改善太平村13鄰

197巷排水溝，以維居家行

人安全及環境衛生，建請台

電遷移電桿以利排水暢流。

太平村和平路及和平路

197巷巷口台電電桿設置

於排水溝上，阻礙排水

功能。

一、108年7月11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080011289號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花東供電區營運處：建請「遷移本鄉太

平村13鄰197巷排水溝上電桿」，惠請貴

營業處給予卓處，俾維護村社區行人安

全及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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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一街

二巷方向設置反射鏡兩支以

維護行車安全。

如案由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一街二巷

7號後方轉彎處裝設路燈一

盞，以維護行車安全。

該路段夜間昏暗往來人

車頻繁，無照明設備非

常危險，請公所重視。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4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三街

方向100公尺處改善照明路

燈，以維護人車安全。

該路段為轉彎處，該居

民反映多時，請公所重

視。

第21屆第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5號 陳鳳英

建請於本鄉溫泉村2鄰1巷內

裝設路燈乙盞。

溫泉村2鄰巷內入夜漆黑

一片路燈有限，鄰內村

民進入常造成行車擦撞

，險象環生，建請公所

重視以保障村民行車之

安全。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初鹿五加坡重新鋪設

柏油路面乙案。

初鹿五加坡柏油路面年

久失修，部分不堪使用

，為利人車出入平安，

請重新鋪設。

一、108年9月24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5161號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錄

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改善工

程。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建請於初鹿村五加坡河道兩

旁堤防掏空部分修復乙案。

初鹿五加坡堤防有部分

掏空，請加強填補，以

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一、108年9月24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5162號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錄

案並提送縣府，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

辦理改善工程。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鹿鳴橋１鄰產

業道路加設截水溝乙案。

明峰村鹿鳴橋１鄰產業

道路加設截水溝，每逢

雨季雨水無法宣洩至排

水溝，造成雨水漫流刮

落山區土石，影響民眾

財產生命安全。

一、108年10月2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5163號函：  囿於經費本所先行

錄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改善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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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陳鳳英

建請固定人孔蓋乙案。 和平路台九線上(鑫德釋

迦門市店)前人孔蓋鬆動

，以致車輛往來發出巨

大聲音，造成住戶民宅

之困擾。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陳鳳英

建請鋪設水泥路面約300公

尺乙案。

本鄉東興村比利良產業

道路旁之住戶，每逢豪

雨道路泥濘不堪，該區

住戶苦不堪言。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6號 陳鳳英

建請鋪設水泥路面(富山村

郡界產業道路上多處路段)

乙案。

本鄉富山村郡界產業道

路路面多處損壞，行駛

受阻。

一、108年10月22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7356號函：本所已提送水土保持

局爭取補助辦理。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7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梅園地區農業

用水集水井修復乙案。

初鹿村梅園地區農業用

水集水井修復，該集水

井並無管理單位，年久

失修，造成集水位下

降。

一、108年10月2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5167號函：囿於經費本所先行錄

案俟經費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改善工

程。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8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水源頭產業道

路路旁落石及堆積土方清除

乙案。

初鹿村水源頭產業道路

路旁落石及堆積土方，

該土方已擋住主要道路

，造成用路人不便，影

響車輛進出。

一、108年9月24日東卑鄉建字第

1080015168號函：本所先行錄案俟經費

無虞後再行研議辦理清除作業。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9號 李芳媚

建請重新鋪設路面乙案。 泰安17鄰400號前道路，

柏油路面年久失修，為

鄉民用路安全，宜重新

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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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0號 李芳媚

建請修補太平橋(南端)左轉

通往泰安後花園及營區道路

之坑洞。

上述道路路面上有大小

數個坑洞，恐危及行路

之安全，需修復以利行

人安全。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公所清除美農村三塊厝

水源地垃圾乙案。

美農村三塊厝水源地垃

圾遍布，影響鄉道景觀

，請派員清除垃圾，協

助恢復鄉容。

一、108年9月16日東卑鄉清字第

1080015137號函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

區分署臺東辦事處：旨述案件恐有影響

本鄉居民健康及生活品質，為維護環境

衛生及造成傳染病污染，惠請經管單位

派員妥處。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知本月娘坡路段，增

設照明路燈乙案。

知本月娘坡路段，因路

面縮減，且照明不足，

易發生事故，建請增設

路燈，以維護行車安

全。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偏移路燈乙案。

和平路台九線(鑫德釋迦

門市店)因路燈遮擋招牌

，建請公所偏移。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陳鳳英 建請裝設路燈2盞。

本鄉富山村郡界產業道

路內通往山上有幾個鄰

的道路，入夜漆黑，住

戶行駛該產業道路上險

象環生。

第21屆第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4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實驗場往山里

