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屆第九次定期大會特刊２之２花蓮縣議會

　　本席關切南區農路、

聯合豐年祭推動及原住

民甜心選拔、培訓，原

住民瓦斯補助等辦理。

　　傅縣長表示，縣府將

協助每個鄉鎮舉辦大型

豐年祭。至於農路基礎

建設皆積極辦理，以保

障農民安全。此外，秀

林、萬榮、卓溪等三個

山地鄉原民鄉親可申請

家用桶裝瓦斯補助，日

前縣府已向原民會主委

研商並獲首肯，在經費

許可範圍內，奇美、豐

濱等交通不便的平地部

落鄉鄉親可比照山地鄉

取得瓦斯補助。

　　至於原住民甜心選

拔、培訓，原住民文化

課程列為優先訓練課

程，此外更包含美姿美

儀、口語、彩妝、肢體

律動、體能訓練等六大

項課程，培養原住民甜

心成為花蓮觀光大使、

原民文化傳承的重要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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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則對於花蓮─玉

里路段，縣內南區交通

有所感發，熱烈企盼縣

長傅崐萁帶領親，爭取

花蓮「第二條安全回家

的道路」。　　本席關

切狩獵傳統慣習牽涉到

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以及安全使用問

題。先前也有提出因應

措施，向原住民委員會

申請補助，企盼安置、

管鎖槍械櫥櫃，爾後將

來安全性，也待警察局

再加強管理。

　　本席以台東「會走路

的老榕樹」為借鏡，盼

切藉由原住民行政處、

文化局、觀光處橫向合

作、行銷，將布農族舉

世聞名的射耳祭抓豬競

技，以及「八部合音」

傳統藝術文化資產，大

力推展到世界舞台。

關心南區交通建設及原民傳統文化

　　本席就農田常遭野生

動物破壞及萬榮、卓

溪、光復地區箭竹筍產

銷，希望縣府提出妥善

解決之道，守護農民鄉

親權益。

　　農業處長張智超指

出，由於花蓮大力推行

環境保護工作，近年來

縣內野生動物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在生態保護

與農民收益間如何取得

平衡，需要審慎探討。

依照現行野生動物保育

法之規定，當野生動物

有危害農作物之情形，

民眾可以進行人道捕

捉，維護農民的權益與

生計。

　　另為保持農產品市場

競爭力，縣府委由農會

直接向農民採購，在收

成前以每公斤58元的價

格統一收購箭竹筍，未

來縣府也會透過農產運

銷社持續收購萬榮、卓

溪、光復等地箭竹筍，

全力行銷部落優質農產

品。

促守護農民鄉親權益

　　本席關切奇美公墓禁

葬、熱氣球活動，以及

成立「花蓮農漁畜產運

銷保證責任股份有限公

司」。

　　傅縣長表示，瑞港公

路因迴轉半徑不足，中

央明令大型巴士禁入，

為求地方交通安全、觀

光發展，縣府有當面向

行政院江院長、交通部

葉部長陳情，地方政府

無力管養，盼交還公路

總局劃歸省道支線，並

進行養護、拓寬，目前

仍在協商。

　　本席肯定花蓮農產運

銷公司即將成立，希望

能夠推展在地農作物產

銷，尤其今年箭筍兩個

月盛產季，有三千五百

萬到四千萬產值，但價

格落差大，筍農血本無

歸，希望縣府設置營損

基金、補貼農民。

　　本席也質詢花蓮體育

人才培育，以及「原住

民族傳統藝術豐羽計

畫」進度。

肯定花蓮農產運銷公司成立

　　本席首先就秀林鄉崇

德村地區觀光發展規劃

提出建言，崇德村擁有

良好地理位置，從崇德

看向清水斷崖風景更是

美不勝收，國內外眾多

旅客慕名而來，盼縣府

積極推廣該區域觀光發

