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議會

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6 日
雲議議財定 2 字第 1080002673 號

受文者：雲林縣政府
主旨：貴府提送本縣109度總預算案暨各機關單位預算書乙案，嗣經本會審議復如說明二，請查
照辦理。
說明：
一、依本會 108 年 11 月 22 日第 19 屆第 2 次定期會第 26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復貴府 108 年 9 月
16 日府主歲一字第 1082808671 號函。
二、檢附雲林縣 109 年度總預算案審議書乙份。

議 長 沈 宗 隆

雲 林縣 109 年 度 總 預 算案 審 議書
歲入原列預算數 30,843,397,000 元
歲出原列預算數 30,668,420,000 元
融資收入原列債務之舉借預算數 5,899,128,000 元
融資支出原列債務之償還預算數 6,074,105,000 元
修正通過

民 政

類

一、雲林縣議會
歲出部門：
(一)3300101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科目：通訊費項下
租用光纖費用，各項會議網路直播、供下載及租用雲端等費用原列預算數 1,000,000 元。
※大會決議：刪除 400,000 元。

（第一冊 1-13 頁）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編印本會議政、會務通訊費原列預算數 600,000 元。 （第一冊 1-14 頁）
※王又民議員個人意見：建請研議舉辦議員講習。
(二)339003 一般建築及設備-財產設備
科目：雜項設備費項下
議事廳控制室設備及其他零星雜項設備原列預算數 1,500,000 元。 （第一冊 1-39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建請檢視本會各項議事設備堪用性，並研議修繕本會議員出席燈號。
二、雲林縣政府
(一)行政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二)新聞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三)人事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320302 人事業務-考訓業務
科目：資訊服務費項下
本府差勤系統更新考勤機介接費用原列預算數 250,000 元。（第一冊 2-316 頁）
※蔡孟真議員個人意見：縣府人員上班情況不佳(主計處)，查勤未確實執行，應予檢討。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本府 109 年度公務人員服務創新獎勵原列預算數 100,000 元。 （第一冊 2-316 頁）
※蔡孟真議員個人意見：建請研議就內部吹哨者納入獎勵制度。
(四)政風處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蔡孟真議員個人意見：建請加強查核縣府各層級人員貪瀆不法等情事。
(五)計畫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320504 施政計畫綜合業務-資訊管理業務
科目：資訊服務費項下
雲林縣政府 line 官方帳號原列預算數 250,000 元。 （第一冊 2-353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建請與新聞處研議就網路不實謠言澄清管制作為。
(六)民政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附帶決議：爾後預算編列費用明細表計畫內容書寫應統一規定，用字也應一致，並清楚敘明經費來源及
補助「本縣」辦理事項。
歲出部門：
530201 禮俗文獻-宗教禮俗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辦理 228 追思紀念活動相關業務經費原列預算數 154,800 元。

（第一冊 2-396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建請與教育處、文化處共商規劃辦理情形，並應納入白色恐怖歷史。
(七)社會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1.630201 勞資關係與福利-老人福利
科目：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
補助鄉(鎮市)老人活動中心活動費原列預算數 4,000,000 元。(第一冊 2-679 頁)
※大會決議：說明欄敘述內容欠妥，縣府已提修正內容：「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轄內老人會
活動經費。」
2.630203 勞資關係與福利-婦女福利原列預算數 127,953,000 元。

(第一冊 2-696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建請研擬修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暨收費標準，降低非營
利團體及學術團體申請使用門檻及研議方便民眾借用措施。
※附帶決議：
(1)針對廖郁賢議員所提意見請研議辦理。

(2)建請加強志工服務訓練及服務態度。
(八)勞工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九)地政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三、各地政事務所
(一)斗六地政事務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二)西螺地政事務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三)虎尾地政事務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四)北港地政事務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五)斗南地政事務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六)台西地政事務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四、雲林縣警察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一)380104 一般行政-廳舍維護原列預算數 3,183,000 元。

（第三冊 13-33 頁）

※附帶決議：廳舍修繕維護經費，建請明年度依實際需求足額編列。
(二)389003 一般建築及設備-財產設備
科目：雜項設備費項下
汰換老舊無夜視功能之路口錄影監視器鏡頭暨建置行車軌跡系統原列預算數 10,000,000 元。
※廖秋萍議員個人意見：建議籌措經費增建西螺地區行車軌跡系統。 （第三冊 13-125 頁）
(三)389004 一般建築及設備-交通安全設備
科目：公共建設及設施費項下
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工程原列預算數 3,000,000 元。 （第三冊 13-126 頁）
※廖秋萍議員個人意見：建請研議於易肇事路口設置爆閃燈，以確保行車安全。
五、雲林縣衛生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一)650202 衛生業務-傳染病防治

