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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線拓寬 張峻籲縣府開發保安林應謹慎

張

竣 副議長

花蓮縣政府為「紓解蘇花改完工
後的車流，以及發展七星潭區域觀
光」主導拓寬193縣道的計畫，將原
有8公尺道路拓寬為20公尺，交通
部因此核定約15億工程和用地經費
「打造寬敞之人本濱海綠色步道與
具觀光及特色之日出大道」；為了
拓寬，開發單位擬申請解除「2618
號防風定砂保安林」，使森林保護
議題浮上檯面。
這項拓寬計畫經費來自交通部4
年600億的「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環境學者表示，公路總
局去年11月6日現場勘查，承認委員

會只進行書面審查，即核定這項計
畫經費；過程完全沒有任何公民參
與的機制。攸關「開發行為或環境
保護對策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去
年12月17日送交環評會議審查，僅
有半頁A4篇幅，審查委員一致認為
無法審議，全案退回，但當這類計
畫以「公共建設」或「國家重要建
設」要求解除全台各地保安林時，
林務局是否應該主動捍衛保安林？
還是被動配合「公眾利益」辦理
呢？
2618防風保安林範圍北起花蓮三
棧溪出海口，沿海岸線綿延6.5公

里，向南延伸至花蓮機場東北側圍
牆，西依193縣道，東西平均寬度約
230公尺，林相茂密，有「海岸綠色
長城」之稱。未來若道路拓寬，海
岸林帶將更縮減及破碎，衝擊現海
岸林帶防風、防潮、防鹽害和生態
保育；拓寬後帶來大量車潮之空氣
污染、更多侵占破壞以及廢棄物、
排污水和垃圾傾倒等問題。
任何涉及眾多權益關係人的公共
建設，在決策時應該以嚴謹程序的
方式納入各方見解，縣政府應以更
謹慎的態度和程序去處理疑慮，爭
議未解決之前，該段應停止開發。

張正治關心街道排水及影響居民安全 潘富民盼縣府擴大金針留花補助
吉安鄉仁安村南海四
街一路口處，路旁水溝
未加蓋，由於該處是民
眾晨昏運動及學生上放
學必經的道路，而且溝
渠較深、水流亦急，極
易造成用路人危險，嚴
重影響附近居民進出安
全，請縣府於該處水溝
加蓋，儘快將該處補強
設施完成，保障民眾及

學童用路安全。
壽豐鄉豐坪村民權街
31巷旁排水溝設施，因
該處所排水不良，常造
成附近路面積水，嚴重
影響附近居民進出及務
農作業機具進出，遇颱
風或豪雨時經常造成居
民必須涉水而過，請縣
張正治 議員
府建設處並聯合鄉公所
勘，並積極爭取經費改
相關人員至該處所會
善，維護居民安全。

針對準交通部長賀
陳旦、準政務委員張
景森否定已規劃完成
的東台灣交通建設提
出針貶，強調全台國
道交通便利，唯獨花
東民眾連一條安全回
家的路都沒有，情何
以堪？希冀準政府上
任後，將心比心，聽
取花東鄉親最卑微的
心聲，也承諾南區鄉
親全力支持縣府抗

爭，展開怒吼，表達
爭取鄉親平安回家的
決心及訴求。
本席也肯定縣府大
力支持金針花留花補
助政策，赤柯山觀光
人潮每年呈倍數成
長，由2萬人急遽成長
至去年12萬人，六十
石山則有逾20萬人前
往，為地方帶來龐大
商機，希冀縣府能爭
取經費、擴大留花補

葉鯤璟籲縣府協助遷移市殯儀館
本席就蘇花改工程提
出質詢，要求縣長傅崐
萁及縣府團隊必須為鄉
親守住一條安全回家的
路，並呼籲宜花東三縣
的立法委員、縣議員積
極向中央政府反應地方
所需，早日完善東部交
通動脈，還給宜花東鄉
親安全回家的路。
縣府去年打造太平

洋公園及東大門夜市，
為地方創造嶄新觀光景
點，惟鄰近花蓮市清潔
隊及殯儀館影響整體景
觀。花蓮市清潔隊預定
今年底遷移，惟殯儀館
遷移時程地點仍未確
定，盼縣府積極與各鄉
鎮首長、地方民意代表
協調，早日尋覓適當地
點。

