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第一次定期大會特刊２之２花蓮縣議會

　　本席針對麥德姆颱風

受損道路修繕、道路拓

寬與花東快速道路等議

題，提出質詢。台九線

道路鋪平採用補釘式，

恐影響道路景觀；花64

線道路自去年麥德姆颱

風造成路面兩個大洞，

影響用路人安全；富里

鄉豐南社區聯外道路橋

樑只能單線通行，希望

拓寬路面促進交通動

能。呼籲加速花東快速

道路、八通關古道的通

車，促進花蓮南區的經

濟動脈，期盼縣長展現

魄力，帶領鄉親北上爭

取用路權益，藉此活絡

花蓮南區觀光景點，例

如安通溫泉特定區、豐

南梯田生態景觀，促進

花蓮南北發展平衡。

　　本席提出成大研究基

金會的調查報告，數據

顯示秀姑巒溪內魚體受

塑化劑汙染嚴重。環保

局長饒忠表示，秀姑巒

溪的檢測值皆合乎國家

標準，會再詳細了解

成大的相關報告。農業

處長羅文龍回應，溪畔

養殖業廢水排放合乎規

範，將持續監測，降低

汙染。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8 日 星期 四

員警埋伏取締惹民怨 張峻籲再教育

　　本席透過質詢，與縣

府團隊研議卓溪鄉未來

的發展方向。卓溪鄉清

水農場的三百公頃土地

日後可望開放予原住民

鄉親耕作，請縣府農業

處、地政處協助卓溪

鄉公所協助推動相關的

行政業務及土地規劃作

業。

　　傅縣長感謝本次質詢

期間，議員深入基層，

反映民意，與縣府進行

良善的雙向溝通，未來

將持續與鄉親站在一

起，為鄉親打拚。今年

暑假，縣府更戮力擘劃

四大主題樂園，可望將

為花蓮觀光寫下嶄新的

一頁。 

蘇忠亮盼協助清水農場開放原民耕作

　　萬榮鄉馬遠國小因學

生人數過少，本席憂心

面臨併校，希望縣府教

育處妥善照顧學生受教

權益。教育處長陳玉明

答詢表示，整併小校立

意是為孩子未來學習

著想，目前依照原住民

族教育法規定，整併原

住民重點學校，須經當

地設籍二十歲以上鄉親

多數同意，後續縣府也

將規劃民族教育實驗學

校，針對學童就學便利

性及安全作審慎考量。

　　本席也關切花蓮體育

人才培養問題。傅縣長

表示，花蓮是體壇的搖

籃，縣府會持續支持人

才的培養，讓人才留在

花蓮成長茁壯，為全縣

爭取榮耀。若縣府力有

未逮，也祝福花蓮體育

人才到最適合的地方接

受培訓，這是讓花蓮孩

子站上世界體壇的重要

觀念，只要孩子有最好

的舞臺，縣府都會予以

支持。

陳長明憂併校學生權益及體育人才培養

　　近年原住民部落意識

抬頭，希望在部落傳統

祭典、歌謠及故事等文

化層面受到保護與尊

重，希望文化局推動原

住民智慧財產權保護事

宜。

　　本席肯定傅縣長過去

帶領鄉親北上抗爭，為

縣民爭取到「安全回家

的路」蘇花改工程，希

望傅縣長再次拿出魄

力，促使南投埔里鎮至

花蓮中區的公路及早開

闢，帶動花蓮整體產業

繁榮發展。

　　本席也關心縣內合法

民宿建照核發、奇美部

落文物館爭議，以及太

巴塱祭祀廣場興建等議

題。

　　傅縣長回應，縣府原

行處、奇美部落、瑞穗

鄉公所三方持續協調，

期盼珍貴的奇美文物亦

能至花蓮市文化局策

展，讓大花蓮地區鄉親

深入認識台灣唯一住在

山上的平地原住民。

楊德金關心合法民宿建照及奇美文物

　 　花蓮自民國76年以

來，裁併25所學校，但

教育處在閒置校舍管理

的工作上脫序，例如鳳

林鎮中信國小籃球架板

與瞭望台破舊、校內雜

草叢生髒亂；秀林鄉重

光分校、秀林鄉和中分

校看不見大門，泥沙堆

積，宿舍殘破不堪，昔

日美麗的校園變成犯罪

的溫床。建請教育處對

25所閒置校舍提出具體

活化的方法，也希望秀

林鄉閒置的校園在3個

月內回復以往的光景。

