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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施政報告

報告人：代理鎮長 楊志斌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
欣逢大會開議日，謹向貴會請益並提出報告。鎮務的推展，沃蒙貴會
督促與支持、並予以指導，在此表達由衷感謝之意。
以下謹就近半年施政工作及未來施政計畫簡要提出報告，倘有未臻妥
善之處，尚祈各位代表女士、先生不吝指正。
壹、年度預算執行情行
本（106）年度截至 4 月底止，歲入預算執行數為 4,065 萬 2,821 元，
達分配預算數 5,473 萬 5 千元之 74.27%；歲出預算執行數為 5,144 萬 846
元，達分配預算數 7,180 萬 5 千元之 71.64%。
貳、重要施政成果
一、興建活動中心暨改善聚落環境景觀
為提供居民聚會空間，並提升聚落生活機能與品質，「大洋里
民活動中心」完成竣工落成啟用，積極執行「田埔大地活動中心新
建工程」；並配合聚落周邊生活圈之整體規劃、公共空間綠美化、
景觀環境建設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已完成有「105 年度金沙鎮後浦頭
環境改善工程」等共計 9 件，賡續執行中之工程有「金東戲院周邊
環境改善工程（二期）」等共計 15 件。
二、排水暨水利設施改善工程
為防治及緩和豪雨季節導致本鎮居民水患之苦，加強規劃排水
暨各項水利設施，並配合改善、整修、疏濬清淤等工程施作來解決
此問題，重點完工之工程有「105 年度金沙鎮疏濬清淤改善工程（開
口契約）」和「金門縣金沙鎮雨水下水道 C1 幹線新建工程」等共計
2 件；執行中排水及清淤工程有「金沙鎮官嶼劃段 1045 地號農田排
水改善工程」等共計 5 件。往後仍將持續改善及強化各里區域排水
暨水利設施和管理，減少水患發生。
三、道路（產業道路）改善暨整建工程
辦理道路（農業區產業道路）路面改善、拓寬等工程，維護交
通安全，減少行車事故。已完成工程有「金沙鎮中蘭劃測段 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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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等二處整建工程」及「金沙鎮中蘭出海道路整建工程」等 2 件，
執行中工程計有「金沙鎮西園西江、西園三獅山及浦邊等出海口道
路整建工程」等共計 9 件。
四、完善社會救助暨推動社會教育
本所接受申請轉發的社會福利及生活津貼，半年即達 6 千餘萬
元，例如各項老人、婦女、兒童福利和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的生活
救助，積極推動永續社福服務暨照護。
社教活動辦理方面，除了節慶活動外，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社
會，強化本鎮樂齡學習中心功能，推動終身學習、快樂參與，提供
各種多元化生動活潑的課程，提升社區民眾的知識，形塑富而好禮
的社會，冀望未來能在 26 個社區拓點，讓樂齡學習落實遍地開花，
促進本鎮軟體基礎建設。
五、觀光休閒推展暨行銷金沙地方特色
提升本鎮觀光能量，規劃辦理 2017 年金門中秋博狀元餅比賽活
動及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活動，文化季內容有風獅爺彩繪體驗、
攝影比賽、電動巴士尋風獅爺、美食園遊會及晚會等系列活動，帶
領遊客領略聚落之美及金門守護神-風獅爺的故鄉－金沙鎮。
期以深度金沙、體驗金沙為號召，將特有風獅爺文化進行創意
設計，規劃高粱大道及具風獅爺特色之意象，行銷金沙地方特色並
吸引背包客及自由行的旅行者親近金沙土地與風土民情。
六、提升環境清潔與垃圾回收減量
加強各里環境清潔維護，持續推行定時定點垃圾不落地工作，
宣導民眾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工作，促進資源有效再利用、達
成垃圾減量；增加積水容器回收，預防登革熱疫情，適時全面性消
毒防疫工作，增進鎮民環境衛生品質之效果。於清明節前，本所亦
協助殯葬所整理金沙公墓，頗受各界好評，另擴大鄰近環境清潔工
作，並於清明假期期間於金沙公墓設置志工服務台，方便民眾祭拜
先人，以傳承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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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工作重點
一、辦理「屏東至蔡厝間道路拓寬及排水改善工程」整建事宜。
二、辦理「金沙鎮西園村郊至區排排水改善工程」整建事宜。
三、辦理「金沙鎮中蘭劃測段 66-28、66-21 等地號產業道路及排水改善
工程」整建事宜。
四、辦理沙美市場整建及沙美老街活化工作事宜。
五、辦理金沙鎮舊鎮公所修復再利用暨其周邊環境整體發展活化事宜。
六、辦理「2017 年金門中秋博狀元餅」鄉鎮賽本鎮比賽活動。
七、積極推動「2017 年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活動」各項相關工作。
八、配合縣政府高齡友善城市規劃，持續推動樂齡學習中心各項課程，
於社區建立樂齡學習平台，增進長者學習興趣。
九、本所便民公共空間整修工程業完成進駐，提供簡政便民及單一窗口
優質服務。
十、賡續辦理環境衛生整理暨消毒作業，以預防疫情之發生。
肆、結語
鎮民的需求與期望，就是施政的方針與目標，自三月份起，志斌來到
我的故鄉-『金沙鎮』服務，這裏是我出生、成長及求學的家園，乃至出社
會工作都與金沙不可分割，志斌對金沙的感情自不待言，金沙是個很美的
城鎮、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公所團隊將以用心的態度、創新的思維、感
動的服務，以鄉親需求做為導向，在貴會的鞭策下，秉持陳縣長所勖勉「人
在公門好修行」的信念，全心全力、戮力從公，帶領同仁努力推動與完成
各項鎮務，與貴會共同努力為鎮民謀福興利，朝「璀璨金沙」之路邁進，
讓金沙「風華再現」
，成為最亮麗幸福鄉鎮。
謹祝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事事如意、闔家平安
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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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工作報告

