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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拆遷補償應公平顧民權益
地方與中央攜手同心 不要枉顧人民權益
本席分別就新城鄉民有街拆遷補
償問題、夏戀嘉年華、八不政策提
出質詢，更直指油電雙漲、「開放
美牛進口」等中央政策失當，希望
地方與中央攜手同心，不要枉顧人
民權益。
有關民有街拆遷補償問題，縣府
指因地屬新城鄉區地機關轄管，依
照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
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合法建物
依據查估多少就補償多少，其他建

物則依自治條例中第四條提出建物
謄本、稅籍證明等文件，區地機關
斟酌財源得發救濟金，一切將依公
平正義全面了解處理。
本席對於夏戀嘉年華提出質詢，
花蓮好山好水不要「好無聊」，進
而舉行大型活動開發觀光客源訪花
消費，刺激地方觀光產業，但同時
卻衍生浪費公帑的社會觀感，此
外，關於宗教聯合祭典、八不政策
等縣政施行實況，希望縣府決策應

考量延續性，並發展多元產業，而
非以觀光為唯一導向，扶植地方中
小企業，嘉惠全縣民。
傅縣長表示，夏戀嘉年華是全台
觀光具有指標性的大型活動，滿意
度從每年聚集的人潮可見一斑，一
切皆依法辦理，公道自在人心。此
外，針對八不政策提出聲明，台灣
是已開發國家，並非原物料輸出的
地方，挖山挖土的事情都應審慎評
估，是否符合花蓮未來發展軸心。

傅縣長指未來繼續尋
求法規鬆綁，與觀光界
做異業結盟，由衛生局
整合縣內醫院、診所，
力推觀光醫療，較遺憾
的是衛生署法令未完全
開放，目前醫療器材未
能設置於休憩點。
本席談及蘇花改進
度，目前蘇花改隧道已
全發包，這條安全回家
的路，不會讓鄉親再空
等。日前總統就職國宴

徐雪玉 議員
裡向蕭前副總統、吳副
總統、陳行政院長反
應，強調蘇花改道路的
重要。

花蓮礦石產量每年出
產兩千兩百萬公噸，本
席建議礦石稅每公噸一
次調足從10元調漲為100
元調高，花蓮縣每年礦
石量約兩千兩百萬公
噸，估計每年有廿二億
元稅收挹注縣庫，對
於縣府財政缺口幫助很
大。
此外，本席建請縣
府以提高容積率來獎
勵民間企業到花蓮投

賴進坤 副議長

資，花蓮縣每年有超過
七百萬人次遊客，花蓮
縣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應
納入考量，可在縣都委
會負責的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訂定提高容積率
等獎勵條文；像台中市
七期重劃區，容積率就
提高至八百，遠高於花
蓮各地，花蓮市區東洋 潘富民 議員
廣場最高也只有百分之
來投資，對於地方政府
三百八十。提高容積率
財政收入也大有幫助。
不僅有助於吸引企業前

農業契作應先保障國內通路及市場穩定 南區醫療資源不足 缺小兒科、婦產科醫生
本席就省道的景觀美
化及維繫問題，建議縣
府建設處應研擬主要道
路的相關植栽基準，並
利用縣府所擁有的園圃
或培育空間，依季節培
育不同花卉或觀賞性植
物，定期提供給各鄉鎮
作為主要道路美化。
另外，本席認為在西
進對岸市場之前，針對
農業契作的推展策略，

應先保障國內通路及市
場的穩定需求；他最後
也針對花蓮火車站改
建、經典車站拉皮，以
及打造藍色公路等議題
分別提出看法。
傅縣長表示，農業契
作的落實一定會在任內
完成，關於稻米不得輸
往大陸的中央法令限
制，他希望能在即將舉
辦的江陳八會中獲得討

葉鯤璟 議員
論；除了稻米外，不同
作物日後也會依據對岸
不同省份的市場需求來
打造通路。

促加速吉安住宅區開發可先道路闢建好
本席為加快吉安鄉
住一住宅區土地開發
腳步，建議縣府利用花
東地區發展條例十年
四百億元基金，可先將
區內道路闢建好，區內
土地開發必定會加速進
行。本席也針對吉安鄉
一號道路立體交叉工程
及中正路拓寬工程提出
關切質詢，要求建設處

