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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工廠地被劃為農地 陳情36年沒結果
農業商業化賴進坤促將農產品銷售才有收益

  本席認為縣長多次出
國行銷觀光，但對於南
區來說實質效益難以彰
顯，其中交通問題便是
一大阻礙，例如玉里至
花蓮的車程便要兩小時
以上，到台北更要一天
以上的時間，希望能有
一條快速道路，方便外
來觀光團體行程規劃

的同時也造福民眾，對
於北上或至市中心就醫
的南區民眾而言無疑是
一大福音，或是可以考
慮增開花蓮至台東的航
班，行經玉里地區以吸
引來客數。
  同時本席盼農業處及
觀光暨公共事務處能協
助推廣，嘉惠南區農民 的生計。

爭取南區一條快速道路
行銷南區精緻農特產品

  原住民喝酒成性普遍
肝功能不良，本席感謝
衛生局持續不斷的關心
原住民部落的健康，成
立了原住民健康促進委
員會，希望未來能大幅
改善原住民的健康問
題。
　另外，萬榮鄉西林村
原住民最低微要求設簡
易蓄水池，但政府卻真
的沒在照顧原住民，

去年政府補助辦理簡易
自來水工程，第一期工
程從源頭到部落蓄水
池，但分送各戶時卻說
沒經費，本席甚至到這
年紀，都還沒喝到自來
水。
    原住民在山坡地造
林補助款最少，一年才
四萬元，平地造林一年
政府補助廿四萬元，在
山坡地造林比平地造林

困難，對水土保持更重
要，怎麼會補助那麼
少，應向中央反映。

原民要求設簡易蓄水池都有困難
山坡地4萬平地達24萬元差很大

  針對上個月颱風來襲
造成光復鄉內多處災
害，本席究其主因竟是
多條溪流都未公告河川
治理線，肇因百姓圈地
納為私有，使得疏濬作
業進行遇阻，本席認為
應該要盡快公告治理線
後進行徵收動作，俾利
防洪工程實施，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以麗太溪
為例，依圖面來看流

域幾乎都被侵占為私有
地，自然流域狹窄，疏
濬自然不易進行，同時
麗太溪區域是未來部落
亮點的重要區塊，本席
希望縣府水利單位提出
相關徵收計畫，加快徵
收動作，縣府建設處與
地政處屆時將努力配
合。
  原住民樂天知命，平
日在原鄉多半以狩獵、

撿蝸牛、採野菜、管理
自己的事務，在產業基
礎非常薄弱情況下，需
要縣府伸出援手。

盼溪流盡快公告治理線後進行徵收
原民產業基礎薄弱需縣府伸出援手

  針對企業財團將水
泥、火力電廠等污染性
產業引進和平地區，讓
好山好水蒙塵，本席要
代表村民全力支持傅縣
長提出的八不政策，也
期盼環保單位拿出魄
力，全心捍衛居民賴以
維生的美好家園。

針對通往和平「碧海水
力發電廠」的蘭陽林

區林道產業道路，採礦
業者為圖方便，降低成
本，除將卡車改裝，增
高車斗高度、底盤加
固，超載噸位更令人咋
舌，對路面造成嚴重破
壞，造成社區噪音，影
響居民生活及安全威
脅，本席要求組成專案
小組研討更改路線可能
性，希望地方政府予以
重視並嚴加取締。

　　另外，本席要求花蓮
縣警方能加強取締工
作，管制砂石車輛任意
進出部落，以保障居民
生命財產安全。

捍衛和平居民賴以維生的美好家園
加強取締砂石車保障居民生命財產

  原住民族群是花蓮縣
珍貴的文化資源，原住
民部落亮點計畫，聽說
已花了一億六千多萬
元，一零一年到底能不
能開始運轉？縣府說部
落亮點將是以定目劇的
模式來演出，在正式表
演前，軟體上除了需要
舞者嚴密訓練外，硬體
上的呈現也是一大工
程，本席希望能在明

年一月底前正式試營
運，讓原住民們有發光
發熱的表演舞台。
  對於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參加的農民根本不
會賺錢，而且還會血本
無歸。包括租金、肥料
等一甲地起碼超過十三
萬元。要讓農民能賺
錢，本席強烈建議農業
處爭取提高公糧收購數
量及價格。對於現行計

畫、輔導及餘糧收購類
別，應該統整為一類，
農民收入才能增加。 

促原民部落亮點開始運轉
提高公糧收購數量及價格

  雖然馬總統實現蘇花
改動工，但西部高速公
路交通網絡發達，蘇花
公路是花蓮唯一北上的
公路，蘇花改只有單向
單線，為確保花蓮鄉親
一條平安回家的路，本
席建請縣府向中央爭取
施工中的蘇花改路廊增
寬零點五公尺，便能成
為「單向雙車道」。也
希望環保團體，對花蓮