報告人：課長 許萬恭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開議，能列席大會並就本課業務提出
工作報告，倍感榮幸，僅就本課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重要工作執行情
形與未來工作擇要報告如下：
壹、工作執行概況
一、 調解糾紛：調解民眾糾紛計 9 件，其中成立 4 件，不成立 5 件。
二、 辦理役男徵集入營輸送工作計有 21 人，分別為海軍艦艇兵 1 人、
軍事訓練 7 人、補充兵 1 人、替代役 12 人。
三、 協助榮民傷病急難慰問金申請計有何翠敏等 5 人，由縣府核發慰問
金每人新台幣 2,000 元整。
四、 受理民國 32、33 年出生民眾申請「金門 619 砲戰」參戰身分核認
共 12 人次。
五、 辦理 106 年度役男抽籤計有 70 人，分別為陸軍 60 人、海軍艦艇兵
2 人、空軍 4 人、陸戰隊 4 人。
六、 寺廟申請金酒公司睦鄰捐助案件計萬安堂及碧山昭靈宮等 4 案。
七、 辦理本鎮戰地政務時期 55 歲至 64 歲三節慰助金申請計有 145 人。
八、 寺廟爐敬金案計蔡厝民享碧山宮、高坑澤峰宮、官澳龍鳳宮、鶯山
廟、沙美萬安堂、東珩棲堂廟、西園棲隱堂、田墩天后宮等 9 件。
九、 辦理「105 年春節家戶配酒作業」，配售數計新台幣 1 萬 7,258 份。
十、 辦理戰地政務終止前既已存在祖墳認定申請案，計吳勝勇等 15 人。
十一、 105 年 12 月 29 日辦理「大洋里民活動中心落成啟用典禮」。
十二、 辦理結婚宴會準時開席酒申請案，計王佳盈等 35 人。
十三、 辦理汶沙里榮光新村社區發展協會監視器財物採購案。
十四、 辦理 106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東港大姊鎮蒞鎮參訪案。
十五、 105 年 11 月 22 日辦理 105 年度里鄰長文康暨慶生活動。
十六、 106 年 4 月 17 日辦理金門縣政府核准補助本鎮 8 名約用助理幹
事進用簽約暨報到事宜，本課並於本所 3 樓會議室進行為期一週
職前訓練，並請各課室就所業管業務及有關民眾申請各項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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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向新進同仁做說明，以利新進同仁到各里辦公所時協助民眾
申請事宜。
十七、 圖書館統計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活動，每個周末辦理【吹
夢巨人說故事】活動計 48 場。
十八、 105 年圖書館幼兒室、兒童室、書庫、三樓書架區，於 12 月底
完成盤點事宜，共計 2 萬 9,329 冊。
十九、 配合金門縣文化局辦理 106 年圖書館流通初次及通閱模組教育
訓練各 1 場次。
二十、 辦理 106 年圖書館雜誌採購案，計新台幣 2 萬 47 元整。
二十一、 完成本鎭圖書館建築物公共檢查及申報案。
二十二、 教育部補助「金門縣文化局 105 年多元閱讀與館藏充實計畫圖
書採購案」驗收完成後，計 453 冊移撥鄉鎮圖書館進行館藏。
二十三、 研提本鎭 106 年度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書案，爭取金門縣文化局
補助購書經費新台幣 6 萬元整。
貳、未來工作重點
一、 持續作好親民便民工作，加強幹事主動下鄉關懷協助弱勢家庭與獨
居老人服務工作。
二、 規劃辦理 106 年里長赴台體檢事宜。
三、 落實役男兵員、替代役徵集及退役資料建檔等業務。
四、 持續配合金酒公司執行 106 年三節家戶配酒作業事宜。
五、 持續受理歷經戰地政務時期 55 歲至 64 歲三節慰助金申請。
六、 持續受理民眾申請戰地政務終止前既已存在祖墳認定及購回土地
案。
七、 賡續執行「106 年度油彈庫睦鄰專案改善計畫（高坑彈補點）」及
「106 年東店射擊場睦鄰專案改善計畫」等二案，已完成規劃設計，
聯勤司令部及陸軍司令部均已同意，尚有部分缺失由規劃公司辦理
修正中，並已於 5 月 8 日修正完成。
八、 辦理 107 年度「東店射擊場睦鄰專案改善計畫」暨「油彈庫睦鄰專
案改善計畫（高坑彈補點）」案，近期召集里長討論經費分配事宜。

