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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8次定期大會第 28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07日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  峻  張美慧  魏嘉彥  謝國榮  楊華美  林宗昆 

         徐子芳  李秋旺  吳東昇  莊枝財  鄭寶秀  邱光明 

         黃  馨  張懷文  徐雪玉  張正治  黃振富  林源富  

         吳建志  笛布斯‧顗賚    李正文  周駿宥  蔡依靜 

         哈尼.噶照       賴國祥  陳建忠  田韻馨  簡智隆  

         高小成 

請  假：潘月霞、葉鯤璟、黃玲蘭 

列    席：縣長徐榛蔚、副縣長顏新章、代理秘書長饒忠、行政暨研考 

  處吳昆儒、社會處處長陳加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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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處長陳淑雯、地政處處長吳泰焜、原住民行政處處長陳建 

  村、教育處代理處長翁書敏、客家事務處處長彭偉族、主計 

  處處長阮靜如、人事處處長曾淑芬、政風處處長葉清燊、警 

  察局局長戴崇贒、消防局局長林文瑞、地方稅務局局長呂玉 

  枝、衛生局局長朱家祥、環境保護局副局長饒慶龍、文化局 

  局長吳勁毅 

列  席：本會陳秘書長德惠、潭主任進成、余主任玉琳、秘書劉宋彬 

主  席：張議長峻 

記  錄：蔡詩淇、陳雍升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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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陳德惠報告：本會第 19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二、三讀會，開會時間

已到，議員簽到人數已過半，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報告：早上會議現在開始。  

乙：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時動議。 

一、 三讀議案二讀會 

      花蓮縣警察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警政業務—警政業務 

      警政業務—中央補助警政業務 

      花蓮縣消防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消防業務—消防業務 

      消防業務—中央補助消防業務 

      花蓮縣衛生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衛生業務—衛生業務 

      衛生業務—中央補助衛生業務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心防業務—心防業務 

      心防業務—中央補助心防業務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環保業務-環保業務 

      環保業務-中央補助環保業務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花蓮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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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公共造產基金 

      花蓮縣政府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花蓮縣政府市地重劃基金 

      花蓮縣衛生局醫療循環基金 

      花蓮縣政府公益彩卷盈餘分配基金 

      花蓮縣環境保護基金 

      花蓮縣身心障礙就業者基金 

      花蓮縣政府地方交豫發展基金 

      行政暨研考處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民政處 

      宗教禮俗—宗教禮俗 

       

白皮書

頁數 
科  目 刪減費用別 刪減預算數 

說明 

002-312 
宗教禮俗-宗

教禮俗 
業務費 3,319,000 

辦理各宗教花蓮

祭天祈福暨遶境

活動及宗教民俗

活動 

002-312 
宗教禮俗-宗

教禮俗 
業務費 4,700,000 

辦理各寺廟祈福

參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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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13 
宗教禮俗-宗

教禮俗 
獎補助費 6,380,000 

補助佛教、道教、

天主教、基督教、

原住民等代表宗

教團體、社團辦理

各宗教花蓮祭天

祈福活動相關經

費(經常門) 

002-313 
宗教禮俗-宗

教禮俗 
獎補助費 7,000,000 

補助各寺廟辦理

繞境法會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部落工程—原住民部落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鳳林鎮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光復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玉里鎮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富里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豐濱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秀林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卓溪鄉戶政事務所—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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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鳳林鎮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光復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玉里鎮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富里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豐濱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秀林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卓溪鄉戶政事務所—戶政業務－戶政業務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鳳林鎮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光復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玉里鎮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富里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豐濱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秀林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卓溪鄉戶政事務所—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以上完成三讀議案二讀會。 

二、宣讀審議書：潭主任進成宣讀花蓮縣議會審議 111年度花蓮縣總預

算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審議書(請參閱審議書)。 

三、花蓮縣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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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政府提案彙編 

