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議會第 19屆第 2次定期會提案(審查意見表) 

審查意見 

 

一、嘉義縣議會單位預算：照原編通過。 

二、嘉義縣政府「109年度本縣總預算案及各機關單位預算」 

(一)歲入部分： 

主管機關 

單位 

冊別 

及頁碼 
歲入項目、金額及說明 審查意見 備註 

建設處 第一冊 

P285 

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村里

大調查-提升村里道路品質計

畫(收支對列)-道路工程科。依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9條編列 

30,000,000元 

刪除

30,000,000元 

歲出預算相對刪除。 

農業處 P286 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辦理

農地管理、農業發展、農業行

銷推廣、農村建設等經費(收支

對列)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9

條編列 

15,0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主計處送歲入相關資

料至本會，蔡奇璋議員

保留發言權。 

餘照原編通過。 

(二)歲出部分： 

主管機關 

單位 

冊別 

及頁碼 
用途別、科目、金額及說明 審查意見 備註 

行政處 第一冊 

P295 

業務費-房屋建築養護費-本府

辦公廳舍拆除、整修、維護及

修繕等 

5,0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提供縣政府 108年辦

公廳舍修繕費用使用明

細資料送本會。 

詹琬蓁議員保留發言

權。 

 

 

 

 

 

 

 

 

 

 

 

 

 

 

 

 

 

 

 

 

 



主管機關 

單位 

冊別 

及頁碼 
用途別、科目、金額及說明 審查意見 備註 

新聞行銷處 第一冊 

P311 

業務費-委辦費-委託辦理蒐集

平面及網路新聞媒體輿情及通

報服務費用 

7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請提供相關資料送本

會。 

詹琬蓁、林于玲、陳福

成、何子凡、蔡信典、

劉宏文、李國勝、邱銀

海等議員意見刪除。 

姜梅紅、林秀琴等議員

意見：照原編通過。 

第一冊 

P314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縣政發展

電子媒體及自媒體運用 

4,5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詹琬蓁、賴瓊如、蔡奇

璋、楊秀琴、林于玲、

陳福成、蔡信典、劉宏

文、李國勝、邱銀海等

議員意見：刪除

3,000,000元。 

許有疆、黃鉦凱、姜梅

紅、黃芳蘭、林秀琴、

葉孟龍、劉雅文、林緗

亭、戴光宗、蔡瑋傑、

黃榮俊、羅士洋、林淑

完等議員意見：照原編

通過。 

人力發展所 第二冊 

17171 

P15 

P16 

業務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辦

理縣政發展教育訓練講師鐘點

費 

300,000元 

業務費-委辦費-委託機關、學

校、團體及個人等辦理有關縣

政發展教育訓練經費 

300,000元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縣政

發展教育訓練有關教材(具)及

相關人員訓練經費 

5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提供 108年辦理相

關研習訓練資料及 109

年度預計規劃課程資

料送本會。 

綜合規劃處 第一冊 

P350 

P351 

業務費-土地租金-租借農業綜

合園區、蒜頭糖廠及為各項縣

政發展所需租用之土地、地上

物租金及權利金 

6,575,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提供相關資料送本

會。 

業務費-委辦費-委外規劃縣治

特區重要據點、其它縣政發展

重要建設計畫及上級臨時交辦

規劃計畫 

3,5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提供相關資料送本

會。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縣政論

壇、縣政顧問會議相關費用(含

場租、交通、保險、餐費、住

宿、慰勞品等) 

65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提供縣政顧問名單

及辦理時間、地點及參

加人數等資料送本會。 

 

 

 

 



主管機關 

單位 

冊別 

及頁碼 
用途別、科目、金額及說明 審查意見 備註 

民政處 第一冊 

P388 

 

獎補助費-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

之補助-村里集會所或活動中心

興建、修繕(含內部設施改善)及

村里廣播系統設置更新、公眾使

用之村里民廣場(含休閒設施)

設置、修繕等基礎建設 

12,0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詹琬蓁、王啟澧議員意

見： 

請將鹿草鄉西井村活

動中心及布袋鎮長壽

活動中心列入補助辦

理。 

地政處 第一冊 

P413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重劃區內農水路維護、路面加

鋪及配柏油等25,000千元(依嘉

義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工

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按

1.5%~3%估算工程管理費，本年

度編列650千元) 

25,0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蔡奇璋、詹琬蓁、林于

玲、王啟澧、何子凡等

議員意見刪除各

5,000,000元及

10,000,000 元。 

許有疆、黃鉦凱、林秀

琴、姜梅紅、黃芳蘭、

劉雅文、林緗亭、戴光

宗、蔡瑋傑、黃榮俊、

林淑完、羅士洋、葉孟

龍、陳柏麟等議員意

見：照原編通過。 

P414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重劃區內農路整修鋪設柏油路

面，設置反光導標行車號誌工程

計25,000千元(依嘉義縣政府暨

所屬各機關學校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規定，按1.5%~3%估算工

程管理費，本年度編列650千元) 

