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專案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會議時間：10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花蓮縣政府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林委員金虎
記錄：張筱雲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持人致詞：
（略）
。
報告事項：花蓮縣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專案
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審查計畫。

柒、 綜合討論：
一、 E 類計畫：規劃興建花蓮運動觀光園區計畫
(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計畫主持人李永展：
1、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
稱縱管處）原將鄰近本案基地「鳳林遊憩區」規劃
為汽車露營區，因招商不順利變更計畫為興建具有
400 個床位的飯店，該變更計畫呈報至內政部區域
計畫委會審查時，審查委員質疑是否有此需求量，
鑑此，「規劃興建花蓮運動觀光園區計畫」有關飯
店經營規模亦將面臨同樣質疑。
2、 另鳳林遊憩區在內政部區域計畫委會審查時，自來
水處、水利署及其它的相關單位表示：「馬太鞍溪
雖然有堤防，但仍屬於河川衍生的新生地，請緃管
處查明是否屬於地質法所規定的水土保持之地下
水補注區」，請提案單位釐清本案是否屬於地質法
所規定的水土保持之地下水補注區。
3、 提案單位在簡報時提到，中央不建議蓋汽機車賽車
場，但目前在提案單位的計畫中還是有賽車場，這
個部分建議應有完整主張以說服中央主管機關，包
括。汽機車賽車場規模明確定位(是一般國際標準
規模或是遊戲)以及後續 BOT 廠商投資關鍵因素。
(二) 劉委員瑩三：
1、 本案區位的問題必需要考慮，在鳳林這個地區，適
合發展何種項目？加入觀光、住宿…等要如何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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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且鳳林距離花蓮市、瑞穗都不算太遠，若要
洗溫泉去瑞穗就可以了，這裡有嗎？
2、 提案單位是否知道教育處「各級學校運動選手移地
訓練產業建置營運計畫」？此計畫主要目的是成立
國家訓練基地，利用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現有的體育
場館已具有一定的建設基礎，並包含運動觀光的概
念，但教育部體育署仍有疑慮，有關本案提案單位
要如何說服教育部體育署？
3、 花蓮運動觀光除了棒球、足球是否還有其它的？例
如田徑…等，應結合運動休閒才更可張顯這個計
畫，本案爭取補助成功的機率也比較大。
4、 本案旨為運動觀光應有觀光收入，但本案自償率為
零且無法回收，在花蓮縣政府財政已有非常大困境
的此時，提出這樣的計畫需要再斟酌，是否更好的
想法及創意，讓此計畫可以有自償率。
(三) 尹委員立銘：
1、 本案提到：「國外行之有年」，請具體說明國外行
之有年的情形；另本案未來要如何執行才能與國外
一樣可以行之有年?
2、 本案交通的部分也必需納入整體考量，並非每能個
人都是開車或騎機車前往。
(四) 劉委員家榛：
1、 若要走運動觀光的路線，首先定位要清楚；建設雖
然可以帶動地方的發展及繁榮，但是之後呢？要如
何與當地結合？
2、 中央審查意見中，審計單位在 102 年曾提到使用地
的問題，現在已經 105 年了，是否已經改善？
3、 對於現有的軟、硬體使用情形，要有具體的陳述，
在軟體方面，如花蓮在棒球、足球上的表現；或者
我們要朝向那方面走？要先具備足夠人力的教育
及養成，才能達到國際觀光賽車的水平，朝這個目
標前進，但是我們需要有一些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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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林委員金虎：
1、 土地問題要如何處理？有償撥用需多少時間？另
農業區變更為觀光區要如何變更？時間多久？
2、 此計畫規劃的期程是幾年？投資經費如此龐大，若
沒有自償性中央是否會同意？
3、 本案請依委員建議修正，併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
計畫書作業手冊」應先完成相關前置作業程序。
計畫決議：本案應先行提案完成相關前置作業，原則依
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二、 新興計畫：「樂活花蓮」智慧城鄉播種計畫
(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計畫主持人李永展：
1、 計畫書 19 頁的績效指標，每年建置 50 個網點，分
三年建置，這樣的量是否符合花蓮縣整體的需求?
國外觀光客如日本、韓國…等都是習慣使用智慧手
機上網，我們要確保三年後至少整個的網路基礎建
設好的，且其它的局也可以據此去做後續的發想。
2、 經費的部分，如建第一年建置 50 個上網點的，假
設花費 150 萬，第二年及第三年還是 150 萬？技術
上應該還不是這樣。
(二) 劉委員塋三：
1、 頻寬問題是否有考慮？未來擴充時若需再花大筆
經費，就要一次達到應有的頻寬。
2、 因光纖的關係，網點大部分建置在花蓮、新城跟吉
安三個地區，未來是否擴充到其它地區？
3、 未來戶外網點將增加，這部分若與觀光、醫療、原