5

參、結語
民政業務是一項繁雜但必須持續推行的工作，須與民眾多溝通及協
調，惟今後仍秉持主動積極負責的服務精神持續努力，尚請各位代表給予
支持及鞭策，以利工作之順利推行。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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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建設課工作報告

報告人：課長 許伯駿

主席、副主席，在座的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
欣逢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開議，能有機會列席並就本課業務提
出工作告，備感榮幸，現就本課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重要工作執行情
形與未來工作報告如下：

壹、 已完成重點工作：
一、 「105 年度金沙鎮後浦頭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14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28 日完成驗收。
二、 「安瀾國小停車棚遷移暨周邊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19 日竣
工，105 年 12 月 28 日完成驗收。
三、 「105 年度金沙鎮零星搶修工程(第二期)」105 年 12 月 15 日竣工，
105 年 12 月 27 日完成驗收。
四、 「西園聚落地景改善第二期工程(第二標)」105 年 10 月 28 日竣工，
105 年 12 月 26 日完成驗收。
五、 「洋山聚落生活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0 月 17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26 日完成驗收。
六、 「金沙鎮中蘭劃測段 66-16 地號等二處整建工程」於 105 年 10 月 7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23 日完成驗收。
七、 「105 年度金沙鎮疏濬清淤改善工程(開口契約)」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22 日完成驗收。
八、 「金沙鎮高坑聚落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2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19 日完成驗收。
九、 「105 金沙鎮零星搶修工程」105 年 12 月 15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19 日完成驗收。
十、 「斗門聚落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0 月 31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16
日完成驗收。
十一、 「官澳龍鳳宮前等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11 日竣工，105 年
12 月 15 日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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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金沙鎮中蘭出海道路整建工程」105 年 9 月 21 日竣工，105 年
11 月 28 日完成驗收。
十三、 「金門縣金沙鎮雨水下水道 C1 幹線新建工程」106 年 2 月 27 日竣
工，辦理驗收中。
十四、 「金沙鎮公所便民公共空間整修工程」106 年 1 月 19 日竣工，106
年 3 月 20 日完成驗收。
十五、 辦理黃克溫等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備查計 136 件。
十六、 核發唐傳金等現有巷道證明計 7 件。
十七、 補發張國忠等竣工證明計 13 件。
十八、 核發陳弘毅等建築使用執照計 18 件。
十九、 核發陳水木等舊屋證明計 31 件。
二十、 核發陳璇治等無自用農舍計 7 件。
二十一、 核發陳松濤等暫接水電證明計 7 件。
二十二、 辦理陽翟 236 號等路燈遷移增設會勘計 13 處。

