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第五次定期大會特刊２之２花蓮縣議會

　　本席質詢指出，玉里

鎮秀姑巒溪以東，又稱

河東地區，共有6個里

13個部落，現居人數有

5000餘人，但醫療資源

缺乏，雖然衛生局偶有

巡迴醫療車，但仍緩不

濟急，尤其是觀音地區

居民多為老弱婦孺，建

議派任玉里鎮醫院醫生

常駐觀音地區。另外針

對立委徐榛蔚、鄭天財

爭取花東基金2.5億元，

整建原民各部落聚會

所，但名單內卻無瑞穗

鄉奇美部落，奇美部落

聚會所設立時間久遠，

原民特色濃厚，但多項

硬體設備老舊，漏水情

況嚴重，建議縣府為部

落鄉親爭取補助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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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峻促建智慧交通資訊服務 提升觀光旅遊

　　卓溪鄉清水農場荒廢

多時，本席建議評估提

供民眾承租耕作高價值

農作物之可行性。清水

農場原為警總管訓流氓

基地，擁有大片平原，

土壤、氣溫皆適合耕作

苦茶樹、水蜜桃、水梨

等高經濟作物，增加卓

溪鄉民工作機會，並傳

承精緻農業技術。

　　本席關心卓溪鄉農田

納入水利會會員地灌區

議題。卓溪鄉水稻總面

積計八百多公頃，至今

未納入灌區，以致無法

獲得各項設施補助，農

民權益受損。

　　另外，每年八月至十

月是登山旺季，每逢遊

客登山迷路、失聯或跌

落山谷，山地義勇警察

隊是第一線搜救人員，

然而各山地所登山救援

裝備缺乏，建請警察局

追加預算，擴充相關裝

備。

蘇忠亮籲卓溪鄉農田納水利會地灌區

　　本席質疑政府投注龐

大經費來辦理族語傳承

的成效。孫子學不會爺

爺奶奶的族語，倒是爺

爺奶奶學會了國語，政

府推動那麼多年，這樣

傳承成效該如何是好？

　　政府多項公務人員考

試都設有原住民身份的

保障條款，但是，很多

通過考試成為公務人員

者，卻都不會說原住民

語，分發到原住民鄉鎮

來服務，面對說原住民

語的民眾，經常雞同鴨

講，對於政府政令宣導

影響很大。

　　本席並提出萬榮鄉建

設工程單位溝通不良、

碧赫潭道路照明設施不

足、提供高經濟價值樹

種樹苗供山坡地造林、

原住民農特產品重慶市

場臨時銷售站等議題。

陳長明質疑族語傳承成效不彰

　　本席肯定傅縣長帶領

縣府團隊致力發展觀

光。交通部觀光局99年

訂定觀光拔尖領航方

案，分為跨域亮點計畫

及旗艦計畫，縣府觀光

處應與地方協力，善用

在地優勢及軟實力，積

極爭取相關計畫，為花

蓮觀光注入活水。

　　日前攀爬阿美族聖山

Cilangasan（貓公山）

發現路況不佳、標示不

清，石碑林立，相當凌

亂，原民處應與觀光處

及豐濱鄉公所合作，推

動貓公山觀光發展及周

圍環境維護，讓族人登

山朝拜時有一條安全的

路。

　　本席建請縣府協助翻

譯、整理佐山融吉統籌

編纂的《蕃族調查報告

書》。

　　本席另反映台11甲線

馬太鞍橋、富田橋擁

擠，盼進行拓寬整修工

程，請縣府函文公路總

局。

楊德金籲縣府與地方協力促進觀光

　　本席針對台九線交通

號誌、原住民保留地禁

伐補償及設立原住民族

完全中學等議題提出質

詢。台九線和中段162K

至163K，因缺乏交通號

誌，去年發生3次車輛

衝撞民宅及路人事件，

交通部公路總局南澳工

務段去年回應，該路段

路口巷道狹窄且車流量

小，不符設置號誌規

定，建議裝閃光號誌，

但至今仍未見裝設，影

響用路安全。

　　關於原住民保留地禁

伐補償，本席認為國家

公園範圍內私人原住民

保留地亦應列入補償，

目前玉山及太魯閣國家

公園範圍內，未補償的

土地面積總計約500公

頃，影響眾多族人權

益。

　　本席也關心原住民教

育議題，除了體育班

外，教育處應參考宜蘭

縣南澳高中、台東縣蘭

嶼高中及屏東縣來義高

中作法，增設更多元的

藝術才能班，並建議以

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為校

地，結合復興國小，並

增設國中，推動花蓮縣

體育高中為原住民實驗

完全中學。

許淑銀籲國家公園範圍內原保地應補償

　　針對山坡地之認定與

收購小花蔓澤蘭，本席

指出，富源國小標高和

縣府相似，卻被認定為

山坡地，一直未解編。

此外，小花蔓澤蘭目前

只有少數鄉鎮市公所收

購，導致農民需奔波至

遠處繳交，希望在各村

設立收購站；因應金針

季節即將到來，福祥農

路段被雲豹車壓損，危

害農民生命安全，請縣

府重新鋪設。

　　本席也說，21個原住

民部落文化健康站，設

備皆老舊，對老人安全

有危害，建請儘速改善

環境和設備。縣府原住

民行政處長陳建村表

示，今年三月盤點各工

作站環境設備後，已提

報中央所需預算，俟經

費核定，對於各工作站

會加上扶手、進行路面

鋪設等改善措施。

　　「每當看到兒童受虐

待新聞就很心痛。」本

席希望社會處與教育處

作合作，加強關懷受虐

兒。縣府社會處長陳玟

祺說，遇到受虐兒童可

撥打113保護專線或通報

關懷e起來https://ecare.