加速辦理兩項延宕多年
的道路工程。
另外，本席對於警方
在限速僅４０的路段執
行移動式測速照相，而
警方的警示牌卻小如螞
蟻，是故意不讓駕駛注
意到嘛。林春生建議警 林春生 議員
局應向公路總局爭取提 ６０公里；並統一製作
高道路速限，每小時從 較大型的警示牌，達到
４０公里提高至５０或 提醒駕駛人的作用。

透過國際美食賽事 推銷花蓮在地農產品
本席質詢時，提到多
項觀光建言，如將宗教
文化與觀光結合、舉辦
國際美食PK賽等。前
者可運用創建於民國38
年的慈惠堂，其豐富的
道教文化與為數眾多的
信徒都是發展觀光最好
的立基，可仿效台中的
「三月瘋媽祖」；後者
則能透過國際美食賽
事，推銷花蓮在地農產
品，一舉數得。
本席感到氣憤的是，

今年國一入學的龍年新
生，早在十二年前出
生，十二年來教育單位
為何沒設法未雨綢繆工
作，眼睜睜看著龍年新
生入學搶破頭問題就這
麼發生，再者，教育處
不研謀如何去除家長、
民眾明星學校迷思，而
選擇訂定學區劃分及新
生入學分發作業要點，
其中各項入學比序規
定，將民眾個資公開及
上網可能有妨害秘密

本席並關切富里村學
田橋，橋齡快卅年，因
為九河局河堤工程而使
路有點歪斜，導致民眾
開車不慎把橋上護欄撞
毀，兩年多來也不見任
何單位進行修復。
本席另指出南區民眾
搭乘客運到花蓮，須先
在光復鄉下車再另上
車，強制兩段式搭車，
造成民眾不便。而河東
有廿九名學生須搭車
上、下學，花蓮客運卻
只以中型巴士載客，使

況，希望縣府團隊能夠
積極提出解決辦法，改
善南北醫療資源分配不
均的情形。
針對幼托合一，本席
也提醒縣府團隊，應預
先做好配套，否則幼托
合一將造成部分老師失
業，影響教學品質及教
龔文俊 議員
學環境；另外關於學校
預定地、公園用地廢置 有都市計劃下無法發揮
情形，本席也呼籲相關 具體用途，應變更都市
單位，廢置用地若在現 計劃，還地於民。

建議原民市集有當地特色增收入
本席質詢時首先肯定
傅縣長兩年來在原住民
事務的預算配置，是前
任三倍之多，但是也提
醒原住民行政處須妥善
規劃人力配置、加強部
落基礎建設及原住民
保留地等事務，在一萬
多件原住民保留地案件
中，已會勘、核定的比
率實在太低，呼籲原行
處重視原住民同胞的權

益，也希望縣府其他局
處協助原行處，加速業
務推行。
本席知道，部落亮點
是今年花蓮縣最重要
的議題，亮點部落分成
定目劇表演及原住民市
集，兩個應是獨立且相
互支持性質，其中，原
住民市集攸關整個原住
民是否可以靠傳統技藝
增進家庭收入，更是需

游美雲 議員
罪，這些比序規定明顯
「排窮迎富」，對家
長、學生造成極負面影
響，更形成教育階級及
假公平的情形。

本席針對培育部落體
育人才、醫療溝通、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與管
理、原住民貸款與佐倉
公墓非法濫葬等議題提
出質詢。
本席出示日前傅縣長
表揚優秀體育選手、銅
門國小樂樂盃棒球獲獎
的報導呼籲，縣府應更
加強培訓體育人才，不
要讓在地優秀子弟流落
外鄉。
此外，本席敦請原行

笛布斯‧顗賚議員
要積極推動的項目，發
展觀光業需要呈現出獨
樹一格的當地特色。

處輔導原住民承租、利
用保留地，放寬原住民
創業貸款、青年貸款。
對此原住民行政處長督
固‧撒耘回應，原行處
持續爭取原民權益，核
貸率已日益提高。
本席也提出佐倉公墓
非法濫葬問題，民政處
處長周傑民說，佐倉公
余夏夫 議員
墓區域共計24筆土地，
437個墓基，將進行全 標，尤其是火車站外觀
面清查。本席最後呼籲 應展現花蓮七支原住民
應 建 立 原 住 民 特 色 地 族群文化的特色。

