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第四次定期大會特刊２之２花蓮縣議會

　 　本席感謝文化局長

期關注富里鄉吉拉米

代部落原民文化，但花

蓮南區仍有許多適合發

展綠色原民文化景點，

例如玉里鎮原住民文化

園區、瑞穗鄉奇美部落

等，建議文化局參考規

劃，在既有相關硬體設

備之下，投入軟體資訊

設備，活化原民文化。

　　文化局長陳淑美答

詢，富里鄉吉拉米代部

落極力發揚原民文化，

中央也有意訂立為國立

文化景觀區，文化局將 全力支持協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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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石稅增10億 張峻盼協助中南區建設

　 　關於中央政府推動

長照2 . 0計畫，花蓮縣

卓溪鄉、玉里鎮納入試

辦區域。本席表示，縣

衛生局同步成立長期照

顧促進委員會，宣示花

蓮縣建立社區整合照護

模式的決心，卻因法令

限制、撥款流程冗長、

執行人力不足等情況，

推動將困難重重。台東

縣、屏東縣推動長照時

間較花蓮縣晚，卻比花

蓮縣順利，建議衛生局

成立長照科，以利經

費、人力資源分配，俾

利計劃執行。

蘇忠亮建議衛生局成立長照科

　　本席首先肯定縣府修

繕萬榮鄉因夏季豪大雨

而毀損的產業道路，另

建議縣府輔導萬榮鄉農

民發展山蘇產業。萬榮

鄉農作物以山蘇種植比

例較高，盼縣府補助農

民所需的肥料及資材費

用，並協助農作生產及

銷售，嘉惠農友鄉親。

　　縣府農業處長羅文龍

答詢表示，萬榮鄉適合

種植山蘇作物，縣府補

助農友所需的黑網及肥

料等相關資材，並透過

農會產銷班或合作社輔

導，兼顧產銷平衡，提

升農友收入。

　　本席也質詢員警酒駕

取締程序正當性及手段

比例性，少數警員尾追

被取締人至居所盤檢，

有影響憲法保障基本人

權之虞。警察局長廖美

鈴表示，依據警政署訂

定之取締酒後駕車程

序，單純違規不可進入

住宅，且法院已針對尾

追至民宅酒測為無效，

警察局將加強員警相關

教育訓練，以期執法符

合比例原則。

陳長明建議縣府補助農民山蘇種植

　　本席幾個月前去視察

太巴塱祭祀廣場闢建工

程，第一期工程中完成

的跳舞場、司令台及廁

所等結構物，在還沒取

得建築及使用執照前，

就已經開放使用，希望

公家機關應該注意安全

性的問題。建議第二期

的工程應增加該場域綠

籬建設基礎設施，以利

空間有效管養。針對該

計畫用地價購款項延遲

支付，請縣府原民處應

該監督並協助公所儘速

發放。

　　另外，希望在中南區

多設置「部落文化健康

站」，關心長者健康，

提供社區老人服務和照

顧，也符合在地老化的

願景。

楊德金籲督促太巴塱祭祀廣場工程

　　原住民委員會今年七

月行文縣府，要求短時

間內執行原住民保留地

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

例相關事項，通知地主

七至八月間至公所登

記，但因宣導不足及申

請登記時間過於匆促，

造成許多原民鄉親來不

及申請，本席建請縣府

向中央爭取展延受理時

間，保障部落族人權

益。

　　原住民行政處代理處

長陳建村答詢表示，原

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

造林回饋條例今年首度

實施，七、八月申請期

間及九至十一月現勘期

間，多次遭逢颱風、豪

大雨及人力不足等因

素，執行率偏低。花蓮

縣林業用地在保留地資

訊系統登記約一萬六千

公頃，目前完成相關程

序者約一千零五十四公

頃，持續向中央爭取延