　　近年原住民族人在花

蓮市、吉安鄉、新城

鄉、秀林鄉等四個鄉鎮

市的人口逐年增多，建

議原民處考量增加編列

年度設置名額與經費。

　　花蓮縣文化遺址有秀

林鄉富世遺址、萬榮鄉

平林遺址、富里鄉公埔

遺址、瑞穗鄉掃叭遺址

等，近年來村民不斷反

應希望撤銷指定遺址，

讓他們能夠使用自己私

人的土地。

許淑銀建議因應人口增設部落組長

　　本席肯定縣府教育處

長陳玉明任職玉東國中

校長時，為學童開拓發

展機會，一手創立木工

技藝工廠與課程，讓學

生找到自己的出路與興

趣，並期盼縣府持續思

考如何給予學生發展的

舞台，使其學得一技之

長，逐漸改善縣內弱勢

民眾的經濟狀況。

  原住民國、高中生可

於寒暑假期間安排修

理汽機車、船舶、飛機

等課程，青少年可塑性

高，是學習各項技術的

好時機。對於原住民低

收入戶者，也建議透過

社會資源協助，培養一

技之長。

　　玉里鎮春日里有各種

特色農產品，建議未來

農業處於其他縣市推廣

時，能夠加強行銷原住

民農產品，並建請縣府

補助相關生產設備及營

運的場所，例如封口包

裝機。

陳英妹促培訓原民機械修護課程

　　本席針對光復鄉大安

段公園預定地解編與保

留提出質詢。建設處長

鄧明星答詢，近期內可

以完成相關行政程序，

維護民眾的權益。

　　本席同時關心房屋修

繕與建造、農業機械等

各項補助措施。原住民

行政處代理處長督固‧

撒耘表示，補助房屋修

繕者須具有中低收入資

格，申請訊息將周知各

鄉鎮市公所；農業處長

羅文龍則答詢，農業機

械補助視受補助者承租

土地或私有土地的種植

面積而定，大型農業機

械中央補助三分之一費

用，小型農業機械則由

縣府編列預算補助，照

顧返鄉耕種的農民，減

緩經濟壓力。

萬榮財提光復鄉大安段公園預定地解編

　　本席質詢偏遠國中小

併校交通接駁、校區活

化問題。教育處長陳玉

明答詢，併校辦法規定

交通車接駁或交通費用

補助，教育處也會加強

學童交通車定點接駁。

針對廢棄校區活化情

形，陳處長說，近年25

間廢校已全數提供民間

單位認養，促進社區參

與。

　　針對美崙溪主流、支

流八堵毛溪土地解編

問題；建設處長鄧明星

表示，目前進行都市計

畫變更，如規劃在都市

計畫區內的土地，將會

還地於民，以便土地利

用，促進都市發展。

　　本席另關心新住民福

利；社會處長陳玟祺

表示，縣府設立八個據

點提供訪視服務，並積

極申請中央經費補助，

同時關心新住民婦女受

暴議題，縣府亦提供安

置、翻譯服務。

張正治關心併校學童交通及新住民權益

　　本席針對懸宕三十年

的光榮砂石專業區提出

質詢。觀光處代理處長

彭偉族表示，礙於目前

土地纏訟，土地變更前

是為農牧用地，不符土

地管理機關退輔會台

東農場之使用規定，另

依照經濟部工業區興辦

事業審查規定，超過30

公頃土地須報內政部核

定，目前縣府將報工業

局進行專案申請處理。

　　建設處處長鄧明星表

示，光榮砂石工業區因

歷史脈絡、人事更迭而

延宕三十年，縣府規劃

建構砂石專用區，遷移

不合時宜的砂石場。在

完備工業區合法程序前

提下，後續若為縣府自

辦情況，建設處將擔綱

末端工作，積極處理。

葉鯤璟質詢光榮砂石專業區

　　103年全縣各鄉鎮市花

費新臺幣兩億九百萬元

推動人行道改善工程，

但陸續發生花盆、廣告

物及汽機車佔用人行道

情形，影響行人權益甚

鉅，希望縣府建設處、

警察局加強改善。

　　建設處長鄧明星答詢

表示，縣府近年鼓勵各

鄉鎮市提報人本環境改

善計畫，向內政部爭取

友善人行道空間，人行

道佔用情形違反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辦法，會請

縣警局加強取締。

　　鑑於花蓮市區包括中