mohw.gov.tw，縣府會

立即介入關懷。

陳英妹籲各村增設小花蔓澤蘭收購站

　 　本席關切海岸法通

過，相關管制措施對沿

岸部落鄉親的影響。原

住民行政處長陳建村表

示，縣府極為重視海岸

法過對民眾的影響，日

前邀請海岸法主管機關

舉行說明會，持續與中

央政府聯繫，強調劃定

管制區須與部落族人溝

通說明，確保原住民鄉

親權益。

　　本席關心豐濱鄉天空

步道開放議題，以及周

邊紅燈、路標及相關交

通設施。

　　關於原住民族法律扶

助中心落腳花蓮，本席

希望縣府協助尋覓適當

場所，提供部落族人優

質法律服務。

萬榮財關切海岸法通過對部落民影響

　　關於日前台北市果菜

市場傳出廢棄菜葉轉售

事件，引發食安疑慮，

本席關切花蓮果菜市場

廢棄菜葉處理問題，並

要求農業處提出相關防

範措施。

　　縣府農業處長羅文龍

答詢，目前花蓮果菜

市場並無發生廢棄菜葉

撿拾、販售或食用等情

形，果菜批發市場每日

產生約1.5至2公噸廢棄果

皮及菜葉，均運用露天

發酵方式，作成有機肥

料。

　　羅文龍指出，目前新

技術是將農業廢棄物直

接倒入機器處理，產生

有機肥料，讓資源再利

用，不僅能降低化學肥

料使用量，也不會造成

環境汙染及惡臭，農業

處將積極協助果菜批發

市場設置相關設備，以

維護環境及食品安全。

張正治要求防範市場轉售廢棄菜葉

  本席針對花蓮觀光產

業相關問題提出質詢，

有關OBike自行車違停

亂象，縣府未與地方鄉

鎮市公所充分溝通，

隨意讓民眾騎車亂停，

盼觀光處與公所協調，

擬定停車與車道配套措

施，保障民眾用路安全

及在地居民權益。

　　縣府觀光處代理處長

彭偉族表示，可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公

園管理自治條例等規定

取締，因應觀光旺季即

將來臨，縣府已邀集觀

光、旅宿業者等召開兩

次說明會，未來持續辦

理說明會，請廠商向地

方公所及民眾說明改善

方法，並積極研擬配套

措施。

葉鯤璟質詢OBike違停 籲保障居民權益

　　本席針對日出大道行

車動線問題，提出討

論。傅縣長表示，日出

大道目前規劃車輛行駛

於道路中間，兩側為人

行步道，但縣府不預設

任何立場，一切交由市

民決定。

　　中華紙漿南側垃圾轉

運集散預定地與光榮砂

石專業區用地部分重

疊，建議縣府評估於台

泥及亞泥附近設立垃圾

轉運集散地，俟環保評

估通過後，就近燃燒垃

圾。

　　本席也質詢福德段都

市計畫議題，福德段將

設立轉運站、滯洪池及

遊憩區，範圍約五、

六十公頃，但該區域中

原路以南、重慶路以東

及七腳川溪以北的三角

形地段，約佔福德段

12％的面積卻未納入規

劃，建議縣府通盤考

量，將該區域納入都市

計畫範圍，發揮共乘效

果。

黃振富質詢日出大道及福德段都市計畫

　　本席對農產品產地標

章行銷、認證提出建

議。第一個產地標章為

台東池上鄉的池上米，

強調最好品質的米，也

使池上鄉成為著名觀光

景點。花蓮同樣以農立

縣，富里米品質不比池

上米差，其他鄉鎮也有

很多特色的農產品，能

見度卻不如預期；地區

小農在申請識別標籤與

生產履歷的認證仍有阻

礙，希望縣府協調農會

詳盡宣傳相關辦法。縣

府農業處長羅文龍表

示，持續積極推廣產地

標章，提升花蓮農產品

能見度。

