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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泰州：關心地方教育事務
　縣議員陳泰州關心地方教育事務，在縣政總質詢時針對
縣立化仁國中家長會委員產生方式提出質疑，縣府教育
處長盧進義表示，經調查後並未發現任何違失，若有不
當將要求校方改進，他也願為此全權負責。
  陳泰州表示，花蓮縣化仁國中校長在本學期學校家長
會成立初期，涉及不當介入委員的產生，使家長會被質
疑遭到校方操控，曾要求教育處長盧進義請張校長列
席備詢，因未見張校長現身，陳泰州揚言將組成專業小
組，調查校方是否不當干涉家長會組成。
  化仁國小家長會長林詒勝表
示，化仁國中家長會在上屆成
立後，對於家長會所有資金運
用設置管理辦法，限定該資金
僅能於優秀、清寒學生之獎
助，並不適宜運用在校園美化
與整建等其他用途，對此家
長會絕不同意，也不會坐視不
管。

李旭寧：老舊校舍改建、危險橋樑改善
        及觀光巴士問題
  李旭寧縣議員針對老舊校舍改

建、危險橋樑改善及觀光巴士
等問題提出質詢，為何位在北區
（指壽豐鄉以北）的宜昌、秀林
及花崗國中都可改建，而南區的
三民及鳳林國中只能補強而已，
危險橋樑改善也是米棧大橋重
建，為何中興及箭瑛大橋是補
強，連觀光巴士也重北區而輕南
區。

  教育處長盧進義表示，老舊校舍

的改善是教育處依據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工程評鑑小組實
際到各校評鑑，而決定改建或補強，與重北輕南無關，
而且補強後還可使用10年至20年。
  工務處長張垂龍表示，危險橋樑的重建與補強也是由
專家學者實地勘查而定。
  觀光旅遊處林寶樹表示，觀光巴士是為推展花蓮觀光
而推行的無縫隙旅遊計畫，其規劃路線是根據觀光人次
超過100萬人次的地點來規劃，希望吸引更多遊客來花
蓮。

游美雲：關心美崙溪、聯合排水
        及木瓜溪整治問題
  游美雲縣議員則非常關心美崙溪、聯合排水及木瓜溪
整治問題，是否應修改地方自治法源，讓地方有權作河
川的整治工作。另她也為壽豐鄉台九線拓寬居民請命，
公路局要求拆屋，但鐵路局又不肯給予整建，要居民何
處安家。
  謝縣長表示，不論地方自治法如何修正，花蓮還是無
法脫離財政貧困，近期以來交通部毛部長及葉次長都有
來花蓮關切河川整治，以往中央政府8年8百億治水經費
分配在花蓮的不多，也希望經濟
部水利署能重新思考花蓮河川整
治問題，也希望中央儘快完成
「東部地區建設條例」來保障花
蓮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另有關
台九線拓寬居民拆屋問題，應是
公路局宣導不足，讓民眾有措手
不及之感，是否可在台鐵用地上
重建問題，縣府會儘速與鐵路局
協商。

黃玲蘭：爭取客運行駛玉長公路及改善花23縣道
       （小天祥）路段
  為推動花蓮南區觀光發展、結合農業休閒及溫泉來帶動商機，縣議員黃玲蘭
質詢時要求縣府協助改善南區交通條件，爭取客運行駛玉長公路及改善花23縣道
（小天祥）路段，均獲得縣府觀光及工務處正面回應，強調將積極向中央相關單

位反映爭取。
  黃玲蘭透過質詢為南區鄉親請命，她表示玉
長公路開通後，讓東海岸成功及長濱居民立即
享受交通便利性，他們喜歡開車到玉里鎮、富
里鄉遊玩、就醫、泡湯及就學，這學期當地有
十位學生跨縣就讀玉里高中，因玉長公路目前
並無客運行駛，讓這些民眾返家時必須繞到東
里甚至台東市轉車，黃玲蘭希望縣府出面和客
運公司協調，爭取每天至少三班客運行駛，以
促進海岸及縱谷地帶觀光交流及商業發展。

王燕美：針對自己擔任縣議員稱職
        與否請教謝縣長？
  王燕美議員在本屆任期內最後一次總質詢，針對自己
稱職與否請教謝縣長？對於縣府農業發展處預算的編列
著重於休閒、美綠化及電子媒體行銷宣傳廣告等項目，
要求縣府兼籌並顧，對於運送農產品的農路及灌溉溝渠
的施設應格外重視，俾提高農民收益並改善生活。
  王燕美質詢時，針對自己三年多來擔任縣議員期間的
表現如何？請謝縣長「評分」，謝深山縣長表示，縣議
員是透過民主的程序，民意的洗禮及授權來監督縣府施
政，但是，擔任議員必須善盡職責、深入民間、隨時將