民、教育…等資源結合在一起，將會有很大的加分
作用。
(三) 尹委員立銘：
1、 i-Taiwan 是否有頻寬及規格的限制？i-Taiwan 免
費提供給民眾使用，越多人使用速度越慢，故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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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頻寬問題。
2、 計畫中提到百分百的村里覆蓋，三年分區設置網
點，這些網點如何計算？另部分村、里很大，網點
設置在哪裡？是否經過精算？這個部分需要算的
更具體。
(四) 劉委員家榛：
在這個時代要拉近距離只能靠科技，設置網點的位置是
如何計算出來的？基本上我完全支持，希望能夠真正落
實。
(五) 林教網中心主任國源：
1、 全縣所有的學校教育處都會完成，包含 4G 的部份，
教育處的問題是放學後，部落沒有網路可使用。
2、 未來會產生的成本，第一是原本沒有光纖的部分，
再來就是在部落裡面也會有成本，建議部落的成本
是否由原民會負擔，因為原民會有愛部落的計畫，
若此計畫通過了，同時也符合原民會愛部落計畫。
(六) 林委員金虎：
1、 此計畫是否參照上次會議中提到的，將原住民各部
落、學校學習、醫療…等整合？整合的結果如何？
目前基礎建設只有這些點嗎？因為將來要推動智
慧城市，若基礎建設沒做好也不好推動，故需有相
當的普及率。
2、 智慧城市不是只有在花蓮、新城、吉安而已，這個
將來要涵蓋到整個花蓮縣，所以要請提案單位眼光
要看遠一點。
3、 後續可能產生的成本在這裡先不提，待建置完成
後，再來研究要如何處理，但配套要先做好。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三、 新興計畫：花蓮縣智慧教育提升計畫
(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計畫主持人李永展：
1、 本案表 1 花蓮縣智慧教育提升計畫總經費預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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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包含所有的學校，建議用註明的方式讓計畫能更
完整呈現。
2、 科技教育扎根教學場域分別設置於北、中、南三
處，建議若已初步設定的學校，應寫入計畫中並說
明原因，才會就更具有說服力。
3、 本案計畫書第 20 頁表 7 科技教育扎根教學場域計
畫經費概算表中，建議比照請改成科技部專案助理
薪資，因該僱用助理是可以每年續聘且逐年往上調
整，另需注意科技部薪資不包含勞健保。
4、 四個子計畫的分項中，有些是否不需計畫主持人？
建議說明費用由何處支應，由雜支或從母計畫支
應？因為到國發會去報告時間會很短暫，可是如果
寫的更清楚，委員會更支持。
(二) 劉委員瑩三：
1、 計畫中剛提到的智慧父母、智慧教師，很多的父母
目前可能還無法接受，背後的原因要考慮進來。
2、 把全縣 126 所學校全部涵蓋進來時，需要有適性、
適才的教育在裡面；教育強調的是多元，不要太強
調培養工程師、程式設計師，這個部分如果能夠做
一些淡化，同時再加入譬如說藝術的教育或是其它
面向的教育，這個計畫會顯得更完整。
3、 本案是否考慮未來設備維修、汰換的問題？並將設
備維護成本納入。
(三) 尹委員立銘：建議本案智慧學生、智慧家長與智慧老
師這三部分歸納在參與計畫的對象而非目標更為完整。
(四) 劉委員家榛：
1、 科技是學習的工具，協助學生解決問題，提供多元
資訊，不要強調培養工程師。
2、 因每個學生家庭社經地位、背景、種族…等，都不
同，是否比較過花蓮縣內國、中、小學生的學習成
效、能力條件差異上的比較？
3、 是否有標竿學校可參考？不一定是台北市很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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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花蓮縣內有沒有？花蓮有很多優秀的老
師，但如何運用花蓮學子的條件來執行？
(五) 林委員金虎：
1、 計畫總經費為 9 仟 3 佰 7 拾萬，要建置在多少學校？
全縣 126 所學校，1 仟 3 佰多個班級都會建置？
2、 北、中、南三個基地設置的地點，在計畫裡面應說
明清楚。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四、 新興計畫：成立義勇消防特種搜救隊暨提昇偏遠地區救災
效能計畫
(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計畫主持人李永展：
1、 本案計畫書第 3 頁「提昇本縣偏遠地區自主防救災
裝備器材及人員訓練」的計畫中盤點計有 54 處鄰
近消防分隊車程超過法定抵達時間，建議應以圖示
表示完整涵蓋花蓮縣所有偏遠地區，故本案確有其
必要性應儘快執行並於 107 年全部完成。
2、 本案教官及助教鐘點費大約只有 4 萬，這部分的單
價及數量是否足夠？
3、 第 三 個 子 計 畫「提 昇 本 局 義 消特種 災 害 救 助 能
力」，在簡報時提到這部分分成兩區，是否為南、
北兩大區？就消防專業角度而言，二個區是否可在
短期內含括我們所希望能達成的目的？
4、 續上，其中 107 年及 108 年辦理國內特種災害救助
訓練，所編列經費是否已包含講師費？另每半年辦
理一次是否足夠？是集中辦理或分區辦理？辦理
的地點在花蓮市或其它地區？
5、 本計畫的期程為 107 年至 109 年，107 年及 108 年
有編列經費，109 年在計畫書第 8 頁的「經費需求
與財源表」中有大約 4 佰多萬的經費需求，但在計
畫內容中未提到這部分的經費說明。
