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編號 部門別

計畫名稱

中央主 計畫 原提報總
管機關 期程 經費 分類

複審會議審查結果
審議意見

推動小組會議複核意見
分類

審議意見

A1

1.本計畫依農委會意見總經費為2,595
萬元。
2.本案決議為A1類。

A1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2 觀光
發展 計畫1】花蓮縣愛狗樂園計畫 農委會 105-107 97.0

A2+C

1.本計畫請整併動物收容所相關計畫。
2.本案決議為A2+C類，其中A2類經費
5,000千萬元、C類經費4,700千萬元。

A2+C

【國際低碳觀光推廣計畫子
1.3 觀光
交通部 105-108 20.3
發展 計畫1】193縣道串珠計畫-南
北濱黃金海岸地景公園規劃

1.南北濱公園相關遊憩設施等硬體建
設皆已完成，政府投入經費高達2.75
億元，未來縣政府應著重於公園清
潔、維護管理及相關服務與主題活動
A2+C
之引入。
2.本計畫決議評為A2+C類，總經費原
則核列2,000萬元，A2支應1,000萬
元、C支應1,000萬元。

A2+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國際低碳觀光推廣計畫子
1.4 觀光
交通部 105-108 642.0
發展 計畫2】花蓮市日出觀光香榭
大道整體景觀工程計畫

1.本計畫鋪面材質、照明、共同管線
等工程，總經費高達6.37億元，自償
率偏低，應檢討計畫推動之實際效
益。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1.1 觀光
發展 生態旅遊系統建置發展計畫 農委會 101-105 269.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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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農委會建議核列1.69億
元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總經費依農委會建議核列2.81
億元，其中C類計畫建議維持
4,700萬元，其餘由A2類計畫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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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低碳觀光推廣計畫子
計畫3】促進民間參與花蓮縣 財政部/
1.5 觀光
發展 鯉魚潭空中纜車前置規劃計 交通部 105-107 305.5
畫
【國際低碳觀光推廣計畫子
觀光
1.6 發展 計畫4】花蓮縣鯉魚潭水域設 財政部 105-114 189.3
施整體規劃
【文化藝術及景點串連活化
1.7 觀光
交通部 105-107 223.1
發展 計畫子計畫1】花蓮縣縱谷小
火車計畫
【文化藝術及景點串連活化
觀光
1.8 發展 計畫子計畫2】規劃興建花蓮 教育部 105-110 713.0
運動觀光園區計畫

E

1.有關該纜車之推動，應由花蓮縣政
府依據精確運量預測及財務分析，綜
合評估纜車興建營運之可行性後自行
籌措財源審慎辦理，至興建及經營主
體部分，建議採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方式辦理，俾利永續經營。
2.本案因尚未完成可行性評估，決議
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

1.本計畫第一階段先進行整體規劃及
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俟通過後，再
進行第二階段實質建設。
2.本案財政部已有相關促參前置作業
補助計畫，決議為A2類。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1.考量本路線仍以公路接駁為主，建
議縣府整合現有臺鐵營運路線及公路
路線，發揮鐵公路運輸整合功能，並
俟鐵公路運輸整合有一定成果後，再
行評估本案可行性。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1.請縣府考量國內整體運動環境之發
展，並針對場館興建效益與財務、永
續營運維護管理等面向再審慎評估，
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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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及景點串連活化
觀光
1.9 發展 計畫子計畫3】萬榮溫泉暨觀 原民會 105-108 119.7
光產業發展計畫
【特色田園地景觀光營造計 財政
畫子計畫1】促進民間參與花
1.10 觀光
105-107 415.5
發展 蓮縣赤柯山-六十石山空中纜 部、交
通部
車前置規劃計畫
【特色田園地景觀光營造計
觀光
1.11 發展 畫子計畫2】瑞穗溫泉特定區
開發計畫

