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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感謝
賴進坤 議長

震災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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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議員完成選民託付

花蓮縣議會第十八屆第七次定期大會5
月8日召開，議長賴進坤致詞表示，此次
定期大會重責大任是審議縣府107年度縣
府提案，計有縣府提案為民政8件、財政2
件、建設1件、教育6件、農業7件、總共24
案。
賴進坤說，相信這是每位議員展現專業
，為民眾看緊荷包的關鍵時刻，政府的每
一分錢都來自人民的血汗，唯有透過良善
的政策規劃及理性嚴格的監督，行政立法
攜手努力，方能解決民眾切身的需求。
花蓮在農曆年前，發生0206大地震，重

創觀光、經濟，在40多年前也發生過，今
年的這一次大地震，更是我們花蓮人的惡
夢。感謝當時立即搶救的消防局所有消防
搜救隊及義消、民間搜救團體、國軍部
隊、後備軍人，感謝各縣市消防搜救隊，
即時趕來協助救援，捐贈物資及捐款源源
不絕的捐助花蓮受災民眾，在這裡我代表
所有的花蓮人，向您們說聲謝謝！
0206是花蓮人的痛，希望受災戶們趕快
走出悲痛的陰霾，更希望花蓮縣政府及中
央政府，趕快提出振興計畫來幫助花蓮盡
快恢復觀光。

任期已接近尾聲，期許全體議員一本
初衷，為民喉舌。
各位議員同仁，距離年底五合一選舉，
還有六個多月時間，在座不少議員同仁要
轉換跑道，有的要角逐百里侯及鄉鎮市長
，還有同仁要繼續競選連任，不管是轉換
任何跑道，進坤在這裡，先祝各位心想事
成。
期許全體議員同仁在最後任期監督縣政
到最後一分一秒，完成選民所託，並請花
蓮縣民透過網路的議事轉播，關心縣政及
議事運作，一起為花蓮的進步而努力。

楊文值促加速美崙溪整治與綠美化

李秋旺：縣府營養午餐政策 議會有監督之責

本席長期關切花蓮市都市 作業。花蓮市美崙溪，多年 的工作包括，一、溪畔兩岸
發 展 ， 要 求 縣 府 團 隊 加 速 來卻一直停留在排放污水防 堤防缺口應早日完成。二、
辦 理 美 崙 溪 整 治 與 綠 美 化 止洪水的階段，缺乏宏觀的 上游及溪邊廢污水禁止排放
整體規劃。今隨著上游經過 至河裡。三、設立攔沙壩防
分流的整治，美崙溪水位已 止淤積並規劃成親水遊憩公
明顯下降，已不再溢流；而 園。四、規劃將軍府通往松
汙水下水道工程也將逐步完 園別館的空中廊道。尤其，
成，現在正是縣政府馬上行 原南岸的美崙溪公園（中正
動的開始，讓美崙溪成為防 中山橋間）已年久失修，休
洪排水兼具景觀休閒遊憩的 閒步道崩壞，雜草叢生，縣
親水公園。
府應立即寬列預算，加以整
本席認為，對於花蓮市母 治 建 設 以 連 結 兩 潭 自 行 車
親河美崙溪的整治與綠美化 道。
楊文值 議員 工作有其迫切性，當務之急

本席質疑，軍公教退撫制 金之內涵或是外加？人事處 最後一道防線，為台灣的未
度設計之內涵為何？現今是 長王偉曦指出，現今所實施 來加油，堅持到底。
否仍有18％？而18％為退休 的軍公教退撫制度，自84年
另外針對營養午餐的品質
7月1日起開始，是一個共同 問題，本席表示縣府營養午
儲金的制度，在此之前，公 餐政策，議會有監督之責，
保養老給付的儲蓄之18％優 希望未來議會期間食用營養
惠存款已全部取消，包括縣 午餐，並直接監督。
府一級局處首長皆適用此條
傅縣長表示，對於議會期
款。
間，議員食用營養午餐，表
傅縣長表示，針對軍公教 示樂觀其成，他說營養午餐
年改，至今仍未看見中央政 政策已是全民監督，希望孩
府有任何配套措施，對於基 子在就學期間不需擔心飲食
層勞工也未有競爭力之提昇 的 問 題 ， 讓 孩 子 們 快 樂 成
李秋旺 議員 ，他希望大法官能守住國家 長。

