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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金峰鄉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鄉長施政報告 

 

壹、前言 

敬愛的胡主席、李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先生、女士早上好： 

    欣逢貴會第二十一屆第三次定期大會開議之日，爭光今日率領公所團隊

與會，並進行施政報告，首先表達由衷的敬意與感謝。 

    關於本所過去半年來的施政工作詳情，各課室均印有工作報告資料，

第五、六及第七次臨時會議決案執行情形，皆已彙集成書面資料送請參閱。

以下謹就「優先部落經濟、深耕教育文化、爭取部落衛福、公益土地管理、

活效安全建設、優化行政效能」六大項目，過去半年本所的重要施政進度

與成果以及未來推動的重點，向大會提出簡要報告，敬請各位代表女士、

先生們不吝嗇給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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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要施政重點及執行情形 

 一、優先部落經濟---部落經濟精實規劃與發展 

  (一) 文創、觀光、農作、水殖、養畜、遊憩事業規劃輔導與升級 

   1、推動本鄉農民在地傳統作物從事有機及友善耕作，培養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維

護環境永續發展並且鼓勵本鄉農友申請「友善環境耕作認證有機驗證」，使得

有健全農業管理制度；於 109年 03月 24日帶領臺東大學友善環境農漁產業推

廣中心黃專員至本鄉鄉民之農地辦理友善環境耕作審認作業，申請人數計 5

人，友善耕作農地共計 12筆。 

   2、輔導本鄉產銷班(含轄內農友、青農)從事有機農業、友善耕作以及輔導其申請

有機驗證及生產設施（備），特訂定「109 年農業深耕再造計畫」，提供各項補

助申請、輔導從事有機農業訓練以及培育本鄉青農相關教育課程，未來將更積

極推動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使本鄉活絡在地農業產業鏈創新、發展並且推

動農業轉型，農業永續經營。 

   3、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所辦理「108 年臺東縣有機農業輔導計畫」且為提

升臺東縣南迴地區有機農業發展及突破現行單一品項之產銷模式，辦理「臺東

縣南迴多功能有機農特產品運銷加工場興建案」計 2,670萬元整。108年 12月

25日完成工程發包，109年 01月 07日完成簽約。 

   4、嘉蘭溫泉公園，於 109年 01月 06日經縣府核定「嘉蘭溫泉公園興建工程水土

保持計畫」，同年 02月 05日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後續將由廠商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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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申請建照；又於 03月 18日取得嘉蘭溫泉公園水權狀(V1090021號)。 

   5、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補助計畫，於 109年 04月 21日經能源局發函通

知審查通過，同意本所請領第二期款項，於 04月 30日完成期末審查會議。 

  (二) 打造生態、農事、文創、休閒產業之連結機能，優質觀光產業 

   1、提報本鄉劃設休閒農業區，爭取 109年花東發展基金補助，希通過農委會審查，

劃定為臺東縣第一個兼具排灣族與魯凱族原住民傳統文化特色的休閒農業區，

進行三生資源整合，強化農業旅遊元素，營造充滿原民文化及適合綠色體驗的

世外桃源；劃定範圍將極大化至 600公頃，以利整合區域資源，使土地能夠明

智利用，發展休閒農業。 

   2、積極辦理造節造點及配合相關單位推廣行銷本鄉優質觀光景點、產業及人文風

情，如於各村辦理洛神花季系列活動及農民市集展售活動、臺東市波浪屋辦理

部落玩味食用飲體驗暨產業媒合展售活動。配合臺東縣政府辦理觀光網路社群

媒體經營行銷，推薦本鄉東 63及東 66二溪流域遊程，會同津和堂城鄉創意顧

問有限公司針對雙語旅遊導覽培育計畫進行嘉蘭村採點現勘，將金峰推向國際

市場；並與臺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進行產學合作，發展本鄉產業及

觀光 APP軟體開發；也與文化資源與文化產業學系研究所學生進行研討，希激

盪出更多新發想及創新，讓本鄉旅遊產業資源能多面向豐富。 

  (三) 建置及輔導獎勵鄉民及青年返鄉創業就業機能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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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輔導本鄉青農從事有機農業訓練以及各項農事教育課程，辦理「109 年業深耕

