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6666 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時 30 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東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薛召集人琦                  紀錄：經建會 張鎮修 

四四四四、、、、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及及及及單位單位單位單位：：：：(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五五五、、、、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六六六六、、、、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111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5555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高委員正治所提日本無醫村醫療改善作法，請衛福部

參採納入相關計畫之規劃推動。 

三、 考量原住民文化有其特殊性，請各部會在推動相關政策時，

應予重視並納入考量。 

四、 有關經濟部預計至花蓮(10/25)及臺東(9/27)各辦理 1 場

花東基金投資說明會事宜，請花、東兩縣政府協助辦理及

宣傳推廣，俾利有募資意願之潛力企業知悉運用。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2222：：：：花蓮縣萬榮鄉及臺東縣金峰鄉增設自動花蓮縣萬榮鄉及臺東縣金峰鄉增設自動花蓮縣萬榮鄉及臺東縣金峰鄉增設自動花蓮縣萬榮鄉及臺東縣金峰鄉增設自動櫃員機櫃員機櫃員機櫃員機(ATM)(ATM)(ATM)(ATM)案案案案。。。。

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為企業基於社會公益及責任參與提供地方公共服務之

成功案例，未來各部會在推行相關工作時，可納入參考。 

三、 本案今明兩日之啟用典禮，請花東兩縣政府協助邀請媒體

宣傳報導，並敬邀各位委員共同參加。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3333：：：：花東地區深層海水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花東地區深層海水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花東地區深層海水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花東地區深層海水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公公公

鑒鑒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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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經濟部針對第 1 期實施計畫之執行成效，確實進行檢討

分析，並針對所面臨課題，提出具體對策，如「深層海水

低溫利用及多目標研發模廠」取不到水之問題，應儘速解

決，俾利後續研發及應用作業之推動。 

三、 第 2 期實施計畫之規劃方向，應強化政府資源及計畫推動

執行之整合，並以導入民間資源、結合在地運用、人力資

源及加強推廣行銷等為重點，提高深層海水產值。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4444：：：：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經濟部在推動地方特色產業輔導工作時，應考量花東地

區原住民產業特性，並重視輔導案件之後續追蹤與市場行

銷協助；另針對花東地區推動之產業輔導計畫，相關經費

如有需求，可提本小組協處。 

三、 請經濟部協助花東兩縣之在地特色產品於 OTOP 館展售，以

為推廣行銷。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5555：：：：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劃劃劃構想構想構想構想，，，，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所提成立農產品品質檢驗中心之構想，請農委會先針

對花東地區現有相關資源進行盤點，並協助工研院進行評

估規劃後，提報下次委員會議討論。 

三、 請農委會會同教育部等相關機關，研提花東地區農產品及

在地食材的創新研究方案，以提高花東地區農業附加價

值。 

七七七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案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案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案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案((((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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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本案原則同意，請經建會會同相關部會與花東二縣政府參

酌與會代表意見，據以修正本草案，再提報本小組下次會

議確認。 

二、 考量原住民產業之特性，本機制目標建議增加「活化原民

生計產業」，以加強對於花東地區原住民發展之重視。 

三、 請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農委會及原民會優先依據本

機制研提產業輔導推動計畫，計畫內容應確認市場、技術

及財務之可行性，並經提報本小組討論後，推動實施。 

四、 花東地區之產業發展應強調在地體驗與分享參與，營造生

產、生活及生態一體之發展模式。 

八八八八、、、、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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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6666 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委員發言摘要委員發言摘要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一一一、、、、 高委員正治高委員正治高委員正治高委員正治    

(一) 有關衛福部刻正研議山地原住民「缺醫鄉」醫療可近性改善規

劃方案，預估 1 年投入約 2、3千萬經費，經費並不足夠，建議

可參考日本相關醫療改善作法，以改善偏鄉地區醫療資源不足

之問題。 

(二) 有關金峰鄉所增設之 ATM，建議 ATM 語音操作說明，可增加原

住民母語，以利在地年長者能夠操作使用。 

(三) 由於原住民文化有其特殊性，建議政府在研擬相關政策時，應

從原住民的角度進行思考，將其文化能力與敏感度納入考量，

並重視原住民傳統領域；另建議花東地區所推動之相關計畫，

都應雇用當地原住民族。 

(四) 原住民所謂的農業即是指採集文化，而目前原住民的採集活動

大多座落於國有森林地，不適合發展生物科技檢驗，建議農委

會或農改場應運用其技術能力，重新看待原住民生計產業，並

透過具文化能力者予以整合，以改善原住民生計產業。 

(五) 有關經濟部推動地方特色產業，建議應增加原住民特色產業，

並就原住民產業的特殊性予以特殊處理；另花東地區產業輔導

機制，建議在架構上增加「活化原民生計產業」之目標，以回

復原住民活力與自信。 

 

