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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東河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定期會暨延長會會議紀錄 

    

第  一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 

      陳碧燕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  

      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第  二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0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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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碧燕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  

      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第  三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0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鄉政考察                              

 

 

第  四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0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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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張峻洋(代)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 

      課長陳碧燕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 

      政課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 

      主任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第  五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0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 

      陳碧燕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  

      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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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1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鄉政考察                              

 

 

第  七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1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陳碧燕  建設 

      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陳璽伍(代)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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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1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陳碧燕  建設 

      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陳璽伍(代)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第  九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1月 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鄉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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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次  會  議 

時間：110年 11月 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 

      陳碧燕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  

      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第 6次定期會延長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1月 8日（星期一）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陳碧燕  建設 

      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課長張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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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李秀靜  人事 

      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時間：110年 11月 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 

      陳碧燕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  

      李秀靜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時間：110年 11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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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陳代表金勝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列席：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陳碧燕  建設 

      課課長賴裕民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館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李秀靜  人事 

      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