貳、 執行中重點工作：
一、 「金沙鎮官嶼劃段 1045 地號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決標，由凱力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443 萬 5,903 元整承攬。
二、 「104 年度金沙鎮零星整建第一期工程」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決標，
由瑞億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981 萬 3,313 元整承攬。
三、 「金沙鎮西園西江、西園三獅山及浦邊等出海口道路整建工程」於
105 年 8 月 9 日決標，由瑋宬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480 萬元整承
攬。
四、 「金門縣金沙鎮田埔大地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
決標，由霖昌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778 萬元得標承攬。
五、 辦理「金沙鎮 105 年度(第一期)零星公共工程」於 105 年 7 月 26
日決標，由瑞億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347 萬 8,000 元整承攬。
六、 辦理「105 年度金沙鎮大地環境改善工程」於 105 年 7 月 25 日
決標，由金殿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447 萬 8,000 元整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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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辦理「金沙鎮沙宅劃段 435 等地擋土牆改善工程」於 105 年 7 月
19 日決標，由瑞億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57 萬 8,000 元整承攬。
八、 辦理「金沙鎮山西至東(西)山前危險彎道改善工程」於 105 年 8 月
2 日決標，由尚燁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445 萬元整承攬。
九、 辦理「金東戲院周邊環境改善工程(二期)」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決
標，由富韋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180 萬元整承攬。
十、 辦理「官嶼劃段與北九十劃段大排及農田排水清淤工程」於 105 年
11 月 1 日決標，由健將土木包工業新台幣 183 萬元整承攬。
十一、 辦理「105 年度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計畫」105 年 12 月 14
日決標，由皇居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588 萬元整承攬。
十二、 「金沙鎮后宅等聯外道路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16 日決標，由
尚燁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211 萬 7,000 元整承攬。
十三、 「金沙鎮沙東劃段 276-1 地號產業道路暨農田排水新建工程」105
年 12 月 14 日決標，由勤豐土木包工業新台幣 133 萬元整承攬。
十四、 「官澳龍鳳宮前等環境改善工程(二期)」105 年 11 月 21 日決標，
由興洪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983 萬元整承攬。
十五、 「金沙鎮擎天段 669-1 地號道路新建工程」105 年 11 月 29 日決
標，由尚燁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86 萬 9,000 元整承攬。
十六、 「金沙鎮 105 年度(第二期)零星公共工程」105 年 12 月 28 日決
標，由鉦元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69 萬元整得標承攬。
十七、 「金門縣金沙鎮浦邊聚落生活環境改善工程計畫-聚落周邊環境
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16 日決標，由昌陞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672 萬元整承攬。
十八、 「金沙鎮內洋靶場聯外道路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27 日決標，
由恆富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462 萬元整承攬。
十九、 「金沙鎮 105 年度西園聚落第三期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26
日決標，由金殿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957 萬元整承攬。
二十、 「金沙鎮 105 年度(第三期)零星公共工程」106 年 2 月 21 日決標，
由亮霆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275 萬元整得標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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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山后出海口道路改善工程」於 105 年 8 月 1 日決標，由隆
都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07 萬 5,500 元整承攬。
二十二、 辦理「中蘭區排攔蓄等排水改善工程」於 105 年 8 月 2 日決
標，由華成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3,948 萬元整承攬。
二十三、 「金沙鎮官嶼劃段 486-1 地號過路板整建工程」於 105 年 10
月 3 日決標，由萬成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38 萬 6,600 元整承
攬。
二十四、 「金沙鎮斗門及何厝等環塘步道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於 105
年 10 月 3 日決標，由華成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716 萬元整承
攬。
二十五、 「金沙鎮高坑劃測段 993 地號等道路整建工程」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決標，由駿益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18 萬元整承攬。
二十六、 「金沙鎮后水頭黃氏家廟等周邊排水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27
日決標，由瑋宬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04 萬元整承攬。
二十七、 「金沙鎮 105 年度西園里等零星公共工程」105 年 12 月 28 日
決標，金殿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74 萬元整承攬。
二十八、 「105 年金沙鎮東山內洋等村環境改善工程」105 年 12 月 26 日
決標，皇居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842 萬元整承攬。
二十九、 「金沙鎮歷年城鄉風貌公共設施修繕新建工程」105 年 12 月 27
日決標，玖亨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498 萬元整得標。
三十、 「金門縣金沙鎮複合式運動場修復工程」106 年 3 月 14 日決標，
鉦元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18 萬元整得標。
三十一、 「105 年度金門縣金沙鎮頹屋危屋拆除處理作業工程」106 年 3
月 27 日決標，恒富營造有限公司新台幣 1,088 萬元整得標。
三十二、 人力雇工辦理水利建造物維護管理工作。
三十三、 持續辦理建築工程勘驗與核發相關建築證明等為民服務業務。

參、 未來重點工作：共計 8 案
一、 辦理「屏東至蔡厝間道路拓寬及排水改善工程」招標等事宜，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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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補助新台幣 2,999 萬元整。
二、 辦理「金沙鎮西園村郊至區排排水改善工程」招標等事宜，縣府核
定補助新台幣 1,299 萬元整。
三、 辦理「金沙鎮中蘭劃測段 66-28、66-21 等地號產業道路及排水改善
工程」招標等事宜，縣府核定補助新台幣 1,600 萬元整。
四、 針對本鎮各項工程建設完成初步規劃設計，並提報縣府爭取補助經
費辦理。
五、 配合縣府持續推動「沙美商圈振興計畫」，促進商機。
六、 配合縣府策劃，推動相關特色傳統產業及產品的提昇。
肆、結語
基礎建設為地區發展之重要指標之一，近年在政府單位經費持續挹注
之下，本課承辦工程量有顯著增加，惟工程品質的提升及控管，仍是本課
尚須提升的重要工作，期盼在座各位先進持續給予監督指正，共同為金沙
地區創造更美好的家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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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觀光課工作報告

報告人：課長 黃奕銓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開議，僅就本課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各項工作執行情形及今後重點工作扼要報告如後：