續追善款用途 劉曉玫要求縣長應解釋清楚

本席續追震災善款用途，質疑縣府運用善款
席開300桌辦感恩餐會，實際是幫夫人徐榛蔚
造勢，傅崐萁則大聲反駁「歡迎提告�」。
從地震當下一直向社會呼籲善款不夠，接下
來處理卻荒腔走板。災民安心成家永久屋急著
動土，但卻資料只提供一張虛擬外觀圖，傅崐
萁縣長曾公開說善款使用狀況，一個禮拜會上
網公佈一次，卻是自己打自己臉，從3/26至今
都沒有更新。
縣府拿善款辦餐會，實際上是為妻子徐榛蔚
開造勢大會，造成社會大眾的反彈，傅崐萁縣
長應該正面對社會大眾解釋善款的細項，用惡
劣態度並無法模糊善款不透明的焦點。
本席呼籲張善政，
傅崐萁縣長表示自己
不是善款委員會的委
員，所以沒有辦法公
佈善款明細，這樣要
請張善政主任委員儘
速公佈善款使用細項
，別再神隱，才能讓
社會大眾對於善款使
用能夠安心。

劉曉玫 議員

施慧萍關切公園規劃�學校及家庭教育

本席提及0206震災期間各界全力投入救災，
期間雖紛擾不斷，但希望別打擊到士氣，共同
為花蓮加油。本席也關切公園規劃，強調公園
遊具應配合地貌、地物，而非罐頭式的遊樂設
施。
縣府建設處長鄧子榆答詢，花蓮市於內政部
前瞻計畫中，爭取「進豐營區親子遊樂設施計
畫」，縣府亦有爭取「太平洋公園遊憩設施環
境改造計畫」，並於太平洋公園辦理「一起打
造夢想的遊戲場」親子工作坊，透過親子實際
參與，提出對遊憩設施改造的想像及建議，並
增添兒童設施、改善整體環境的夜間照明與防
風植被，提升公園的趣味性、安全性。
本席關切學校及家
庭教育。教育處長劉
美珍答詢，縣府重視
品德教育，藉由讀經
提升學子人文涵養，
也與宏達慈善基金會
合作辦理品德學院，
並於校園辦理友善環
境宣導，並在家長會
議做雙向溝通。

施慧萍 議員

游淑貞關心０２０６感恩餐會及消防設備

對於軍公教年改釋憲，本席提出質詢，她表
示，軍公教無怨無悔為社會付出，政府卻單方
減少其退休金安養的薪資。傅縣長答詢，他指
出，地方政府依職權可對教育人員退休部份提
出釋憲，且一併提出公務員、軍人的年金改革
問題，他再次強調台灣不會破產，台灣是全世
界少數無外債，財政優良的國家，中央廢核四
尋找替代能源總支出要3兆，相信人民眼睛是
雪亮的。
他也提到，軍公教人員一生為國奉獻，政府
卻反悔承諾，若是民營公司，不給退休金，馬
上會變被告，中央政府卻帶頭毀壞契約，只
為了一年省下300多
億，以後一流人才不
進政府，只剩三流的
公務員、教師、醫
師、軍人進入政府，
將毀滅國家未來。人
事處長王偉曦補充，
退休是人生安養的過
程，目前已接獲縣內
公務人員反映擔心其
退休生活的疑慮。

游淑貞 議員

施金樹建議雲翠原址設紀念園區
本席為0206大地震，對現場罹難的
１７位亡者表示哀悼之意，也感謝在縣
長的強力指揮及縣府團隊、全國各救難
隊等單位24小時救災的努力之下把死傷
降到最低，在不到二個星期的時間，將
雲門翠堤、白金雙星、吾居吾宿等倒塌
等大樓及舊遠東百貨危樓，拆除復原為
停車場，還給鄉親一個安全的居住環
境。
本席建議縣府在雲門翠堤原址，設置
紀念公園、地震儀園區，成為未來學童
的一個活教材，他也提到，花蓮震後要
提振觀光，蘇花改還有20公里的路段無
法完成，對花蓮的觀光是瓶頸，如果完

