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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議長賴進坤建議北埔外環道拓寬為卅米
建議增設自行車道、人行步道等促進觀光
縣府計畫推動的一九三縣道
（北埔公墓段）外環道新闢工
程，預計將四到五米拓寬為廿米
景觀道路，本席要求縣府將道路
規劃更拓寬，參採大陸廈門的環
島南路，打造成七星潭風景區月
牙灣畔寬敞的觀光大道，並提供
蘇花改一○六年通知後，紓解花
蓮市區的車流。
建設處長鄧明星指出，地方反

映目前一九三線經過北埔公墓，
會產生負面感覺，經縣府與與軍
方多次協調，軍方同意無償撥用
廿米路幅寬度。
本席認為，這麼美的地方道路
規劃成為廿米寬，不應只為閃避
墳墓，還應該為一○六年蘇花改
通車後，有改善區域性交通功
能，否則，道路寬度僅廿米，南
北兩端仍然只有十米左右，將會

形成交通瓶頸。希望參考廈門七
年前完成的環島南路，儘可能寬
一點，南北雙車道外，還要增設
自行車道、人行步道等，營造七
星潭風景區最美麗的景觀大道。
建議縣府道路兩邊再增加三點
五米，路寬再增加約七米，這條
路會更有價值。盼縣府暫時勿下
定論，相信唯有傅縣長可將這條
國際級大道闢建完成。

賴進坤 副議長

保留壽豐鄉溪口到林榮的河堤隧道 關切赤柯山農民承租及玉里大橋改線
本席希望縣府能出面
協調，將壽豐鄉溪口到
林榮的河堤隧道保留下
來，不僅能讓自行車車
友在騎乘經該路段時眺
望東部縱谷的景色，也
能夠吸引觀光人次，對
帶動觀光有所助益，縣
府如因經費拮据而有養
護上的疑慮，後續希望
能由花東縱谷管理處來
管養。另外，蘇花改通
車後花蓮市區可能面臨
車潮湧入，縣府應及早

著手因應措施。
另外，本席肯定縣府
近來於中區辦理花蓮翱
翔季等大型觀光活動，
以活絡地方經濟、平衡
區域發展所作的努力。
若能在熱氣球活動中安
排原住民族動態展演，
相信能提供民眾等待時
不同的感受，此外，也
希望縣府能輔導原住民
族定點定目表演，讓花
蓮的晚間觀光景點更加
豐富多元。

徐雪玉 議員
傅縣長補充道，蘇花
改通車後，規劃低底盤
的綠能巴士在市區巡
迴，將造就突破性的觀
光模式。

幼兒園補助應不分公私立且公開公正
近日公、私立幼兒園
補助議題，原則違背縣
長教育機會均分的概
念，造成相對性差別待
遇，且公立幼兒園收受
名額有限，無法達到學
前教育落實理想，盼教
育處長陳玉明能盡速與
傅縣長研擬對應方針。
中華紙漿廠排放廢

氣、施工揚塵等空汙問
題，不僅攸關花蓮鄉親
居住品質、健康疑慮，
更可能波及陸續推行的
觀光產業經濟動脈，影
響興建台開金獅影城、
新建飯店等地段的蓬勃
發展。
花蓮縣環保局長饒忠
答詢，中華紙漿已列入

葉鯤璟 議員
連續自動監測對象，以
即時掌握紙漿製造程序
之臭味問題，未來待法
案正式列管，將依其相
關法令加以約束。

促中原路延長至明義三街拓寬
本席針對中原路延長
至明義三街拓寬工程提
出質詢，希望建設處說
明進度。建設處處長鄧
明星表示，中原路拓寬
程序目前由吉安鄉公所
辦理用地作業，拓寬路
線配合都市計畫，預定
明年四月完成中央路至
吉安路一段用地取得。
為一併改善都市計畫內
道路，吉安鄉公所依都

市計畫程序將農業區變
更為道路用地後，續行
辦理吉安路一段至明義
三街拓寬作業。
蘇花改完工通車後交
通量增加，本席也關心
後續之配套措施。
針對促進有機農業發
展，但若有機農田週遭
林春生 議員
有使用農藥，仍會衍生
農藥污染，為維護花蓮 縣府團隊輔導農民減少
有機產品的品質，建請 使用農藥。

