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紀錄  1091 

嘉義縣議會第 18 屆第 1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第 1 次會議記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02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議長明達等 23 人 

列  席：張縣長花冠等 26 人 

請  假： 

來  賓：各報社記者等 22 人 

主  席：張議長明達 

秘 書 長：黃尚文 

秘   書： 

議事組主任：林培太 

法制室主任：鄭明鏡 

記錄人員：洪永慶、盧正道、林麗雲、王麗賢、黃旭平、蔡佳樺、李靜蓉、

劉春雅 

主席宣告開會 

壹、報告事項： 

一、本會第十八屆第 1 次臨時會，係依據地方制度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

理。 

二、本次臨時會議事日程計議員報到、預備會議、一讀會半天；審查議

案三天半；討論議案、二~三讀會、臨時動議一天。自 1 月 19 日到 1

月 23 日止共計 5 天。 

三、本次臨時會主要任務是審議本會第 18 屆審查委員人選及召集人名

單、審議各審查委員會各推一人為程序委員會委員並由議長為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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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審議推舉 5 人為本會第 18 屆紀律委員會委員並推 1 人為召

集人、審議嘉義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婚喪贈禮統一辦法草案、審議本

會於休會期間若遇縣府有急要之案件，擬授權議長全權處理，以符

時效並有利於縣政之推動、審議坐落嘉義市竹圍子段友愛小段 187

地號、嘉義市北門段二小段 17-20 地號及嘉義縣布袋鎮龍江段 1014

地號等 3 筆縣有非公用土地擬處分案及各業務單位墊付案等。 

四、本次臨時會縣府提交議案 3 案、議員提交議案 16 案。 

貳、討論事項： 

一、本次臨時會之議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當；請大會公決。 

議決：照原排定之議事日程表通過。 

二、為乙 1、2、3、4 號案，請審議。 

議決：乙 1、2、3、4 號案，均原案通過。 

三、乙 5 案號。 

議決：照修正後通過。 

參、散會：上午 10 時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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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會議記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57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議長明達等 25 人 

列  席：張縣長花冠等 26 人 

請  假： 

來  賓：各報社記者等 22 人 

主  席：張議長明達 

秘 書 長：黃尚文 

秘   書： 

議事組主任：林培太 

法制室主任：鄭明鏡 

記錄人員：洪永慶、盧正道、林麗雲、王麗賢、黃旭平、蔡佳樺、李靜蓉、

劉春雅 

主席宣告開會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議事組宣讀第 1 次會議紀錄。 

貳、討論事項： 

一、為甲 1、2、3 號案，請審議。 

議決：甲 1、2、3 號案，均原案通過。 

二、乙 6 號案。 

議決：原案通過。張議長明達、陳柏麟、石信忠、姜梅紅、黃金茂、

林于玲、葉和平、詹金繪、黃嫈珺、林緗亭、詹琬蓁、陳文

忠、吳思蓉、蔡鼎三、張貴忠、曾亮哲、羅士洋、蔡信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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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瑋傑、董國誠、葉孟龍、林寶瓶、李國勝等議員為小組成

員並推選陳柏麟、羅士洋議員為小組召集人。 

三、乙 7、8、9、10、11、12、13、14、15 案號，請審議。 

議決：乙 7、8、9、10、11、12、13、14、15 案號，均原案通過。張

議長明達、蔡信典、詹黃素蓮、曾亮哲、張貴忠、吳思蓉、

林寶瓶、林秀琴、葉孟龍等議員加入連署。 

  四、為乙 16、17 號案，請審議。 

    議決：乙 16、17 號案，均原案通過。張議長明達、蔡信典、詹黃素

蓮、羅士洋、曾亮哲、張貴忠、吳思蓉、蔡鼎三、葉孟龍等

議員加入連署。 

  五、為乙 18、19 號案，請審議。 

    議決：乙 18、9 號案，均原案通過。張議長明達、蔡信典、詹黃素

蓮、羅士洋、曾亮哲、張貴忠、吳思蓉、蔡鼎三、林秀琴、

葉孟龍等議員加入連署。 

  六、為乙 20、21 號案，請審議。 

    議決：乙 20、21 號案，均原案通過。張議長明達、蔡信典、詹黃素

蓮、羅士洋、曾亮哲、張貴忠、吳思蓉、林秀琴、葉孟龍等

議員加入連署。 

  七、為乙 22 號案，請審議。 

    議決：原案通過。蔡信典、詹黃素蓮、羅士洋、曾亮哲、張貴忠、

吳思蓉、蔡鼎三、林秀琴、葉孟龍等議員加入連署。 

  八、為乙 23 號案，請審議。 

    議決：原案通過。蔡信典、詹黃素蓮、曾亮哲、張貴忠、吳思蓉、

蔡鼎三、林秀琴、葉孟龍等議員加入連署。 

參、臨時動議： 

  一、為臨 1、2 號案，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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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臨 1、2 號案，均原案通過。石信忠、姜梅紅、黃金茂、蔡瑋