再造計畫-青年示範田農事」，輔導人數計 6 人，培育本鄉青年有效經營耕作地

及回鄉從農，提升本鄉農地適當之使用力，活化並且增加其土地之最大效益，

更推廣友善耕作理念，打造永續經營環境。 

   2、鼓勵青年投入農業經營，提供青年從農創業之貸款利息補貼，提升本鄉青農有

效從事耕作並協助傳統農業轉型創新以及落實農地經營，活絡農村經濟，辦理

「109年農業深耕再造計畫-青年農民貸款利息補貼政策」；每人貸款金額 30萬

元整，補助利息每人每年共 2,000元整，最高可補助計 10人。 

 二、深耕教育文化---部落教育文化深耕與深化 

  (一) 鄉旗鄉徽鄉歌之設計與鄉誌再精實出版，結合文化核心價值 

   1、本鄉自民國 35年從太麻里鄉行政區劃分迄今，無專屬歌曲來展現本鄉人文情

為展現鄉內文化之美及生活價值觀，特別辦理「共譜金曲 再現峰生」鄉歌創

作徵選活動(109年 06月 15日截止收件)，希透過歌曲創作徵選活動及傳唱，

展現豐富多彩金峰樣貌，金曲達萬壑，峰聲傳千里。 

   2、本鄉「金峰鄉誌」95年 2月正式出版，編訂鄉誌為後人可資追尋的重要珍貴資

產，惟歷經十餘年，鄉誌內容確有歷史沿革不足、部分內容錯誤需更正及十年

來須增修之處；故本所希將鄉誌再精實出版，以達本鄉傳統文化及永續發展的

傳承與創新，目前前置作業刻正積極進行規畫中。 

 三、爭取部落衛福---部落衛福真實服務與檢討 

  (一) 墓園與納骨空間規劃與綠美化暨公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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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營造宜居城鄉環境，針對全鄉公有地及公共設施周邊進行綠地活化，並免費

贈送鄉民花苗美化居家庭園及環境，共同打造花園之鄉。 

   2、新興納骨塔紀念公園計畫案，目前進度：31.21%，積極執行中。 

   3、歷坵第五公墓舊墓更新前置作業案，目前進度：辦理工程標案招標準備。 

   4、嘉蘭安息園納骨櫃增設工程，已於109年 05月 06日開工作業。 

  (二) 健康空間環境建置與改善(現有體能設施) 

文健站別 
補助項目 

金額(元) 
執行情形 

嘉蘭 
補助設備費 

1,000,000 

待 5月份收到原民會函文後依其 

核定事項辦理。 

正興 
設備費 

1,000,000 

待 5月份收到原民會函文後依其 

核定事項辦理。 

新興 

戶外體適能 

3,000,000 

設備費 

1,000,000 

待 5月份收到原民會函文後依其 

核定事項辦理。 

賓茂 
設備項目 

1,000,000 

待 5月份收到原民會函文後依其 

核定事項辦理。 

金峰鄉部落化健康站 

地點 
補助項目 
金額(元) 

執行情形 

新興部落文健站 空間整建 

1,976,000 

已驗收完畢 

正興部落文健站 空間整建 

1,750,000 

已結案函報縣府 

賓茂部落文健站 空間整建 

1,439,000 

縣府同意備查 

賓茂部落文健站 設施設備 

300,000 

已函文縣府結案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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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益土地管理---部落土地尊重利用與分配 

  (一) 建地檢討開發處理與規劃設計 

      開發基地為金星段 897地號，面積為 9,890平方公尺；108年 11月 12日經原

民會核准規劃興辦事業計畫，同意補助本所 2,925,000元整，本所自籌 325,000

元整。同年 12月 12日招標委外辦理，並成立「新興村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用地

統一規劃會」，於 109年 02月 20日及 03月 17日召開建地規劃會，初步計畫書

經村民達成共識，承攬廠商業撰擬完成興辦事業計畫及水保計畫，預計於5月

份陳送縣府審核；建築用地擬分割計35筆，每戶分配面積約為153平方公尺至

170.64平方公尺不等，規劃報告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書完成至工程發包、土地分

割、土地變更編定及土地分配作業完成，預計至110年 12月底完成。 

  (二) 租用土地之有效盤整管理與租金運用公開化之管理機能建置 

      本所出租土地計 423筆，面積約 315公頃，每年約 80餘萬元收入；租金造冊3

月底寄發租金單，於4月份徵收，針對逾期未繳租金或租約未依期限辦理續約，

則以電話催告通知。 

  (三) 積極妥善協助部落傳領劃設與地上林務管理及權益之爭取 

     109年度獲配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輔導管理計畫

補助新台幣 608,616元，執行方式為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作業、進行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作業；包含輔導培育在地傳統領域土地管理專才、召開部落會