游美雲籲積極推廣農產產地標章申請

　　六十石山是花蓮知名

的美景，但上山必經的

花七十六線卻經常險象

環生。本席建議縣府將

該路段納入前瞻計畫，

為地方鄉親及遊客提供

一條安全的道路。鄧子

榆答詢表示，花七十六

線過去災害頻傳，縣府

將就通盤考量，積極向

中央爭取經費，為地方

居民維護應有的福祉。

　　本席也指出，六十石

山過去每逢颱風電線桿

經常受損，盼縣府推動

六十石山電線地下化，

免讓山上鄉親飽受斷電

之苦。建設處代理處長

鄧子榆表示，日前台電

配合縱管處協助玉里鎮

赤柯山電線地下化，縣

府將與台電及縱管處協

調六十石山比照辦理，

改善山區通訊及斷電情 形。

張智冠促六十石山安全道路及電線下地

　　本席針對傳統菸葉

及赤柯山觀光問題提

出質詢。蔡政府為落

實 菸 害 防 治 相 關 政

策，不再收購國產菸

草，犧牲臺灣傳統產

業，影響農民生計。

赤柯山觀光則感謝縣

府 推 動 電 線 桿 地 下

化、簡易水保，另期

盼縣府編列預算，配

合金針花季於赤柯山

舉辦音樂季，帶動在

地觀光產業。

  另外，重車壓過台11

丙線、台九線等重要

道路導致凹陷，花東

公路素有自行車天堂

美譽，公路卻暗藏危

機，下雨天經過會濺

起大量水花，行車安

全堪慮，道路整修應

作全面檢討。

潘富民盼縣府帶動赤柯山觀光產業

  本席質詢指出，玉里

鎮老人會有850多個會

員，是全縣最多會員的

老人會，目前會館只能

容納500人，已不敷使

用，希望縣府編列預

算，建造新會館。本席

也針對衛生局、警察局

人員取締方式提出質

詢，衛生局官員為了業

績在店家門口，以釣魚

方式處罰販賣煙酒給18

歲以下青年的商家，

導致70多歲排灣族老人

在未經勸導下，被處以

罰鍰，使其生活難以維

持；警察躲在暗處，從

路邊竄出取締，使民眾

與員警都陷入危險。

  富里鄉農會賣場加蓋

之造型裝置既無法遮風

擋雨，也出現斷裂情

況，造成遊客及民眾危

險，希望縣府協助農會

拆除。此外，富里鄉農

會設備採購經費不足，

稻穀烘乾機等設備均需

要更新，盼縣府給予補

助。

針對舞鶴段拓寬，建

議自強隧道10月底開通

後，改為南下車道，舞

鶴段則供單一北上車道

使用。

王燕美建議玉里鎮老人會建新會館

　　本席關心運動觀光行

銷，花蓮擁有得天獨厚

的自然資源與人文風

情，縣府教育處、觀光

處及原民處，應彼此串

連協調，靈活結合各運

動賽事、觀光行程及部

落旅遊等，將更多觀光

人次帶進花蓮，創造經

濟效益。

　　去年太魯閣馬拉松

參與人數超過一萬兩

千人，為花蓮各行各業

帶來逾5100萬元經濟效

益，教育處積極規劃相

關賽事，觀光處亦須配

合行銷，方能發揮綜

效。此外，因應今年中

職明星賽移師花蓮，球

場全面翻修，縣府團隊

應善加利用，爭取成為

日韓棒球冬訓場地。

　　原民處、社會處及衛

生局應針對長照議題共

同合作，並在規劃相關

政策時，尊重原住民文

化，瞭解各族群社會模

式及文化差異，達成長

照真正在地化。此外，

亦將平地原住民納入長

照範疇，另中央政府前

瞻計畫將編列84億元修

繕原民長照據點硬體設

備，盼衛生局及原民處

整合協助。

笛布斯促善用新球場 關切原民長照

  本席質詢原住民增劃

編保留地、原住民聚會

所議題。縣府原住民行

政處長陳建村表示，保

留地占用情況調查有標

準作業程序，只要民眾