促串起各鄉鎮文化觀光
本席針對花蓮車站廣
場營造、銀髮族福利、
吉安都市計畫等提出多
項建議，擬請縣府團隊
積極規劃與作為。花蓮
以觀光立縣，旅客服務
中心即是都市景觀門
面，太魯閣接駁車雖然
委外承攬，也應負盡監
督職責，她也提到花蓮
老年人口比例佔絕大多
數，相關福利預算應嚴

以編列。
宜蘭縣「村落美學計
畫」獨創藝文沙龍，利
用花卉蒲公英與種子的
意象，串連當地各具特
色美學據點，形塑觀光
內涵，建議花蓮縣文化
局與觀光暨公共事務處
一同串起花蓮十三鄉
鎮。
本席企盼產官學相互
合作，共通把關花蓮農

游美雲 議員
特產品；雖然花蓮已將
不合格食用油撤除下
架，但偏鄉地區應再加
強宣導、回收，避免民
間持有不合油品卻加以
保留。

盡早疏浚秀姑巒溪及稻熱病補助
建議縣府加速爭取秀
姑巒溪河川疏浚，特別
是春日里到德武里段應
儘速興築堤防。第九河
川局同意於明年度工程
結餘款，第一優先順位
來辦理秀姑巒溪春日到
德武間的堤防；也希望
德武里苓雅溪北端堤防
完成，但南端堤防卻沒
做，希望縣府儘速爭取
經費把堤防蓋起來，否

則還是會造成水患。
針對慈濟積欠縣府
六千六百餘萬元房屋
稅，經過稅務人員六年
來出庭卅五次，成功的
小蝦米打敗大鯨魚，值
得稱讚。但是，尚有國
防部積欠地方四億地價
稅及十三億元房屋稅，
地方稅務局若能追討成
功，相信全體花蓮鄉親
會更感謝。

本席就金針花季行
銷宣傳、赤柯山解編
後農民未能合法承租
農地、玉里大橋改線
將對當地居民造成生
活型態改變等問題表
示關切。玉里大橋改
線工程定案前，務必
要有讓當地民眾發聲
的機會，若要改線則
盼舊橋能保留作為教
學及遊憩之用。

另外，由於平埔族
文字敘述、語言存留
少，希望縣府參考台
南市西拉雅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包括相關預算編列、
組織架構等，希望支
持富里鄉成立西拉雅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建構族群認同，保障
原住民族文化的生存
發展。

的，卻因苦茶樹缺乏管
理無法量產，卓溪有三
寶，獵人之米、粗糧梅
醋、苦茶油，希望縣府
大力行銷花蓮安全優質
的農特產品。
玉里鎮內低收入戶
共有817位、356戶，全
縣低收入6643人、903
戶，希望縣府推動低收

文化局長陳淑美表
示，將與原住民行政
處通力合作，一方面
就文化保存著手，一
方面則從西拉雅來進
行雙軌保存。

龔文俊 議員
入戶微型保險，保障弱
勢族群因受傷、死亡所
造成的家庭困境，將為
弱勢鄉親帶來長遠的保
障。

建議設立原住民保留地糾紛調委會
本席針對土地問題及
體育項目推廣及發展策
略提出多項建議。花蓮
縣與吉安鄉多處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可
善加運用，例如規劃成
為原住民特色商圈或是
多元教育文化空間，由
當地部落進行養護，既
可當作重要祭祀場所，
也可將過往的歷史文物
完整展示；縣府在推動
各項重大建設的時候應
與部落先溝通，以保障

民眾的生存權。
目前保留地與傳統領
域的申請數量太多，核
定面積與實測面積有所
出入，最重要的是有許
多土地糾紛，建議能專
案成立「原住民保留地
糾紛調解委員會」，讓
專業人員以客觀的角度
進行調解，以達公平公
正原則。
縣府對體育運動發展
應有系統化的規劃，除
了要求學校落實體育課

笛布斯‧顗賚 議員
程、舉辦區域性比賽，
也應針對體育競技項目
設定重點奪牌項目、擬
定奪牌策略，建立運動
員長期訓練資料庫以檢
視訓練成果。

原住民一條街攤位分配及房仲業務
本席針對原住民一條
街配套措施、黃色小
鴨掀起觀光狂熱提出
建言，希望縣府大力
振興地方觀光、原民
產業。
傅縣長表示，縣府
於六期重劃區週邊打
造原住民一條街，並
樹立大型原民圖騰意
象，至於攤位分配、
租賃方式將召開全縣
部落會議進行協商，
讓全體部落原民鄉親
受益。

