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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臺東市民代表會第 12屆第 4次定期會議事紀錄 

 
第一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19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請假代表：蔡政家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日為臺東市民代表會第 12屆第 4次定期會報到 

散    會：下午 5時 

 

第二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0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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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開會： 

一、開幕典禮 

二、預備會議（討論議事日程表） 

三、臺東縣臺東市 110年度總預算案及附屬單位 110年度預算案 

第一讀會 

四、分組審查議案 

五、下午分組審查議案 

散  會：下午 5時 

 

第三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1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一、市長施政總報告 

二、各課室及附屬單位工作報告 

三、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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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午分組審查議案 

散  會：下午 5時 

 

第四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2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上午市政綜合質詢，下午蒐集資料 

散  會：下午 5時  

 

第五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3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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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上午市政綜合質詢，下午蒐集資料 

散  會：下午 5時  

 

第六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6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陳慶忠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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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開會： 

上午市政綜合質詢，下午蒐集資料  

散  會：下午 5時  

 

第七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上午市政綜合質詢，下午蒐集資料 

散  會：下午 5時  

 

第八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8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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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上午市政綜合質詢，下午蒐集資料 

散  會：下午 5時  

 

第九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29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陳金溪、謝

龍泉、蔡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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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上午審議臺東市 110年度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案 

下午審議臺東市 110年度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案 

散  會：下午 5時  

第十次會議 

時  間：民國 109年 10月 30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胡中南、鄭廖春美、陳真福、洪瑞隆、賴坤祥、余振維、潘頤頻、 

          邱忠敏、張品澤、陳國民、陳瀅瑄、陳慶忠、侯忠順、謝龍泉、蔡

政家、林志龍、田逸農、巫化.巴阿立佑司 

請假代表：陳金溪 

列席人員：主任祕書溫忠仁、民政課長李文中、原民課長陳彥吉、財政課長李

重志、經建課長朱盈豪、工務課長賴裕宗、社會課長陳卉穎、行政

室主任陳忠遜、主計室主任林原興、人事室主任陳淑靜、政風室主

任林千雅、清潔隊隊長劉志豪、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葛時君、幼兒

園園長蘇玉瑛、殯葬管理所所長黃樹勳、果菜公司經理趙紀強、市

場管理所所長宋文財、本會祕書豐文明 

主  席：胡中南                            紀錄：劉秋美 

報告事項：本會秘書豐文明 

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一、 上午審議臺東市 110年度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案 

二、 討論市公所提案 

三、 討論代表提案 

四、 討論人民請願案 

五、 臨時動議 

閉  會：下午（不舉行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