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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9屆第 18次臨時大會一讀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潘月霞、張美慧、魏嘉彥、謝國榮、楊華美、林宗昆、李秋旺 

        徐子芳、吳東昇、莊枝財、鄭寶秀、邱光明、黃  馨、張懷文 

        徐雪玉、張正治、黄振富、林源富、葉鯤璟、吳建志、黃玲蘭 

        李正文、笛布斯．顗賚、周駿宥、蔡依靜、賴國祥、哈尼‧噶照 

        陳建忠、田韻馨、簡智隆、高小成 

請  假：  

列  席：本會秘書長陳德惠、主任潭進成、主任余玉琳、秘書劉宋彬 

主  席：張峻議長 

記  錄：潘怡安 

   一、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本會第 19屆第 18次臨時大會會議，開會時間

已到，簽到人數已過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 主席報告： 

今日會議現在開始。 

三、一讀會：今天主要審議縣政府提案共 16案，依往例縣府提案交付小

組審議，各位議員有無意見。 

        交付小組審議，完成一讀。 

   三、臨時動議 

(一)張美慧議員：中山公園縣府已於 12月 12日盛大開幕，但在 12月 20日有

民眾受傷，有與建設處反應但尚未回覆，請問縣府有慰問傷

者嗎？民眾是否有使用不當？遊具使用年齡跟方式是否有

說明清楚，設計跟材質是否有問題？中山公園內有大池子目

前沒有水，縣府應積極爭取經費將池子填平並增加遊具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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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完善規劃，比如增設盪鞦韆，因為看見許多孩子在排隊要

玩盪鞦韆，整體使用安全，請縣府積極妥善規劃並處理。 

(二)邱光明議員：有關青年住宅汙水問題沒有處理好，整個化糞池氣味進入住

戶內，每天都有民眾投訴，這個問題管委會沒有經費可以處

置，其中 8個化糞池每個星期要投藥，必須要有專業人員才

可以處理，花費要好幾百萬，請縣政府針對這個問題盡快去

了解。像這個汙水的問題，主線道應要先到北埔，問題很嚴

重，請加速處理。 

(三)李秋旺議員： 

1.花蓮市中山公園廁所要借用圖書館的廁所，但遇到休館時，沒有廁所

可使用，設施現在已經做得很明朗，但仍有流浪漢流連，清早運動的

婦女有感受到這問題，請警方協助處理。 

2.另外青年住宅曾經聽說有第二期，是否有二期請明確答覆，許多民眾

已經再詢問有產權的青年住宅，很多青年朋友關注，請教興建期程。 

(四)魏嘉彥議員： 

1.12月多有學生家長反應營養午餐內有疑似菸頭的東西，已請學校查

證，也希望縣府能協助把關營養午餐。 

2.鳳林躍動寵物收容中心已開幕，有志工向本席反應，以往志工可以進去

收容所去拍照協助領養，但現今移至鳳林好像無法進去裡面，請農業

處與志工協調。 

(五)莊枝財議員： 

1.有關花蓮跨年晚會，本席已在定期會建議過，有關邀請羅志祥藝人表

演問題，但縣府沒有處理，民進黨部接獲民眾陳情說我們監督不周，

民眾也反應有打電話至縣政府陳情，但其推託是廠商決定，請問縣府

現在是否可以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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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教育處發文至各學校要求學校教學生唱孔子誕辰紀念歌，請問這

