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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巖在光華村設立納骨塔
陳泰州希望縣府能介入民眾協商

　陳泰州縣議員對龍巖公司在吉
安鄉光華村設立納骨塔一案引
起關切，他希望縣府能夠介入
進行協商，尋求當地民眾及廠
商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縣議員林有志也向縣府提出設
立殯葬特定專區的建議，避免
往後繼續發生民眾抗爭的情
形。 

　陳議員指出龍巖公司在吉安鄉光華村設置納骨塔期間並
未確實和當地居民溝通協調、敦親睦鄰，雙方對於回饋
機制也沒有共識，他除籲請業者拿出最大誠意解決問題
外，也盼望縣府能夠以公正的立場協調雙方，讓事情能
夠圓滿落幕。 
　陳議員則建議縣府規劃一個特定殯葬專區，只要是合
法業者都可以申請設置納骨塔，也不會有民眾抗爭的情
形。他並指出花蓮縣內每年平均死亡人數約3千人，目前
尚未使用到的納骨塔位還有4萬多個，所以在未來的12至
15年內塔位都不虞匱乏，甚至西部人也可以將骨灰放置在
此，清明掃墓時還能順便觀光。另外，市立殯儀館及新
城鄉七星潭附近的墓地也應儘速搬遷，避免影響地方觀
光產業的發展。

對於中央要發放消費券
李旭寧問縣府是否做好妥善準備?
　縣議員李旭寧總質詢時指出中央已政策決定要發放消
費券，商機高達８５０多億元，對於景氣的提升助益很
大，並擁有相當大的商機，縣府是否有做好妥善的準

備？又縣長施政中相當重要的
無毒農業及民宿，縣府將如何
協助他們爭取這筆龐大的商
機？
　農業處陳代處長指出花蓮的
無毒農業及優質農特產品，縣
府將鼓勵農會運用優惠及折扣
來爭取這筆８５０多億元的商
機。
　觀光旅遊處長林寶樹指出消費
券即將發行，花蓮的業者們也開始構思３６００元遊花
蓮２天一夜的行程，透過異業結盟方式包吃、住及交通
等，大家都非常有興趣，縣府也將全力協助他們。

游美雲審農業發展處預算
無毒農業涉詐再成為質詢焦點

　游美雲議員花蓮縣議會審農業發
展處預算時，「無毒農業涉詐」再
度成為眾議員質詢的焦點，花蓮縣
庫負債一百一十餘億元的現實面，
指近六年來，每年度編列的「無
毒」農業發展處開銷，皆高達數億
餘元，燒掉多少錢，指農民所生產
的農特產品都是無毒嗎？　游美雲
議員也指出，對於農業發展編列預
算，不成比例，將大量預算燒在農

業科技、組織輔導等等，完全著重農業發展上，相對的
漁畜牧等農民，未見編列經費，顯著不公，此時，王燕
美痛斥指出，單補助國內農業團體編列預算高達二千多
萬元，幾乎與農路公共工程預算相差無幾，如此燒錢行
逕，對前人的步伐錯誤，建議陳處勿再錯誤下去了！

民生物價波動引各界關注
黃玲蘭建請放寬大貨車載重限制

　520之後的民生物價波動引發各界
關注，縣議員黃玲蘭質詢指出，油
電價格一次漲足，恐讓多數老百姓
吃不消，要求比照給予農業油料補
貼，另建請放寬大貨車載重限制，
協助業者度過難關。
　黃玲蘭表示，外傳馬蕭上任後油
電價格將一次漲足，對多數民眾日
常生活將雪上加霜，另據聞從本月
15日起停靠瑞穗站的自強號班次每

天將減少3班，對當地觀光產業發展衝擊甚鉅。
　謝縣長對於黃玲蘭議員關心南區交通建設的用意至為
肯定，強調八年來中央政府信誓旦旦要改善台九線、台
十一線路況，解決每逢假日交通壅塞情形，而馬蕭競選
期間也曾對東部建設提出具體明確看法，地方則力主蘇
花高未動工之前，部分危險、易坍方路段應納入優先改
善計畫。
　針對油電價格是否應一次漲足，謝縣長認為透過政策凍
結上漲，將違反市場法則及經濟原理，但須同時考量各
行各業承受原物料上漲的能力，提出完整配套措施。至
於大貨車載重限制放寬需配合載重設計與煞車距離，應
考量安全問題，實不宜貿然給予放寬。