展，讓原民文化發揚光

大，也帶動部落經濟成

長。

　　本席感謝傅縣長對

秀林鄉社會福利上所做

的努力，並在經費困窘

下，完成許多不可能任

務，但縣內仍有部分孩

童餓肚子上學，縣府可

否提供國中小免費早

餐。傅縣長表示，「早

餐非常重要」，縣府現

已提供國中小免費營養

午餐，至於營養早餐則

必須開闢財源，朝議員

所提方向努力。

　　傅縣長指出，花蓮從

觀光做起，而秀林鄉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太魯閣綠能巴士」將

於六月正式啟動，建構

完善低碳運輸，吸引更

多觀光客進來。

發展秀林觀光帶動經濟

　 　本席就瑞港公路養

護、河川疏濬、部落老

人乘車、體育選手及教

練得獎獎金、選手選拔

機制、各鄉鎮原住民保

留地承辦、母語老師安

排等議題提出建言。

　　對於瑞穗奇美部落長

者乘車問題，鄧處長表

示，中型巴士可以通

行瑞港公路，會再檢討

客運路線，研議是否可

行。

　　花蓮為體育王國，有

許多國手、教練皆為花

蓮出生，但近年有許多

精英被外縣市挖角，教

練的福利也不如它縣。

縣內國小至高中選手選

拔賽於一天內完成，對

於選手負擔極大。

　　有些鄉鎮公所原住民

保留地業務承辦人工作

不積極，且人員異動頻

繁，導致業務無法確實

執行。另外，各地區阿

美族族語並不相通，北

區老師教南區學生，會

導致學生學習母語後卻

無法與家人溝通。

建言瑞港公路養護、體育機制

　　本席首先就豐濱鄉沿

河地區土地流失問題表

達關切，除會向立法院

反應之外，也希望縣府

能夠多加關心此一議

題，為鄉親守護權益、

解決民困。

　　本席就美崙溪整體環

境規劃建言，希望從水

源橋到美崙溪出海口共

計十二公里的區域做出

完整規劃、整頓水質，

為鄉親打造一個能夠遊

憩、休閒的去處。建設

處長鄧明星答詢表示，

縣府自去年起即調整經

費分配，為美崙溪作出

整體規劃，盼塑造不同

的樣貌。美崙溪水質整

頓，首先為家庭污排水

接管，完成後將可防止

汙水流入美崙溪，其二

為配合環保局實施人工

淨化水質。

　　本席針對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延續表達關切，

也反映萬榮鄉西林地區

農路顛簸以及山蘇銷售

價格不佳。張處長表

示，縣府會加強西林地

區農路維護，也會輔導

農民尋找銷售管道。

關切豐濱鄉土地流失及農業政策

　　本席就全縣車站售票

率第三名的志學火車站

設施，以及溪口車站回

填後周邊道路疏通等問

題表達關切。

　　另外，自來水管老

舊、汰換及管線不足的

問題未解決，目前尚有

部分區域村民沒有自來

水可用。

　　七月紅面鴨的出現，

將重新為鯉魚潭帶進

人潮，希望除了紅面鴨

外，能再增加周邊亮

點，並儘快重新啟動水

舞。

　　106年蘇花改通車後，

盼能於市區設置低碳綠

能電車，結合旅宿和

重要景點，帶進觀光人

潮，同時解決塞車和停

車問題。另外，希望縣

府能為全縣516位維護花

蓮縣容不遺餘力的清潔

隊員加保意外險，保障

工作安全。

關心志學火車站設施及鯉魚潭水舞

　　近年來縣府內多處技

術部門，因稽查、稽核

人員內部作業缺失，造

成完竣工程仍需重新開

挖、檢驗等裹足不前，

不僅業者要自行吸收與

承擔開機費用，還產生

擾民問題，企盼政風處

全力作好把關。

　　近日多位鄉親反映，

有關於南平段公路局道

路拓寬問題，公共設施

用地取得牽涉徵收瑕

疵，希冀地政處儘速召

開說明會，完成協議價

購程序，並偕同農田水

利會到場實質訪查，解

決日後排水問題。過去

配合產業東移政策，砂

石業者來花蓮設廠，如

今礙於法規修訂及「八

不政策」，業者半數以

上不合法，取料、生產

皆須借料、買牌慘澹經