部落路上裝設反射鏡乙面及

路燈移至照明較有效位置乙

案。

如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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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田明元

請公所函轉農田水利會改善

大南水圳第一支線灌溉用水

溝（位於東興村一街182巷

16弄），請公所重視。

該灌溉用水溝與路肩高

低落差甚大，且無任何

防護措施，該處人車出

入頻繁易造成事故，月

前曾發生身障代步車在

該處摔落幸無大礙，請

公所重視。

第21屆第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維修代表會前廣場步道

乙案。

卑南鄉代表會廣場步道

乃鄉民通往代表會、衛

生所、戶政及民眾服務

站洽公之通道，磁磚年

久氧化、無障礙處也都

氧化壞死剝落，造成身

障人士、老人騎代步車

無法直通衛生所。

第21屆第5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陳鳳英 請裝設反射鏡2面。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85巷

巷底及95巷巷底因與通

往台東市中興路巷道銜

接，該巷道是通往郵

局、豐田國中，村民必

需行走之巷道，而85巷

道及95巷道住戶約住有

70幾戶人、孩童、車輛

行駛量非常頻繁、發生

車禍事故極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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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5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陳鳳英
請裝設本鄉太平村太平路95

巷巷底路燈一盞。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85巷

巷底及95巷巷底因與通

往台東市中興路巷道銜

接，該巷道是通往郵

局、豐田國中，村民必

需行走之巷道，而85巷

道及95巷道住戶約住有

70幾戶人、孩童、車輛

進出量頻繁，入夜漆黑

視線不佳，發生車禍事

故極為高。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民政類第1號 楊益誠
建請公所協助賓朗村十股及

阿里擺公墓遷葬事宜。

十股及阿里擺的公墓年

代久且未經規劃有礙當

地景觀發展，當地有民

眾表示希望將公墓起掘

辦理遷葬，以利區域發

展。

一、109年3月6日東卑鄉殯字第

1090002799號函：有關貴會第21屆第6次

臨時會民政類第1號議決案，本所將依相

關規定辦理賓朗村十股及阿里擺公墓遷

葬事宜，請查照。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東37全線路樹修剪乙案。

東37線道兩旁路樹久未

修剪，嚴重影響用路人

行車安全，若經費無虞

，建請於全鄉道路施於

全面修剪，以維護鄉親

權益。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議路燈移至適當位置，恢

復其照明功能乙案。

路燈編號6285、6227位

置不當，建請移至適當

位置，使其發揮之功能

性(離道路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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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李德良
建議增設三角標示或跳動路

面裝置乙案。

因龍過脈社區路段處陡

降危險地帶，車輛速度

都很快，請公所解決村

民之苦。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議擴大龍過脈紅綠燈前黃

網線範圍，以利車輛通行乙

案。

該區路段現場會勘後發

現黃網線範圍過小，以

致對面巷子來車無足夠

空間轉行至台九線上，

建請公所協助改善以利

行車安全。

一、109年2月25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090002798號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臺東工務段：惠請貴單位

給予重視，以利車輛通行，請查照。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4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三街

103巷出入處裝設反射鏡1支

，以維護行車安全乙案。

如案由。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5號 陳鳳英 建請移動電桿乙案。

賓朗村11鄰後湖62號因

電桿對沖大廳，造成住

戶人員不平安(重病、車

禍後殘廢)。

一、109年2月25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090002793號函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台東區營業處；惠請貴單位給予重視

，請查照。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6號 吳昇和 建請偏移路燈電桿乙案。

該路燈電桿2659號在農

田內，造成農民耕作不

便，請偏移右邊。

一、109年2月26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090002792號函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台東區營業處：惠請貴單位給予重視

，請查照。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7號 李芳媚

建請於太平國小上方往泰安

道路上約200公尺叉路處，

裝設一支反射鏡。

上述叉路視線不佳，常

發生事故，造成民眾不

安，宜增設反射鏡，保

障民眾用路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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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吳昇和