展期限。

許淑銀建請向中央爭取禁伐補償展延

　　本席對改善瑞港公路

提出質詢，相關工程經

費約7億元，建議分三

期向中央爭取經費，以

利甲、乙類大型車輛通

行。縣府建設處長陳泰

昌回應，今年度風災瑞

港公路獲中央補助9千萬

餘元，瑞港公路管養歸

屬由鄉道提升為縣道，

而道路拓寬事宜考量龐

大經費，會逐年爭取改

善。

　　本席也關切國中技職

教育，希望多元健全發

展。縣府教育處長劉美

珍說，花蓮縣計有26所

公、私立國民中學實施

技藝教育，開設9大技

藝職群、54個班級。玉

里國中辦理技藝教育專

班，因應教育部107年12

年國教課綱即將推行科

技領域，花蓮已及早因

應，目前正與高師大合

作，在卓溪鄉太平國小

成立行星基地，未來花

蓮縣陸續成立10個衛星

基地。

　　本席建議高寮大橋下

游可將堤防砂石堆放南

邊，使溪流不易受到沖

刷，且增加工作機會。

陳英妹關切國中技藝教育多元發展

　　本席首先針對鳳林鎮

環保科技園區使用不彰

質詢，他表示，環保科

技園區曾改造為水上觀

光樂園，並提供熱氣球

等多項娛樂，但未持續

舉辦目前相關活動，且

水上遊憩設施均移往吉

安鄉知卡宣綠森林公

園，盼縣府提出環科園

區後續使用計畫。

　　本席也建議國立原住

民博物館可設立於鳳林

鎮環保科技園區，增進

園區使用效能。

　　傅縣長答詢說，花蓮

以觀光立縣，不適宜將

該地作為垃圾分類回收

集中場，且關於環科園

區的使用及開發，須經

環保署評估核准，增加

轉型的困難度，縣府將

在今年底至明年初，盡

最大力量研擬活化作

業。

萬榮財盼活化鳳林鎮環保科技園區

　　本席分別提出單親孩

童教育、新住民照護等

議題，希冀縣府維護弱

勢民眾權益。教育處長

劉美珍答詢，教育處目

前執行三級輔導機制，

倘發現需關懷的個案，

立即轉介輔導老師或諮

詢中心專業心理師協

助，或聯手社政、警政

等單位，提供安全健康

的學習場域。

　　社會處長陳玟祺指

出，縣府提供單親媽媽

經濟支援得採個案認

定，並有專職社工協助

擬訂個別化處遇計畫，

尋求公部門相關資源或

連結民間資源；此外，

縣府開辦技能培力支持

方案，以及單親家庭、

親子成長等講座。新移

民業務係屬跨局處辦

理，包括民政、教育、

衛政等各別提供專業協

助，社會處成立專責的

新住民家庭福利中心，

配置1位督導及3位專職

社工員，持續辦理福利

諮詢、個案輔導、成長

團體、通譯人才培訓等

業務。

張正治關心單親童教育、新住民就業

　　本席關心光華光榮砂

石專業區進度期程及公

共造產相關情形。關於

花蓮縣公共造產，本席

認為，花蓮砂石品質優

良，過去東砂北運最高

出貨量每月可達100萬

噸，近年因東砂北運供

應料源不足，以及花蓮

內需市場有限，縣府今

年砂石採取數量僅268

萬公噸、第九河川局143

萬公噸，期盼縣府加強

河川疏濬、維穩料源，

並保障百姓生命財產安

全，同時設置囚砂區進

行公共造產，增進縣庫

收入，打造雙贏局面。

本席另質詢193線拓寬工

程、東華大學特地區開

發進度等議題。

葉鯤璟建議加強疏濬 維穩東砂料源

　　本席針對低收入戶納

入微型保險、老人免費

健檢經費年中用罄、東

大門夜市廁所不足與清

潔等議題提出質詢。社

會處長陳玟祺就低收入

戶意外保險說明，她表

示目前由保險公司基金

會支助新城鄉、萬榮

鄉、瑞穗鄉、玉里鎮等

鄉鎮低收入戶納入微型

保險，保障經濟弱勢族

群可能因意外的家庭困

境，縣府未來持續積極

與保險公司公益合作，

企盼納入全縣的低收入

戶族群為微型保險的保

障對象。

　　花蓮縣衛生局長李宏

滿則指出，老人免費健

檢未來採用預算追加減

或增加年度預算等方

向，讓每個長者皆能享

受縣府推廣的免費健檢 福利。

黃振富質詢低收戶保險及老人健檢經費

　　本席質詢有關花蓮縣