議及傳統領域土地重疊爭議協調，近期將邀集相關部落會商劃設工作，預計未來

三年完成本鄉全部部落傳統領域劃設。 

 



臺東縣金峰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三次定期大會鄉長施政報告        

 - 7 - 

核定補助劃設傳統領域 

讀古物部落 斗里斗里部落及 

篤立富安部落 馬拿尼開部落 

叉飛勞巫勒部落  

 五、活效安全建設---部落安全與建設堅實永續 

  (一) 巷道路燈建置維修作業，以精進與安全特色效率兼備為 

   1、本鄉公用路燈裝設及管理維護辦法及申請書於 109年 02月 28日修訂完成並公

告實施，鼓勵民眾及廠商踴躍認養維護。 

   2、高空作業車於109年 5月 7日交車完成驗收作業，俟完成工作人員操作教育訓

練後便能開始執行勤務。 

  (二) 公共工程建設 

     108年 11月至109年 04月執行成效略述如下： 

1、 嘉蘭村計 14件。 

2、 正興村計 6件。 

3、 新興村計 3件。 

4、 賓茂村計 2件。 

5、 歷坵村計 3件。 

(詳如附件一各村工程經費統計表及執行進度)。 

  (三) 各項申請補助經費核撥進度(截至五月止) 

       依鄉政發展需求漸次向上級提出申請補助，目前總計51件、總經費新台幣

643,654,167元(己核定:337,557,836元、待核定:306,096,331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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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如下述： 

各項申請補助經費總表 

中央各部會 

(經 費) 

臺東縣政府 

(經 費) 

核定 18件 

(327,829,636元) 

核定 3件 

(9,728,200元) 

待核定 17件 

(144,647,531元) 

待核定 13件 

(161,448,800元) 

 六、優化行政效能---行政服務效率精進與優化 

  (一) 服務回饋機制之建置與檢討，精進與優化服務品質 

   1、爲使本所能夠運用優質服務品質觀念，創造溫馨、貼心的良好第一印象，打造

ㄧ流的服務團隊，進而提升民眾對公務部門服務的滿意度，於109年 02月 11

及 12日完成辦理『有禮真好，為民服務禮儀教育訓練』。 

   2、另為提昇本所同仁專業法律知能，有效運用於實務上及增進同仁訂定法規能力，

進而建制完善法規系統，本所委請臺東縣政府法制科科長吳秀容於 109年 06月

19日擔任講師辦理 109年度『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教育訓練。 

   3、設置單一服務櫃台，提供民眾申請各項便民服務，包括社福、就業、健保、國

民年金、其他業務申請類案件，安排金峰鄉志工團隊輪值服務民眾申辦及諮詢

服務。 

  (二) 走入部落傾聽民聲，開設鄉民時間，了解與關心部落狀況 

      為更便利及貼近鄉民交流方式，特別以下村定點式服務辦理鄉長「與民有約」，

以一對一的方式溝通懇談，耐心傾聽民意，蒐集紀錄鄉民反應的任何事項及問

題，並將建議事項整合交由業管業務承辦單位積極妥處；也積極宣傳鄉公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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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項業務的推動運作及施政方針來讓鄉民更加瞭解。 

 

鄉長與民有約 

項次 地點 時間 備註 

1 嘉蘭村-社區發展協會 109年 04月 07日 已辦理完成 

2 正興村-霎時客棧 109年 04月 13日 已辦理完成 

3 新興村-村辦公處 109年 04月 20日 已辦理完成 

4 賓茂村-村辦公處 109年 04月 27日 已辦理完成 

5 歷坵村-村辦公處 109年 05月 04日 已辦理完成 

 

參、結語 

   營造宜居鄉鎮、推廣多元族群文化、創造地方特色產業及觀光發展，是公所團隊

努力的目標，我們將持續以五心服務的態度，推動各項重大建設，提供鄉民更優質的

服務、更友善的生活環境，這是公所團隊的使命與目標。 

    賡續為金峰打造一個為鄉整體發展與維護人權是相輔相成的理念，使部落成為有

希望有盼望有感滿足的新環境，戮力執行公共道義、公共意識及公共利益而努力。使

金峰持續為宜居鄉鎮健康部落優選及南迴區域最光耀的鄉鎮!再次感謝各位女士及先

生對鄉政的關心與指教。 

 

最後，敬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代表先進，身體健康 萬事亨通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5 月 1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