建請公所協助拓寬十股彩虹

別墅至舊鐵道間之鄉道乙

案。

該區鄉道狹小以致彩虹

別墅進出台九線綠色隧

道極易發生車禍，建請

將原來舊鐵道之3米道路

拓寬至6米，以利人車出

入安全。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李德良

明峰村東38試驗場路段，路

面突然縮小使用路人驚恐，

請公所協助改善乙案。

如案由。

一、109年3月2日東卑鄉建字第

1090002790號函：旨案建議拓寬道路改

善行車安全1案，為避免日後道路用地問

題造成紛爭，請建議代表先行取得土地

同意書(請檢附身分證影本、所有權狀影

本或承租契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地

籍圖)後，再行研議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李芳媚

建請公所鋪設太平營區後方

大水溝農路至太平橋間鄉道

AC路面乙案。

因太平溪路堤共構開通

，太平村及泰安村之村

民多經由該鄉道接至太

平橋前往市區，車流量

增多後但本鄉道道路破

損年久失修，為維護用

路人行車安全，建請公

所儘速修繕。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二街126

巷（門牌7.9.10.14號）建

設排水溝（約30米）以利排

水暢通，協助解決居民生活

之困擾，請公所重視。

該巷居民上方所排放之

居家用水長年流向下方

住家門前，迄今未建設

排水溝，已嚴重造成居

住之困擾，請公所協助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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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田明元

請公所函轉農田水利會，建

請派員整理清除大南灌溉用

水圳，以維護農民之權益及

居民之生活品質。

該灌溉用水圳久年未清

除溝內雜草，已影響居

民之生活品質，居民已

反映多時，請公所重

視。

第21屆第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6號 廖聰和
有關橋樑設計不良，容易發

生危險，敬請改善乙案。

明峰村試驗場往山里方

向橋梁(江木榮先生老宅

旁，電話0928705520)，

因路面過彎極易發生事

故，為維護行車安全，

敬請公所重視改善。

一、109年3月4日東卑鄉建字第

1090002785號函轉臺東縣政府：惠請研

議採納辦理，請鑒核。

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公所重新鋪設東47線柏

油路面，約3公里乙案。

東成消防分隊至煙草間

路段柏油路面年久失修

，部分不堪使用，為利

人車出入平安，請重新

鋪設。

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鄭榮基

建請在利吉村法安寺旁野溪

整治，以維居民農地財產保

存。

102年利吉村11鄰野溪前

段已有整治，後段未續

完成，以致法安寺及郭

敏郎先生農地塌陷。

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於本鄉泰安村278號路

口裝設一支反射鏡。

上述路口圍牆很高，看

不到來車，行路非常危

險，宜設反射鏡保障路

人安全。

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一街

182巷轉彎處裝設路燈一盞

，以維護行車安全。

該路段轉彎處夜間昏暗

往來人車頻繁，非常危

險請公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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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李德良
明峰村龍過脈簡易自來水管

已老舊，需要維修更新。
如案由。

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4號 鄭榮基
建請在太平村和平路252巷

16號宅前增設路燈乙盞。

該路段居民反映夜間漆

黑無光，出入住宅非常

危險，行車、行人通行

險釀成災。

第21屆第7次臨時會
原住民行政

類第1號
黃學臺

建請公所為利嘉部落申請

「原民會第二專長經費」，

開設木雕班課程乙案。

利嘉部落傳統青年聚會

所即將興建，為讓部落

居民有參與感及對部落

貢獻，將其作品放置於

聚會所，共襄盛舉。

一、109年4月10日東卑鄉原字第

1090005700號函：敬依貴會建議，申請

上級機關補助經費，視相關經費財源籌

措情形後憑辦，請查照。

第21屆第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改善初鹿村初鹿二街上

方農路乙案。

上述產業道路年久失修

，路面凹凸不平，建請

改善以確保用路人安

全。

一、109年7月20日東卑鄉建字第

1090011767號函：本所先行錄案，另請

廖代表協助取得土地同意書，已利後續

辦理事宜。

第21屆第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重新鋪設利嘉路648號

至利嘉派出所之路面乙案。

上述道路年久失修，路

面多處坑洞不平，宜修

繕以確保鄉民行的安

全。

第21屆第8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調正固定於利嘉村1179

號電線桿乙案。

上述電桿地基鬆軟致傾

斜，又鄰近民宅，風災

時恐危及民宅宜改善。

第21屆第8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修剪本鄉公共場所中或

道路旁的樹木乙案。

現在已進入炎夏颱風季

節，上述之樹木有必要

修剪，確保鄉民生命財

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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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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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嘉豐灌溉用水進水閘門設置