的交通要感同身受，更
要有同理心。希望中央
重視花蓮人和原住民的
權益。
  本席爭取瑞穗鄉衛生
所增加人力、設施提供
夜間緊急醫療服務。衛
生局將花蓮區分為北中
南三個緊急醫療網，並
非以鄉鎮市行政區域劃
分，而瑞穗鄉屬南區，
但是衛生所漸朝向行政

公共衛生管理方向推
動，希望在地醫療院所
發揮多層級轉診醫療功
能。

蘇花改路廊增寬成單向雙車道
爭取瑞穗衛生所增加醫療人力

  本席希望縣長未來能
規劃將所有花蓮縣的電
線桿逐年改為地下化，
花蓮天災特別多，不是
颱風就是地震只要災害
來臨，電線桿倒塌產生
的問題將使得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受到威脅。
  原民處副處長督固撒
耘表示，部落亮點的執
行有一定的困難度，因
為我們必須要跳脫一

般豐年節跳舞的方式，
將整個層次拉到表演藝
術的層面，所有舞者需
要更嚴謹的訓練才能讓
部落亮點的成立更有意
義，也希望有更多的原
住民人才加入部落亮點
的藝術團隊。
   未來幾年要給台電
花蓮營運處有充份的預
算讓電桿地下化外，但
電桿下地後，地面上就

會有電箱的問題產生，
如何與鄉親協調電箱設
置的問題，就需要大家
一同來努力了。

部落文化及部落亮點推動
電線桿應逐年改為地下化

  為振興壽豐鄉鯉魚潭
周邊觀光產業，本席要
求縣長力促鯉魚潭高
空纜車及七彩玉就是產
自壽豐，壽豐盛產台灣
玉，希望傅縣長協助壽
豐發展觀光礦場，結合
民宿、餐飲、農會等業
者成為套裝旅遊。
   本席並關心蘇花改
工程進度，建請傅縣長
繼續向交通部爭取，
縮短工程於三年內完
成，才能徹底解決一票
難求問題。對於壽豐

舊菸葉廠閒置近兩年，
本席認為前縣長砸下上
億元，應該好好加以利
用，帶動壽豐農產品及
觀光銷售。
   縣府正著手將景
觀、景點串連成探訪
珍珠計畫，包括美食、
私房景點等，預料將掀
起國內外遊客來花蓮旅
遊熱潮。此外，蘇花替
連結包括台九線、台
十一、台十一丙及砂石
車專用道，等境內交通
路網建構，以及花東快

速道路都一定要作。
    至於閒置的壽豐
菸葉廠，預計今年底
會辦理委外經營，青
少年活動中心也會在
續建工程完成後辦理
ＲＯＴ委外經營。

促串連壽豐各景點帶動繁榮
鯉魚潭空纜列花東條例計畫

  為促成東華大學特定
區一百多公頃優先發展
區土地開發付諸實施，
本席認為投資報酬率最
高的就是東華大學特定
區，希望縣府納入花東
地區發展條例旗艦計
畫，分年分段辦理投資
開發，目前附近建地奇
貨可居；其中私有地約
七十餘公頃，估計辦理
徵收起碼要六十億元，

縣府若分回抵費地，
每坪市價少說七、八萬
元，對於改善縣府財政
大有幫助。當地地主也
願意配合領回抵費地，
減輕縣府開發現金負
擔。
  另外，花東鐵路電氣
化施工與原先規劃雙軌
設計差異甚大，如今卻
縮水。而台九線花東公
路，還有７１億元又不

見了；豐田路段原本
採高架，如今也改為
土堤。本席強烈建請
縣府協調東改局依原
訂計畫進行，以維護
花蓮鄉親行的權益。

促東華特定區納花東條例旗艦計畫

協調東改局維護花蓮鄉親行的權益

  本席針對壽豐鄉台九
線溪口拓寬路段南北向
道路速限標準不一，
同一個路段，為何南下
限速六十到七十公里，
北上卻限速六十到五十
公理，應檢討統一或提
高速限，否則民眾經常
超速被開單，抱怨非常
厲害；另外該路段又常
架設移動式三腳架進