整的蘇花改能銜接，將對花蓮縣的觀光
產業無疑是一大助力。
傅縣長表示，震災過後，觀光產業
重建很重要
，本府為了
振興觀光產
業所辦理的
疏困方案被
惡意攻擊。
他也感謝各
大企業一起
來為花蓮觀
光加油、打
氣。
施金樹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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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榮肯定縣府為軍公教年改發聲
本席對於軍公教年改議題提出質詢，
他表示，日前漢光演習、前陣子消防弟
兄罹難，皆是冒著生命危險，軍公教一
生為國奉獻，期待2020國民黨重新執政
，追溯對軍公教的承諾、誠信與信賴保
護原則。他也肯定傅崐萁於5月15日至立
法院為軍公教發聲，為年改提出大法官
釋憲。
本席針對執政黨執政使得花蓮觀光蕭
條提出質詢。大陸團客凍結，是否可改
成吸引高端自由行客戶的環境，例如引
進F1賽車，建構一個合法場地，並針對
大型活動，吸引金字塔頂端的遊客。
對此，觀光處長彭偉族表示，前幾年

有透過花東基金，在鳳林鎮爭取合法賽
車場地，惟花蓮是縱谷平原，依據環保
法規，國家風景區超過一公頃以上，就
要實施環評，目前重新積極評估中。他
說，經研究陸
客消費力強，
自由行後，於
花蓮停留的旅
客確實減少，
但仍有部分人
透過網路查詢
，深入馬太鞍
溼地，深度旅
行花蓮。

謝國榮 議員

林宗昆建議石材廣泛用於公共工程

莊枝財質詢學校儲金可與一信、二信合作

本席提到，花蓮是全世界大理石的加
工重鎮，但在0206大地震之後更凸顯石
材業的重要性，建議縣府應善用石材優
勢，將大理石多加使用在公共工程及設
施的建設。建設處長鄧子榆表示，石材
加工業在花蓮是相當重要的產業，0206
大地震之後受損嚴重，經過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輔導，將受損石材適當去化
，未來也廣泛運用於公共工程的建設
上。
因應少子化的衝擊，本席希望縣府說
明花蓮育兒福利政策的方向。社會處長
陳玟祺答詢，花蓮自100年開始補助婦女
生育津貼每一胎1萬元，0至2歲幼兒也有

花蓮是偏鄉，對於縣府教育處是否可
與一信、二信合作社協商，延續學校儲
金業務的功能。教育處長劉美珍說，國
安郵局未與縣府溝通過會結束儲金作業
，若學校沒有儲金帳戶，目前花蓮學校
有教育基金會，可以提供儲蓄，未來也
依提議，將與一信、二信合作社協商儲
金業務。
針對０２０６花蓮強震，近日更遭到
踢爆，縣府使用善款舉辦「0206震後感
恩餐會」，邀請的花蓮縣立委只有預定
參選花蓮縣長的徐榛蔚，也是傅縣長的
老婆，明顯有假公濟私之嫌，而且此筆
花費預估至少要200萬元，傅縣長把善款

居家托育的福利政策，本縣目前有四家
托育中心，今年已爭取前瞻計畫經費300
萬補助，將於中區設立公共托育家園。
此外，花蓮也
設置托育資源
中心，考量偏
鄉服務不便，
也提供外展行
動服務車到偏
鄉開設相關宣
導講座、兒童
遊戲、行動圖
書館等。

林宗昆 議員

這樣使用，對得起捐款人嗎？
花蓮縣需要的是感恩餐會嗎？需要的
是答謝冒險辛勞救災的人員，制度化地
改善他們的執勤裝備和條件，花蓮到底
有那些缺失有
待改善，檢討
反省救災、防
災的各個環節
，用一個感恩
餐會的名義請
鄉親吃吃喝喝
，這不是政治
造勢活動是甚
麼？
莊枝財 議員

何禮臺關心青年住宅工程進度及食安 鄭乾龍促開發洄瀾灣、質詢殯葬園區
本席感謝縣府團隊積極爭取193縣道拓
寬工程案，經縣府多年努力，終於在107
年4月經環評委員會審查通過。縣府建設
處長鄧子榆表示，交通部公路總局採用
滾動式檢討，環差通過後，縣府已做好
修正計畫，送至公路總局審議，待審議
通過後，相關預算即會核列，賡續辦理
後續作業。
本席也關心青年安心成家住宅工程進
度，建設處長鄧子榆答詢，青年住宅分
成A-G棟，首先施作A棟，目前進度超前
，已完成三層樓，預計今年底完工，另
外B、C兩棟基礎也施工完成，預計108年
全數完工；二期部份，用地已擇定，刻