葉鯤璟 議員

黃振富建議增加東大門夜市攤位
本席肯定花蓮縣警察
局在治安成果的表現，
去年整體刑案破獲率超
過八成，是民國八十五
年的兩倍，死亡車禍及
竊盜案的發生率也逐年
下降。期許縣警察局持
續完善大數據資料庫，
分析各分局及派出所轄
區案件發生率、破獲率
及種類，進一步提升整
體破案率。

本席建議縣府增加東
大門夜市攤位，為地方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觀
光處代理處長彭偉族表
示，東大門夜市目前合
計四百個攤位，以小吃
及娛樂為主，並搭配周
圍綠地，營造舒適景觀
空間；縣長傅 崐 萁補充
說，東大門夜市基本框
黃振富 議員
架已經完善，原則不會
隨意擴大，避免影響景 觀及造成環境髒亂。

游美雲斥公告地價漲3成不知民苦
本席針對花蓮縣地價
4年來持續攀升，在全
國22縣市中調整幅度第
7，而隔壁的台東縣則
是15，今年公告地價平
均調31.07％，預估稅收
為6.7億元，較去年增
加2.2億元。地價成長
幅度太高，對於「房屋
建築現況」及「土地利
用現況」影響區段地價
之因素，未給予優劣等

級，除影響民眾土地稅
外，對於房屋稅、土地
增值稅、遺產稅也都造
成影響，縣府高官哪知
道人民的怨聲載道痛苦
呢！台中市政府建議修
訂地價調查查估規則，
及於系統增加「環域分
析」及「批次自動距離
測量」功能。希望縣府
「苦民所苦」！多為民
眾想想，不要增加民眾 負擔。

農產品的決心。
本席也提出洄瀾國際
文教會館違法執業經營
陸客住宿，並播放縣內
砂石車、河川汙染、疑
似盜採砂石、丟棄營建
廢棄物等影片，希望縣
府積極徹查、取締，以
維護花蓮觀光商譽、品
質。
花蓮警消人力不足，
比照六都發放超勤津
貼；東里車站夜間燈光
不足，增加照明，避免

潘富民 議員
助，並請縣府針對小
農市集下半年度的擘
畫作說明。
也希望完善員警值
勤保險權益，保障員
警值勤安全。

游美雲 議員

王燕美 議員
在不動用大型機具開挖
的前提下，鬆綁法令、
因地制宜，給予鄉親便
利。

民眾受傷。傅縣長回
應，由觀光處與台鐵溝
通，規劃設置相關設
施。

萬榮財建請整修鹽寮部落聚會所
本席肯定縣府教育處
全力支持全中運，培育
地方優秀體育人才，未
來應持續推動各項體育
賽事、增加專業教練員
額。
本席也就整修壽豐鄉
鹽寮部落聚會所及新
設原住民聚會所等問
題，為鄉親請命。縣府

原行處代理處長陳建村
答詢，縣府補助新台幣
185萬元作為修繕費用，
目前正由鄉公所規劃，
儘快在豐年祭前修復完
成；各鄉鎮市公所提列
的花蓮縣原住民聚會所
萬榮財 議員
興設計畫，則列於花蓮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第二 持，盼儘速獲得國發會
期計畫，爭取原民會支 核定。

本席讚揚法籍神父劉
一峰，25歲隻身來臺，
除了神父身分，也身兼
安德啟智中心負責人，
今日更積極籌建療養
院「怡峰園」，終身奉
獻台灣，為弱勢奔走。
「怡峰園」總經費約
9,746萬餘元，目前只募
款約4,200萬元，募款經
費不達一半，盼縣長能
協助感召更多團體及企
業發揮愛心。
傅縣長感謝陳議員對
南區弱勢鄉親的支持及

照護。他說，縣府十餘
年來支持安德啟智中
心，尤其立委徐榛蔚更
是長期關注，公益活動
須廣集眾人力量，願意
擇期前往安德啟智中心
探訪，給予協助。
希冀將葛鬱金納入
轉作補助項目，葛鬱
金具健康、經濟價值，
但目前仍為非轉作補助
項目，建請縣府相關單
位協助行銷、推廣至全
臺。縣府農業處長羅文
龍表示，葛鬱金頗具地