蔬菜運銷合作社人事異

動，要求徹查是否符合

程序正義，建請縣府業

管單位深入了解，善盡

監督職責。縣府社會處

長陳玟祺指出，合作社

法規第四十條規定「理

事、監事不得兼任其他

業務性質相同之同級合

作社之理事、監事，或

與合作社有競爭關係之

團體或事業之職務。」

倘有社員檢舉，將深入

了解。農業處長羅文龍

則表示，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涉及不法絕不

寬待。

游美雲質詢蔬菜運銷合作社人事異動

　 　本席針對農產品認

證、颱風災損補助及道

路修繕等提出質詢。農

業處長羅文龍表示，農

產品認證可分為CAS有

機標章、吉園匍安全蔬

果標章，有機農產的生

產過程、農藥殘留檢驗

若符合規定，即授予有

機驗證標章；消費者亦

可透過農產品溯源掃描

QR cord，獲知農產品

來源資訊。

 　　關於今年颱風農業

災損補助，羅文龍處長

說，行政院農委會公告

花蓮縣可申請現金救助

及低率貸款，惟水稻因

風雨影響，致遲發性不

稔實、植株伏倒、穗上

發芽等災害，縣府即時

通報農糧署，獲得農委

會公告即日起至11月21日

開放補申報作業。

 　　有關風災造成道路

坍方，建設處長陳泰昌

指出，縣府年度編列1.8

億元搶修經費，各鄉鎮

市公所亦編列相關災害

預備金，修繕經費不足

之處，持續向中央爭取

相關經費支應。

張智冠質詢農產災損補助及道路修繕

　　本席要求縣府嚴拒

核 災 區 食 品 進 入 花

蓮，並由縣長傅崐萁

親自簽署「拒絕核災

食品」承諾書，保證

所有縣民健康生命權

益。

　　傅縣長和多位縣議

員共同介紹花蓮在地

有機農特產品，包括

稻米、苦茶油、無硫

金針、薑黃、山蘇、

番薯等，並高呼拒絕

「核災食品進台」口

號，喚起國人對有機

農產品的重視。

潘富民要求嚴拒核災區食品進花蓮

　　中央政府宣布不再繼

續收購菸草，全臺菸農

即將在明年春季最後一

次收成後，走入歷史，

攸關菸農生存權益，本

席盼縣府、徐立委積極

向中央發聲，溝通協

調，訂定緩衝期間及因

應措施。

　　傅縣長答詢，前總統

陳水扁時代即限縮菸

草，當時擔任立法委

員，串連農業縣市立

委，向行政院農委會談

判，強力表達恢復收購

菸葉訴求。今年又發生

相同情況，會後敦請徐

榛蔚立委，偕同農業縣

市立委，要求林全院長

持續照顧菸農權益。縣

府農業處長羅文龍說，

菸草收購涉及中央政

策，希冀有良好的配套

措施，輔導轉型他種農

作物，縣府會向中央反

應農民需求，並進一步

瞭解菸農是否有意願轉

作。

  本席也提到，玉里鎮

台九線三民至大禹路

段兩側路樹，是在地

代表性美景，但三民

路段因明年道路拓寬，

公路總局欲將路樹移往

他處，請求縣長向行政

院發聲，就地另行規劃

路線，保存玉里景觀大

道。傅縣長表示，縣府

將轉呈議員意見予行政

院院長室及公路總局。

王燕美籲保障菸農權益或輔導轉作

　　本席關心原住民部落

權益及原民教育政策，

建議縣府原住民行政

處、教育處共同成立推

動小組，積極向中央提

案、爭取相關經費，永

續部落文化。

　　原住民行政處代理處

長陳建村指出，縣府積

極爭取原住民族委員會

推動原民部落總體營造

計畫，自重點部落、示

範部落至部落活力計

畫，全縣經原民會核

定的部落逾160個。中

央對於活力部落提案，

要求以部落會議方式形

成共識，目前盤點縣內

計有21個部落具提案資

格，11月初已邀請培力

組織協助部落計畫撰

寫。

　　教育處長劉美珍表

示，教育部103年訂定

實驗教育三法，花蓮縣

參考其他縣市作法，研

擬訂定花蓮縣屬各級學

校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

例，目前正與認養企業

洽談，企盼促進教育多