正規劃中。
本席並針對日本核災食品提出質詢，
衛生局長李宏滿答詢指出，花蓮縣食品
安全自治條例
已通過，明定
日本核災地區
食品不得進入
花蓮，為食安
把關。今年3
月衛生局稽查
411家業者，
1,792件食品標
示全數合格。

何禮臺 議員

本席就吉安洄瀾灣開發提出質詢，他
表示，有人潮地方經濟才會繁榮，花蓮
溪空有大自然賦予的美景卻不開發為遊
憩區，相當可惜，即使中央核定為濕地
保護區，地方政府仍應積極爭取開發。
觀光處長彭偉族答詢，因法令規定國
家濕地保護區無法開發，但周邊區域仍
可作為靜態觀光發展，帶來人潮。建設
處長鄧子榆說，花蓮溪口是濕地範圍，
縣府會在法律限制內尋求發展，縣府秘
書長顏新章補充，站在對民眾有益的角
度上，縣府會全力爭取。
本席也關切花蓮縣殯葬園區一元化規
劃問題，過去花蓮殯儀館設在黃金海

岸、吉安鄉火葬場設在山區對民眾影響
不大，時至今日，世界觀念翻轉，縣府
是否已有新規劃？民政處長蕭明甲表示
，殯葬一元化
生命園區，去
年已決標，以
選址為主要目
的，持續規劃
中，未來配合
縣府設置的鄉
鎮，將會給予
更多回饋金，
作為該地整體
建設經費。

鄭乾龍 議員

徐雪玉關心震損後道路等建設修復情況 邱永双促加強老人照護機構間連結
本席針對193縣道往月眉道路的山邊出
現坍方崩塌，且受去年豪大雨影響，部
分路橋出現嚴重地基塌陷坍方災情，縣
府應如何鞏固與補強地基、設置擋土牆
等措施，防止路基掏空、地段崩塌。
建設處長鄧子榆答詢，193縣自0206震
災後，經派員巡察，發現24k、25k及28k
都有坍塌現象，經研判無豪大雨發生，
認定為受地震影響，且該地段土質並非
良好，經地震影響導致土質鬆動與滑落
，目前已採取帆布蓋上，防止土質滑落
；24k部分，已著手緊急災害開口契約處
理，25k、28k範圍較大，目前23k至31k路
段已獲得前瞻計畫經費，會作後續修復

與補強。
本席針對路平專案如德安一街區域，
應盡快修復自來水及地下共同管溝，讓
道路地面修復順暢，讓用路人安全使
用。建設處長
鄧子榆答詢表
示，德安一街
至六街區塊，
汙水下水道接
管已完成，目
前加緊重新道
路鋪設，會盡
快執行路面道
路修繕。

徐雪玉 議員

本席針對花蓮縣人口逐漸遞減，老人
化、超高齡老人化時代來臨，未來如何
因應此問題的對策，如何照護老年人口
，避免延伸社會及家庭問題。
社會處長陳玟祺答詢，對於高齡化來
臨，社會處預算107年編列五億8000萬，
較106年度經費逐步成長，針對健康老
人部分，安排老人免費乘車、老人長青
大學、亦爭取老人行動學堂，並增加老
人學習課程場次，爭取花東基金的經費
；長照2.0計畫社區整體長照模式，分為
A、B、C計畫部分，希望老人走出家庭
，就近走入社區。
本席 提及老人照護站的資源、設備不

足，希望縣府能夠加強補足老人長照站
的相關設備。
客家事務處長賴錦昌答詢表示，伯公
照護站為中央政
策，花蓮縣106年
已申請7個伯公照
護站，花蓮市有4
個、鳳林鎮1個、
富源村1個、玉里
鎮1個，目前107年
會持續申請至15
站，吉安鄉及壽
豐鄉正在積極申
請中。

邱永双 議員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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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峻：老舊柴油車汰換應有緩衝期

張

竣 副議長

環保署為鼓勵汰換排氣空污較嚴
重的二行程汽機車與柴油大貨車，
環保署目前提供汰換補助獎勵，但
成效有限；針對柴油大貨車汰舊，
環保署已跟交通部，針對一、二期
老舊柴油車，在合理使用年限內，
將研議逐年提高牌照稅，也將研議
路邊攔檢針對空污不合格的柴油車
提高罰則，以加速舊車汰換。本
席為這群司機叫屈，他們被強迫換
車，又賺不到錢來買車，生活過得
很苦。
環保署去年調升隨油徵收空污
費，徵收的經費將彌補汰換老舊柴