華路、中山路、中正路

及吉安鄉許多重要道路

免費停車格劃設並不普

及，民眾迫切需要官方

劃設的停車格，黃議員

也請縣府予以改善，增

進用路人權益，並藉此

消弭許多因車位不足產

生的停車糾紛。警察局

長江振茂表示，警察局

將會同建設處實地勘

查，選擇適當地點劃設

免費停車格。

黃振富籲改善人行道佔用及增劃停車格

　　本席關心慕谷慕魚觀

光產業問題，花蓮近年

以觀光立縣，慕谷慕魚

每日吸引遊客絡繹不

絕，因為居民與旅遊業

者意見相左，導致目前

封山，影響旅遊業者生

計，期盼縣府各局處在

兼顧居民權益的前提

下，設立辦法、解決困

境。

　　本席也針對鳳林國小

活動中心場館天花板輕

鋼架積水、腐壞及水泥

地龜裂提出質詢。教育

處長陳玉明表示，修繕

經費去年已編列預算250

萬元，保障學童在校園

的安全。

游美雲盼縣府解決慕谷慕魚觀光問題

　　本席提出輔導建立農

業品牌以及新住民關懷

構想。農業處長羅文龍

表示，以鶴岡文旦柚為

例，鶴岡文旦占有市場

一席之地，銷售方式多

元，瑞穗農會每年亦透

過舉辦競賽提升農產品

質。此外，縣府更挹注

經費補助選果機，進行

嚴格分級包裝；在栽培

技術方面，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向柚農、產銷班

進行定期及不定期的田

間管理輔導、文旦柚栽

培改良等。

　　社會暨新聞處處長陳

玟祺答詢表示，新住民

福利輔導方案結合教

育、衛生、民政及社

政，縣府社會處亦成立

新住民服務中心，進行

新住民家庭訪問與電話

關懷，目前全縣共計成

立八個社區服務據點，

提供聯誼互動的平台。

為讓新住民融入台灣社

會，縣府今年母親節更

別開生面舉辦波思卡

(POSTCARD)活動，透

過繪有花蓮景點的明信

片，傳達兩地相思。

張智冠促輔導建立農業品牌及關懷新住民

　　本席質詢，針對赤

科山國有農地解編的

問題，後續何時可以

讓農民取得合法承租

權，請地政處給予說

明 ， 該 如 何 協 助 他

們，並建請縣長邀請

國發會主委杜紫軍等

相關機關一起研商，

真正了解地方鄉親的

需求。

　　地政處長陳聰慧答

詢表示，1 0 2年由地

政機關完成土地使用

分區劃地，與農業用

地的編定，所以已經

完成由國有用地解編

為農業用地，現正由

林務局繕造非公用土

地變更為公用土地清

冊，移交給國有財產

署來辦理，移交完成

後，農民即可向其申

請承租。

　　傅縣長回覆，後續

審查機關的部分，屬

中央單位業管，屆時

必定如實轉達國發會

主委來共同研討。

潘富民促協助農民承租赤柯山農地

　　本席就閒置土地的利

用提出建言，人民的

土地如果因為公務員的

怠惰而讓土地荒廢，進

而造成環境髒亂，這恐

怕是有國家賠償法的問

題；此外，土地被徵收

的目的若是不符，將來

如何還地於民，建議縣

府在徵收土徵稅時，需

合理考量。

　　玉里鎮上中正路、中

山路、中華路熱鬧區段

加劃黃線格子，影響當

地民眾停車，警察取締

違停，恐怕影響觀光發

展，建請縣府修正黃線

格子，縮小範圍。

　　希望未來縣內13鄉鎮

市，都能申請到第一類

地籍謄本，達到真正便

民的服務。

王燕美籲徵收土徵稅需合理考量

　　本席主要就農舍的申

請與管理、原住民族的

民族教育等議題提出質

詢。農業處長羅文龍指

出，農地農用是「農業

發展條例」最基本原

則，有關農舍建照之申

請，首先需取得農民資

格後，再向建設處提出

農舍建照申請案；惟近

年來受到農民資格與農

地農舍漸趨商品化，農

委會於今年6月祭出更

嚴格的農民資格認定，

如興建農舍用地不得

小於0.25公頃，農舍用

地與農業經營用地之劃

分、農業附屬設施不得

超過農舍用地基地等，

而花蓮縣農地管理相當