檢舉、申訴，依規定處

理。原住民聚會所初步

提報三十二個申請花東

基金挹注，今年5月9日

核定2.5億元經費，設立

地點會與鄉鎮市公所、

部落討論。

　　本席也提到，佳林五

號橋大型車輛與機車爭

道問題，要求縣府改

善。

  本席也針對火車行駛

噪音影響復興國小學生

上課議題提出質詢。

林秋美質詢原民增劃編保留地、聚會所

  本席針對吉安鄉舊村

六街惡鄰事件質詢，劉

姓住戶遭受陳姓女鄰

居騷擾10多年，苦不堪

言，但卻無法制止，唯

有無奈忍受，希望縣府

設法解決，改善住戶居

住品質。

　　環保局長饒忠回應，

去年11月接到陳情，即

派人至現場關心，但行

為人當時拒絕出門回

應，今年已依《廢棄

物清理法》開出6張各

1200元新台幣的告票。

　　衛生局長李宏滿說，

5月14日發現行為人有

咬舌、拒絕配合調查的

情況，依據精神衛生法

第32條，有傷害他人或

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

會同警察局強制送醫，

該行為人經醫生診斷無

精神異常，但仍有輔導

必要，後續責成社區關

懷員定期到府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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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陳建忠促玉里河東地區派任常駐醫生

張　竣 副議長

　　花蓮向以農業、觀光為主軸產

業，唯有便捷交通網與全面化的完

善規劃，才能夠因應花蓮未來觀光

旅遊的龐大人潮與商機，花蓮普遍

遊憩區腹地狹小，極易因車輛人潮

大量湧入造成交通阻塞；觀光遊憩

區也缺乏交通整合、觀光資訊服務

等提供給觀光旅客，尤其是公共運

輸相關訊息，一直是難解之瓶頸，

希望未來以創新的思維與理念，應

用技術，發展智慧化的資訊旅遊服

務，透過「資訊整合」與「主動服

務」概念，提供即時適地性的交通

旅遊資訊，以及優質的無縫公共運

輸，透過整體資訊系統、交通與觀

光資訊服務之規劃建置，以及相關

公共運輸、停車管理與低碳觀光服

務等，盼花蓮縣觀光遊憩區全面導

入智慧交通與創新觀光旅遊應用服

務。

　　目前花蓮的oBike即是一種結合

通訊科技與交通服務的系統，沒有

特定地點的還車功能更為便利，

目前仍是試行階段，花蓮鄉親對於

oBike使用仍屬磨合期，這套交通服

務系統而今引進了花蓮城鄉，可謂

一大躍進，現階段出現了許多使用

狀況，因此後續仍有規範改進的空

間，以資訊交通旅遊發展而言，值

得拭目以待。

　　在觀光產業裡，自然旅遊指民眾

因自然歷史吸引所產生的旅遊行

為，通常具備休閒、冒險與教育之

特性，如到國家公園、休閒農業

區、自然公園或其他被保護的溼地

區域，進行高強度活動，如飛行

傘、攀岩、獨木舟、溯溪、輕航機

等，或緩和活動，如賞鳥、賞螢、

釣魚、露營等。而部落深度旅遊、

度假村、大型遊樂園等多元的旅遊

選項能延長遊客留在花蓮的時間，

提升觀光旅遊的周邊產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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