本席質詢花蓮地區的
房屋仲介公司管理辦
法，有無嚴格把關其
業務行為，不要被不
肖的仲介公司，因買
賣行為過程中有所爭
議，動不動就恐嚇土
地或房屋賣主，尤其
甚者，有些仲介公司
專對我們原住民族人
對土地或房屋買賣的
法條根本不懂。比方
說，就是賣主沒拿到
訂金，也不想賣而被
告上法院，讓人民沒

本席就愛狗樂園清除
地上物補償與原住民保
留地增劃編議題提出質
詢。縣長傅 崐 萁就愛狗
樂園清除地上物補償乙
案答詢表示，若有案例
縣府將比照；若無案例
可以援引，縣府也會募
集民間資源尋找財源，
以維護民眾權益。
就原住民保留地增劃

編申請議題，傅縣長答
詢，此項申請作業核定
權責係由中央單位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徵詢
各公地管理機關同意
後，再由原民會陳報行
楊德金 議員
政院核定，花蓮縣政府
本席並肯定今年舉辦
僅執行鄉鎮市公所函送
之申請資料、代為轉陳 之花蓮翱翔季為中區帶
原民會，縣府並無核准 來八十五萬遊客，推動
觀光發展。
之權限。

吉安居住環境及山海劇場規劃
吉安鄉永興村全民國
宅鄉親因污水處理不
當，長期忍受惡臭氣
味，且新興的安養中心
也將設置於內，如此不
良環境必將影響住戶與
長者的健康。
本席再就原住民族傳
統藝術豐羽計畫，以及
豐濱鄉山海劇場作探
討。原住民行政處處長
林國柱表示，光復鄉馬

太鞍部落為棒球國手的
故鄉，故以此為核心向
外擴充規劃及建設營
造，興建重大設施除通
報當地耆老、頭目、鄉
長，與負責人共同研
討、決議，另外也向族
人作說明，並同時顧全
豐年祭場地、運動槌球
場地及改善族人收入等
三項要點，後續工程則
是由建設處接管。

孫永昌 議員
傅縣長對山海劇場提
出回應，表示以部落建
設為基準，可保存並延
續原住民族文化特色完
整性，可改善當地生活
條件、經濟發展，增加
地方就業，為花蓮後山
印象創立新格局。

潘富民 議員

正視南區產業發展及醫療資源失衡
本席針對玉里麵節、
食安問題、催生低收入
戶微型保險、玉里榮院
升格為台北榮民醫院玉
里分院等議題質詢，期
盼縣府正視南區的產業
發展及醫療資源失衡問
題！
玉里、卓溪苦茶樹種
植面積是全台屬一屬二

關切愛狗樂園地上物補償

原住民農友工作權益及安全
本席關切原住民農友
的工作權益及工作安全
問題，政府鼓勵原住民
族青年回部落，也應該
要保障原住民同胞的工
作權並鼓勵耕作。此
外，南區鄉親大部分以
務農維生，農路多是泥
沼，容易造成車輛打
滑、運送農作物困難或
途中受傷，農路崩塌也

會造成農民的損失慘
重，希望縣府加強整修
鋪設農路。
農業處張智超處長表
示，山坡地因受限於水
土保持法而禁止翻土，
除此之外則無特別限制
種植作物種類。他並表
示，提升農路品質一直
是縣府積極推動的目
標，而縣府每年皆有編

陳英妹 議員
列相關預算執行，另也
提計畫報請花東地區發
展條例，希望中央的經
費能夠挹注花蓮建構完
善的農路系統。

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延宕
本席針對原住民保留
地增劃編程序引民怨質
詢。原住民行政處長林
國柱指出，花蓮縣目前
尚有逾5千筆保留地已
申請而尚未排定會勘，
將積極協調各鄉鎮市公
所及公產機關儘速完成
初勘程序，已向原民會
爭取經費核撥鄉鎮公所
執行土地分割、丈量

工作，此外更於花蓮縣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爭取
八百萬經費，希望讓原
民鄉親及早完成增劃編
作業，取得土地。
花六十四線路面不平
整、路樹遮蔽行車視
線。本席也關注原住民
優秀體育人才培育，教
育處長陳玉明答詢表
示，玉里國小棒球隊成