油車的空污基金缺口，但根據統
計，去年目標汰舊一萬輛的大型柴
油車卻只汰換七千多輛，達成率僅
七成。
為了改善空氣品質，環保署去年
也公告「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
辦法」，希望以提供經濟誘因方式
加速汰換老舊車輛，也在去年九月
調升隨油徵收空污費，用在汰換
一、二期柴油大貨車等空污防制計
畫。
花蓮縣轄八十八年前老舊車輛汰
換一、二期有一七○○輛，第三期
約有五六○輛，也將訂於今年七月

一日起開始實施，實施後老舊車輛
禁止行駛「空品淨」道路。
這群司機有錢才能換車，沒錢才
被迫用舊車，車輛只要合法就能
用，政府卻一味提高稅金及罰鍰，
貨車車主等於雪上加霜成搶錢對
象。
老舊車輛是空污之一，但考慮到
人民的財產權，不能強制民眾不能
開，只能加重牌照稅，從經濟誘因
著手，另也將研議路邊攔檢，針對
空污不合格的柴油車提高罰則，包
括需上講習課，讓車主感受得不償
失。

張正治籲議員理性問政 勿人身攻擊 潘富民盼提供農民更多經費補助
0206震災重創花蓮，
本席感謝縣長與縣府團
隊上下不分晝夜投入
救災，地震最可怕之處
在於無法預測，且災害
是在一瞬間造成，令人
措手不及。此次地震發
生後，有賴縣長睿智果
斷決策，帶領最好的團
隊，為花蓮及受災戶戮
心戮力，倒塌大樓迅速
拆除及綠美化，震災永

久屋也已在新城動土，
以最快速度完成救災與
復原工作，全國有目共
睹。
議員應為花蓮鄉親負
責，問政秉持理性方式
與縣府雙向溝通，救災
過程難以盡善盡美，某
些議員仗著有言論免責
權，抹滅縣長與縣府團
隊所有的努力，一次又
一次人身攻擊，挑起對

張正治 議員
立與仇恨，不僅傷害民
主法治的精神，對全心
投入救災的縣府團隊更
是非常不公平。

葉鯤璟質詢纜車規劃及垃圾處理
對於吉安光華洄瀾灣
與住宅區部分、光華砂
石專業區進度，本席質
詢洄瀾灣過去在台開公
司經營下，園區呈現綠
美化，縣府承接下後，
承包廠商未整理，導
致雜草叢生，呈現未整
理狀態。觀光處長彭偉
族答詢，洄瀾灣是農牧
用地，主管機關是台東
農場，去年台東農場提

出拆屋還地訴訟，台開
公司成為被告就放棄整
理，經縣府協調後，又
開始維護，若社區有意
願認養維護，縣府也願
意合作。對於光華砂石
專業區進度，彭偉族表
示，評估作業必須先取
得水電許可，再開地方
說明會與居民代表商討
方向後，再報請經濟部
審查。

葉鯤璟 議員
他也就0206地震造成大
理石業產生碎片無法處
理，只能擱置場區，以
及吉安光華的垃圾掩埋
場異味問題，提出質
詢。

黃振富提出花蓮市與吉安鄉整合可能
針對193縣道，本席提
出質詢，日前通過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審查，於
193縣道北段通過道路改
善設計，並申請經費施
作等相關作業，經過縣
府公告後，本席認為路
線仍有修正的空間，也
請縣府說明之。建設處
長鄧子榆表示，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於今年四月
已通過，目前該路線經
過多次專案審查小組會
議之後，為避開防風林

地及交安社區等環境敏
感地區之後所修正之路
線，該路線經過環評委
員於大會審議通過，而
修正計畫也將上報至公
路總局執行計畫，盡量
加入縣府和道路規範，
並對私有土地影響降至
最少。
本席認為花蓮市與吉
安鄉是共同的生活圈，
本席提出花蓮市與吉安
鄉合併整合的可能性，
對於經濟、民生、人口

黃振富 議員
數、招商引資與行政資
源利用，建議縣府可召
集各界研議。
中央路與建國路是現
代化的商業路段，但呈
現相關建築卻是相對落
後，希望縣府盡快列入
都市計畫改善。