乙案。

嘉豐地區灌溉用水是當

地農民自籌費用簡易管

理，每逢大雨後，泥沙

淤積引水道，以致灌溉

用水中斷，農民須自籌

款項清理，為解決當地

灌溉用水問題，宜設置

進水閘門，建請公所函

轉縣府農業處或水保局

會勘尋求解決之道。

一、109年9月17日東卑鄉建字第

1090015561號函轉臺東縣政府：謹請鈞

府錄案研議改善，以杜民怨。

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維修太平路412巷57號

宅前排水溝加蓋並改善57號

至58號宅前積水乙案。

一、 太平村(路)412巷

57號宅前排水溝蓋被豪

大雨沖毀，村民進出極

度危險，請儘速維修加

蓋。

二、 412巷的巷頭巷尾

地勢高於中段，每逢豪

大雨頭尾雨水均積於中

段，請公所改善。

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李芳媚

建請重新鋪設利嘉村利嘉路

648號至派出所前之道路乙

案。

上述道路年久失修，宜

改善。

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協助初鹿村16鄰設置自

來水乙案。

本區長期使用地表水，

因地表水已漸漸枯竭，

當地居民希望有關機關

能協助解決民生基本用

水問題，以維生活所

需。

一、109年9月25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090015831號函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區管理處台東營運所，旨揭

案件因長期使用地表水，水源已乾枯，

當地居民期能申請延管等相關用水，請

貴公司評估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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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修補鄉內各村破損之道

路乙案。

最近幾場大雨致不少村

里馬路出現坑洞，鄉下

騎機車的人多，危險意

外事故增加，祈盼能改

善，讓鄉民行的安全。

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黃學臺 建請增設反射鏡乙案。

東興村東園三街16、17

鄰因地形致視線狹窄，

車禍頻繁，建請增設反

射鏡，維護人民、車輛

安全。

第21屆第9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陳鳳英 建請砍伐茂盛樹木乙案。

本鄉太平村太平路轉太

平榮家正門口巷道，因

榮家併入馬蘭榮家後，

大門口巷道兩旁樹木無

人管理，常年累月樹木

茂盛下垂；太平榮家正

門口巷道，平日村民老

人皆漫步於此巷道，但

樹木下垂極為嚴重造成

老人在該巷道漫步受阻

極度嚴重。

一、109年9月10日東卑鄉清1090015625

號函轉台東縣政府：有關鈞府撥用行政

院國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太平榮家之

家大門前前卑鄉利嘉段7764地號土地，

因道路兩側既有樹木枝葉茂盛，影響周

遭居民活動安全生活品質案，詳如說明

，請鑒核。

第21屆第10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東37、東38線路旁枯

樹鋸除，以維行車安全乙

案。

如案由。

第21屆第11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文泰路旁產業

道路設置路燈兩盞乙案。

該區域昏暗夜間行駛車

輛時，易視線不佳，宜

設置路燈有益用路人行

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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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修繕利嘉村利民路138

巷道路乙案。

上述道路嚴重破損(如附

照片)，恐危及路人安全

，應需改善。

第21屆第11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修繕利嘉村利民路100

巷6之1號宅前水溝蓋乙案。

上述水溝蓋嚴重破損(如

附照片)，恐危及用路安

全，急需改善。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美農村19鄰班鳩27-

28號排水溝改善工程乙案。
如案由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明峰村龍過脈6鄰、明峰村