營，希望協助輔導在地

砂石業者生計。

　　感謝傅縣長實際去探

勘台灣玉礦線，期盼傅

縣長與文化局、觀光處

研議，搭配當地DIY結

合永續經營概念，讓台

灣玉，如九份「金瓜石

黃金館」風華再現。

　　傅縣長表示必須珍惜

礦脈，花蓮縣政府會作

好玉石的規畫。

盼縣府輔導砂石業及豐田玉業者

　　小黑蚊叮咬防治，本

席期許縣府研擬妥善解

決之道解決鄉親困擾，

並呼籲鄉親清理住家外

環境，確實根除小黑蚊

的藍綠藻食物來源孳生

場所。

　　民國106年蘇花改通車

後車潮湧入，經交通部

預估花蓮縣車輛將增加

二分之一，本席希望縣

府研擬疏導車流因應之

道，同步提升本縣建設

與觀光發展。建設處長

鄧明星答詢表示，縣府

研擬多項方案因應，包

括縣內部分道路拓寬、

大眾交通工具接駁等方

式保持交通順暢。

籲防治小黑蚊解決鄉親困擾

　　本席就非都市土地管

制事項由地政處說明。

地政處長陳聰慧指出，

關於非都市土地管制規

則第五條明定，非都市

土地劃定使用分區，而

且完成使用地編定之

後，是由縣市政府來管

制，由鄉鎮公所隨時檢

查，如果有違規使用情

形，將報由縣市政府來

處理，由縣市政府組成

聯合取締小組，取締違

規情事，維護民眾權

益。

　　至於台九線235K至

237K用地取得與北林段

用地徵收作業；地政處

指出，目前由交通部公

路局辦理協議價購，北

林段用地徵收部分，已

責成鳳林地政事務所就

當地近期的買賣實例依

規定檢討因應，務必維
護土地所有權人應有的

權益。

質詢台九線北林段徵收及土地管制

　　六十石山地勢較高無

法供應自來水，針農夜

晚須從山下載水上山，

除了擔負八千元車資和

工資外，尚有安全疑

慮，期縣府多方思量，

尋求妥善解決之道。

　　傅縣長表示，興建蓄

水池需要做好完善規

劃、可行性評估，並依

中央相關法令進行，也

須鎮公所、水源地部落

鄉親配合，縣府願作為

溝通交流平台。

　　本席接著質詢赤科

山、六十石山高空纜車

議題，傅縣長表示，赤

科山、六十石山高空纜

車須做好妥善規劃與可

行性評估，依照中央法

令依程序運作，縣府正

積極辦理中，期創造南

區觀光新亮點，促進地

方產業榮景。

　　玉里站與台東站同屬

台鐵一等站，但玉里站

前廣場目前寬度僅15.5米

過於狹窄，僅能供三台

車通行，盼縣府協助拓

寬，增進鄉親「行」的

權益。

關心赤科山六十石山纜車及針農用水

　　建議縣府建置3D平

台，可彙整縣府各局

處資料，作為縣民互

動最佳平台，也能朝

觀光資訊提供及導覽

平台、防災救災等面

向發展，擁有無限想

像空間的運用。

　　建置3D平台能提高

政府行政效率、運作

有效率之防災救災、

提 供 觀 光 資 訊 等 效

果，希望縣府行政暨

研考處整合各單位資

訊，打造最佳互動平

台。

　　潘議員接著就六十

石山及赤科山高空纜

車、花東快速道路議

題提出質詢，傅縣長

答詢，經濟發展需要

安全便捷的交通，全

台各地都盼望早日興

建快速道路，立法院

日前已於二讀會通過

花東快速道路特別條

例 ， 待 三 讀 通 過 之

後 ， 即 可 依 程 序 執

行。

建議縣府建置3D平台

　　本席就縣府所獨家推

動的具有本土性特點的

紅面鴨，在鯉魚潭展示

而紅遍全台，相較黃色

小鴨有讓人心情舒適的

療癒性，花蓮的紅面鴨

是討喜的吉祥象徵物。

紅面鴨紅遍全台，有關

紅面鴨與黃色小鴨的優

劣面向提出質詢。

　　本席關切六十石山、

赤科山金針花留花，以

及瑞穗溫泉區，督促縣

府實行多項政策，打造

南區觀光景點促進花蓮

觀光產業發展。傅縣長

自上任以來勤於縣政，

提高行政效率、推動有

感施政，讓鄉親幸福有

感。

肯定提高效率 推動有感施政

　　本席質詢103年度基

層棒球扎根實施計畫的

「強棒計畫」、原住民