二二二二、、、、 楊楊楊楊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坤坤坤坤城城城城    

(一) 「臺東縣(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之農業部門及環保

部門相關計畫，建議應與委員們再行討論。 

(二) 政府在深層海水產業已投入許多經費，後續是否可創造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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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值、臺東專業的人力資源是否足夠，以及是取水管線否可

承受強勁的黑潮海流等，建議再予以考量。 

(三) 目前農委會及經濟部是將取水管線設置於知本溪的出海口，該

出海口是非常好的溼地，未來產業若要在此發展，勢必得建置

很高的堤防，但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是否有辦法限制住知本

溪，宜再予以思考。 

(四) 有關工研院所提發展生物科技產業之規劃構想，較適合於屏東

地區發展，如屏東生物科技園區，花東地區則建議以發展有機

農業為重點，且可仿效原住民部落之種植生產模式，鼓勵多元

化栽種，以生產多種優質農產品。 

(五) 有關花東地區觀光產業輔導工作，若僅推動定點式旅遊，如臺

東知本定點旅遊，其利益將只限於知本地區，無法擴及到其它

地區。目前綠色旅遊是當前世界潮流，建議可研議甲租乙還之

腳踏車租借機制，將觀光效益帶往偏遠地區。 

 

三三三三、、、、 蔡西銘委員蔡西銘委員蔡西銘委員蔡西銘委員    

(一) 有關深層海水取水管線之出海口水文及海底環境測量，建議應

涵蓋汛期及非汛期，如此才能蒐集完整資料。 

(二) 有關深層海水第 2期實施計畫之經費編列，以及 2017 年是否能

達到所預估的產值，建議應再詳細評估；另建議經濟部可與臺

東大學共同合作。 

(三) 有關成立東台灣農產品品質檢驗中心之構想，建議應先整合既

有資源，並與臺東大學農漁牧產品檢驗中心合作。 

 

四四四四、、、、 王委員鴻王委員鴻王委員鴻王委員鴻濬濬濬濬    

(一) 深層海水第 1 期實施計畫經濟部內部單位間已發生合作問題，

第 2 期實施計畫相關工作項目，同樣由經濟部轄下不同單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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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何透過單一執行單位的營運整合，避免合作不良問題再

次發生，宜再仔細思考？以計畫執行效率而言，花蓮民間廠已

取水許多年，政府仍未開始進行取水，在效率上存在很大問題。 

(二) 有關深層海水第 2 期計畫願景與目標部分，除其所創造產值及

增加就業人數不成比率外，投資金額與產值效益亦不成比率，

目前民間與政府合計已投入 51億經費，但至今所創造之產值僅

有 6 億，未來計畫若仍要持續進行，應注重其在產業鏈所創造

的產值。 

(三) 有關所提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構想，建議可運用農委會林

試所、畜產所及農改場等既有之相關研究能量及機械設備，協

助推動農業高值化或農產品品質檢驗，如此才具體可行，不應

將資源投入於新購機器設備，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四) 產業輔導涉及層面廣，以原住民產業而言，其部落所產生的文

化，本身就是產業特質，包含經驗傳承、體驗產業或學習產業

等，藉由使用商品或服務的過程，學習或體驗到東西。因此，

在推動花東地區產業輔導工作，無論是中央各部會研擬計畫或

委託在地專業團隊執行，都應重視原住民產業之特質。 

 

五五五五、、、、 黃委員健庭黃委員健庭黃委員健庭黃委員健庭((((陳秘書長金虎代))))    
(一) 有關楊委員所提農業及環保部門之建議，臺東縣政府將儘速安

排時間，與楊委員進行討論。 

(二) 有關深層海水之用途，建議可與農業及休閒產業進行跨域整合

發展，以及回歸家庭使用，如推廣成為家庭飲用水，取代自來

水，同時透過加強與在地產業鏈結，營造臺東在地特色。 

(三) 政府雖已投入許多經費辦理輔導原住民產業工作，惟其成果並

非很理想，通常在輔導工作結束後，相關生產器具都閒置於家

裡，建議在規劃產業輔導相關工作時，應以原住民的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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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如何經營？並請原民會在實務運作及溝通協調等多加著

墨。 

 

六六六六、、、、 廖委員耀宗廖委員耀宗廖委員耀宗廖委員耀宗    

(一) 有關花蓮縣萬榮鄉及臺東縣金峰鄉增設自東櫃員機(ATM)案，建

議花東兩縣政府能發布新聞稿，讓民眾知道此訊息。 

(二) 深層海水第 1 期實施計畫係分別由各不同執行單位推動，政府

投入資源應予以整合，建議經濟部內應由單一執行單位負責統

整辦理；另第 2 期實施計畫應以商品化及推廣行銷為重點，並

加強與在地中小企業的鏈結，擴大產業化運用。 

(三) 目前農委會在臺灣多處已成立生物種原庫，其後續營運管理，

應請農委會慎重思考，可評估與觀光遊憩等其它產業進行異業

合作，以達到一定程度自償率，若單純只做生物遺傳資料之保

存，視乎不符合成本效益。 

(四) 經濟部中小企業雖已協助地方政府發展特色產業，但很多陸客

對臺東印象仍只有釋迦，無法聯想到其它非買不可的伴手禮，

建議臺東縣政府可挑選在地特色產品，送到烏日或日月潭 OTOP

館販售，透過產品的推廣行銷，進而吸引遊客至花東地區體驗

旅遊。 

(五) 有關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相關計畫應以市場及顧客導

向為主，若仍依循原先推動方式執行，將無法產生其成效，爰

建議計畫應先界定顧客，經本小組討論具市場可行性後，再編

列計畫執行。 

 