游美雲關切吉安鄉住一住宅區繳回饋金
本席質詢吉安鄉設置
如砂石場、交通公司、
大理石工廠、光華工業
區、重機械處理場等多
家工廠，眾多大型車輛
出入行駛，但是南海一
街至十三街卻禁止砂石
車進入，有貨運車行三
天內連續被開罰單，請
警察局妥處。警察局長
李西河答詢，目前路權

規劃處理是公所管理，
會盡力協調處理。
本席質詢吉安鄉住一
住宅區繳納回饋金代金
情形，是否能分期分繳
付款，延長107年12月25
日繳款期限，減緩居民
繳交等值代金，並感謝
游美雲 議員
縣長三年前同意土地等
值代金計算方式以93年 平均值計算，降低居民
至98年土地公告現值之 費用負擔。

張智冠質詢六十石山空中纜車BOT計劃
本席針對日前觀光處
公告，六十石山空中纜
車BOT觀光案，請觀光
處說明規劃與執行。觀
光處長彭偉族說，六十
石山以花東基金補助執
行，目前從羅山、赤科
山連接至六十石山，另
外從竹田上去至六十石
山，轉折站中繼站連結

至六十石山。去年在富
里鄉開設說明會，居住
在山區的居民持反對建
設，居住平地居民表示
支持，須要地方意見整
合，並將積極推動，部
分鄉親也擔憂環保衝擊
問題，是否將對山坡造
張智冠 議員
成衝擊，產生安全顧
慮，希望能把意見整合 後推動。

本席對本縣境內河
川疏濬，請建設處與
第九河川局加強雙向
溝通，確保周邊居民
住的安全，也請民政
處在公共造產及防
洪這區塊能夠多加留
意。
針對花蓮縣南區的
六十石山、赤科山能
夠補助農民留得滿山
滿谷的金針花，建議
農業處能為農民爭取

更多的經費補助、吸
引更多的觀光客來花
蓮振興觀光，另對於
泛舟活動也請縣府能
加強推廣。
玉里的有機火龍果
因染病毒不願灑農
藥，鼓勵農友改種有
機愛玉，除可增加農
收又因可乾燥保鮮不
致滯銷，滑嫩的愛玉
面膜研發，更是婦女
美肌最愛，但有機愛

潘富民 議員
玉前三年沒有收成；
期盼縣府提供季轉
金給農民種植有機愛
玉，照顧農民促進農
產。

陳建忠關心安通部落溫泉開發計畫
針對原民貸款創業議
題，本席指出因行政程
序繁雜，有意創業的青
年難以築夢。另本席亦
關切農路預算、肥料補
助議題。農業處長羅文
龍表示，今年農路預算
編列4千4百餘萬元，考
慮執行及保留問題，倘
有不足可透過追加預算
來補足。另本席提及肥
料補助應納入正在申請

原保地的所有人，羅文
龍答覆肥料補助為中央
訂定政策，縣府已積極
向中央反映，會持續爭
取。
本席亦關心安通部落
溫泉開發計畫，盼縣
府打造安通部落為具有
阿美族特色的溫泉部
落，提升經濟產值。傅
縣長表示，縣府樂意支
持，惟應先經過部落事

陳建忠 議員
務會議通過，縣府尊重
部落，盼由部落自主提
出、依原民法嚴謹的程
序進行，且決議不准有
部落以外人事干涉，避
免有心人士攻擊。

笛布斯質詢聯合豐年節及原民觀光旅遊
本席關切原民聚會所
議題，其中，吉安鄉、
花蓮市部落聚會所比例
偏低，最大原因歸諸於
土地取得不易。
本席建議，有些聚會
所未核定者可以先取得
土地，待啟動滾動式檢
討，即可優先列入提案
核定的名單，先前也提
議可與學校合作，作風
雨操場使用，創造雙

贏。中原國小校務會議
已同意吉寶竿部落設置
聚會所，盼原行處將該
部落聚會所排在第一順
位的滾動式檢討內。
本席質詢原住民聯合
豐年節、原住民觀光旅
遊，歐洲藝術節越辦越
大，原民聯合豐年節舉
辦了多年，是否有創新
想法？希望同時辦理國
際交流、美食攤位、結

笛布斯‧顗賚 議員
合原住民主題，打造獨
特品牌；推展原民觀光
旅遊時要有文化深度，
才能吸引人潮。

林秋美質詢有機農業規劃及公墓禁葬
花蓮是農業大縣，對
於吉安鄉干城村有機
農業發展，縣府是否有
相關規劃？進而帶動旅
客、民宿以及休閒農場
的商機。農業處長羅文
龍表示，去年已開始推
動干城村有機農業，並
透過農糧署、鄉公所、
民宿業者與農友作理念
上溝通。也建請農業改
良場找出適合當地之有