是什麼用意？現在學生壓力已經非常重了，還要讀經、還要唱孔子誕

辰紀念歌，希望教育交給專業的。 

(六)黃馨議員： 

1.6月 21日於光華國小發生安心上工人員傷亡事件，本席不希望這事件

再度發生，在此希望縣府積極處理，發生至今已半年，只給予 20萬慰

問金，至今無法調解成立，安心上工也有保險，也無法滿足，要如何協

助家人，讓他們安心過日子。有關鋸樹部分，希望教育處請勿給學校自

行請工去執行，勿讓意外再度發生。 

2.鐵路高架與電器、雙軌化問題，本席有一份公文，鐵路高架化執行部

分從建國路開始，永吉橋為平面、只有中原路高架化，中華路就下，到

吉安溪就平面，整個吉安車站平面至木瓜溪，本席非常失望。後面聽到

要將整個調度場移至吉安，本席堅決反對，希望縣府盡快去了解，積極

一點。 

(七)李秋旺議員：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剛以為莊議員已經發言結束，所以有感

而發說出這句話，的確需要改，藝人的私生活喧染至小孩都

知道，這是媒體無孔不入沒有辦法，但身為民代一樣有教育

的責任，今日羅志祥一個花蓮子弟犯錯，那麼久的沉潛，今

日要回到花蓮來將其專長讓花蓮鄉親共享，本席認為不宜繼

續追殺，應該給予期機會重新站起來，也應該讓孩子了解犯

錯接受懲罰了，也應讓其有機會站起來，這不是我們所受的

教育嗎？本席剛剛的有感而發，本席會反省。 

(八)蔡依靜議員： 

1.昨日與前天地政處進行國土計畫說明會，目前花蓮進行第三階段，預

計明年要至部落說明，提醒原行處盡快將說明期程時間表規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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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地區功能區域劃設一定要做充足準備，包含每個部落套圖與族語

翻譯，此階段非常寶貴，一年內要將所有部落說明與劃設清楚，請原

民處多做規劃。 

2.感謝縣府團隊、原民處與周科長，有關豐羽計畫經過多次流標終於 12

月 16日順利發包，因預算問題也刪除了許多工項，希望在後期規劃，

人力與人才培訓能積極處理。 

(九)賴國祥議員：昨日與前天縣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辦法與說明會，本席

有參加中區場次，但實際參加人數不多，其說明會最重要的

目是希望政府將土地轉型正義能協助到地方原住民、部落，

尤其承辦人說南區場次原住民參與人數只有 1位，明年 13

鄉鎮的國土計畫法公聽會，希望相關單位(地政處、原民處)

能將期程盡快安排出來，讓我們能廣為宣傳讓參與人數能更

多。 

(十)莊枝財議員：台灣為多元社會，各方有各方的看法，今日因為民眾反應，

本席一定要將民眾聲音表達出來，也尊重李議員所述，但縣

府不能將民眾的陳情推給廠商，應該將事情解釋清楚。 

(十一)吳建志議員： 

1.本席贊成李議員所講，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對於藝人的報導為私領域

的事情，本席也不以為意，再討論下去也沒有意義。 

2.對於接受到家長陳情，孩子參加畢業旅行受到霸凌，一再與校方反應

希望能做調整，校長遲遲沒有友善的回應，僅希望孩子不要再受到二

次傷害調整班級而已，剩半年就要畢業，校長堅持只能換座位，家長

希望將孩子的傷害降到最低，反應要即時，第一時間就告知校方希望

做妥善處理，校長是否適任為很大疑慮。 

(十二)鄭寶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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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年住宅周邊有 4個進出口，進出有車子擋住，所以很不便，下午