促原住民部落亮點計畫 讓每個攤位都賺錢

王燕美 議員
得廿九名學生必須硬擠
進僅有廿個座位的中
巴，如遇緊急狀況恐將
危及學生安全，請縣府
務必正視南區民眾行的
安全。

本席建議縣府強力推
動的原住民部落亮點計
畫，希望縣府團隊學習
雲南映象劉三姐，深耕
原住民部落文化，同
時，在部落亮點計畫的
推動上，應該增設諮詢
委員作為推動計畫的參
考，在整體的活動行銷
及包裝上，應選擇對原
民文化內涵有深入了解
的承包商，將原住民原

助各部落發展亮點產
業。
本席日前到日本考察
有機農業，與專家豐原
秀和交換意見後瞭解，
有機農業最困難的就是
有機肥料部分，縣府每
年補助農民兩千多萬元
肥料錢，採購的肥料到
底是哪一種的肥料？
本席建議，花蓮縣著
重發展有機農業，應

楊德金 議員
從生產有機肥料做起，
縣府應補助農戶或家戶
製作有機肥料容器等資
材，利用廚餘來自製有
機肥料，才能讓有機農
業貫徹。

本席依據鳳林地政事
務所的觀測數據，豐濱
鄉沿岸一年多來因氣候
變遷與海水之侵蝕，已
內縮4公尺，面積總計
約45公頃，人民擁有的
珍貴土地全變成海水，
請縣府原民處、建設處
與地政處等單位正視問
題，並提出處理及補償
計畫。縣府指目前相關

法律尚未完備，未能有
具體解決辦法，等到中
央通過原住民土地海域
法，可能才有明確的解
決方法。
針對海岸遭受侵蝕的
孫永昌議員
問題，九河局對此已提
本席針對花蓮的肺結
出對策，建議放置消波
塊，減緩沿岸遭受海水 核發生率高居不下，菸
侵蝕的速度，同時也積 害是否又跟肺結核之發
生有密切關係？
極向中央爭取經費。

籲縣府重視偏鄉、原住民權益
本席首先肯定縣長就
任以來，極力爭取花蓮
交通建設，從蘇花高到
現在的蘇花改，在在是
傅縣長戮力爭取的結
果，日前蘇花公路又傳
崩塌，鐵路局即可馬上
加開車次，為何平日加
開班車卻不可行，造成
一票難求的狀況，為解
決鄉親本席疾呼「請將

太魯閣號還給花東鄉
親！」。
此外，本席也呼籲縣
府重視偏鄉、原住民權
益，提議應將全縣路燈
全面換成更環保的LED
燈；再者，為安定原住
民生計，或可從寬認定
原住民使用公有土地，
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本
席最後促請縣府全力

陳英妹 議員
發展南區觀光，在富源
蝴蝶谷下游進行景觀造
景，讓花蓮光復糖廠也
能有媲美台北花博的錦
繡美景。

促瑞港公路整修 奇美部落淪為三等居民
本席針對瑞港公路、
奇美部落建設、金針花
季及農害等議題提出質
詢，本席注意到瑞港公
路在民國94年公路總局
養護時相當平整漂亮，
近年交由地方政府管護
卻衍生許多問題，希望
縣府善盡督促職責，讓
泛舟旺季造訪此地的旅
客留下美好印象。此

外，甲乙類車不能通行
的問題，讓奇美部落淪
為三等居民，希望縣府
重視部落權益，提供南
北通向運輸工具便民或
其他改善方針。
另外，本席肯定去年
金針花季活動成功吸引 陳修福 議員
各地遊客駐足，刺激地
點，納入南區特色景
方經濟，希望今年擴大
觀，讓金針花季更富可
金針花季連結當地景
看性、層次性。

建議朝家庭就是工廠的模式促進原住民就業

促培育部落體育人才、醫療溝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與管理

要撥款協助南區部落設置路燈卻遭拒
本席質詢指出，玉里
鎮公所發文給議員，因
每年千萬元龐大電費
支出，婉拒議員裝設路
燈經費，因此，議員要
撥款協助南區部落設置
路燈卻遭到拒絕。本席
認為，路燈電費不應由
鄉鎮市公所全額負擔，
屬於公路總局管養維護
的台九線等道路，電費
應由公路總局負擔才合
理。算算看，千萬元的
電費可做多少條水溝、
農路、護坡啊！