陳修福 議員
立多年，由於今年度球
隊教練個人因素與學校
終止聘約關係，希望協
調選手家長消除誤會，
讓孩子順利組成地主聯
隊參與下月「威力彩盃
全國少棒錦標賽」，重
振花蓮體育雄風。

不滿縣府發違建拆除通知卻臨時喊卡
針對東椰館違建拆除
作業，本席不滿縣府發
了違建拆除通知，卻臨
時緊急喊卡，似有圖利
財團之嫌，為維護原住
民土地權利，要求縣府
絕對要依法辦理，違建
該拆就拆。依法違建由
縣府辦理即可，哪需要
看高分院的判決，那法
院判決拆屋還地，到時
候縣府拆是不拆？

秀林鄉崇德國小發生
老師體罰學生事件，不
適任教職員請不要都弄
到鄉下來；為縮短教育
城鄉差距，應該要把優
秀校長、老師請到鄉下
來服務，針對不適任教
師處理問題，本席質疑
學校教評會往往官官相
護，應該要好好檢討，
不然，倒楣的都是原住
民及偏鄉的小孩，聽說

黃輝寶 議員
老師體罰學生幾乎讓學
生殘廢，為何不移送法
辦，重申不適任教師應
該儘速淘汰，以免誤人
子弟。

籲縣府擴張山蘇產銷及補助
余夏夫 議員
有保障與安全。更可
怕的是仲介人員拿資
料向法院提出假扣押
情形發生，造成土地
所有人身心懼怕與恐
慌。縣府地政處要如
何處理？

原民山蘇特殊作物市
場營運產銷不普及，
山蘇市場價格大幅滑
落，期望縣府在產銷通
路、有機肥及設備添購
補助，降低農戶栽植成
本，增加農友實質收
益。
至於休耕補助政策，
農業處處長張智超表
示，配合中央「活化休

耕農地計畫」，農民至
多辦理1期休耕，請領1
次休耕補助，另1期則需
辦理轉(契)作，種植轉
(契)作作物，政府才給予
獎勵補助，對於2個期作
皆種植轉(契)作作物者，
政府皆給予轉(契)作獎勵
補助，由農糧署分署將
中央補貼併同縣府配合
款匯入戶籍農會後轉發

陳長明 議員
農戶。
第九河川局將原舊豐
平橋至上游河段更名為
支亞干溪，希望指標全
面正名外，也全面進行
河川疏濬工程，保障居
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憂蘇花改通車後市區車輛分流 小花蔓澤蘭危農作及學校裁併
王燕美 議員
今年一期的稻熱病補
助迄今農民仍未領到，
影響農民生計甚大，建
請農業處維護農民權
益。在行政流程上，希
望能直接將申請公文送
達予農民。

蘇花改通車後，建議
縣府提前規劃花蓮市區
交通路線，疏通車輛至
六期重劃區、文創園區
等市中心週邊停車點，
並安排循環接駁車，全
面解決交通堵塞問題，
更能吸引觀光客進駐市
區定點消費，商機無
限。若將佳山基地橋面

拓寬，將能導引蘇花改
的車輛分流，避免市區
嚴重塞車。
本席認同闢建愛狗樂
園「尊重生命、愛護動
物」的觀念，但愛狗樂
園選址與原民傳統領域
產生衝突，此外，不論
是管養、人事費用等支
出相當龐大，向企業籌

林秋美 議員
措募款更是不易，希望
縣府先行考量愛狗節育
政策，一年４５０萬經
費，將大幅減低縣庫的
負擔。

本席就卓溪鄉有機農
業發展與小花蔓澤蘭提
出質詢，小花蔓澤蘭危
害農作，導致農作產量
下降，期許縣府團隊提
出解決之道。
農業處處長張智超答
詢表示，目前縣府委由
鄉鎮市公所執行清除工
作，為鼓勵民眾參與清

除工作，林務局訂出收
購小花蔓澤蘭每公斤五
元，縣府正研擬編列預
算，提高收購價格，增
加民眾參與意願。
許多學校因面臨少子
化衝擊而面臨撤校問
題，花蓮有許多學校人
數雖少，卻富有特色，
如卓楓國小在參加各項

呂必賢 議員
原住民比賽時屢獲佳
績，因人數過少面臨裁
併，影響部落偏鄉的學
童受教權益甚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