陳建忠 議員
方特色，協助納入轉作
補助項目。縣府原行處
代理處長陳建村補充答
覆，將與農業處合作，
推出相關展售活動，並
力促於「花蓮原鄉e市
集」網路商城行銷。

本席就瑞穗鄉鶴岡國
小前排水溝加蓋議題提
出質詢，該路段經常有
學生騎車因閃避來往車
輛，不慎摔落至排水溝
受傷，建議縣府建設處
將排水溝加蓋。建設處
代理處長鄧子榆表示，
縣府已編列預算改善該

路段排水溝，訂於今年
完工，保障鄉親用路安
全。
本席也指出，鶴岡橋
南端因護欄高度未統
一，造成多起車禍發
陳英妹 議員
生，要求縣府儘速改
善。建設處代理處長鄧 管護欄，提升該路段行
子榆指出，未來加裝鋼 車安全。

笛布斯關心有機農業驗證費及人才培育 許淑銀盼縣府協尋和平村新收容所
本席針對近半年陸客 出現今有機農業面臨高
團減少40％，民宿及遊
覽車等產業衝擊最大，
其中營運下滑因素以遊
客減少、經濟景氣不佳
為主，建議縣府培養外
配國際觀光從業人員、
開發東協十國和穆斯林
等國際場，做為解套方
案。
本席也就縣內有機農
戶、有機認證、無毒農
業等議題提出針砭，指

勞力、農地分散及驗證
費等問題，盼透過花東
基金提撥經費補助有機
認證費用；另希冀縣府
針對農村再生輔導提報
專案計畫人才培育。
藉由各級學校產業建
置營運計畫，儘速與東
華大學簽訂委託經營管
理合作契約，包含整修
場管、增設設備、成立
競技暨運科研發組、發

笛布斯‧顗賚 議員
展運動科學器材協助訓
練。此外，希冀縣府勇
於承辦無縣市願意承辦
之全中運。

本席針對東大門夜市
原住民一條街煙害問
題、原住民攤商數量等
議題質詢。遊客抽菸、
攤商廚房油煙，導致煙
害問題嚴重，花蓮縣衛
生局長林運金表示，定
期與環保局、觀光處聯
合稽查，並加強取締與
宣導。原住民行政處代
理處長陳建村也補充回

應，依據議員建議開發
多元性的攤位，增進原
住民一條攤商的經濟收
入。
本席也強調縣府應積
極建設原住民部落，提
出太魯閣興建纜車，規
劃大型表演展場空間等
林秋美 議員
議題。原住民行政處代
理處長陳建村回應，表 中，並研擬觀光亮點，
演展場空間陸續規劃當 發展部落經濟與人才培
育。

余夏夫質詢鹽寮漁港及部落觀光活化

張智冠 議員

設處代理處長鄧子榆答
詢表示，光豐公路係屬
台十一甲省道，交通部
公路總局已補強改善橋
體，縣府會向公路總局
楊德金 議員
持續反映拓寬需求，為
鄉親爭取應有的交通權 不必做」，否定東台灣
交通建設，藐視花蓮人
益。
日前準交通部長賀陳 生存權益。
旦一句「不必要的建設

陳英妹建請鶴岡國小前排水溝加蓋

林秋美強調應積極建設原住民部落

張智冠促富里米認證標章及撤查環汙
本席就天然災害農損
救助、富里米認證標章
提出質詢。縣府農業處
長羅文龍指出，今年柚
子與芒果產量不佳，目
前縣府、農糧署花蓮分
署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完成訪視，如判定為氣
候影響所致，依法救助
農民損害。傅縣長補充
說明，富里米享譽國
際，可考量認證商標設
立的必要性，同時尊重
米農自主性，展現行銷

置1至2名生活輔導員，
避免留學生適應不良問
題。
礙於目前法令限制，
淤泥、雜草必須傾倒於
土資場，但囿於八不政
策，南區缺乏土資場，
造成水溝雜草叢生、阻
礙水流，妨礙農民耕
作，敦請立委徐榛蔚考
量地方實際需求，協助
縣府向中央提案，希冀