王燕美關心土地被徵收鄉民
指責徵收30幾年政府也沒建設任其荒廢

　王燕美議員在縣政總質詢中非
常關切土地被強制徵收的鄉民，
土地被徵收後30幾年政府也沒有
建設，任其荒廢雜草叢生，與其
這樣放置不如讓民眾可以加以利
用，另外對於玉里火車站沒有無
障礙設施，對有需求民眾非常不
便，期望縣府能要求鐵路局改
善。
　謝縣長答詢時表示，因政府
公共建設需要而徵收農民土地，但因建設計劃修正或因
財政因素而使土地閒置，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非縣府權
限，不過縣府會將民眾心聲傳達給中央政府。至於玉里
火車站沒有無障礙設施等問題，縣府會要求鐵路局儘速
改善，以利有需求民眾使用。

張素華關心洗腎人口之多
質問是因生活環境問題還是用藥不當？

　張素華議員針對花蓮洗腎人口之
多，表示關切，是因生活環境問
題？還是用藥不當？或是衛生局宣
導不夠？才會造成這樣結果請衛生
局多加宣導正確用藥觀念；張議員
也建請農業發展處加強改善蓄水池
功能除了基本灌溉功能外希望能增
加防火功能，在蓄水池上加裝能與
消防栓連接的設施，增加其防範森
林火災的功能；另外對農會總幹事

的聘用資格，也請農業發展處能注重品格操守要求。
　張素華議員文化創意產業是縣府施政主軸「洄瀾2010」
願景計畫中五大永續產業其中一項，縣議員張素華特別
就花蓮縣內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及資源整合提出建議，
希望縣府能夠將官方及地方資源相互整合做總體運用，
將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 
　張議員首先向文化創意產業的諮詢委員，環保局長戴文
堅、警察局長耿繼文、原行處長林碧霞及農發代理處長
陳德惠等人提出質詢，請他們就各自業務範圍內提出文
化創意的相關思維，他認為有深度文化的產業才能長期
吸引遊客，如富里鄉羅山泥火山地區所推出的體驗行銷
就做得相當成功。另外，石牌村內的家政班婦女也因為
公埔遺址的巨石牆而激發創意設計出石板米餅乾，在在
證明地方的創意無限。 

潘富民為民眾感謝縣府的協助
讓延達近50年赤柯山解編案露出曙光
　潘富民議員總質詢時，首先感
謝縣府的協助，讓延宕達近50年
的赤柯山解編案能露出曙光，希
望後續的相關行政程序及配套措
施，縣府相關局處能與中央林務
局、水保局等單位充分協調及配
合，讓赤柯山解編案順利完成。
謝縣長答詢時感謝潘富民議員從
擔任玉里鎮長到縣議員以來一路
都相當支持及關心赤科山解編案
的進度，赤柯山解編案能突破性的進展，潘富民議員持
續的努力功不可沒，為未來將進行的相關程序及配套措
施，縣府也會與相關單位密切配合，希望讓赤柯山解編
案能順利完成，造福當地民眾。
潘富民議員並指出依據花蓮縣交通事故分析表，花蓮縣
去年和今年同期的車禍件數及死亡人數分別為32件、34人
及24件、25人，相對減少，這要歸功於警察單位執法方法
的正確，在易肇事路段加強執法，但也期盼警察單位未
來對於小的交通違規案件能儘量以勸導為主。
潘富民也希望縣府能積極和縱管處、林務局及水保局等
中央單位一起合作，利用他們的資源，將玉里的自行車
道、台9線沿線的鐵馬驛站、富里六十石山、玉里赤柯
山、安通溫泉、瑞穗溫泉及秀姑巒溪泛舟等南區景點串
連起來，整體規劃，加強行銷，為南區民眾創造更多商
機。

曾玉霞關切原住民就業等議題
部落發展及土地被規劃為公園用地提問

　曾玉霞縣議員對原住民就業機會、華東部落土地、部落
產業發展及土地被規劃為公園用地等問題提出質詢。
　曾議員首先對優秀的縣府一級主管如環保局長戴文堅、
社會處長丘永台表達敬意，及謝縣長對原住民槌球隊的