壹、 工作概要
一、 觀光業務
1、 105 年 12 月 4 日與金門縣觀光協會在文化園區廣場辦理 2016 金
沙觀光半程馬拉松活動，圓滿達成，吸引觀光人潮，促進金沙商
機。
2、 辦理 105 年春節台金航線班機管制期間協助鄉親上網訂購春節機
票（第一階段電話及網路訂位：105 年 12 月 7 日下午 6 時至 8
時，服務鄉親 30 餘位、第二階段電話及網路訂位：106 年 1 月 3
日下午 6 時至 8 時服務鄉親 20 餘位）滿足本鎮里民需求，頗受
好評。
3、 研提「田埔廢棄營區坑道碉堡整建工程」案，榮獲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經費新台幣 1,800 萬元整，刻正委請鴻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修正工作計畫書。
二、 農林漁業務
1、 辦理 105 年冬季小麥契作申報作業。
2、 辦理 106 年花生契作申報作業。
3、 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99 件。
4、 辦理農業用地耕種證明 15 件。
5、 爭取金門縣政府補助經費 330 萬元整，辦理本鎮埔華路、高陽路、
陽沙路、光華路及安東路等市區道管理維護工作。
6、 辦理本鎮轄區綠美化維護管理等業務，計有金沙溪步道、公園綠
地、社區村牌等 45 處綠區景點。
7、 受理民眾申請林木修剪或砍伐計 11 件。
8、 辦理 10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成績經評定為第 6 級普查所優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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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獲頒獎金 1 萬元及獎牌 1 面。
9、 轉發莫蘭蒂颱風天然災害救助金（農業部分）合計 28 戶共新台
幣 39 萬 2,869 元。
10、辦理沙溪一劃 733 號土地撥用案並已獲得同意，以為開挖農塘及
綠美化使用。
11、研提沙宅劃段 712 及北八劃段 513 號農路整建工程案，並經縣府
同意補助新台幣 350 萬元施作。
12、研提蔡厝劃測段 441 號農路整建工程案，並經縣府同意補助新台
幣 270 萬元施作。
13、研提英坑段 464-1 號農路整建工程案，並經縣府同意補助新台幣
180 萬元施作。
14、辦理山后出海口道路整建工程變更案，並獲得金門國家公園同意
工程變更及縣府追加補助新台幣 2 萬 276 元施作。
15、研提浦邊出海口道路修護案，並經縣府同意補助新台幣 211 萬
1,785 元施作。
16、研提西園里產業道路整建工程案，合計新台幣 645 萬元，已陳報
縣府，爭取經費施作。
17、研提蔡厝劃測段 107-1 號產業道路整建工程案，合計新台幣 225
萬 3,000 元，已陳報縣府，爭取經費施作。
18、研提官嶼劃段 120-1 號產業道路整建工程案，合計新台幣 430 萬
元，已陳報縣府，爭取經費施作。
19、研提后水頭汶源宮左側池塘水芙蓉清除案，合計新台幣 9 萬
7,400 元，已陳報縣府，爭取經費施作。
三、 畜牧獸醫業務
1、 辦理毛豬豬瘟疫苗注射合計 504 頭。毛豬豬丹毒疫苗注射合計
120 頭。毛豬口蹄疫疫苗注射合計 529 頭。
2、 辦理毛豬死亡保險投保計 120 頭豬，投保金額新台幣 3,000 元；
毛豬死亡保險理賠合計 14 頭豬，理賠金額新台幣 2 萬 2,744 元。
3、 辦理 105 年 11 月底養豬頭數調查，合計種豬 36 頭，肉豬 492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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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山豬 4 頭。
4、 辦理 105 年第 4 季畜牧農情調查，合計蛋雞 26,700 隻，季產蛋
量 1,251,000 顆；肉雞 4,926 隻；肉牛 1,170 隻；役牛 212 隻；
肉羊 1,428 隻；梅花鹿 4 隻；馬 1 隻。
5、 辦理 106 年第 1 季畜牧農情調查，合計蛋雞 28,000 隻，季產蛋
量 1,270,000 顆；肉雞 5,024 隻；肉牛 1,197 隻；役牛 214 隻；
肉羊 1,453 隻；馬 1 隻。
6、 轉發莫蘭蒂颱風天然災害救助金（畜牧業部分）合計 6 戶共新台
幣 41 萬 8,380 元。
7、 辦理莫蘭蒂颱風畜禽舍毀損專案救助案，合計 11 戶共新台幣 12
萬 1,300 元，並已轉發受災戶。
8、 落實畜牧場自衛防疫措施宣導，降低動物傳染病發生機率。

貳、 今後工作重點
一、 辦理 2017 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活動，並積極推動各項相關工作。
二、 辦理「2017 金門中秋博狀元餅」鄉鎮賽本鎮比賽活動。
三、 協助辦理「2017 金沙觀光半程馬拉松活動」
。
四、 辦理道路綠美化維護管理等工作。
五、 加強輔導社區植栽綠美化工作。
六、 輔導農、林、漁、牧產業發展。
七、 加強落實禽畜防疫及宣導。
八、 辦理毛豬保險及死亡理賠等業務。

參、 結語
以上為本課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工作執行概況及今後重點工作簡
要報告，敬請各位代表女士、先生不吝督促策勉及指導，使本課各項工作
益加順遂。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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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社會課工作報告

報告人：代理課長 吳秀嬌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開議，能有機會列席並就本課業務提
出工作報告，倍感榮幸，現就本課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重要工作執行
情形與未來展望擇要報告如下：