傑、蔡信典、張議長明達、詹黃素蓮、羅士洋、陳柏麟、曾

亮哲、何子凡、張貴忠、吳思蓉、葉和平、陳保仁、詹金繪、

蔡鼎三、林緗亭、林沐惠、戴光宗、詹琬蓁、林秀琴、葉孟

龍等議員加入連署。 

  二、為臨 3 號案，請審議。 

    議決：原案通過。請縣府實際會勘後儘速辦理。張議長明達石信忠、

姜梅紅、黃金茂、蔡瑋傑、蔡信典、詹黃素蓮、羅士洋、陳柏

麟、曾亮哲、何子凡、張貴忠、林于玲、陳文忠、吳思蓉、葉

和平、詹金繪、蔡鼎三、林緗亭、林沐惠、董國誠、戴光宗、

林秀琴、葉孟龍等議員加入連署。 

  三、為臨 4 號案，請審議。 

    議決：原案通過，全體議員為小組成員，並推選林于玲議員為小組召

集人。 

肆、散會：上午 11 時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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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議會第 18 屆第 2、3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第 1 次會議記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13 日上午 10 時 09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陳副議長怡岳等 24 人 

列  席：張縣長花冠等 26 人 

請  假： 

來  賓：各報社記者等 20 人 

主  席：陳副議長怡岳 

秘 書 長：黃尚文 

秘   書： 

議事組主任：林培太 

法制室主任：鄭明鏡 

記錄人員：洪永慶、盧正道、林麗雲、王麗賢、黃旭平 

主席宣告開會 

壹、報告事項： 

一、本會第十八屆第 2、3 次臨時會，係依據地方制度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辦理。 

二、本次臨時會議事日程，經 3 月 13 日程序委員會議排定：計議員報

到、預備會議、一讀會半天；小組活動四天半；審查議案二天；討

論議案、二~三讀會、臨時動議一天。自 4 月 13 日到 4 月 22 日止共

計 10 天。 

三、本次臨時會主要任務是審議有關嘉義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審議嘉義縣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修正草案、審議本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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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第二預備金動支數額表、審議坐落嘉義市新富段 4 小段 8 地號等

7 筆縣有非公用土地及同地段小段 1849 建號等 5 筆縣有非公用建物

擬處分清冊、審議修正本會組織自治條例等 27 筆第３款行政組部份

業務職掌及修正同條文第 4 款法制室單位銜稱變更為公共關係室，

其業務職掌事項並配合調整及各業務單位墊付案等。 

四、本次臨時會縣府提交議案 12 案、議員提交議案 27 案。 

貳、討論事項： 

一、本次臨時會之議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當；請大會公決。 

議決：照議事日程表通過。 

二、為甲 1、2 號案，請審議。 

議決：甲 1、2 號案，均完成一讀，交付聯審。 

三、乙 1 案號。 

議決：完成一讀，交付聯審。 

參、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會議紀錄  1157 

 



會議紀錄  1158   

第 2 次會議記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22 日上午 9 時 41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議長明達等 25 人 

列  席：張縣長花冠等 26 人 

請  假： 

來  賓：各報社記者等 22 人 

主  席：張議長明達 

秘 書 長：黃尚文 

秘   書： 

議事組主任：林培太 

法制室主任：鄭明鏡 

記錄人員：洪永慶、盧正道、林麗雲、王麗賢、黃旭平 

主席宣告開會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議事組宣讀第 1 次會議紀錄。 

貳、討論事項： 

一、為甲 1、2 號案，請審議。 

議決：甲 1、2 號案完成二、三讀，原案通過。 

二、為甲 3、4、6、7、8、9、11、12 號案，請審議。 

議決：甲 3、4、6、7、8、9、11、12 號案，均原案通過。 

三、為甲 5、10 號案，請審議。 

議決：甲 5、10 號案，均照審查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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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 1 號案： 

議決：完成二、三讀，原案通過。全體議員加入連署。 

  五、為乙 3、4、5、6、9、10、11、12、13、15、16、17、18、20、22、

23、24、25、26、27、28、29 號案，請審議。 

    議決：乙 3、4、5、6、9、10、11、12、13、15、16、17、18、20、

22、23、24、25、26、27、28、29 號案，均原案通過。全體議

員加入連署。 

  六、乙 2 號案： 

    議決：原案通過，全體議員為小組成員，並推選張議長明達為小組

召集人，林寶瓶、陳保仁、林沐惠、詹琬蓁等議員為副召集

人。 

  七、乙 7 號案： 

    議決：原案通過，全體議員為小組成員，並推選張議長明達為小組

召集人。 

  八、乙 8 號案： 

    議決：原案通過，全體議員為小組成員，並推選張議長明達為小組

召集人。 

  九、乙 14 號案： 

    議決：修正為「由本會組專案小組」；照修正後通過，全體議員為小

組成員，並推選姜梅紅議員為小組召集人，林緗亭議員為副

召集人。 

十、乙 19 號案： 

議決：照修正後通過。並另成立專案小組；全體議員為小組成員，

並推選林沐惠議員為小組召集人，蔡鼎三議員為副召集人。 

  十一、為乙 21、27 號案，請審議： 

     議決：照審查意見通過，全體議員加入連署。 



會議紀錄  1160   

十二、乙 30 號案：本案撤回。 

參、臨時動議： 

  為臨 1、2、3、4、5 號案，請審議。 

  議決：臨 1、2、3、4、5 號案，均原案通過。 

肆、主席裁示： 

  一、請縣府水利處，對民雄鄉（頭橋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興建

工程～污水管線第一、二標工程，須與當地議員密切連繫，以深入

了解其運作情形。 

  二、請縣府針對本縣各地排水系統淤積情形，應徹底執行清淤工作，並

覓適當地點堆置清除之淤泥。 

  三、蔡鼎三議員連議事項，請縣府環保局、農業處積極研議辦理。 

伍、散會：上午 11 時 0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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