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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26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  峻  潘月霞   張美慧   魏嘉彥   謝國榮   楊華美 

        林宗昆  李秋旺   吳東昇   莊枝財   徐子芳   鄭寶秀       

        邱光明  黃  馨   張懷文   徐雪玉   張政治   黃振富  

        林源富  葉鯤璟   吳建志   黃玲蘭   李正文   周駿宥 

        笛布斯‧顗賚     蔡依靜   賴國祥   哈尼‧噶照  

        陳英妹  田韻馨   簡智隆   高小成 

請  假： 

列  席：代理秘書長張逸華、民政處處長林金虎、財政處處長劉台文、 

        建設處處長鄧子榆、觀光處處長張志翔、農業處處長吳昆儒、 

        地政處處長吳泰焜、社會處處長陳加富、原住民行政處處長陳 

        建村、教育處代理處長饒忠、客家事務處處長彭偉族、行政暨 

        研考處處長林金虎、主計處處長阮靜如、人事處處長曾淑芬、 

        政風處處長何定偉、警察局局長蔡丁賢、消防局局長林文瑞、 

        地方稅務局局長呂玉枝、衛生局副局長鍾美珠、環境保護局副 

        局長饒慶龍、文化局局長吳勁毅 

        本會秘書長陳德惠   劉秘書宋斌  主任潭進成   主任余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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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張議長峻 

記  錄：蔡詩淇、陳雍升 

甲、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開會時間已到，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報告：會議開始，審查花蓮縣 111 年度花蓮縣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 

乙、三讀議案二讀會 

（審議花蓮縣 111 年度花蓮縣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 

  

民政處 宗教禮俗－宗教禮俗 84,375,000  

農業處 農業業務－農業業務 359,315,000  

農業處 農業業務－中央補助農業業務 163,573,000  

建設處 水利業務－水利業務 149,503,000  

建設處 水利業務－中央補助水利業務 100,134,000  

觀光處 工商業管理－工商業管理 37,471,000  

觀光處 
工商業管理－中央補助工商業管理

業務 
14,948,000  

建設處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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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處 建設事業業務－建設事業業務 248,919,000  

建設處 
建設事業業務－中央補助建設事業

業務 
564,626,000  

建設處 
道路改善及交通管理－道路改善工

程 
338,512,000  

建設處 
道路改善及交通管理－中央補助道

路改善及交通管理 
1,320,882,000  

建設處 
道路改善及交通管理－交通管理業

務 
38,122,000  

民政處 其他公共工程－其他公共工程 192,000,000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族部落工程－原住民族部落

工程 
27,281,000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族部落工程－中央補助原住

民族部落工程 
231,955,000  

觀光處 觀光產業發展－觀光產業發展 206,571,000  

觀光處 
觀光產業發展－中央補助觀光產業

發展業務 
14,631,000  

教育處 
青年發展培育業務－青年發展培育

業務 
19,200,000  

教育處 
青年發展培育業務－中央補助青年

發展培育業務 
4,083,000  

社會處 社會保險業務－社會保險業務 100,6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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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 
社會保險業務－中央補助社會保險

業務 
4,186,000  

社會處 社會救濟業務－社會救濟業務 233,128,000  

社會處 
社會救濟業務－中央補助社會救濟

業務 
10,539,000  

社會處 社政業務－社政業務 1,518,527,000  

社會處 社政業務－中央補助社政業務 1,670,943,000  

社會處 
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勞動行

政及就業輔導業務 
10,638,000  

社會處 
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中央補

助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 
2,254,000  

建設處 國宅業務－國宅業務 5,696,000  

社會處 社區發展業務－社區發展業務 9,829,000  

社會處 
社區發展業務－中央補助社區發展

業務 
905,000  

財政處 債務付息－債務付息 127,200,000  

主計處 第一預備金－第一預備金 6,000,000  

公務人員退休及

撫卹給付 

公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公教人員

退休撫卹給付 
2,312,9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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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各項補

助及慰問金 

公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金－公教

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 
6,000,000 

公務人員各項補

助及慰問金 

公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金－公教

人員各項補助 
90,000,000 

災害準備金 災害準備金－災害準備金 263,000,000 

各類員工待遇準

備 

各類員工待遇準備－各類員工待遇

準備 
100,000,000 

第二預備金 第二預備金－第二預備金 60,000,000  

花蓮市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32,467,000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21,351,000  

新城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7,390,000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8,076,000  

鳳林鎮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4,159,000  

光復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6,514,000  

瑞穗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6,041,000  

玉里鎮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11,3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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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4,995,000  

豐濱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3,625,000  

秀林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5,713,000  

萬榮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4,545,000  

卓溪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4,821,000  

花蓮市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5,462,000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3,145,000  

新城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711,000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626,000  

鳳林鎮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184,000  

光復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521,000  

瑞穗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211,000  

玉里鎮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2,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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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239,000  

豐濱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164,000  

秀林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1,330,000  

萬榮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739,000  

卓溪鄉戶政事務

所 
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828,000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00  

新城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0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23,000  

鳳林鎮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00  

光復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61,000  

瑞穗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88,000  

玉里鎮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03,000  

富里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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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濱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83,000  

秀林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25,000  

卓溪鄉戶政事務

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67,000  

文化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52,495,000  

文化局 文教活動—文教活動 83,173,000  

文化局 文教活動—中央補助文化業務 200,063,000  

文化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4,479,000  

體育場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4,765,000  

體育場 體育場所管理—體育場所管理 30,792,000  

家庭教育中心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3,200,000  

家庭教育中心 推展家庭教育—推展家庭教育 1,414,000  

家庭教育中心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90,000  

動植物防疫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21,4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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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防疫所 動植物疫病防治－動植物疫病防治 24,757,000  

動植物防疫所 
動植物疫病防治－中央補助動植物

防疫業務 
16,457,000  

動植物防疫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553,000  

水產培育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5,193,000  

水產培育所 水產養殖－水產養殖 3,847,000  

水產培育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241,000  

花蓮地政事務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94,734,000  

花蓮地政事務所 地政事務－地政事務 11,729,000  

花蓮地政事務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2,843,000  

鳳林地政事務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33,310,000  

鳳林地政事務所 地政事務－地政事務 3,842,000  

鳳林地政事務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423,000  

玉里地政事務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43,5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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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地政事務所 地政事務－地政事務 5,052,000  

玉里地政事務所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916,000  

      

附帶決議： 

一、水利業務－水利業務 

    美崙溪堤頂設施亟待改善，且改善時儘量避免使用易耗損材質，以減 

    少往後維護管養費用。 

二、建設事業業務－建設事業業務 

     城鎮風貌業務-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科目項下：辦理太平洋 

    公園極限運動場屋頂薄膜工程案：規劃應朝環保節能減碳方面設計； 

    儘量避免使用易耗損材質，減少往後維護管養費用。(2-384頁) 

 

    以上完成二讀。  

 

主席張峻：下午會議結束，12 月 6 日上午 9：30 分繼續二、三讀會，請各 

          相關單位及各位議員準時出席，散會。 

 

散會：上午 16 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