本席要求拓寬193縣
道南段及增設道路反光
鏡。
此外，馬太鞍橋為光
豐公路連接豐濱與光復
兩地的交通樞紐，但
橋面寬度過窄且橋體
老舊，不敷往來車輛
使用，楊議員深盼縣
府提出改善方法。建

陳建忠盼助怡峰園募款及葛鬱金補助

王燕美敦請改善南區排水溝淤泥流
本席針對花蓮育才希
望願景工程提出質詢，
擔憂學童回國後學業銜
接問題，指出高二學生
留學回國後須面對大學
指考，擔憂是否失去競
爭力及學生心智年齡是
否成熟？傅縣長回覆，
留學對象為縣內設籍
10年以上之高中(職)學
生，採自願報名，縣
府更首創為每位學生配

楊德金要求拓寬馬太鞍橋及改善橋體

本席憂心520政黨輪
替對花蓮發展帶來影
響，花蓮人要求一條安
全回家的路，總統當選
人蔡英文應還給花蓮人
尊嚴，正視交通建設需
求。
本席亦質詢鹽寮漁港
活化利用、活化部落觀
光等議題。縣府農業處

長羅文龍回應，鹽寮漁
港近年因颱風之故，造
成海砂掩埋附近建築
物，將與觀光處聯合勘
查，評估攤商設置，活
化景點規劃。傅縣長
也補充說明，縣府秉
持打造原鄉部落文化的
理念，挹注資源，讓原
住民鄉親不用在路旁擺 攤。

本席針對秀林鄉和平
村和平收容所安置問題
表示，民國101年蘇拉颱
風，秀林鄉缺乏適當收
容所地點，借用台電青
海施工所宿舍作為收容
場所，惟台電去年因建
管問題，不便再行出
借，致秀林鄉公所需於
今年颱風季前尋覓適合
收容場所。
秀林鄉公所選定原和
平村辦公處及原和平托
兒所作為新收容所，

惟該地點位於和平工業
區，主管單位為經濟部
工業局，面臨土地取得
及都市計畫等相關問
題，盼縣府協助相關行
政程序及基本硬體設
備。
另質詢東大門夜市環
境整潔、攤販租金運用
及調漲議題，東大門夜
市合計四百個攤位，單
一攤位每月租金新台幣
兩千元，扣除公家機
關借用攤位，以總數

許淑銀 議員
三百五十個攤位計算，
每月租金合計逾七十萬
元，而租金金額傳聞將
增加一倍，請縣府說
明。

陳長明促放寬農作限制、協助畜牧申請
本席為原住民鄉親生
計請命，部落族人靠山
吃山，目前族人耕種按
規定不能種植原生種玉
米，僅能種植甜玉米，
盼縣府能放寬限制條
件。縣府農業處長羅文
龍表示，將依議員所提
建議，將原生玉米列入
耕作項目，以符合部落
鄉親實際需求。
萬榮鄉許多部落族

人依靠飼養家畜貼補
家用，惟飼養規模達一
定比例，須登記為畜牧
場，行政程序繁瑣複
雜，盼縣府協助部落鄉
親申請畜牧場事宜。農
業處長羅文龍指出，依
據現行法令小規模飼養
雞隻五百隻以下、豬隻
二十頭以下無須辦理畜
牧場登記，超過上限者
考量防疫因素，須依法

陳長明 議員
登記畜牧場，縣府會協
助鄉親，並說明申請程
序，以利申請流程順
暢。

蘇忠亮關切部落野溪整治及防護

余夏夫 議員

本席關切卓溪鄉輔
導種植高冷蔬菜、部
落野溪整治、落石防護
等議題，本席建議針對
卓溪鄉轄內重要野溪及
河川，包括豐坪溪、卓
溪、拉古拉庫溪、清水
溪、石平野溪等六處，

著手疏濬整治工程；此
外，立山山里部落地勢
陡峭、易有落石坍塌，
希望增設後方擋土牆及
攔石網等安全措施，以
保障部落鄉親生命財產
安全。
蘇忠亮 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