元化。

笛布斯關心部落權益及教育政策

  本席關切食品安全，

懇求中央關切人民的健

康及生存，並表達花蓮

杜絕核災區食品。衛生

局長李宏滿說，身為地

方衛生機關首長責無旁

貸，儘速制定相關食安

管理自治條例及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捍衛民眾

健康。

　　本席建請縣府規劃活

絡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閒

置土地，增設運動設施

或興建社區聚會場所，

供社區居民及部落民眾

使用。縣府教育處長劉

美珍表示，目前仁里分

校使用單位為非營利的

立德幼兒園，綠地及簡

易運動設施則由吉安鄉

公所認養；關於由縣府

增設設施或興建聚會

所，倘於法有據，將酌

參議員意見，著手規

劃。

林秋美建請活絡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閒置地

  本席針對壽豐鄉鹽寮

漁港整體規劃發展、國

立原住民博物館選址等

提出建議。縣府觀光處

代理處長彭偉族表示，

鹽寮漁港可做為台11線

聚客景點，縣府將協助

壽豐鄉公所參與競爭型

補助方案，爭取更多經

費開發鹽寮漁港。

　　本席另提出水源部落

東方夏威夷舊址適合爭

取國立原住民博物館設

立，在區位、環境特

色、周遭資源、交通等

評選條件具有優勢，倘

爭取順利，將由中央

挹注20多億元的建設經

費，活絡在地經濟、創

造工作機會。原住民行

政處代理處長陳建村指

出，縣府審慎評估，近

期將與秀林鄉公所、水

源部落居民溝通，彼此

交換意見。

余夏夫盼縣府協助開發鹽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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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淑銀 議員

陳長明 議員

蘇忠亮 議員

廣告

陳建忠建議發展綠色原民文化景點

張　竣 副議長

　　花蓮縣在傅縣長與縣政團隊六年

多的努力以來，鄉親安居樂業、經

濟繁榮、失業率遠低於全國平均

數；最難能可貴的是，讓花蓮困

頓的財政大幅改善，藉由八不政策

鬆綁，因應地方產業與民眾達到和

諧，在議會先進支持下，經由行政

院核定礦石稅每噸十塊錢提升到

七十塊，花蓮一年增加至少十億稅

收，為花蓮後代子孫開立百年稅

基！

　　傅縣長在施政總報告中表示，每

年逾十億元的礦石稅將是花蓮最大

稅基，一○五年度地方各項稅捐

收入，目前達到全年預算數百分

之六十二點七九，預計可以順利完

成，對於土石採取特別稅也會在一

○六年度連年持續增加，為花蓮財

政窘困打開一條光明大路。

　　透過土石採取公共造產，徵收

的土石稅也為縣庫帶來可觀財

源，迄今總共收入了五億餘元，

礦石稅八億六千四百七十六萬

元，積極推動公共造產及土石採

取，傅縣長任內公共造產盈餘是

五億六千六百三十萬元。

　　接連幾次颱風及豪雨，對花蓮中

南區多項基礎建設與農業造成嚴

重損害，讓原本產業不興，民眾收

入有限的中南區人民生活受到很大

威脅，期盼縣府給予協助，包括各

項基礎建設復建工程，積極爭取中

央經費挹注，同時對於農業損害，

給予從寬從速認定，以及適當的補

償並提供低利貸款，協助農民渡過

難關。在縣府財政獲致大幅度改善

之際，期待在中南區推動更多建設

與資源，在因應蘇花改即將通車前

夕，應儘速完成內外交通建設，讓

蘇花改激增的車流可順暢往返花

蓮，為全縣帶來豐沛商機，增加全

縣人民收入。

余夏夫 議員

萬榮財 議員

陳英妹 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