(二) 劉委員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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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個子計畫間具有連動性，文字上需修正並串連三
個子計畫，以突顯本計畫的重要性。
2、 請整理災害種類(如颱風、地震…等)及投入的警
消、義消人力，並說明原本的人力不足所以才需增
加。
3、 請說明所編列特種義消及機能型義消之不同。
4、 請說明添購精進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的
經費編列內容。
5、 經費單位建議應前後一致。
6、 請說明本案第 3 個子計畫特種義消成立的人數。
7、 本案添購精進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所需
經費，中央是否已核定？
(三) 尹委員立銘：本案建議完整串連 3 個子計畫，應注意
文字、單位等用語前後一致，另子計畫順序應與計畫名
稱是相符的。
(四) 劉委員家榛：
1、 本 案 需 更 詳 細的說 明 成 立 義 勇消防 特 種 隊 的 原
因、目前現況及將來執行方式，才會有後續相關配
套、設備物品採購及人員訓練…等。
2、 請整合工作時程表，使本計畫前後一致。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計畫是否為 3 個計畫合併為一個計畫？主計畫名
稱為？
2、 本計畫的經費需求及經費明細請重新檢視。
3、 請說明計畫緣由、現況及產生的問題，經過分析及
檢討後提出解決方案，並說明子計畫的計畫期程、
所需經費及計畫執行的預期效益。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五、 新興計畫：豐濱鄉生命文化園區(立德公墓)興建工程計畫
(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計畫主持人李永展：
1、 建議使用更俱體的模擬樣態如 3D…等，讓在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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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瞭解。
2、 本案因各種族之宗教信仰不同，請確實與在地居民
溝通。
3、 生命園區應莊嚴肅穆，建議停車場改至納骨塔後
方；到了掃墓季節停車位是否足夠？或是會派掃墓
專車，這份部分需有配套及規劃。
4、 本案績效指標中敘明 108 年的目標值為 10 萬人，
此目標是否為服務人數？請再檢視述明。
5、 本案景觀工程、門窗工程經費應再合理細算；另植
栽工程 200 萬算經費編列相當高，請再評估經費需
求之必要性？
6、 本案採用綠建築概念，應至少要符合 4 項指標，建
議列出詳細規範，否則無法達到計畫目的。
7、 本案所提佛龕一式 80 萬及第一期塔位一座 4 仟 2、
第二期塔位一座 4 仟 5，成本需要這麼高？為何第
二期比第一期貴？建議可以訪視國內與花蓮縣內
相關的案例或請專業人士協助。
8、 本案應進一步說明整體規劃、分期開發；目前預計
爭取第一期經費，日後再依實際需求增加。
(二) 劉委員瑩三：
1、 本案生命園區設置地點？在計畫目標中需說明是
否將現有公墓一併處理及處理的方式，計畫才會更
完整、更吸引人，也能達到原來設定的目標。
2、 本案與部落居民溝通的方式需特別注意，是否有招
開部落會議？一般行政基層招開的會議部落居民
是否認同及接受？
3、 公路總局將台 11 線定位為景觀道路，本計畫如果
可以解決長久以來亂葬的問題，並維護自然及生態
景觀，若再加上觀光就非常值得投資，同時也符合
花東基金的精神。
(三) 尹委員立銘：本案因生命園區設置地的地形關係，建
議應完整規劃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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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劉委員家榛：本案符合花東基金中的環保永續的概
念，故非常鼓勵及支持。
(五) 林委員金虎：
1、 豐濱鄉有幾個族群？分別為多少人？各族群文化
及風俗民情不同，事前請充份溝通，以避免產生計
畫通過卻無法順利執行的情況。
2、 不 同 的 宗 教 信仰如 何 處 理 ？ 建置數 量 是 否 有 限
制？
3、 生命園區需設計為公園造景，日後也需維護管理。
4、 建 議 補 充 說 明本案 提 案 目 的 是為了 整 合 原 有 公
墓，並可改善沿途公路景觀及自然生態。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裁示事項：
一、

E 類計畫「規劃興建花蓮運動觀光園區計畫」應先行提案
完成相關前置作業，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併附計畫檢核表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俾利年底彙陳行政
院。

二、

新興計畫「樂活花蓮—智慧城鄉播種計畫」
、
「花蓮縣智慧
教育提升計畫」
、
「成立義勇消防特種搜救隊暨提昇偏遠地
區救災效能計畫」及「豐濱鄉生命文化園區(立德公墓)興
建工程計畫」等 4 案，請提案單位依委員建議修正計畫
後，併附計畫檢核表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俾利年底彙陳行

政院。
壹拾、 散會（下午 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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