七七七七、、、、 黃委員萬翔黃委員萬翔黃委員萬翔黃委員萬翔((((郭處長翡玉代))))    
(一) 有關經濟部所研擬深層海水第 2 期實施計畫，建議應先詳細檢

討第 1 期實施計畫之執行成效，並就所面臨課題，提出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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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未來更應以跨部門合作及資源整合為重點，同時運用大

專院校在地既有之人力及技術，提高深層海水產值。本計畫未

來在行政院交議經建會審議時，亦將針對前述重點進行審查。 

(二) 有關加速推動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本會已於內容中提到，

後續將請交通部研擬綠色旅遊產業輔導計畫、農委會研擬有機

農業輔導計畫、原民會研擬部落產業發展計畫、經濟部研擬地

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及文化部研擬文化創意產業輔導計畫等，

由上而下推動區域性產業輔導工作，同時由本會委託在地專業

團隊，由下而上客製化提供單點的產業輔導協助。 

 

八八八八、、、、 杜委員紫軍杜委員紫軍杜委員紫軍杜委員紫軍((((洪組長輝嵩代))))    
(一) 深層海水第 1 期實施計畫推動至今已有 7 年，主要工作係以建

置相關設施為主，為加速推動產業化運用，經濟部目前已整合

各局處資源共同推動；第 2 期實施計畫將以商品化運用、推廣

行銷，以及發展觀光休閒為重點，並強化與地方特色之結合。 

(二) 有關臺東知本溪南岸設深層海水模廠，取水管線布管 2次失敗

之原因，經台北市技師公會鑑定為天災因素造成。為確保第 3

次布管能夠順利完成，經濟部將同步針對海洋、水文、河口及

海底環境進行完整調查，以找到合適的取水管線布管路徑。此

外，參考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布管模式，經濟部在第 3次布管

時，將同時布 2 支取水管線，1 支作為主管，另 1 支作為備援

管，以因應海底變化莫測的環境狀況。 

(三) 有關委員所提深層海水權責機關過多，造成事權不統一之情事，

的確是第 1 期實施計畫所面臨的問題，第 1 期實施計畫由於主

要建置期，故由水利署負責彙整推動，考量第 2 期實施計畫以

推動產業化為主，爰經濟部已彙整機關改由工業局負責；另在

研究機關部分，原先係由工研院及石資中心等兩單位共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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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管理，目前已統一改由石資中心擔任管理單位，以創造高

於投資金額之效益。 

(四) 美國與日本發展深層海水產業至今雖已 40 年，但其產值並不是

很理想，臺灣未來若能將深層海水產業與溫泉觀光資源結合，

將有無限的發展機會。預估在第 2 期實施計畫，深層海水模廠

正式運作後，周圍地區將規劃為觀光教育園區，讓民間業者有

意願至此投資。 

(五) 由於臺東大學劉校長相關關心深層海水產業之發展，爰經濟部

在今年 10 月將請劉校長組成深層海水運用學會，並由劉校長當

任理事長，提供後續計畫之協助支援。 

 

九九九九、、、、 胡委員興華胡委員興華胡委員興華胡委員興華((((陳副處長耀勳代))))    
(一) 深層海水第 1 期實施計畫，農委會主要將經費用於建置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臺東支庫，以及進行必要之研發。種原庫臺東支

庫於去(101)年 9 月開幕，1天取水量約有 4,000噸，部分水源

提供經濟部研發中心使用。第 2 期計畫將以研發為主，並透過

與地方產業結合，擴大深層海水之產業化運用。 

(二) 有關所提成立東台灣農產品品質檢驗與試量產中心之構想，建

議先針對現有相關資源進行詳細盤點，並向農委會確認資料正

確性。 

 

十十十十、、、、 葉委員欣誠葉委員欣誠葉委員欣誠葉委員欣誠((((尤簡任技正泳智代))))    
(一) 有關海洋深層水之環境監測及水質檢測結果，建議應定期公布，

以解除民眾之疑慮。 

(二) 臺東海洋深層水園區建議可規劃成環保教育園區，並向環保署

申請認證，讓民間、學生或公務員參觀，以增加環保教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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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洪委員良全洪委員良全洪委員良全洪委員良全((((章簡任技正正文代))))    
過去政府通常用改善生活品質，掩蓋原住民真正所需的東

西，但原住民需要的是找到部落的唯一，以及文化場域的土地，

讓原住民可以在自然及環境間從事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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