民眾線重與要求提出改善、為民喉舌、為民表率外，清
廉問政尤其重要。
  謝深山強調，民眾對王議員的
形象、清廉有高度肯定與信賴，
他下鄉巡視時常見王議員行蹤，
尤其是風災、雨災時都能在災害
現場發現王議員關心災民的身
影，但也希望王議員能對縣府好
的表現給予鼓勵，應改進的缺點
加以嚴格督促，共創縣政榮景。

張素華：為南區農民爭取農業損失補助
  縣議員張素華質詢時持續關切農業議題，同時為阿眉
溪消波塊清除、羅山生態池淨化工程及社會福利宣導
等，期盼縣政府能做的更好，造福南區鄉親。
  張議員在質詢時首先代表南區民眾獻花給謝縣長，感
謝縣府及縣長對南區農業及各項建設的重視，做許多改
善工程。她同時也為南區農民爭取農業損失補助，南區
稻作這次因芭瑪颱風影響及捲葉蟲的危害致使稻作損害
面積超過300公頃，請縣府給予農民補助。
  張議員也非常關切阿眉溪河中央消波塊能夠儘快移
除，3個月前張副縣長有到現場會勘，曾指示會清除，但
至今尚未移除。另吳江村拱仔溝兩邊沒有護岸能否請縣
府明年施作護岸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張議員說縣府以900多萬元做羅山

生態淨化池，本是非常好的，但
現在家庭的污水含氮太多，排入
生態池產生臭味影響環境，應要
引水稀釋改善經費約150萬元，請
縣府編預算改善。還有縣府社會
處所辦理的各種社會福利措施，
請利用各種管道宣導讓民眾知
曉，讓有需求的民眾知道如何申
請，也建請為鄉公所第一線工作

人員辦理講習，以協助民眾申請各項福利。

潘富民：盼警察局能多加以勸導代替罰單
　縣議員潘富民利用縣政質詢時間，關切與民眾安全相關
的交通及犯罪率等議題，盼望警察局能多加以勸導代替
罰單。
  縣議員潘富民首先質詢花蓮的治安到底是變好還是變
壞。警察作為人民的保母，民眾對於警察卻有不好的印
象，應是來自交通取締部分，應該以勸導代替開處罰
單，改善民眾觀感。
  潘富民指出最近很多溫泉業者接到違規營業的罰單，
依據溫泉法的施行細則規定溫泉法31條中所指已開發為溫
泉使用者未能於一定期限內取得合法登記的業者應有7年
的輔導期，自92年7月到99年7月
止，為何最近業者紛紛收到罰單
呢？
  觀光旅遊處長林寶樹指出並非
特定針對溫泉業者處罰，是因為
業者無照經營旅館業，未取得旅
館許可經營的旅館業務應要開
罰。瑞穗地區有17家、安通8家溫
泉業者都在溫泉法實施的落日條
款保障內，縣府會予以尊重。

曾玉霞：關心原民產業及原住民文化館
        的後續發展

花蓮縣議員曾玉霞在縣政總質
詢時，感謝縣府各局處團隊對
縣內原住民朋友的所有建設
與付出，由於今年她不再參加
縣議員的競選，決定交棒給後
進，因此這是她最後一次的質
詢。曾玉霞除感謝縣長謝深山
六年來對原住民做出的貢獻與
努力外，同時不忘關心原民產
業及原住民文化館的後續發

展，期望未來接棒的議員能繼續替花蓮原住民爭取應有
的福利與保障權益。

笛布斯‧顗賚：持續關切原住民議題
  縣議員笛布斯‧顗賚持續關切原住民議題，並特別感謝縣長謝深山長
期以來對原住民文化的支持，制訂並落實了許多原住民相關政策，提升
原住民的權益。
  笛布斯議員指出花蓮縣人口數34萬875人，原住民為9萬455人，超過全
縣人口的四分之一強，但由於結構性等因素，造成原住民仍然是弱勢族
群。最好的改善方法便是制訂對原住民有幫助的政策並加以落實。
  為此，她特別感謝謝縣長今年分別編列417萬元經費讓原住民舞蹈團
進駐原住民文化館表演，以及400萬元的預算將花蓮暑假期間夜晚最熱
門的鯉魚潭水舞活動融入原住民歌舞演出，對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提升
及經濟上的收入都有相當大的助益。上次議會期間他建議縣府在知卡
宣公園內規劃臨時創意市集，農發處
已於明(99)年度編列630萬預算辦理相
關事宜。她也請謝縣長給予下任縣長
未來原住民政策的相關建議，讓原住
民朋友能獲得更好的照顧及權益的保
障。
  針對公益彩券盈餘部分，由於目前
老人送餐服務只送週一至週五，週末
的送餐服務及提供弱勢、貧困的原住
民兒童營養早餐，或者是原住民部落