本席針對南北醫療資
源不均、幼托教育落
實、玉里中山橋工程，
及南區觀光推動等議題
進行質詢。本席首先感
謝衛生局長徐祥明在任
內積極推動業務，讓花
蓮的醫療水準接連獲得
全國、國際認可，但南
區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甚至出現兩間醫院共用
一位小兒科醫生、南區
找不到婦產科醫生的情

本席對中區部落亮點
的發展表示關切，期盼
部落亮點計畫趕快亮起
來，帶動部落商機及原
住民鄉親收入，但至今
卻尚未看到成果。楊德
金舉光復鄉太巴塱為
例，每次總能以優美的
歌聲與整齊劃一的舞蹈
吸引觀光客的目光。而
除了北中南區大型的部
落亮點計畫，應一併協

促正視豐濱海蝕土地流失有權無地

關切觀光醫療資源及醫護福利、蘇花改進度 潘富民建議礦石稅每公噸調漲為100元
本席關切觀光醫療，
亞洲觀光醫療一年產值
高達400億美金，花蓮
的醫療品質排名台灣前
3名，醫療與觀光兩者
可發揮加乘作用，縣府
將今年定位為「觀光醫
療行銷年」，去年國家
地理頻道特別介紹台灣
的觀光醫療，全國只有
花蓮縣受邀與會，今年
可結合兩岸定期航班，
擴大觀光醫療效益。

促協助部落開發亮點產業

汁原味及創意結合行
銷，創造最大文化經濟
產值，並且讓更多觀光
客認識到縣府團隊在原
民文化保存所下的苦
心。
本席並建議縣長贈外
賓禮物時，請對原住民 林秋美 議員
產品或手工伴手禮投以
原住民在地特色產品，
關愛的眼神，縣長若贈
不只增加對花蓮美好印
外賓紀念品或伴手禮，
象，還對原住民特色產
相信外賓對代表花蓮的
品愛不釋手。

本席建議，原住民族
需要政府的關愛，並維
護其權益，希望縣府團
隊研擬政策時，能夠實
際地田野調查，傾聽地
方意見。如縣府配合花
東條例打造北中南之部
落亮點，原係促進原住
民文化發展的一樁美
意，惟此舉讓原住民像
街頭藝人，到處奔波賣
藝，建議縣府團隊宜朝

「家庭就是工廠」的模
式促進原住民就業，如
原住民就地販售原住民
風味餐等。
本席也質詢環保局長
鮑明鈞對於推動環保的
態度及方法，更直言局
長須不畏權勢，碰到業 黃輝寶 議員
者排放廢氣或廢水等，
長，若台電以核廢料相
該開罰就開罰，不能手
關計畫之預算1400億元
軟。
作政治條件之交換，是
本席最後則詢問縣
否會因此而妥協？

加強原住民鄉鎮農路建設 確保原住民鄉親農作收入
本席相當肯定縣府執
政2年多來的努力，讓縣
政蒸蒸日上，施政滿意
度也是全國排名第一，
惟原住民的物質生活仍
有待提升。依原住民保
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
饋條例草案，一甲地補
助2萬元，但每人擁有的
土地面積有限，故補助
也有限。此外，花蓮縣

境內原住民鄉親經濟收
入及就業相對低落，特
別是居住在萬榮、秀林
及卓溪三個山地鄉的原
住民同胞，在山坡地栽
種作物，全部靠人力從
農路運出來銷售，希望
縣府加強原住民鄉鎮農
路建設，確保原住民鄉
親農作收入。近兩年農
路開發停滯，嚴重影響

陳長明 議員
農產品之運輸、銷售，
希望農業處能正視其問
題，才能改善農民生
活。

促花東發展條例經費到位後縣各局處應有規劃
本席關心花蓮爭取到
花東發展條例經費後，
對於中南區原住民在建
設、教育、產業、醫療
等多面向的改善措施，
要求縣府各局處說明。
針對部落醫療稀缺問
題，本席認為：「健
康的不平等，不是個
人健康不佳，而是代表
社會的不平等」，本席

力倡建立南區玉里急診
中心，莫讓自相矛盾的
衛生署提升醫療品質計
畫，使照顧偏鄉成空
談。
另外，本席提案建設
台灣原住民花蓮文化園
呂必賢 議員
區、國際南島語族文化
會議中心、花蓮南區漁 活動祭祀場、原住民綜
業展售中心、原住民小 合高中等原住民重要建
巨蛋多元文化館、文化 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