壹、 工作執行概況
一、 社會福利補助費
自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份 6 個月計發放：
1、 低收入戶計有 59 戶，補助計新台幣 83 萬 7,755 元整，中低收入身
障補助 245 萬 9,607 元整。另春節慰問金計款 12 萬元整。
2、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6 人，計 33 萬 5,832 元整。
3、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補助費 551 人，計 968 萬 3,899 元整。
4、低收入戶子女就學補助費計 96 萬 5,560 元整。
5、老人慰助金津貼計 2,369 人，計 4,326 萬 8,000 元整。
6、父母照顧子女津貼 197 人，計 242 萬 4,500 元整。
7、金門縣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申請 152 人次，計 262 萬 1,500 元整。
8、本鎮民眾生活急難及重、傷病住院慰問 136 人，計 13 萬 7,000 元
整。
上述各項補助費及生活津貼總計款 6,285 萬 3,653 元整。
二、 急難救助
1、 通報馬上關懷張坤安等計 17 件。
2、 吳能蓮等 3 員申請急難救助金。
3、 李彩華等 11 員申請縣民非意外濟助金。
4、 王家綺等 4 員申請縣民意外濟助金。
三、 辦理年度節慶活動
1、 106 年 1 月 1 日假金沙國小司令台前廣場舉辦元旦擴大升旗暨健走
活動，計有轄區駐軍、民眾、學生近一千餘人參加，順利完成。
2、 106 年 1 月 17 日辦理 106 年春節「迎新送舊、現場揮毫贈送春聯
活動」免費贈送單親家庭、身障人士等弱勢家戶，並提供本鎮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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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索取張貼春聯沾新年喜氣。
3、 辦理金沙地區參加 2017 年金門馬拉松賽啦啦隊人數調查，並研擬
安排賽道區段位置之設立安排啦啦隊，於 1 月 18 日活動當天上午
為選手加油打氣。
4、 106 年 3 月 8 日慶祝三八婦女節辦理本鎮 106 年度模範婦女暨模範
婆媳表揚餐會，活動順利完成。
5、 106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本鎮配合金沙學區第 27 屆中小學聯合運
會閉幕典禮，由鎮長致贈破紀錄獎金計：新台幣 7,500 元整。
6、 106 年 3 月 27 日慶祝青年節辦理本鎮優秀表揚餐會，活動和諧溫
馨落幕。
7、 106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分別帶領轄區內各國小(含多年國小)至台
開影城觀賞電影（片名：寶貝老闆）
，並於 4 月 1 日辦理表揚優秀
兒童活動、頒發優秀兒童禮品暨懷舊伴手禮以示慶賀與鼓勵學童
努力向學。
8、 106 年 4 月 28 日辦理慶祝五一勞動節活動，表揚本所模範勞工計
有李招財等 10 名，並邀集全體勞工於紅龍餐廳餐敘。
四、 社區業務
1、 輔導各社區召開年度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並陳報縣府核備。
2、 輔導各社區發展協會參與年度績效評鑑。
3、 補助社團活動款計新台幣 11 萬 6,000 元整。
4、 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活動款計新台幣 6 萬 5,000 元整。
5、 籌建蔡厝民享社區、浯坑田墩、后浦頭暨五福街社區活動中心等 3
處。
五、 辦理社福志工志願服務工作
1、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與位獨居老人送餐。
2、 參與支援本鎮各項社教活動。
3、 辦理社福志工赴台觀摩活動。
六、 其他重點案件申請
1、 金門縣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計黃雅玲等 44 戶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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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門縣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計黃柏元等 27 筆申請補助。
3、 65 歲以上老人假牙補助：計陳水錦等 47 員申請補助。
4、 精神疾病住院伙食費補助：計黃張桃等 15 員申請補助。
5、 低收入戶第四台收視費用：計黃明燕等 31 員申請補助。
6、 弱勢族群交通券補助：計吳順財等 423 人次申請補助。
7、 身障者紙尿褲補助：計張炳煒等 29 員申請補助。
8、 身障者輔具補助：計賴陳依等 7 員申請補助。
9、 國民年金減免案件暨相關業務申請：計劉用斌等 24 員。
10、 婦女生產申請補助金：計郭頤馨等 95 員申請補助。
11、 獨居老人送餐服務：計黃發來等 14 員。
12、 楊秀珍等 2 員申請失能老人入住養護機構。
13、 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計鄭定乾等 106 員。
14、 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年度總清查共計楊鎮華等 174 員。
七、 樂齡學習中心
(一)拓點社區及場次如下：
1、 忠孝新村社區(共 5 場次 16 小時)
2、 沙美社區(共 3 場次 6 小時)
3、 西園后珩社區(共 10 場次 36 小時)
4、 蔡厝民享社區(共 6 場次 22 小時)
5、 碧山東店社區(共 14 場次 40 小時)
6、 榮光新村社區(共 1 場次 2 小時)
7、 何厝社區(共 1 場次 2 小時)。
(二)共計開辦 40 場次，包含核心課程 16 場次、中心自主課程 18 場次
貢獻服務課程 3 場次，參與人數總計 1,039 人，時數計 124 小時。
樂齡特色課程及創新重點項目：鄉土巡禮、手工糕餅、木球研習、
智慧手機 LINE 來 LINE 去、老照片說故事、編織杯墊、樂齡舞蹈。