大學加開課程等社福措施，笛布斯議員建議縣府社會處可利用公益彩券
的盈餘來支應。

余夏夫：規劃完善區塊特色
        讓原民文化完整呈現
  花蓮縣議員余夏夫在縣政總質詢時，首先關心化仁海
堤至南北濱的海岸整體景觀計畫，以及雙潭自行車道建
置工程進行，同時也針對未來原住民文化館的後續發展
建設，包括規劃意象入口、周邊文化及內部攤位等問題
提出質詢，期望縣府透過規劃完善的區塊特色，讓原民
文化得以完整呈現。
  余夏夫針對化仁海堤至南北濱的海岸整體景觀計畫，
以及雙潭自行車道計畫，先請縣府城鄉處長陳泰昌與觀
光旅遊處長林寶樹，分別對計畫內容與現況作報告，同
時對雙潭自行車道提出包括全長幾公里、休息站設置、
廁所規劃是否有沐浴設備等，並建議於途中設置原住民
手工藝品販售處或提供原民風味餐販售，增加原民商
機。
  此外，余夏夫也鼓勵縣府原住民行政處長林錦師，務
必盡力替所有原住民爭取福利，同時協助謝縣長打造花
蓮為「觀光縣」，更要動員原住民朋友配合活動，共同
攜手，以達觀光立縣的大目標；並對曾玉霞議員所提的
原民文化館未來發展，以期注入特色存在，包括意象入
口建置、周邊文化特色、內部攤位規劃等。

楊德金：爭取觀光賭場落腳花蓮
        有助於觀光客倍增
  議員楊德金針對有關光復鄉太巴塱祭祀廣場興建案，
感謝謝縣長重視並加以促成，他也要求縣府協助豐濱
鄉設置火葬場並規劃殯葬園區，他認為振興地方觀光產
業，爭取觀光賭場落腳花蓮，將有助於達成觀光客倍增
目標。
  楊德金指出，豐濱鄉民一旦往生，家屬欲辦理後事必

須長途跋涉前往吉安鄉慈雲山
火葬場，對當地居民相當不
便，他認為原住民改變土葬習
俗是好事，縣府應幫助豐濱鄉
公所火葬廠興建經費。

  楊德金表示，花蓮一向主張觀
光立縣，上個月澎湖博弈公投
沒過，對花蓮而言是一大契
機，花蓮縣政府應積極表示爭
取立場和態度。他認為花蓮光

靠好山好水，對於吸引觀光客效益有限，要發展觀光和
外來投資，必須要有更具體的誘因。
  因此他主張縣府應召開地方觀光論壇，舉辦民調，針
對需不需要設置博奕專區舉辦全縣性公投，先舉辦民調
及地方論壇，藉以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至於花蓮設置觀光賭場的前瞻性，謝國榮議員及楊德
金議員都很關心，針對博奕條款曾請教很多人，包括高
爾夫球場、遊樂場及有關法令限制，縣府有誠意爭取，
但不能貿然投資太多下去。立院通過的博奕條款，只限
定離島地區但排除花蓮等偏遠縣市，這是現實政策面的
難題。有關計畫可行性，縣府曾委託屏東科技大學評估
博弈設置可行性，缺點是對外交通問題，優點是好山好
水可吸引財團進駐投資。結論是，花蓮可以爭取。

陳英妹：針對產業道路、部落聚會
        所、等地區農路及堤防、
        河川疏浚等議題表達關切
  長期關心原住民部落事務的縣議員陳英妹今天利用縣
政總質詢時間，針對玉里赤柯山產業道路、長良部落聚
會所、瑞穗鄉等地區農路及堤防、河川疏浚等議題，希
望謝縣長及縣府團隊多給予關注，陳英妹也提出正值抽
穗期的二期水稻發生疫病將導致減產，對於農民艱困處
境應設法給予協助。
  陳英妹質詢指出，瑞穗鄉奇美村花六十四線發生道路
坍方、路基嚴重塌陷；縣府工務處才剛修繕過，碰上莫