科目：其他業務租金項下
辦理各種傳染病防治教育訓練、會議及宣導等所需場地、服裝、車輛、帳篷等租金費用原列預
算數 18,000 元。

(第三冊 14-47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
1.針對網路群組謠傳愛滋病傳染途徑等不實內容，請跨局處加強宣導澄清事實。
2.請要求轄內各醫療診所不得拒絕愛滋病患者就醫。
六、雲林縣立慢性病防治所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七、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710202 環保業務-公害防治
科目：委辦費項下
委託辦理 109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雲林縣。原列預算數 8,180,000 元。
※附帶決議：縣府各局處資訊網站若有未更新請查處，並即時更新。

(第三冊 16-43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調查報告資訊 100 年後未再更新，建請儘速更新，公布周知。
※江文登議員個人意見：建請於大型工廠放流管出口設立檢測，以落實即時監控。
八、雲林縣消防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財 政

類

一、雲林縣政府
(一)主計處
歲出部門：
1.320201 主計業務-主計行政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因公務職務聯繫、接待及致送原列預算數 84,000 元。

(第一冊 2-289 頁)

※大會決議：擱置。
2.890301 各類員工待遇準備-各類員工待遇準備
加發員工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及不休假加班費原列預算數 100,000,000 元。
※大會決議：刪除 3,160,000 元。(歲入中央補助高估數，編列不當)

(第一冊 2-308 頁)

(二)財政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二、 雲林縣稅務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400301 稅捐稽徵業務-印花稅稽徵原列預算數 1,034,000 元。
※附帶決議：本計畫內容陳述不妥，建請修正以符時宜。

(第二冊 12-44 頁)

建 設

類

一、雲林縣政府
(一)農業處
歲入部門：
1.011702 統籌分配稅-特別統籌
辦理 108 年度捕風捉蛇為民服務補助計畫原列預算數 6,597,000 元。

（第一冊 2-36 頁）

※大會決議:歲入、歲出預算明細表內容「捕風捉蛇」文字有誤，應修正為「捕蜂捉蛇」
。
2.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辦理 2019 雲林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原列預算數 2,000,000 元。

（第一冊 2-177 頁）

※蔡東富議員個人意見：建請檢討歷年委辦廠商投標資格及執行成效，以免有圖利特定對象之嫌。
歲出部門：
1.560202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產運銷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西螺道之驛形象物產館維護相關費用原列預算數 44,147 元。

(第一冊 2-480 頁)

※附帶決議：建請研擬訂定「機關間借用公有廳舍使用管理規定」，明定經費負擔比例。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
(1)針對西螺道之驛形象物產館未依用途空間活化，並借予警察局西螺分局使用，且一般
事務費列在農業處不當，應檢討作為。
(2)道之驛未來四年維護費用應由借用單位西螺分局負擔，並請確依「雲林縣縣有公用財
產無償提供使用原則」執行。
2.560203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林產推廣
科目：委辦費項下
委託辦理 109 年度雲林縣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原列預算數 2,000,000 元。
※王鈺齊議員個人意見：現行農地管理業務由森林及保育科執行不妥，建請研議調整。
(第一冊 2-491 頁)
3.610201 社會保險補助-農漁民全民健保及農保補助
科目：社會保險負擔項下
補助農民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負擔之保險費 60%原列預算數 12,000,000 元。(第一冊 2-540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應加強宣導補助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二)水利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三)工務處
歲入部門：
040101 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違反「停車場法」罰鍰及市區公車違反「公路法」罰鍰原列預算數 198,000 元。（第一冊 2-53 頁）
※大會決議：歲入說明提要預算明細表內，科目名稱及編號「罰金罰鍰」
一、單位「年」
、數量「30」、單價 600、預算數 18,000 元，違反停車場法罰鍰。
二、單位「年」
、數量「20」
、單價 9,000、預算數 180,000 元，市區公車違反「公路
法」罰鍰。
單位編列「年」錯誤，文字修正為「件」
。
歲出部門：
580101 交通管理業務-土木工程勘測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因公務職務聯繫、接待及致送等原列預算數 84,000 元，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第一冊 2-588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建請百分之五十用於所屬員工福利之用。
(四)雲林縣採購中心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五)城鄉發展處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1.570108 建管行政-鄉村計畫
科目：委辦費項下
(1)農村再生計畫原列預算數 3,000,000 元。 (第一冊 2-615 頁)
※附帶決議：建請以點狀示範景點為基礎，全面推廣農村再生景點。
(2)辦理「109 年度社區農村再生專案管理及輔導計畫與培根計畫」原列預算數 8,445,000 元。
※附帶決議：建請簡化培根計畫執行方式，以利推動農村再生。