貳、 未來工作重點
一、 持續辦理各項福利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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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社區發展相關業務資源，推展樂齡學習各項課程，提供多元藝
文和休閒運動，鼓勵銀髮族樂在終身學習，促進社區民眾身心靈健
康。

參、 結語
以上僅就本課 6 個月以來重點工作執行概況暨今後工作重點簡要報
告，今後本課仍秉持主動的服務精神與工作理念持續努力，敬請各位代表
女士、先生給予支持與鞭策，使本課日後工作推動更趨順利。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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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工作報告

報告人：課長 胡家睿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會開議，能列席大會並作業務報告，倍感榮幸，
現僅就本課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止工作概況及今後工作重點扼要報告
如下：
壹、業務執行概況
一、服務台地籍謄本申請案件統計受理計 165 件。
二、辦理公文收發文及公文稽催等事宜，收發文計 1 萬 924 件。
三、辦理檔案編目歸檔數量共計 9,123 件，檔案借檔數量共計 1,274 件
檔案目錄彙送國家檔案管理局共計 173 卷。
四、辦理個人電腦軟硬體安裝、維修共計 301 件，全球資訊網維運工作
共計維護 145 件次。
五、每月辦理員工薪資核發及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繳納等事宜。
六、適時辦理各項財稅款項及有價證券收繳及出納事項。
七、辦理本所勞工之勞、健保、勞退加退保及繳款、彙整等相關事宜。
八、辦理行政大樓各項水電、消防安全維護等事宜。
九、定期辦理鎮務會議及主管會報召開事宜。
十、按月辦理財產增、減、異動登錄及製作月報表送府備查。
十一、 辦理行政大樓高低壓設備定期檢測。
十二、 辦理本鎮各項婚、喪、喜、慶及慶典等雜項工作。
十三、 辦理行政大樓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及申報案。
十四、 辦理行政大樓投保公共意外險、火險(含圖書館及八個里辦公處)。
十五、 辦理本鎮公地撥用事宜，俾利工程施作。
十六、 辦理本鎮行政大樓屋頂漏水修繕工程規劃設計。
十七、 配合縣府辦理完成 105 年度資通安全演練、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暨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計畫作業。
十八、 完成本所多媒體簡介影片拍攝製作。
貳、今後工作重點
一、落實各項會議列管事項，並加強追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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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加強文書作業稽催、檔案管理等相關工作。
三、厲行節水、節電等工作、落實節約能源及綠色採購。
四、賡續辦理公務用之縣有、國有土地撥用事宜。
五、依規定辦理各項財稅出納、收繳、保管事宜。
六、辦理行政大樓各項水電維護、消防設備更新維護等事宜。
七、辦理報廢財產上「台北惜物網」公開拍賣事宜。
八、賡續辦理本所全球資訊網暨各項資訊系統維運工作，並加強內部資
安管理稽核事宜。
參、結語
行政課業務瑣碎繁雜，需加強及改善之處尚有很多，以上僅就本課 6
個月以來重點工作執行概況暨今後工作重點簡要報告，敬請各位代表女
士、先生不吝督促策勉，使本課工作推展更趨順利。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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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主計業務工作報告

報告人：主計員 吳定宏

壹、工作執行成效
一、彙編 105 年度本鎮總決算，陳送大會本次定期會審議。
二、按月完成會計報告、預算執行狀況表；按季彙送本所對民間團體補
（捐）助經費明細表、鎮民代表所提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等，
並依規定於期限內送審或送上級機關核備。
三、建立各項帳籍表報，依會計事項之發生登錄及執行內部審核工作。
四、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各項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監標、
監驗工作。
五、配合辦理中央統籌分配稅基本財政收支等各項調查表填報。
六、配合縣府主計處各項報表資料之統計及調查業務。
七、兼任本鎮鎮民代表會會計業務，依預算執行內部審核工作。
貳、未來工作目標重點
一、105 年度本鎮總決算完成審議後，依規辦理公告等事項。
二、賡續辦理各季補助款執行調查表、公款補助私人團體季報、鄉鎮民
代表所提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之彙送。
三、依各縣（巿）政府編製 106 年度各類半年結算報告應行注意事項，
編製完成本鎮半年結算報告。
四、依「107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規定，籌編 107 年度概
算、預算案。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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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業務工作報告

報告人：兼任人事管理員 蔡華媛

壹、工作執行成效：
一、核發本所退休人員 21 人 106 年 1 至 6 月份退休金 319 萬 5,158 元、
年節（終）慰問金 5 萬 2,125 元，及遺族 8 人撫慰金 59 萬 119 元。
二、核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 37 萬 3,200 元，計有
25 人申請並查符資格。
三、辦理民政課里幹事外補徵才商調作業、里幹事陳淮任撫卹案件報
送、職員動態送審案件、員工公、健保加退保異動申報等相關作業。
四、薦送本所同仁參加各項訓練、進修，鼓勵同仁線上數位學習，積極
推動組織學習及終身學習
五、依照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
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完成 105 年度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成）作業。