行測速照相，最令民眾
詬病為偷拍，建請縣府
以維護民眾生命的安全
和交通的順暢為最高原
則，作全盤性的規劃研
議。 
   另外，為加速推動
吉安鄉北昌輕工業區
（住一住宅區）內土
地開發，本席要求縣
府趕辦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讓展延五年期限
至九十八年九月已屆
滿的獎勵容積率，加
緊腳步趕辦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百分之兩
百的儘速實施。

台九線南北車道限速不同引民怨
促吉安北昌輕工業區內土地開發

　　本席感謝傅縣長對於
客家事務的重視，並成
立客家事務處來貫徹
對於客家族群利益的重
視。惟客家事務處的人
員組成應積極延攬在地
人才，才能有效確保在
地客家族群的利益，並
以具體計畫帶動客家產
業。
　　花蓮縣吉安鄉的客家
會館已交由客家事務處
向中央客委會申請五千

萬的補助並獲得同意，
卻又因中央延宕而停滯
不前。縣府會持續極力
爭取，包括黃金海岸、
菸草廠等等，將會同文
化局、建設處、觀光暨
公共事務處來向中央爭
取。
　　此外，針對都市城鄉
計畫發展，本席認為縣
府應有一貫願景，包括
鳳林鎮、吉安鄉的整體
發展，以及東華大學、

慈濟大學周邊美食街
以及住商混合區的興
建等等，須把握時機
來落實這些計畫，不
應等到通盤檢討時才
進行修正。

客家事務處人員應延攬在地人才
都市城鄉計畫發展應有一貫願景

　　本席針對何禮臺議員
之前質詢時質疑花蓮文
旦柚，在大陸以「六
粒賣八百元人民幣」一
事，再提出質詢。既然
政府不是營利事業單
位，更不是仲介盤商，
目的是為花蓮行銷經
典農特產，建議以「契
作」以保障農民權益，
避免被仲介盤商剝削。
　　本席再度懇請傅縣長
出面解決富里鄉農會賣

場補助款問題；對於八
不政策，本席希望縣府
能夠標準一致，不能有
兩種標準。
　　本席認為縣府以高額
經費建置的派出所，進
駐員警卻少之又少，恐
流為蚊子館，閒置房舍
該如何活化，是否作為
背包客中繼站使用等，
縣府應進行評估安置措
施。
　　另外，本席對花蓮治

安表達關注，希望警
政加強執勤效率，做
好為民服務外，加強
取締「陸女」或「越
女」藏身摸摸茶店或
執壺風化場所，以讓
民眾享有安全的居住
環境。

關心六粒八百元人民幣柚價
促閒置警用房舍勿成蚊子館

  今年六十石山的金
針留花、雲海及晨昏
景色，不僅突破了以
往 的 觀 光 人 次 ， 更
促進了整個南區的經
濟效益，本席肯定縣
府團隊推動金針花不
採收政策，感謝縣長
及縣府團隊的大力配
合，對各方面積極努
力及成果外，更希望
未來能有突破性的發
展。
   本席也同意明年增

加經費補助花農「金
針留花」政策，同時
要求觀光暨公共事務
處未來對於當地公用
廁所的設置能有妥善
規劃。
  有鑑於此，本席
建 議 縣 長 ， 將 目 前
正在推動的空中纜車
計畫，是否將路線從
六十石山拉到安通溫
泉再到赤科山，使整
條花蓮縱谷風情，讓
遊客們一覽無遺，建

議列為中長性發展計
畫，並且帶動南區觀
光發展及商機，希望
明天繼續推動，讓東
方小瑞士正式在花蓮
開花成果。

補助花農「金針留花」政策
推動空中纜車一覽縱谷風情

  台九線花東公路是
南區民眾往返必經道
路，但速限卻忽快忽
慢，未比照高速公路
制訂車速下限，造成
駕駛為了趕時間，不
得已跨越雙黃線超越
前方的龜速車，本席
認為警方隨即取締，
制度造成陷阱，害民
眾違規收紅單。
  台九線花東公路鳳
林鎮以南還有多處瓶
頸路段未辦理拓寬，
但據知，明年度台九

線花東公路的拓寬、
維護經費為零，縣府
應設法爭取，不能漠
視南區民眾的權益。 
  本席認為花蓮經濟
的 發 展 定 位 為 「 觀
光」與「農業」，但
觀 光 據 點 全 在 北 花
蓮，農業生產則在南
花蓮，發展觀光及推
行休閒農業已成為近
年來花蓮全民的共識
及 施 政 者 的 重 要 工
作，傅縣長擬定北花
蓮建造演藝場所，目