    民政類第 1-10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財政類第 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建設類第 1-6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第 1-5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1-9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議長裁示：本案違反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黃振富議員說得非常清 

              楚，基於尊重小組審查決議，中央預算也得之不易，請 

              縣府今後勿再發生，也請政風處徹查未經議會法定程序 

              案子有多少，並移送監察院，包含主計處長向議員答詢 

              時，所有錄影、錄音一併送監察院。 

    保安類第 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三讀議案三讀會 

   建設類第 2號案：完成三讀（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地 5號案：成三讀（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4號案：完成三讀（詳如議事錄上冊）。 

   保安類第 1號案：完成三讀（詳如議事錄上冊）。 

    

四、議員提案： 

   民政類第 1-7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財政類第 1-3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建設類第 1-27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第 1-10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1-13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保安類第 1-4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七、考察報告： 
    財政類第 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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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類第 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第 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八、調查報告： 

    民政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八、臨時動議： 

 (一)黃馨議員： 

   1.吉安鄉南埔公園南側後方萬善廟(納骨塔)仁和段 134地號，縣政 

     府認定違章，必須拆除或補照，但廟於民國 35年(日據時代)即 

     在這塊土地上，因事涉變更都市計畫變更，提組專案處理。 

     議決：由賴國祥、張美慧、笛布斯‧顗賚、林源富、鄭寶秀、黃馨、 

           周駿宥、蔡依靜、徐雪玉等 11位議員組成專案小組，由黃 

           馨議員擔任召集人。 

  2.花蓮菸葉廠裁撤至今 26個年頭了，至今規劃為花蓮運動休閒園區， 

但規劃雜亂無章，包括停車場、休閒走道、原民聚會所，請組專案

處理。 

    議決：由張美慧、笛布斯‧顗賚、林源富、鄭寶秀、黃馨、楊華美、 

          徐子芳、周駿宥、徐雪玉、蔡依靜、莊枝財、11位議員組成 

          專案小組，由黃馨議員擔任召集人。 

  3.剛才鄭寶秀議員提的，當初會勘我也有參與，花蓮建國路以及北埔 

    平交道是否配合剛地下道或是高架部分，請做適度檢討，可行性評 

    估先做，火車站要如何配合建置，周邊環境變遷、車道順暢及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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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包含周邊將來發展部分，希望縣府能共同納入。 

 (二)楊議員華美： 

   1.剛才對於宗教育有做刪除，這裡要提出的是，剛刪除民意反彈比較 

     大的，例如五教合一、繞境祈福這些活動，是否會用到二備金?二 

     備金是急難之用，所以要提醒縣府不可動用到二備金。 

   2.我已多次向教育處索取有關體育會各單項運動委員會清冊，包含項 

     目以及主委，至今仍未收到，不曉得發生什麼問題，這資訊在網路 

     上雖然可以查，但是議會的議員索取資料，不可以透明給予的嗎? 

     請秘書長立即備齊資料交付議會，謝謝。 

  

 (三)鄭議員寶秀： 

         建設第 2案，花蓮車站以南到木瓜溪堤防鐵路立體化，編了 

     478萬，這邊要再請建設處幫忙，在 108年交通科還在觀光處，當 

     時處長唐玉書，為了新城北埔民有街平交道是要高架、立體化或是 

     地下化請命，當時有 9 位議員去聲援，到現在，每年兩次到各寺廟 

     參拜，各局 處長從武安宮後要去福安宮時，會在平交道停留 10 

     幾分鐘，等過去時，已經拜差不多，這種情形你們都知道，希望建 

     設處能評估新城北埔火車站平交道，那邊是火車調度區，是不是將 

     車輛調度移到景美車站去，就不會有這樣問題發生，我會繼續追蹤。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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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回復鄭寶秀議員，上午的會議到此結束，下午議程變更議程 

  為蒐集資料，散會。 

  散會時間：12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