拉克颱風又再次毀損；玉里
鎮樂合里內道路護欄遭莫拉
克落石砸壞；吳江村豐南村
同樣無法倖免，她建議公路
單位設置明隧道，才不會逢
雨成災、一修再修。

  陳英妹也建議加納納部落應
儘速設置堤防，否則難保不
會成為大興村第二；紅葉溪
河床淤積，砂石可運到花

六十四線的山溝填滿，製造平原；玉里鎮松埔里，農民
自己興闢一條農路。希望縣府在謝縣長任期結束前，鋪
設水泥路面；一九三線附近部落道路及農路鋪設；玉里
鎮德武里簡易自來水設置；復興村附近農民也急需做一
座過水路面或便橋。
  因此當交通部長毛治國日前來花蓮，縣府向毛部長提
出要求，增加堤防防洪頻率，希望中央重視並給予協
助，縣府也會根據財務情況優先編列相關預算。

林進富：南區農業用路、地籍重測
        及原住民相關權益
  縣議員林進富針對南區的農業用路、地籍重測及原住

民的相關權益進行質詢，除了保障民眾權益外，也希望
能夠更加提升原住民的地位。
  林議員首先向地政處詢問今年地籍圖重測的進度。地
政處長沈經為指出每年度都會辦地籍圖的重測，花蓮所
及鳳林所自9月15日開始公告，由於玉里所今(21)年委外辦
理，進度略微緩慢，預計11月初能夠趕上進度的話會依法
進行公告。
  林議員表示地籍重測時有些通知了地主卻沒有通知耕
作人，容易產生很多誤解，也希望測量人員能主動到
部落說明，解決民眾的對地籍重測所造成界線位移的疑
惑。
  花蓮為農業大縣，每年農業工程方面的經費都達上億
元，但農路、排水溝等基礎農
業工程的需求仍舊每年都有，
林議員希望縣府能夠多補強這
方面的經費編列。
  林議員指出這次的鯉魚潭水
舞加入原住民的歌舞表演相當
令人驚嘆，加上原住民文化館
每週末的歌舞表演也受到廣大
迴響，讓原住民文化的能見度
大大提高，顯示縣府對原住民
的重視，令他相當感動。 

黃輝寶：關切原住民事務提出多項建議
  縣議員黃輝寶指出位於吉安鄉境內的博愛新村是民國
七十九年時秀林鄉銅門村民眾受歐菲利颱風侵襲後所遷
設，目前已近20年，其水溝排水不良問題在交屋時即已
存在，請縣府儘速協助改善。另外他也建議原住民保留
地違反水土保持法等業務應交由縣府原行處辦理，以及
吉安鄉境內部分產業道路因近日連續大雨而毀損也請縣
府協助修復。
  黃吉彬秘書長答覆時表示，有關博愛新村排水溝問題
由於該地區位於平地，工務處及交通隊已前往會勘，並
請吉安鄉公所優先提報改善計畫，俾利縣府函報中央爭
取經費辦理。至於違反水土保持法的主管單位依法是縣

府農業發展處，因此目前縣府分
工為有關原住民保留地違反水土
保持法之查證業務由縣府原行處
調查，後續需裁罰部份則交由農
業發展處辦理。有關吉安鄉產業
道路災害受損需搶修部分，則請
吉安鄉公所於10月24日前儘速提報
災損情形至縣府，以利縣府協助
解決。

林榮輝：關心洄瀾2010計畫施行進度
  花蓮縣長謝深山的施政理念「洄瀾2010」計畫即將告一
段落，縣議員林榮輝關心計畫目前的施行進度，並希望
下任縣長也能夠延續計畫目標，讓花蓮能夠永續發展下
去。 
  林議員首先詢問「洄瀾2010」計畫目前執行的進度如
何，並想問謝縣長在三個候選人誰能延續這些計畫呢?
謝縣長答詢表示「洄瀾2010」計畫無法在他任期內完成有
很多因素，經費來源是相當重要變數之一。2010計畫是
由下而上全花蓮縣民共同的決議，全國各地都沒有如此
遠大的計畫，更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將其納入東部永
續發展計畫之中，證明當初目標確立的方向是正確無誤
的。

  其次，「洄瀾2010」計畫延續97年度列管案共51件及今
(98)年度新增案件3案，共計列管54案。至今年第2季止，
已完成計畫並解除列管案計8件。 
  現在自行車運動興盛，許多自行車運動者來花蓮旅遊
都稱讚鐵馬驛站的員警相當親
切，林議員希望縣府能夠增加預
算充實驛站設備。 
  謝縣長指出縣內目前有27處派
出所設立鐵馬驛站，期間推廣觀
光花蓮多受到各界肯定好評，警
察局提出20多萬的預算，縣府也
都照給，若縣議會認為還有不足
之處可透過提案等方式加強經費
進行規劃。