機農作物，作為農民契
作的參考。
本席對佐倉、東昌、
太昌公墓禁葬提出質
詢。現在推展殯葬合
一，是否可透過BOT搭
蓋大型靈骨塔。民政處
長蕭明甲答詢，殯葬一
元化去年已決標，目前
進行選址作業中。
本席關切足球選手資
源議題。花蓮於足球、

林秋美 議員
棒球、田徑等領域，培
育許多優秀人才，惟許
多優秀人才畢業後被外
縣市、國外所網羅，希
望可爭取中央於花蓮辦
理足球教練培訓課程。

余夏夫籲改善台11線原保地海蝕情形
本席針對東昌公墓變
更案，吉安鄉公所欲將
變更為公有用地，但卻
未果，希望縣府建設處
可協助輔導鄉公所提出
計畫，讓變更能順利通
過，將土地達到最適的
利用。
台11線沿岸原住民保
留地長期受到海浪侵
蝕，有被掏空的現象，

導致保留地逐漸流失，
希望縣府能關注並提出
解決之道。建設處長鄧
子榆說，日前已向水利
署第九河川局提出建議
改善，目前九河局也積
極處理海岸防護區畫設
規劃報告，台11線沿岸
東部海岸防護區也列入
考量，後續會議也將持
續關注並協助配合。

余夏夫 議員
舊東方夏威夷雖然周邊
雜草叢生，但內部建物
仍保留完整，且具原住
民風格，希望縣府仍可
重新整建，並打造花蓮
原住民特色園區。

萬榮財關心豐濱花51線等部落道路修復
本席有感而發表示，
0206震災期間，花蓮展
現的高效率各界有目共
睹，感謝縣府團隊、各
地救難團隊、慈善團體
不眠不休，共同加入救
援行動。
針對太巴塱祭祀廣場
議題，本席指出目前工
程進度順利，原民處經
常下鄉輔導，盼今年豐
年祭前一定要完成；針

對道路建設部分，花51
線豐濱社區至八里灣、
鳳林至蕃薯寮部落道路
失修，倘遇大雨風災將
難以行駛。
縣府建設處長鄧子榆
答詢時表示，感謝議員
關切豐濱鄉花51線、鳳
林花46線，兩路線均經
過山區，鳳林花46線穿
越海岸山脈、豐濱鄉
花51線也為山區產業道

萬榮財 議員
路，過去歷年颱風大雨
確實有災害發生，會再
與議員前往會勘，進一
步了解。

陳英妹建請增設秀姑巒溪泛舟登岸站
本席感謝相關單位協
助施作瑞北至鶴岡路
橋，也針對農路修繕、
193縣98.5K、花64縣排
水改善等問題提出改善
方案，另建請縣府轉呈
東管處增設秀姑巒溪泛
舟登岸站，提升觀光品
質。
農業處長羅文龍感謝
議員關切南區農路修繕
問題，關於議員提及
的農路區段，目前部分
工程正在施作中，針對
新的提案會再邀集水利
會、水保局一同會勘了

解；針對秀姑巒溪出海
口北岸設置登陸平台，
觀光處長彭偉族答詢，
因秀姑巒溪為中央管
轄，河堤施作構造物須
會同第九河川局，經與
東管處聯繫後，目前已
進行設計、會勘作業及
申請施工中。
建設處長鄧子榆答詢
時表示，193縣98.5K堤
防施設完成後，河川工
地種 植 須有申請許可的
規定，會將第九河川局
的申請種 植 許可資料提
供予議員；鶴岡橋護欄

陳英妹 議員
設計中，今年會發包施
工；鶴岡國小路口排水
溝尚有積水情形，會前
往會勘並做改善；花64
縣在前瞻計劃中有爭取
排水溝及護欄改善計
畫，經費為四千五百餘
萬，做進行整體道路改
善。