部落文化經濟產業兩大

議題，原住民文化產業

是花蓮、台灣最大的觀

光資產，期盼縣府重視

部落文化經濟產業，展

現花蓮深厚軟實力。

　　本席就原住民部落經

濟產業提出七大面向，

建議原住民城市識別應

更加鮮明、原住民觀

光發展目標對象更多

元、建置觀光業的「門

市」、還原原住民史觀

以突顯文化之美、借力

使力逐夢踏實、基本工

應持續不斷，以及多元

化花蓮在世界網路的連

結等，觀光建設應展現

軟實力，沒有特殊的歷

史人文，就不會有吸引

力，更沒有優勢，包括

彩虹夜市、香榭大道，

應注入屬於花蓮地方的

靈魂。

　　文化局長陳淑美表

示，有關還原原民史觀

論述，今年度文化局將

朝主體性史觀論述為核

心業務推動，並透過行

銷、開發，增加原住民

工藝師訂單活絡經濟。

促改善縣棒球場提部落經濟七大向

　　本席針對補助長者參

加體育賽事、辦理今年

度原住民聯合豐年節、

原住民一條街、南區候

車亭、長者假牙補助等

議題提出建言。

　　傅縣長回應，縣府對

於各年齡層的運動員出

外比賽都樂觀其成，每

一年都會於法令規範內

給予部份支持和協助；

他日前也向體育署爭取

設立花師大體育園區，

已得到正面回應，並透

過爭取編列更多預算留

住體育人才，特別針對

花蓮成果優異的運動項

目如射箭、棒球、田

徑、跆拳道在花師大成

立培訓專區。

　　建設處鄧處長就原住

民一條街施工進度回

應，為使長者安心等

車，候車亭已逐步改善

中，針對必要區域會優

先施作。

　　社會暨新聞處處長劉

嘉泰表示，本縣假牙補

助從98開辦至今，主要

提供中低收入65歲以上

長者補助，目前已依據

老人福利法及本縣預算

規劃，研議擴大適用範

圍。

質詢原住民一條街及長者假牙補助

　　本席針對花蓮港納入

「自由經濟示範區」、

台北捷運所衍生的社會

教育問題及端午節食安

等重大議題探究，期盼

縣府團隊細膩擘畫花蓮

未來，提升鄉親生活品

質。

　　本席肯定傅縣長具有

宏觀國際視野，將花蓮

觀光推向世界舞台，並

積極爭取花蓮港納入

「自由經濟示範區」。

自經區設置攸關地方發

展，希望縣長進一步

說明自經區對花蓮的幫

助，以及是否因進口農

產品頻繁而混亂自有品

牌，發生諸如某玉里商

人為牟利，將花蓮米摻 雜外國米等情事。

盼說明自經區對花蓮幫助

陳英妹 議員

徐雪玉 議員

葉鯤璟 議員

林春生　議員

游美雲　議員

王燕美 議員

潘富民 議員

龔文俊 議員

笛布斯‧顗賚 議員

余夏夫 議員

林秋美 議員

楊德金 議員

陳修福 議員

黃輝寶 議員

陳長明 議員

呂必賢 議員

孫永昌 議員

廣告

積極辦原住民甜心選拔、培訓

賴進坤　副議長

　　本席針對原住民教師員

額保障及鄉親反應土地部

分徵收不公，縣府行政執

行不應有任何偏頗。

　　縣府教育處長陳玉明指

出，目前花蓮原民教師占

總額10%，為取代過去中央

推動的原民師資培育班，

縣府將依現有員額、委請

東華大學師資培訓中心培

育師資。陳處長也強調，

依原住民基本法規定，五

年之內應培育三分之一的

原住民教師，縣府正努力

朝目標進行，一方面從現

有缺額控管，一方面培育

原住民教師，以落實部落

教育及文化傳承。

　　傅縣長強調，有關南平

鄉親反應土地部分徵收不

公，縣府在土地徵收上並

無任何利得，執行也不會

有任何偏頗，並依實際狀

況處理；縣府只有一個大

原則，在合情合理合法的

基礎上，絕不讓花蓮鄉親

吃虧、委屈！

　　有關老人長照議題，傅

縣長表示，65歲以上長者

有近兩成失能，目前已

全面興建老人館、增加設

備、提供免費健檢，讓老

人家能在館內從事休閒活

動，在彼此互動的過程

中，降低長者失能的風

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