支持表達感謝。曾議員指出花蓮
原住民佔花蓮人口的四分之一
強，但在就業方面多屬勞力工作
者較多，希望縣府能多釋出職缺
進用原住民公務人員，在約雇人
員方面也增加原住民雇用比例，
至於部落產業發展經費核撥能否
促請原民會處理明快一點，另外
對華東部落土地補償問題，是否

可讓居民以分期方式償還，還有吉安鄉宜安段被政府規
劃為公園用地已好幾十年了，致使土地所有人不能使用
土地如何處理。
　謝縣長表示，縣府對於原住民就業訓練非常重視，也非
常照顧原住民的權益及福利，縣府進用原住民人數也超
過原住民保障法所規定的比例更多，且花蓮縣政府正式
員額96年開缺15名只有13名來報到，97年也開缺13名，縣
府每年均有進用原住民特考人員。至於華東部落土地問
題，原則請花蓮市公所能個別辦理先繳清先辦理過戶，
不必要求整批辦理。

笛布斯議員關心原住民事務
對原住民產業一條街等議題爭權益
　原住民事務的縣議員笛布斯‧顗
賚針對縣府洄瀾之心的「原住民
產業一條街」以及野菜共和國、
原住民文化館營運和花蓮市公教
會館商圈原住民攤位等議題為原
住民同胞權益請命，笛布斯主張
縣府要有完整配套措施，才能協
助原住民同胞獲得賺錢機會，縣
長謝深山照顧原住民等弱勢族群
縣府責無旁貸，縣府將針對「原
住民產業一條街」等產業計畫提出妥適發展方向，
    笛布斯質詢時，針對縣府洄瀾之心計畫「原住民產
業一條街」將投資150萬進行規劃，主張未來角色定位應
清楚明確，未來營運後才能吸引參觀及消費人潮，至於
「野菜共和國」計畫，笛布斯認為符合原住民最懂野菜
的特色，名稱取得相當貼切，未來可朝原住民精緻美食
方向發展，為原住民社區帶來消費商機與就業機會。
    至於即將開館營運的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笛布斯
要求縣府儘速制訂完整營運計畫，才能替更多原住民同

胞製造就業機會，他認為縣府可配合營運的預算少得可
憐，應考慮朝OT委外經營的方向推動。

余夏夫關切公教會館旁設置後
問原住民攤販要如何分配攤位
　余夏夫因總質詢時關切公教會
館旁設置原住民攤販完工後要如
何分配攤位、原住民文化館目前
辦理進度及解決原住民失業問題
等議題，盼望縣府能提出解決方
案，為原住民同胞謀福利。 
　余議員指出公教會館旁設置原
住民攤販已於10月份決標，設置
的攤位數能否容納目前的原住民
數量及如何分配攤位，並應避
免攤位轉送給非原住民等問題向原行處長林碧霞提出質
詢。
　余議員表示原民會補助擴大內需方案中，補助原住民
文化館開館後續設施工程一千萬，經費應該用於充實館
內軟、硬體設施設備及規劃周邊手工藝、美食等展覽攤
位，以吸引觀光人潮，擴大商機。 
　余夏夫議員也相當關切原住民失業率問題，希望縣府能
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 

孫永昌質疑警方執行勤務過當
罹患肝硬化鄉民因酒駕遭押台中後過世

　孫永昌議員總質詢時共同關切
卓溪鄉罹患肝硬化的高姓鄉民因
酒駕公共危險罪遭通緝，經長途
解押至台中地檢署歸案後不久不
幸過世一事向警察局長耿繼文提
出質詢，希望未來執法人員在逮
捕犯人之際也能夠多多關注犯人
的身體狀況，保障人權。 
　孫議員指出卓溪鄉的高姓鄉民
在台中打零工維生，因酒駕觸犯

公共危險罪，遭台中地檢署通緝，並因肝硬化在慈濟醫
院玉里分院住院治療，病情好轉後請假出院遭玉里分局
員警逮捕並解送花蓮地檢署，卻因高姓鄉民未攜帶身份
證件而導致花蓮地檢署拒絕先行代執行，最後長途奔波
送至台中地檢署歸案，不幸於不久後過世。他要求耿局
長說明當初警方是以怎樣的態度處理這件案子，及明知
高姓鄉民有病在身為何不使用救護車解送？ 