許淑銀聚焦部落長照服務及族語推廣
本席對於長期照顧服
務2.0本縣106度經費編
列1億5,272萬7,000元，其
中，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家庭托顧、送餐服
務、交通接送等，提出
對政策是否遇瓶頸，對
山地鄉長期照顧服務2.0
部份做意見交流。
社會處陳處長答詢
時表示，長照2.0是以
社區為目標，期待在地
化，讓老人在社區活力
化，減緩失能，目前
有12項工作，其中居家
服務、日間照顧、家庭
托顧、小規模多機能服
務、老人公費安置、送
餐服務、交通接送、輔
具及居家無障礙補環境
補助、居家照顧喘息照
顧、照服員訓練、長照
機構的設立、社區整體
照顧服務A.B.C整體照顧
模式等12大項。
另107年中央補助4億
多元，重點在於支援

佈建13鄉鎮都有足夠的
A、B、C服務據點，讓
長者在自己的社區獲得
照顧，如家中有失能長
者可以撥打1966，會有
專人到府共同擬訂照顧
計畫。在山地鄉只要是
有潛力的社區願意成立
相關工作站，本周開始
北、中、南開設課程培
訓社區人員，就近服務
鄉親，期待每一社區能
都能成立關懷據點。
衛生局長答詢時說
到，花蓮縣長照經費在
105年只有1,400多萬，106
年增加至1億5,000多萬，
在長照人才培訓也增加
了二倍，另在13鄉鎮佈
建11個整合服務中心、25
個巷弄長照站，經費從
684萬增加到7,134萬元，
另外衛生所辦理轉型，
增加經費到5,000多萬。
原民鄉補助部份，有關
整合型、複合型，服務
聚點30多個，爭取的經

許淑銀 議員
費從1,400萬增加2,700萬
元。也建議提升原鄉照
服人員待遇。
本席對於原住民語言
傳承與教育處進行意見
交流，原民處辦理原住
民族族語比賽國中有21
所、國小99學校開班授
課，但實際參與隊伍不
熱絡，建議國中、小學
族語的推廣成績，是否
在校長鄰選部份列入參
考。
最後本席對於今年花
蓮縣原住民聯合豐年節
大會舞徵選活動，於東
大門辦理，讓更多民眾
欣賞原住民族的音樂、
舞蹈，表示肯定。

陳長明關切萬榮野溪整治及部落文康站
本席表示，萬榮鄉紅
葉、馬遠種植大量箭
筍，感謝縣府協助行銷
通路，增加農民收益。
農業處長羅文龍答覆，
縣府重視萬榮鄉農特產
品諸如山蘇、箭筍等，
品質良好的農特產品才
能受到消費者青睞，縣
府也持續與公所就密封
包裝、冷藏、宅配運輸
等設備、技術研議。
針對本席提及水保局

在萬榮野溪整治問題，
羅文龍處長指出，水保
局現在設置地點位於下
游，會後將向水保局花
蓮分局反應，於上游設
置堤防或是增高堤防，
並邀集議員會勘，保障
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席也關切萬榮鄉的
部落文化健康站。縣府
原民處長陳建村答覆，
目前萬榮鄉計有4處文
健站，賽普計劃另有3

陳長明 議員
個，原民處執行的共計7
個據點，其中馬遠部落
設有2站，紅葉村、明
利各有一處，另縣府也
有其他單位設置老人關
懷中心。

蘇忠亮關切農路修繕及苦茶油工廠設置
關於立山村通往36公
頃農田產業道路因大雨
致災，本席感謝縣府團
隊提撥災害預備金900
萬，由卓溪鄉公所執
行，目前產業道路已完
工；花66縣三民至山里
約5至6公里長度，目前
已編列工程預算，惟仍
有不足，盼縣府能重點
式改善；藤寮溪(花75縣
13K處)逢大雨致災，有
賴縣府及中央單位全力
支持，編列工程總經費
計4,629萬，其中縣府編
列2,429萬元，盼於今年

發包施工。
本席亦關切苦茶油工
廠議題，過去與縣府努
力向中央爭取經費，
現況為何？縣府農業
處長羅文龍答覆說，農
委會先前編列1,500萬元
預算，惟因土地取得問
題，計劃由中央收回，
後續縣府仍積極爭取，
並納入花東基金第二期
計劃執行。
本席也就部落文化健
康站提出針砭，花蓮縣
自95年到105年間，開
設21處文健站；從105年

蘇忠亮 議員
自今增加了45處，感謝
縣府協助，惟設置後須
考量無障礙設施、軟硬
體設備等因素，詳細規
劃。本席也關切原住民
族語課程成效，強調族
語推廣的重要性，建請
公部門徵選的人員應深
諳原民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