有安排會勘，若有問題希望建設處幫忙。 

2. 本席被抹黑於青年住宅有百間店面，本席是地主並不是受益者，原

為 921坪，將近有 200坪沒有錢，希望建設處能協助澄清，地主就

是有三間房間，若此道路可以賠償，本席願意將此放置青年住宅基

金內。 

3. 大安街時常發生車禍，108年至今會勘是第 7次，為何在 12月 23

日前會特別再 12月 20日安排會勘，因為公路局說對面有油槽，樹

人街至大安街不到 50公尺太密集所以不裝設，但大安街車禍大大小

小頻繁，交通隊都希望可以改善，但在這個月立法委員說還是要裝，

本席不瞭解為何以前不要現在又要裝設了，這樣有何意義，希望下

去了解一下。 

(十三)葉鯤璟議員：農業處關心有關近期推動的太平洋周邊觀光景點，從台開

新天堂日出公園至太平洋與七星潭公園，沿途野狗非常

多，影響遊客與當地居民戶外活動，有安全上的疑慮，且

造成民眾心生恐懼，並影響此觀光地帶，請農業處動植物

防疫所能啟動配合鄉鎮市公所人員協助，積極處理。 

(十四)黃玲蘭議員：本席組成之簡易水保專案感謝農業處與縣府水保團隊協

助，中區農民針對簡易水保區塊也有反應，希望中區也能

有雙向溝通的機會，申請畫圖部分農民可以自己畫，當天

也承諾會後會與 13鄉鎮市公所聯繫，讓水保服務團隊能

夠教導，當日最後美中不足之處為縣府團隊回答問題態度

上，後面氣氛有點不愉快，希望態度上稍微注意一下，農

民就是長期遭受委屈與困難才會請本席拜託縣府替農民

解惑，請縣府再加強一下，希望明年初中區也比照辦理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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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區也很多議員對此議題也很關心，請吳處長盡快安

排，謝謝農業處團隊第一時間有重視，謝謝。 

(十五)張懷文議員： 

1. 本年度災害農損部分，農業處有很積極申請，中區種植稻米的農友

在此災害補助上並沒有核准，請農業處處長留意，稻米的損失不是

馬上能呈現，而是在幾個月過後才會發現有短收，甚至有農友損失

100多萬，請農業處積極了解並向中央反應，美中不足的漏網之魚

請注意，謝謝。 

2. 特別謝謝地方稅務局於去年與本年，由府會聯絡人李科長帶領稅務

局團隊，於假日或是晚上下鄉宣導。希望縣府宣導能夠落實。 

3. 參加社團、志工都是公益服務，本席非常認同，其團體亦有相關制

度，也要遵守制度，但有些團體負責人已擔任 10幾年，底下成員敢

怒不敢言，請縣府秘書長針對府內、府外志工團體負責人與輔導工

作都要落實。 

4. 有關搶修工程，在中南區預算的挹注有的是縣府執行、有的是鄉鎮

市公所執行，像中區有的村長也反應有些小型工程至今也都沒做、

影響安全的工程都沒有執行，請縣府針對核定的預算未執行部分請

盡快執行，多督導完成年度預算。 

(十六)楊華美議員： 

1. 私德是否能由公共檢視。 

2. 本席完全支持要給錯誤的人一個機會重新出發，但藝人與政治人物

其實就是公眾人物，他們本來就是會在整個社會上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檢視，當然尊重每個人個體的自由選擇，但對於心性未成熟的青

少年而言，將民意反應給縣府，很多家長也很擔心，並透過 1999向

縣府反應，這些時間的反應為何縣府都無法立刻說明，是否錯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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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反應的時間點，本席認為最重要的是縣府在這件事的回應慢半拍