19、20鄰、初鹿往新班鳩方

向及五加坡段之水溝雜木叢

生，建請予以整理清除乙

案。

上述區域應儘速清除，

如遇汛期或颱風侵襲，

後果不堪設想。

一、110年4月1日東卑鄉建字第

1100004870號函：旨案經會勘後確有改

善必要，本所將依行政程序辦理相關排

溝案清除改善作業。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楊才松

建請於利吉村12鄰環山路55

號宅旁鄉道設置護欄，以維

村民用路安全乙案。

上述路段旁有排水圳，

宜加裝護欄維護村民行

車用路安全。

一、110年5月3日東卑鄉建字第

1100007326號函送臺東縣政府：檢陳本

鄉「利吉村2鄰產道護欄新設工程」建設

需求調查明細表1份，惠請採納辦理。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廖忠聖

建請重新鋪設初鹿村31鄰產

業道路，以利農民耕作及運

輸農產品乙案。

上述區域之原有道路已

被封閉，農民無法耕作

及運輸農產品。

一、110年4月1日東卑鄉建字第

1100004878號函：本案涉及土地權屬事

宜，本所先行錄案，另請廖代表協助取

得土地同意書，已利後續辦理事宜。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李芳媚
建請修繕至利嘉段4381號之

產業道路乙案。

上述產業道路年久失修

已破損不堪，影響農民

行的安全，急需改善，

保障鄉民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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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協助賓朗村頂永豐80-3

號等住戶安裝自來水乙案。

上述住戶至今沒有自來

水，致生活非常困擾不

便，祈能協助其解決基

本之民生飲水問題。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楊才松
建請修剪民生路九重葛大道

，以美觀鄉容乙案。

上述路段九重葛生長稀

疏不一，且尚有部分未

補植，有礙鄉容，請儘

速修剪並補植。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黃學臺 建請設置反射鏡乙案。

東園三街18、19鄰，因

道路狹窄，為了人車安

全，請增設反射鏡。

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鋸除初鹿一街入口處南

洋杉乙案。

上述區域樹木高大，如

遇風災恐危及路人生命

財產，建請儘速鋸除，

保障鄉民之安全。

一、110年3月30日東卑鄉清字第

1100005380號函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臺東辦事處： 有關貴署經管本鄉

煙草間段475-5地號土地上(位於初鹿村

初鹿一街入口處)南洋衫樹木高大恐有影

響民眾居家安全及行車安全之虞，惠請

貴署協助修剪以維護用路人行車安全乙

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聰和

明峰村牧場30鄰，路燈編號

3189號設置點適逢彎道，路

燈瓦數30瓦，稍嫌不足，建

請增加瓦數提升照明，以維

護用路人安全。

如案由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廖聰和

明峰村牧場31鄰(東37)，鄉

親反應路口昏暗易生危險，

建請增設路燈一盞，請公所

協助增設。

如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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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廖聰和

初鹿三街路口與明峰村忠孝

路改善工程，於6月1日已會

同相關單位(公路局第三工

務段、台東縣警察局、交通

隊)會勘後，結論出改善辦

法，建請公所協助改善。

如案由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於初鹿一街路旁麵包樹

鋸除乙案。

麵包樹落果造成鄉親騎

乘機車危險，建請鋸除

，待來年種植合適樹

種。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公所協助清除利嘉村利

民路201號旁水溝及路面上

雜物乙案。

上述水溝兩旁已嚴重阻

塞，路中也有斷落的樹

枝，有礙環境之衛生及

行路之安全。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楊才松

建請於泰安產業道路(近富

裕木材行旁)鋪設PC路面乙

案。

該農路為碎石路面，農

民長期出入及運輸農產

品極為不便，建請改善

路面以利農產品運輸乙

案。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富山村活動中心

(廚房前)加蓋遮雨棚，以方

便長輩在雨天出入。

如案由。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牧場新設產業

道路乙案。

請改善路面以利農產品

進出。

一、110年8月24日東卑鄉建字第

1100012896號函：本所會勘後將依建議

提報縣府爭取補助經費辦理改善，另請

廖代表協助取得土地同意書(明峰段248

地號)，已利後續辦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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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陳鳳英