(第一冊 2-616 頁)

(3)辦理「109 年度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原列預算數 20,000,000 元。

(第一冊 2-616 頁)

※蕭慧敏議員個人意見：應積極落實整合。
2.590202 觀光與公用事業管理-風景區管理維護
科目：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
補助大埤鄉公所辦理「大埤鄉轄內自行車道維護管理工作」維護費用原列預算數 700,000 元。
(第一冊 2-618 頁)
※蔡孟真議員個人意見：地方休閒景觀建設施作前應考量後續管理維護作業及民眾使用率，以發揮
經費最大效益。
(六)建設處
歲入部門: 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570104 建管行政-無障礙設施基金
辦理推動建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原列預算數 77,000 元。

(第一冊 2-630 頁)

※附帶決議：經費編列恐有不足，建請增加預算以利業務推動。
※王又民議員個人意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講習課程請增加民眾參與名額。
二、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教 育

類

雲林縣政府
一、教育處(含家庭教育中心)
歲入部門:
(一)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補助縣市政府由國小每班 1.65 師至達成合理教師員額編制經費原列預算數 200,322,000 元。
※大會決議：中央核定補助款 197,162,332 元，不當編列為 200,322,000 元，刪減高估數 3,159,668
元。

（第一冊 2-163 頁）

(二)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1.社區大學年度補助經費、獎勵辦理績效良好之社區大學、獎勵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等
原列預算數 12,987,000 元。

（第一冊 2-166 頁）

※廖郁賢議員要求資料如后：
(1)本案經費執行內容。
(2)推動多元成人教育執行方案。
2.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促進青年公共參與獎補助作業原列預算數 5,000 元。 （第一冊 2-167 頁）
※廖郁賢議員要求提供促進青年公共參與作業詳細內容。
(三)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辦理家庭教育、家庭共學、志工招募增能活動、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家庭暴力防治教育…等
原列預算數 7,914,000 元。

（第一冊 2-175 頁）

※ 附帶決議：家庭教育中心任用主管應具備專業輔導專長。
歲出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二、雲林縣立體育場
歲入部門:照原列預算數通過
歲出部門：
530701 體育場管理-體育活動
科目：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項下
體育場所屬場館場地設施維護費原列預算數 1,035,000 元。

(第一冊 18-16 頁)

※廖郁賢議員要求提供體育場館無障礙設施空間改善計畫內容。
三、文化處
歲入部門:
(一)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原列預算數 34,750,000 元。

（第一冊 2-218 頁）

※廖郁賢議員要求提供 109 年規劃報告及針對文化評審委員建議地方學和文史推動後續辦理情形。
(二)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1.辦理 2020 客庄 12 大節慶「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活動原列預算數 3,300,000 元。
2.2020 客庄 12 大節慶-雲林客家桐花祭原列預算數 1,700,000 元。

（第一冊 2-220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
(1)提供客家文化節及桐花祭計畫書及預算項目，與推動地方永續發展規劃資料。
(2)建請未來其他客家族群應納入客家文化節。
※附帶決議：
(1)應多加爭取計畫型補助。
(2)應就本縣客家分布情況建立檔案。
(3)建請納入林內菸樓與其他客家族群，以推廣本縣客家文化。
(三)09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計畫及文化資產環境與價值深化計畫…原列預算數 37,460,000 元。
（第一冊 2-221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
1.提供計畫內容與預算執行情形。
2.委外經營文化館舍應要求管理單位務必提撥足額經費辦理建物修繕管理。
歲出部門：
(一)530403 文教活動-舉辦文化活動

科目：一般事務費項下
本縣每月藝文活動表印製原列預算數 760,000 元。

(第一冊 2-785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
1.每月藝文活動表印製應檢討經濟效益。
2.刊物內容應再充實，不宜僅提供資訊。
(二)590201 觀光與公用事業管理-觀光事業行政
科目：委辦費原列預算數 20,678,000 元。

(第一冊 2-801 頁)

※廖郁賢議員個人意見：
1.爾後提送本席資料內容應確認是否有錯誤。
2.提供 108 年度各項委辦計畫執行情形檢討書面報告。
3.提供 109 年執行各項觀光行銷委辦計畫整合內容及與其他科、處跨局處合作方法和在地
組織或社區團體合作計畫。
4.請結合本縣文化觀光願景，並於二星期內提出文化觀光政策白皮書。

※總預算歲入、歲出除上列刪除、擱置外，其餘照原列預算數通過；刪除部分，由縣府自行調整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