嚴謹。

　　針對原住民族教育規

劃，原住民行政處代理

處長督固．撒耘表示，

縣府相當重視原住民族

學校議題，並在花東地

區發展條例第二期計畫

中爭取設置原住民族實

驗學校經費，並與原民

會、原住民族校長協會

學者專家合作溝通，研

討相關課程與執行技術

層面。

笛布斯質詢農舍建照及原住民教育

　　本席關心蘇花改通車

後交通運輸問題，宜蘭

雪隧開通後致使宜蘭市

區交通大打結，建議縣

府成立跨局處的環境評

估及整體規劃委員會，

規劃整體動線，否則大

量觀光客只留下垃圾、

高房價，反而造成環境

汙染。建設處長鄧明星

表示，縣府用謹慎的態

度面對蘇花改通車後的

挑戰，停車場與道路拓

寬工程已逐步執行，並

積極規劃。

　　有關太平洋公園溜冰

場石碑破損、雜草叢

生，海洋劇場設施鏽蝕

等問題。鄧處長答詢，

美化工程正在進行，短

期內將呈現絕佳風貌。

　　規劃原住民節慶活動

須了解原住民文化的習

性，而非一味消費文化

藝術表演，把原住民當

作是展示品，建議發展

表演藝術平台；另有關

部落大學補助遭挪用出

國考察之爭議，希望縣

府徹查，並妥善規劃經

費運用。

林秋美建議發展原民表演藝術平台

　　日前監察委員實地巡

察時，發現花蓮縣原住

民活動中心自98年迄今

均閒置未使用，委外經

營更流標多達三次。期

許縣府儘速研擬具體可

行之改善方案，發揮該

中心應有效益。

　　為保有東昌社區自然

生態區景觀綠地，希冀

利用原有的灌溉池塘及

溝渠，結合原有社區公

墓變更為公園用地，打

造自然生態區，惟該處

至今仍荒廢多時，請縣

府進一步說明。

　　建設處長鄧明星答

覆 ， 鄉 公 所 在 民 國

九十六年提送東昌公墓

遷葬計畫，縣府准予同

意辦理遷移，但當時鄉

公所通盤檢討時，未將

其列入變更計畫內，嗣

縣府緊急將該案納入縣

都委員會討論，經同意

將其變更為公園用地。

惟呈報都委會後，仍建

議應於下次列通盤檢討

時提出，縣府後續會全

力協助該計畫通過。

余夏夫促彰顯原住民活動中心特色

陳建忠 議員

張正治 議員

葉鯤璟 議員

黃振富 議員

游美雲 議員

張智冠 議員

潘富民 議員

王燕美 議員

笛布斯‧顗賚 議員

林秋美 議員

楊德金 議員

陳英妹 議員

許淑銀 議員

陳長明 議員

蘇忠亮 議員

萬榮財 議員

廣告

陳建忠籲拓寬南區路面 關注秀姑巒溪

張　竣 副議長

　　中南區許多民眾反映，交通隊

經常躲在鄉間小路取締酒駕，且

常開著巡邏車在原住民部落裡

「巡航」，取締違規酒駕，最令

民眾無法接受的是，巡邏警員一

旦遇到疑似酒駕的機車，就立即

調頭追逐，此舉常造成民眾過度

緊張而導致車禍頻傳，警方大可

定點執行酒駕攔檢，實在沒有必

要專程到部落裡，針對性的取締

酒駕。 

　　如果為了偵辦重大刑案或緝拿

通緝要犯而盯哨、埋伏或加強巡

邏，民眾必定認同且樂於合作配

合，不過今天是為了疑似酒駕的

部落鄉親，而不惜驅車調頭追

趕，此舉罔顧公民尊嚴，置人民

行車安全於不顧之作法，已引

發廣大民怨，社區部落裡充斥著

批評執法過當的聲浪，建議各分

局對此取締方式能改進和審慎檢

討，研擬符合人性和重視行車安

全的標準攔檢作業流程，以令民

眾信服。 

　　酒駕肇事層出不窮，斷送了多

少幸福家庭和寶貴生命，我們絕

對支持大力宣導和加強取締，但

在取締的過程中，應以更尊重生

命且更細緻的方法，讓民眾警

惕，並得到應有的人權尊重。

　　再者，警方在接獲重大暴力案

件後，應積極蒐證、約談和偵

辦，以免錯失重大破案關鍵的人

證物，期花蓮縣警察局對於民眾

報案，勿選擇性辦案，對於案件

調查應一視同仁，勿枉勿縱。

余夏夫 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