建請重新鋪設太平村

(路)267巷11弄之1、之2號

宅前巷道(橫向)乙案。

太平村(路)267巷11弄之

1、之2號宅前巷道氧化

非常嚴重，機車用路人

經常摔傷。

第21屆第13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陳鳳英

建請於太平村(路)267巷11

弄之3號宅前鋪設巷道農路

(縱向)乙案。

太平村(路)267巷11弄之

3號宅前巷道多處坑洞、

氧化非常嚴重，用路

人、機車常摔傷。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因颱風過境以致東37及多條

道路路樹下垂，影響行車，

建請改善。

如案由

一、110年9月17日東卑鄉清字第

1100015637號函送國產署臺東辦事處：

有關貴處經管本鄉稻葉段262地號乙筆土

地上因臨近道路枯木恐有倒塌及影響行

車安全之虞，惠請貴處加強巡查以維護

用路人行車安全乙案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2號 李芳媚

建請修剪清除太平橋南端通

往(太平營區)泰安之防汛道

路兩旁之雜草。

上該道路旁之雜草已長

到越過路面邊線，宜清

除整理恢復道路之美觀

並有助行車安全。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李芳媚

建請修繕太平橋南端通往泰

安(太平營區)之防汛道路乙

案。

上述道路路面多處破損

，恐危及行車安全宜改

善。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31鄰鋪設產業

道路約10米乙案。

該路段農民進出較為頻

繁，宜鋪設PC道路，俾

利農產品運輸。

一、110年11月5日東卑鄉建字第

1100015517號函：本案涉及土地權屬事

宜，本所先行錄案，並俟取得土地合法

使用權後，再予研議辦理。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陳鳳英 建請增設路燈兩盞乙案。

本鄉太平村(路)575巷內

入夜漆黑，用路村民行

駛該巷道常發生擦撞之

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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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4號 陳鳳英 建請路燈遷移乙案。

本鄉賓朗村後湖段後湖

路，村民建請路燈遷移

至住戶戶數集中段，該

路燈佇立於草叢間，對

村內村民行駛該路段沒

發揮照射作用。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陳鳳英
建請鋪設本鄉泰安村(路)通

往泰安路291號路段乙案。

該路段已氧化，路面多

坑洞。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6號 李德良

建請修繕下賓朗部落聚會所

至綠色隧道巷道約200公尺

乙案。

該路段年久失修，道路

坑洞不平，建請修繕以

利居民通行。

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牧場31鄰增設

路燈兩盞乙案。

路段較為昏暗，宜增加

照明，使用路人夜間行

駛更加安全。

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楊才松
建請疏通修繕利嘉村利民路

186巷內排水溝乙案。

該段排水溝為低窪水流

匯集處，設施年久失修

，每遇大雨即有淹水之

虞，為維護附近居民居

住安全，建請儘速修

繕。

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陳鳳英
建請鋪設本鄉富山村產業道

路乙案。

本鄉富山村產業道路每

逢豪大雨就造成道路泥

濘不堪，農民運輸農作

物時險象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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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陳鳳英
本鄉利吉村10鄰野溪整治乙

案。

本鄉利吉村野溪每逢豪

大雨皆沖垮民宅，造成

住戶百姓生命財產受到

嚴重威脅，請公所重視

整治以保百姓生命財產

之安全。

一、111年3月11日東卑鄉建字第

1110003778號函：有關貴會第21屆第15

次臨時會建設類第3及4號議決案:陳代表

鳳英提案「建請辦理利吉村10鄰野溪整

治及舖設產道（野溪旁）」，復如說

明：本案經臺東縣政府函覆：此地點需

求之屬性為農水路或其他道路，如需求

補助（屬於私人園內道或作業道部分）

，可洽行政院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

局保育課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

10月5日農會字第1070122287號函修正頒

布）。

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陳鳳英

建請鋪設本鄉利吉村10鄰環

山路產業道路(野溪旁)乙

案。

本鄉利吉村10鄰環山路

產業道路從未鋪設過，

小路凹凸不平，農民搬

運農作物行駛在該產業

道路上險象環生。

一、111年3月3日東卑鄉建字第

1110003337號函送台東縣政府：檢陳本

鄉「利吉村10鄰環山產道及排水工程」

建設需求調查明細表及相關資料各1份，

惠請採納辦理，請 鑒核。

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陳鳳英
建請維修本鄉太平村太平路

563巷口鑄鐵蓋乙案。

太平村563巷口鑄鐵蓋因

路面四周塌陷，村民騎

機車進出及行人行經該

路口極度危險。

第21屆第15次臨時會 清潔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公所明年度(111)東

37、東46等道路路樹維護施

作乙案。

如案由。

第21屆第1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聰和

建請公所於明峰村龍過脈6

鄰大排水溝進行整治，以利

水流順暢，維護鄉親生命財

產安全。

如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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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第21屆第1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建請公所於北四村社區及聯