呂必賢：提升縣內南北交通便利性
  呂議員指出這次八八水災造成南部相當大的災情，他
認為主因是沒有好好利用原住民的生態智慧，如不應任
意砍伐樹林破壞生態平衡。
  縣長謝深山表示這次政府已受到八八水災的慘痛教
訓，希望透過國土計畫呼籲大家重新重視山地復育，向
原住民生態智慧學習，減少土石流的危機，縣府也願意
在這方面多多學習。 
呂議員表示台北、高雄等地有捷運，西部也有多條高速
公路，交通便捷，反觀花蓮不僅對外交通不便，從最南
區的富里鄉到花蓮市也要相當長的車程。他當時在學校
擔任校長時，中央有規劃教育優先區，優先補助需要幫
助的落後地區學校。他認為交通是否也能比照辦理，優
先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如補助購車、油費及減免燃料稅
等。
  謝縣長指出原本立意良善的一個蘇花高速公路卻因為
政治因素的參與，導致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進度，對東部
居民相當不公平，在政策上必
須思考如何彌補政府在山地交
通設施的不良造成民眾生活起
居的不方便。如富里鄉農會的
作法就相當令人敬佩，定期包
車把居住在較偏遠地區的民眾
帶到玉里鎮看病，回饋鄉親鄰
里。未來可考慮由縣府預算或
中央經費補貼，交由鄉公所執
行，減少民眾的不便。

孫永昌：倡導全民閱讀風氣
花蓮縣議員孫永昌針對縣府倡導全民閱讀風氣，將2009年
訂為「花蓮縣閱讀年」，以及張副縣長推動閱讀宅急便
到府的服務表示讚揚，大大提升縣內閱讀風氣，並向縣
長建議於太巴塱部落建置圖書館，方便原住民族閱讀及
培養從小讀書的好習慣。

謝縣長答詢表示，在原住民地
區設立圖書館，縣府絕對重視
議員的強烈需求，尤其太巴塱
部落是台灣地區最多原住民居
住的地方，人才輩出，但礙於
鄉鎮圖書館的建置權責在各鄉
鎮公所，縣府部分將會責成文
化局向文建會爭取各項補助，
並盡力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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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議長徐雪玉持續關切台九線鐵路用地
拆遷戶申請建照的進度，及台十一丙及
一九三線的危險路段加強基礎設施等議
題。
  副議長徐雪玉表示台九線鐵路用地的拆
遷情形目前幾乎都拆好了，希望能請鐵路
局能以公文或其他方式通知百姓，讓民眾
可以儘速申請建照，先行就地整建。此
外，台十一丙的豐坪段到溪口的道路彎
曲，希望設置紅綠燈減少行車危險。最
後，台十一丙及大學路安全島上的路樹過
高也希望儘速移除。

  目前雙潭自行車計畫已經開始施做，志
學到池南部份，右邊已經有施設護欄，但
有些騎乘在一九三線的騎士也希望縣府能
夠注重一九三線的自行車路段，在靠近花
蓮溪的危險路段可以設置護欄，打造花蓮
成為自行車天堂。
  由於盧碧颱風的環流影響，氣象局發布
豪雨特報，副議長徐雪玉利用縣政總質詢
的時間關切壽豐溪上游、木瓜溪與樹湖溪
二號橋等部分的疏濬情形，她希望縣府盡
速處理各鄉鎮河川急須疏濬的部分，避免
豪雨成災對民眾造成傷害。
  徐副議長又指出民眾配合台九線拓寬，

但卻沒有得到相對的補償，希望縣府團隊
應該出面幫忙，尤其最近豪雨又將來臨，
可能會減緩拆遷速度，盼望縣府能與鐵路
局協調，幫助居民解決問題。
  有關台九線豐田段拓寬引發民怨一事，
謝縣長表示花蓮縣政府站在地方主管機關
立場是協助辦理，事先的溝通協商應由公
路局第四工程處負責，她也親自打給台灣
鐵路局范局長，轉知議員們及民眾的相關
意見，獲得范局長善意的回應，下週應可
收到公文，縣府方面也會儘速辦理相關事
宜，保全鐵路用地承租戶重建家園權益。

台九線鐵路用地拆遷戶申請建照進度
徐副議長關心鄉鎮河川疏濬及台十一丙、一九三線危險路段加強基礎設施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