楊德金指隨時代進步來臨
許多優質野菜希望協助部落推展
　縣議員楊德金昨（２０）日總質詢時指出隨著時代的進
步，健康蔬果獲得大家的喜愛
及重視，在花蓮的有機無毒農
業大獲好評之際，花蓮還擁有
許多天然無污染優質的野菜，
希望縣府協助部落推展，而光
復鄉擁有悠久的原住民傳統文
化、美麗的田園景致及馬太鞍
濕地等，希望縣府能協助將他
們串連起來，加強行銷出去，

以增加部落的商機及收益。
　張志明副縣長答詢指出在縣府的洄瀾２０１０計畫中將
光復鄉規劃為生態與部落之鄉，和楊議員的構想不謀而
合，利用光復鄉已相當知名的馬太鞍濕地生態之旅結合
當地悠久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美麗的田園風光，串接起
來，必定對於觀光客們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縣府將持續
協助推動。

陳英妹提地方農路等基礎建設
盼速派員場會勘籌措經費滿足民眾需求

　陳英妹縣議員總質詢時相當關
心地方農路、堤防、排水溝、自
來水、護坡及橋樑等基礎建設，
將所彙集到南區民意的需求反應
給縣府相關局處，希望縣府能儘
速派員到場會勘，並籌措相關經
費滿足民眾的需求，而她也建議
縣府向中央單位反映，多編列擴
大內需預算補助花蓮縣進行堤防

或農路、排水溝等基礎建設。
　陳英妹質詢時首先提出與許多民眾切身相關的農路、蓄
水池等需求，她指出這些需求都已取得相關同意書，希
望縣府能儘快施工落實，還有瑞穗鄉馬蘭鉤溪下游堤防
沖刷嚴重、瑞穗大橋等歷史悠久橋樑的勘驗及瑞穗鄉花
64線通往奇美路段易崩塌等問題，陳英妹都希望縣府能
儘速改善。

林進富關切消防隊救護管轄
校舍再利用及野溪整治等問題提問

　 林進富議員關切消防隊的救護管
轄、校舍再利用及野溪整治等問
題提出質詢。

　 林議員表示，日前他有一親友需
緊急救護，但因119勤務中心警員
交代不清楚地點，使救護車找不
到地方導至拖延救援時間幸未造
成傷害，他建請消防分隊能建立
警勤區分配，讓救護更快速。

　 消防局長謝國恩答詢時表示，以
往是有警勤區分配，但現在統一由119勤務中心轉報各分
隊，今後會將各分隊轄區資料清楚標示並要求隊員注意
避免類似狀況發生。
　林議員建議可否把富南國小校舍再利用，做為提供背包
客或自行車族的旅宿場所。
　林議員對於玉里松浦公墓旁的野溪整治，建請縣府農業
發展處能編列預算整治，並協助農民災害復原工作。另
外林議員也向警察局長耿繼文表達能否多疼惜花蓮的員
警，不要派去支援台北的維安工作。

黃輝寶問兩岸關係敵友如何之分
曾問孫子是否知道蔣公？孫子答不認識

　黃輝寶議員在縣政總質詢中針對兩岸關係、景美部落自
來水飲用、對不適任教師之處理及三棧砂石車行駛等問
題提出質詢。
　黃輝寶縣議員表示，目前兩岸關係是友善還是敵對？他
曾問孫子是否知道蔣公是誰？孫子答不認識，可見以前
反共思想對現在年青人的影響已淡薄，就兩岸關係及人

民往來請教民政處長的看法。
　黃議員非常關切秀林鄉景美部落
沒有自來水可用的問題，景美部落
約住有2000人目前只能用山泉水或
水圳的水，對環境衛生和原住民同
胞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請原行處
協助處理，另外在處理原住民保留
地的案件時，請會勘人員多給原住
民同胞在法律上一些專業的建議，
請多關懷原住民土地權益。