外道路水溝淤塞問題進行清

淤，以維護交通及居住之安

全。

如案由。

第21屆第16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廖忠聖

建請於明峰村原生應用植物

園區旁排水溝加蓋過路橋板

及防護柱乙案。

該路段排水溝過深，無

溝蓋板，農民無法進出

，且有危險之虞。

第21屆第16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於初鹿村鎮東宮旁增設

路燈乙盞乙案。

該路段昏暗，宜增設路

燈以利民眾出入。

第21屆第17次臨時會 原住民行政類第1號 田明元

請公所修正（國民小學）傑

出體育人才之獎勵辦法，以

維護在學學生之權益。建議

修正為設籍本鄉或學籍設本

鄉者為獎勵對象。

一、目前獎勵辦法為戶

籍設卑南鄉為限，卻排

除學籍設本鄉之學生，

獎勵辦法顯有缺失。

二、諸多學生為就讀市

區之國中，而將戶籍提

早遷出或就近學區戶籍

卻不是卑南鄉而造成權

益受損，目前獎勵辦法

顯有重新修正之必要。

一、111年4月19日東卑鄉原字第

1110005125號函：檢送「臺東縣卑南鄉

體育獎勵金設置要點」修訂資料1份

第21屆第17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廖忠聖
建請修復明峰村文泰路旁產

業道路乙案。
如案由。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1號 吳昇和

建請於賓朗村賓朗23鄰14號

(普濟宮前)設置反射鏡乙

案。

該處為十字路口又視線

狹窄，建請增設反射鏡

，維護村民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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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2號 廖聰和

有關初鹿國中側門連接台9

線紅綠燈管控，建請轉陳相

關單位會勘改善，以利居民

出入安全。

目前該處紅綠燈為配合

學生上下學出入管制，

但因本路口亦是皇家社

區居民主要出入道路，

已發生多起A1及重傷害

事故，建議將居民出入

時間(建議參考時間

~06:00-22:00)納入管

控。

一、111年7月11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110010810號函送臺東縣警察局：，惠

請貴局給予卓處。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3號 田明元

請公所於嘉豐村山里路增設

反射鏡一支，以維護行車安

全。

如案由。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公管類第4號 李芳媚

建請於往上賓朗牧場入口處

裝設紅綠燈，以利村民通

行。

上賓朗頂永豐位處省道

旁，交通擁塞，出入危

險，宜裝設紅綠燈，給

村民安全回家的路。

一、111年7月11日東卑鄉公管字第

1110010812號函送臺東縣警察局：惠請

貴局給予卓處。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1號 陳鳳英
建請砍除豐田大排水溝內雜

木乙案。

本鄉泰安村豐田大排水

溝內整條都是雜木，颱

風季節逼近，兩岸住戶

整日提心吊膽，請上級

單位派員砍除以保村民

生命財產安全。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2號 廖聰和

建請改善東38線往山里垃圾

掩埋場方向道路旁野溪排水

及路面乙案。

該處野溪排水不良，以

致4月27及6月22大雨均

造成土石溢流至路面，

影響行車安全，應建置

野溪排水溝以利排水暢

通，目前該處路面已殘

破不堪，宜儘速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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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3號 廖聰和
建請於龍過脈4鄰、6鄰排水

溝清淤乙案。

4月27大雨造成該處土石

淤積，影響兩旁住戶安

全，宜儘速清淤以維護

村民生命財產。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4號 田明元

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一街76巷

重新修復舊排水溝，以方便

排水乙案。

該排水溝久年失修，已

無排水作用需再整理。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5號 黃學臺

建請公所增設東興村東園二

街36巷4弄9號門前排水溝乙

案。

上述地點無排水溝，每

逢大雨，雨水滲入民宅

，致使民宅潮濕發霉，

影響住戶身體狀況及生

活品質。

第21屆第18次臨時會 建設類第6號 陳鳳英
建請鋪設柏油路約300公尺

乙案。

本鄉太平村和平路259巷

底路面因久未鋪設而氧

化變坑洞，造成機車行

駛易摔倒，請公所鋪設

以利村民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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