的是在放慢來花蓮遊
客的腳步，期以玩在
花蓮、消費在花蓮的
機會。

速限不一害駕駛人違規超車
規劃建造南區有利基有商機

  本席首先肯定縣長就
任以來，以「堅強的意
志」推動零元入學、
低收入戶三節送米油，
以及太魯閣國際觀光劇
場、山海劇場及部落亮
點等三大建設，但本席
針對花蓮觀光資源未整
合、平均壽命少了七至
八歲、經濟力排名倒數
等現況期望能終結貧窮
的花蓮。

   本席關心原住民失
業率、亮點部落等議
題，包括原住民音樂劇
在國家演藝廳，遭文建
會扣錢，造成網路風潮
群起激憤，還有傳統領
域問題，跟東管處以及
縱管處林務局發生很多
糾紛，原民權益變的薄
弱。以統計數據來看，
本縣低收入戶補助申請
減少、在銀行農會等金

融存款方面，99年比98
年大幅成長16%、地方
稅收增加12%，且土地
移轉及契稅土地增值
稅也大幅超收。

期望打造幸福終結貧窮花蓮
關心原民失業率及亮點部落

  本席認為不管是部
落 亮 點 或 是 山 海 劇
場，我們都需要大量
的原住民人才來豐富
節目內容，在經費與
建設的執行面由縣政
府來負責，但在原住
民人才推薦上，仍需
要各議會先進與各部
落的全力協助。頭目
在部落除了要處理許
多事務外，不時也要

做政府的政令宣導工
作，事務繁多，津貼
一次三千元，本席認
為太少，因此本席建
議應再多給部落頭目
津貼，部落頭目地位
備受原住民尊重也舉
足輕重，只要部落頭
目 答 應 幫 縣 府 找 人
才，一聲令下，很快
的人才就可備足。
  山地鄉原住民長者

大多不識字只會講母
語，他們至大醫院就
診時常求助無門，本
席建議能在各大醫療
體系裡成立六大族群
的母語志工，引導原
住民長者就醫。

部落頭目事務繁多津貼太少
醫療所成立原住民母語志工

  為原住民同胞的權益
發聲，根據本席了解花
蓮原住民的平均壽命，
較台北人少活快13歲，
比全國原住民平均則少
了9.5歲，而原住民生
育率卻逐年降低，希望
縣府考量原民設經地位
相對弱勢，除了生育補
助外，也能考慮編列原
住民托育補助經費，

來提高原住民婦女的生
育意願。
  此外，本席也希望縣
府能考慮將每年舉辦的
全縣原住民聯合豐年節
活動往後延，避免與各
部落豐年祭時間衝突，
形成年度觀光節慶帶狀
活動，對於部落事務組
長出席費及巫師、巫醫
應給予重視，本席主張

應比照老農津貼提高
生活補助，讓原住民
巫師（醫）等珍貴文
化得以傳承、發揚光
大。

編列原住民托育補助經費
部落生活照顧應給予重視

陳英妹議員

　　本席提出都市變更產生土地使
用權、農產作物末端單價提升以
增加農民收益、七星潭特定區域
規劃等案，建請縣長傅崐萁及相
關局處長重視鄉親的心聲與權
益，維護縣民生活品質。
　　本席針對北埔地區五家工廠的
工業用地、工廠登記等相關證
明，說明工廠設置皆屬合法，惟
都市變更計畫之後部分土地被劃
分為農業用地，影響工廠土地使
用的權益，這樁36年前發生的案
件已陳情多次，延宕至今仍未
果，期盼縣府應為民眾解決。
　　本席針對新城地區空航噪音的

補償計畫，與中橫快速道路議
題。傅縣長指出，中央經費使用
方法與用途都有其標準與規定，
只能一樣一樣按步就班慢慢推
動，同時需要所有議員的支持，
讓蘇花改道路有所進展，不過花
蓮未來的發展仍需要眾人共同努
力推動。
　　對於農發處的預算分配，本席
認為經費用於補助農民購置硬體
機器設備與肥料其實對農民助益
不大，現在的農業已經是市場取
向，農產品的外觀、甜度等皆可
靠改良成功生產，因此希望將農
業商業化，實際將農產品銷售出

去，讓農民有實際收益。
　　而花東縱谷優質好米之所以無
法外銷，本席認為是因為與中
央「戰備存糧」政策相牴觸，沒
有銷售通路就不會有口碑，縣府
農發處請多為農民辛苦耕種的農
產品，建議品牌多行銷辦活動促
銷。
　　本席另外向議長提出專案申
請，他表示順安至崇德規劃為七
星潭特定區域並未先與地方協
調，希望縣府暫緩作業並召開說
明會讓地方有機會表達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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