以及不能只丟給電視台，也不能不回應，行政權力在縣府行政團隊

手上，請務必要重視。 

(十七)田韻馨議員： 

1. 針對礦石稅，秀林鄉的分配比例希望提高，才符合當地土地正義與

民意的期待，請重新檢討分配。 

2. 請教建設處處長有關秀林鄉海堤堤防進度為何？後續要如何處理？

請協助幫忙。 

3. 請縣府轉述有關太魯閣國家公園對當地居民限制過多，也不尊重當

地民意代表，勿激起當地族人民怨造成抗議。 

(十八)潘月霞副議長： 

1. 玉里榮民醫院前有平交道，此路經常有救護車要通行，地方民眾已

多次反應，本席也亦向鐵道局提出，在此與建設處做一雙向探討，

此路段平交道，地方聲音是傾向地下化或高架化。 

2. 花蓮南區不希望變成文化沙漠，玉里鎮藝文中心、神社經常出現很

多問題，也私下與處長探討，請文化局多協助。 

3. 璞石畫研習課程 3個月也順利完成，在藝術傳承上獲得許多認同，

與大家分享，此為全世界用石頭作畫的作品獨一無二，請文化局在

此區塊再繼續努力，像縣長所提「慢.精品.花蓮」，讓遊客在花蓮旅

遊享受精品與在地有機食物，營造更幸福的花蓮。 

(十九)徐雪玉議員： 

1. 本席多次反應，13鄉鎮 100多公里，不管是學校或鄉道的路樹修剪，

應有專業人員修剪，由縣府或公所組成一個團隊，由園藝專家來承

包，讓路樹能更美觀整齊也避免不專業人士修剪造成危險。 

2. 跨年晚會邀請花蓮子弟，若能勇於認錯應給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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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老師教導方式，對孩子影響非常大，若老師情緒上教學對孩子

造成創傷，某國中的孩子，因為老師上課的情緒，結果孩子表示要

轉學到玉里，造成家裡接送與住校安全問題，希望處長能與學校了

解，若有這種老師，能做一個調整，避免造成孩子心理傷害。 

(二十)黃馨議員：回應黃玲蘭議員所提農民對土地之利用，請處長多關心，態

度上應該多改善，勿漠視山坡地部分，因有坡度請農民做坡

度分析，簡易水保要花許多經費去做，因為農民不了解，讓

農民覺得縣府百般刁難，台東山坡地 6千多公頃與東海岸 3

千多公頃已解編，花蓮目前都還沒解，這樣已累積許多民

怨，請處長小心處理。 

(二十一)張美慧議員：本席於上次會期有提出加班費編列問題，縣長室加班費

編列遠超過其他局處。本席不反對編列加班費，因有業

務需求該加班的就應該編列，但各局處像觀光處、農業

處、文化局、衛生局、社會處、原行處等員工人數很多

及業務量也很繁重，為何加班費的編列卻不如縣長室的

8個人，加班費之編列應公平、合理的編列。 

(二十二)田韻馨議員： 

1.請縣府轉述銅門部落設有中華電信基地台，經過部落會議決議應

該拆除基地台，當時開會時中華電信沒有出席，呼籲業者不應該

輕忽族人健康安全。 

2.上次教師被言語霸凌，請教育處回復處理情形。 

(二十三)林源富議員：針對農業處召開黃玲蘭議員之簡易水保專案會議，本席

才得知民眾於山上種植生薑、南瓜、檳榔、苦茶油或柚

子，因有坡度問題，颱風來易造成地形變動，就需要整

地，機具要上山，就要申請簡易水保計畫，請農業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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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老農民心聲，山上種植農作能賺多少錢，山上要耕種

收成不容易，申請過程百般朝受刁難，這個流程時間多

少要答覆民眾？申請通過複查驗收時間要多久？2公頃

以下第一次申請核准 3分地，第二次申請一樣是核准 3

分地要拖多久才回復？請站在農民立場想想，請縣府內

部開會將申請時間流程訂定出來讓農民清楚知道，並給

本席一份期程資料。 

(二十四)黃玲蘭議員：再次提醒農業處吳處長，12月 6日定期大會結束後，

農業處裡有召開內部會議，但在 12月 8日周駿宥議員

提及農業處在定期大會結束後召開的內部會議當下有

提及黃玲蘭議員與周駿宥議員對某個科長很有意見建

議要換掉，本席再次說明，與吳處長溝通時沒有參與

與提及到人事議題，本席只是反應農民的心聲給吳處

長知道，此部分請處長簡單回復，這對本席與周議員

是一個傷害。 

主席裁示：早上會議結束，會後請縣府針對每位議員的問題盡快回答

下午至 12月 28日為分組審查或蒐集資料，12月 29、30

日進行二、三讀會，請各議員準時出席，散會。 

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