縣警局推動鐵馬驛站相當成功
林榮輝建議考量原民部落觀光發展潛能

　林榮輝縣議員表示，縣警局推動鐵馬驛站相當成功，建
議縣府工務處能考量原住民部落觀光發展潛能，協助設
置指示牌或指示標誌，將自行車遊客吸引到部落社區，
幫助原住民同胞創作商機和財富。
　縣府工務處長張垂龍指出，相關經費約需六百多萬，在
整體193線道路改善經費當中投資比例並不算高，因此縣
府樂於協助將鐵馬驛站機能延伸至原住民部落。
　林榮輝也建議利用光復鄉段綠樹成蔭的台糖造林地內
另闢景觀自行車道，強化台九線花東公路沿線景觀吸引
力，張垂龍打趣道，這部分可請謝縣長幫忙促成，因為
台糖新任董事長吳容明和謝縣長是多年老友。
　林榮輝也要求縣府農業發展處
新任代理處長發揮魄力，爭取承
辦全國花卉博覽會，農發處代處
長陳德惠指出，彰化縣辦花博花
了五億元，本縣並無這種財力，
不過以積極向中央爭取三千六百
多公頃的景觀花海，利用台九線
旁的休耕農地播種油菜花、波斯
局等綠肥作物，同樣能達到吸引
遊客目光的目的。

農路是原住民聯外生命線
呂必賢:多用勸導方式對原民同胞

　縣議員呂必賢就農路建設、
造林補助金、休耕地綠化美化
及對於不知違法的原住民多用
勸導等議題對縣府提出相關建
言。
　呂必賢指出農路是原住民聯
外的生命線，近來經濟蕭條，
許多原住民年輕人返鄉上山耕
作，但將農作物運下山來卻相
當困難，行政院劉兆玄院長
在接受立委質詢時答覆未來山

路、農路及鄉路將研議納入農委會整體修護計畫，希望
縣府能密切注意，加強反映，讓花蓮農路問題能獲得徹
底解決，讓原住民同胞不再用扛的或背的將農作物帶下
山。
　呂必賢也提出有些原住民朋友是真的不知違法，如進行
傳統文化的儀式、違反交通規則等，他並舉例一位老人
家用原始的方式做水保卻被通知罰款６萬元等，建議縣
府多用勸導及加強教育取代處罰，讓許多真的不知違法
的原住民朋友有改過的機會，並感受到政府對他們的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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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訊／
　針對壽豐鄉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內優先發
展區的土地開發方式確定「改弦易轍」，
副議長徐雪玉提出關切質詢，一百一十五
公頃優先發展區內土地被禁建十多年，縣
府若不辦理區段徵收，就該解除禁限建才
對。縣長謝深山明確表示，區段徵收已不
可行，縣府正透過都市計畫將區段徵收改
變能夠以分區分期開發、市地重劃或開發
許可等開發摸式。
　徐雪玉氣憤表示，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內
優先發展區的一百一十五公頃土地．從
八十五年到現在未能開發，地主們的希望
落空，若真的無法辦理區段徵收，不如解
除禁限建，地主起碼還能興建農舍，比現

在要蓋、要賣都不行來得好，再不然，就
把縣府遷到壽豐去，讓中南區民眾洽公近
一些，並帶動壽豐地區建設與繁榮。
　城鄉發展局代理處長陳泰昌回答強調，
不是地方沒盡力，是因為大環境不景氣，
從八十二年至今，政府在全國各地辦理區
段徵收案例大多不甚順利，包括淡海新市
鎮等，民間不參與最後都是政府花了大把
錢，手中剩下一大堆土地。
　經過估計，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內優先發
展區若辦理區段徵收，地主參與下經費估
計三十多億元，地主若不參加，經費會高
達六十億元。幸好當時沒辦理區段徵收，
否則說不定會拖垮縣府財政。
　質詢過程中，徐雪玉關切志學中正路拓

寬、壽豐鄉老人館、豐山市場營運以及台
九線安全島樹木過高等議題。她建議東大
聯外道路應由縣府或中央負責管養，動輒
上千萬元的路面鋪設經費，鄉公所怎負擔
得起？另外，為確保一九三號縣道交通安
全，徐雪玉也建議縣府加速辦理拓寬作
業。
　工務處長張垂龍回答，東大聯外道路雖
委由壽豐鄉公所管養，但路面鋪設費用從
來就是縣府支付；至於一九三號縣道拓寬
計畫，張垂龍說，將建請納入砂石專用道
二期計畫，花蓮配合國家砂石政策，理當
由中央來負擔經費才合理。

　圖：副議長長徐雪玉。 

東華大學城開發 徐雪玉關切
氣憤表示：若無法區段徵收 不如解除禁限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