25,000,000元 

農業處 第一冊 

P461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鄉鎮市農會、農民團體等輔

導辦理農產品生產、品管、包

裝、運銷、通路開拓等產業發展

業務相關事項 

1,5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何子凡議員：請將 108

年度補助農會辦理活

動經費資料及各農會

推廣績效情形送本會

並保留發言權。 

P474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農會辦理農產品推廣產銷

建築、機械設備及其他相關設

施、家政及其他經營管理等產銷

推廣計畫 

2,000,000元 

家畜疾病防

治所 

第二冊 

08801 

P37 

業務費-委辦費-委託民間機構

代養收容犬隻費用(縣費收支對

列-由嘉義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基

金撥入) 

3,6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蔡奇璋議員保留發言

權。 

水利處 第一冊 

P498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辦理農路改善、治山防洪、農

路溪溝整治等(依「嘉義縣政府

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工程管理費

支用要點」規定，按3%估算工程

管理費1,400千元，本年度編列

1,400千元) 

50,0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詹琬蓁、林于玲、何子

凡等議員意見：刪除

10,000,000元 

姜梅紅、黃芳蘭、劉雅

文、林緗亭、戴光宗、

蔡瑋傑、羅士洋等議員

意見：照原編通過。 

 

 

 

 



主管機關 

單位 

冊別 

及頁碼 
用途別、科目、金額及說明 審查意見 備註 

建設處 第一冊 

P525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

費-村里大調查-提升村里道路

品質計畫(收支對列)(本計畫

依嘉義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

校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

按 1.5%-3%估算工程管理費

818千元；本年度編列 800千

元)。 

30,000,000元 

刪除 

30,000,000元 

配合歲入預算相對刪

除。 

經濟發展處 第一冊 

P549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本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推行改善投資意願環境 

6,45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詹琬蓁、李國勝、林

于玲等議員意見：補

助本縣工商發展投資

策進會推行改善投資

意願環境經費刪除

6,449,000元。 

P549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嘉義

縣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經

費(縣收支對列) 

5,0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凍結辦理嘉義縣青年

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經費 5,000,000 元，

請將青年創業貸款實

施要點提供本會同意

後，再行辦理後續事

宜。 

P549 業務費-委辦費-辦理嘉義縣新

創基地與輔導(縣收支對列) 

5,0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凍結辦理嘉義縣新創

基地與輔導

5,000,000元，請將新

創基地辦理相關計畫

提供本會同意後，再

行辦理後續事宜。 

劉雅文、姜梅紅、羅

士洋、林緗亭等議員

意見：三筆預算皆照

原編通過。 

財政稅務局 第二冊 

14141 

P52 

「印花稅稽徵」工作計畫

417,000元 

照原編通過 蔡奇璋議員：自印花

稅廢止生效日起，「印

花稅稽徵」工作計畫

項下賸餘款凍結支

用，且不得移用。 

社會局 第二冊 

15151 

P42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團體配合政府參與公共事

業、社福、公益等 

5,500,000元 

照原編通過 請與民政處評估補助

鹿草鄉西井村活動中

心設備事宜並提供補

助社區資料給本會。 

P47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本縣各老人福利團體辦理

老人福利相關業務經費 

1,200,000元 

P81 獎補助費-地方政府對下級政

府之補助-補助公所及社區辦

理社區發展等相關業務經費 

8,000,000元 

 

 

 

 



主管機關 

單位 

冊別 

及頁碼 
用途別、科目、金額及說明 審查意見 備註 

社會局 P60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

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辦理各

項身心障礙福利活動。（由公益彩

券盈餘提撥） 

1,400,000元 

  

文化觀光局 第二冊 

16161 

P27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

助嘉義縣文化基金會推展文化相

關業務及活動費用 

8,5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詹琬蓁議員意見：刪

除補助文化基金會

用人費用 800,000元 

羅士洋議員意見：照

原編通過。 

P43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 1.舉辦大型

觀光主題活動或地方性季節特色

生態旅遊活動，如阿里山日出印

象、瑞里紫藤花季、春遊嘉義、東

石海之夏、脊梁山脈(步道)旅遊

等。2.觀光軸線資源調查、行銷、

異業結盟與策略研究。3.透過社群

媒體(FB、IG)、自媒體及傳統平

面、電子媒體整合行銷，以推廣本

縣食、宿、遊、購、行等文化觀光

產業。4.影視劇協拍及觀光場景簿

行銷推廣。5.與阿管處、雲管處、

西拉雅處、林管處及其他機關共同

合辦「神木下婚禮」、「賞鳥馬拉

松」、「布袋月之秋」、「大埔觀

光活動」等。6.中央計畫(如台灣

好行、借問站、春遊專案...等)

之配合款。 

29,000,000元 

提交大會討論 詹琬蓁議員意見： 

刪減 9,000,000 元。 

戴光宗議員意見：照

原編通過。 

餘本縣總預算案及機關單位預算，均照原編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