六、按月辦理人事服務網各應用系統資料報送，如：人力資源管理資訊
系統、待遇管理系統、組織員額管理系統、子女教育補助查稽系統
等。
貳、未來工作目標與展望：
一、加強人員差勤之督導查察，以維護紀律，提升服務績效。
二、依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職員平時考核工作。
三、落實推動「幸福升吉」員工協助方案，藉由「心理諮詢、健康諮詢、
管理議題、法律議題、理財議題暨生涯規劃」等多樣化之協助性措施，
使同仁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以提昇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並型塑
優良組織文化。

四、鼓勵人員參加各種訓練、進修及數位課程學習，並持續配合縣政府
辦理員工各項教育訓練，增進本職知能，提昇服務品質。
五、配合推動退撫制度，促進新陳代謝，並妥善照顧退休人員。
六、積極使用「人事資訊管理系統」，詳實登錄員工資料，即時更新各
項動態，落實人事作業網路化，結合網際網路功能，便利各項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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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務。
參、結語：
未來在執行人事業務時，賡續秉持主動提供關懷與服務之精神，建立
溫馨的工作職場，協助首長作好人事服務及帶動機關成長。
最 後
恭祝
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健康愉快、心想事成
謝謝！

23

政風業務工作報告

報告人：協辦政風 呂國財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開議，能列席大會並就政風業務提出工作
報告，倍感榮幸，僅就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重要工作執行情形與未來
工作擇要報告如下：
一、責成保全逐日執行大樓下班後（例假日）門禁管制及保密檢查，並促
使員工提高警覺，履行個人保密規定，防止違規洩密情事發生。
二、要求各課同仁對經辦招標、購置、委託設計、監造等案件，務必依照
政府採購法令規定，並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以免一時疏
漏發生弊端。
三、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期間，列席本所承辦各項營繕工程議價案及
開標案 32 案，驗收案 25 案，均無發現異常態樣。
四、下班及週休假日前夕，督囑員工辦公桌及公文櫃應上鎖。
五、鼓勵員工閱讀清流月刊，增進政風工作知識。
六、利用集會加強員工法紀教育宣導、灌輸法律常識，促進人人守法。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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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工作報告

報告人：隊長 呂國財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貴會第 11 屆第 5 次定期會開議，能列席大會並作業務報告，倍感榮幸，
僅就本隊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重要工作執行情形與未來工作報告如下：
壹、工作執行概況
一、為杜絕鼠害，維護鎮民健康，106 年 4 月配合滅鼠週，分組赴各里實
施捕鼠佈籠工作，共計滅鼠 125 隻，對地區環境維護與防疫工作，
頗具助益。
二、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辦理資源回收作業，共計資源回收物 931.7
公噸、廚餘回收 68.05 公噸、清運垃圾 687.66 公噸、資源回收率達
50.13%，已達成環保局所訂之年度目標 50%。
三、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4 月止針對民眾個別反映消毒計有西園、多年
國小、金大、后水頭、高坑、沙美、浦邊等 13 次。
四、預防登革熱疫情登陸，本隊預訂於 106 年 5 月 15 日至 28 日辦理全
鎮各里及學校消毒、清除積水容器，預防登革熱疫情的發生。
五、105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巡迴各村里一次，辦理「資源回收換好禮
活動」
，成果豐碩。
六、106 年 1 月 13 日及 4 月 11 日分別辦理第三十六、三十七次資源回收
摸彩活動，順利完成。
七、105 年 11 月份辦理本鎮各里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及登革熱宣導，共
計八場次。
八、105 年 12 月 26 日接受環保局 105 年度下半年各鄉鎮環保維護業務評
比作業，榮獲全國鄉鎮組及村里組優等。
九、106 年 4 月 17 日配合環保局辦理清除海漂垃圾活動，清除海漂垃圾
達 940 多公斤，資源回收 91 公斤。
十、105 年 12 月 28 日接受環保局 105 年度資源回收初評會議，圓滿完成。
十一、106 年 4 月向環保局申請成立三山里金幸福資收站，預計 6 月成立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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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工作重點
一、執行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作業，做好本鎮環保工作。
二、持續辦理 106 年社區環境清潔維護作業，提升社區環境品質。
三、賡續辦理髒亂點申報及清除工作。
四、賡續辦理環境衛生整理暨消毒作業，以預防登革熱等疫情之發生。
五、配合環保局執行轄區各灘岸淨灘工作，維護灘岸之整潔。
六、賡續辦理清潔隊勞動安全宣導工作，並持續改善員工安全防護措
施，提高員工安全與工作效率。
參、結語
清潔隊業務千頭萬緒，須努力及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今後本隊全體
同仁仍將秉持主動負責的服務精神與理念持續努力，尚請各位代表給予支
持與鞭策，以利工作之順利推展。
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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