內政部
／交通 105-120
部、文
化部

17,643.8

E

1.本計畫預計辦理溫泉井設施及興建
會館等相關工作，應屬具自償性計畫
，請先就計畫推動之必要性及財務可
行性先行評估。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1.有關該纜車之推動，應由花蓮縣政
府依據精確運量預測及財務分析，綜
合評估纜車興建營運之可行性後自行
籌措財源審慎辦理，至興建及經營主
體部分，建議採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方式辦理，俾利永續經營。
2.本案因尚未完成可行性評估，決議
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1.本計畫係辦理溫泉特定區開發，應
屬具自償性計畫，請先就計畫推動之
必要性及財務可行性先行評估。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樂活養生觀光躍昇計畫子
觀光
1.12 發展 計畫1】推動東部養生關懷旅 衛福部 105-111 96.1
遊示範計畫

E

【社會環境監測與通檢計畫
1.13 觀光
交通部 105-107 50.0
發展 子計畫1】2045洄瀾撼日行動
計畫

E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文化
2.1 建設 計畫2】花蓮縣縣定古蹟檢察 文化部 105-108 26.7
長宿舍施工計畫

C

1.本計畫應先進行整體規劃及民間參
與可行性評估，俟通過後，再進行第
二階段實質建設。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定位不明，且計畫工作項目
與預期目標似無直接關聯性，請縣府
再檢討本計畫之必要性。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建議縣府可評估委託民間機
構或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予以擴
建、整建、重建後並營運，俟營運期
滿後再歸還政府之方式辦理。
2.本案決議為C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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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部、內
文化
2.2 建設 活絡計畫子計畫1】文化創意 政部、 105-108 77.6
產業培力及發展計畫
交通部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2.3 文化
文化部 105-108 13.0
建設 活絡計畫子計畫2】表演藝術
人才培育暨吸引機制計畫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2.4 文化
客委會 105-108 14.0
建設 活絡計畫子計畫3】花蓮縣義
民祭文化活動計畫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2.5 文化
客委會 105-108 36.0
建設 活絡計畫子計畫4】花蓮縣客
家植物染產業計畫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2.6 文化
文化部 105-108 220.5
建設 活絡計畫子計畫5】花蓮縣文
化藝術館興建計畫

併
容
「 轄市 (市)
創意產
點」

1.請花蓮縣政府整 2計畫內 ，並
A2+C 依文化部 補助直
及縣
政府
推動文化
業發展作業要
辦
理。
2.本案決議為A2+C類。

併

C

1.義民文化祭活動自98年起即列入客
12
活動之一，花蓮 區客
因二
特 之義民文
化祭活動民
， 客
文化
以
，應重 與支 。
2.本案決議為C類。

庄 大節慶
地 家
人 次遷徙而保留此 殊
俗慶典 使 家歷史
得 傳承 視 持
植物染產業作為未來4年花蓮地區
染色產業結合觀光發展之利基，開創
出「米」產業外另一新產業契機，值
得政策支持。

A2+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併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客委會建議核列1,400
萬元

C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客委會建議核列3,600
萬元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1.

C

2.本案決議為C類。

E

缺乏足夠
模 導致 舍多
度
善
妥善解 既 舍 問 (軟
) 強
舍
是否

1.考量現有公有場館因
之營
運資源及永續經營 式，
館
為低 營運或營運不 ，應請花蓮縣
政府
決 有館 營運 題
體 ，以 化縣內館 營運能量，本
計畫
必要，應再審慎評估。
2.本案決議為E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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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3.1 生活永
原民會 105-108 28.0
續經營 計畫1】海洋部落環境營造及
部門 文化傳承計畫

A2+C

原住民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3.2 生活永 計畫4】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民
原民會 105-108 198.8
續經營 生用水供水系統輔導管理計
畫

A1+A2

原住民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3.3 生活永 計畫5】原住民族土地資源耕 原民會 105-108 4.0
續經營 莘計畫

A2

原住民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3.4 生活永 計畫6】建立原住民族社福資 原民會 105-108 17.3
續經營 源中心計畫
原住民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3.5 生活永 計畫7】建構原住民族部落保 原民會 105-108 20.2
續經營 護網計畫
原住民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3.6 生活永 計畫8】原住民族部落(社區) 原民會 105-108 40.4
續經營 長者賽普計畫
原住民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3.7 生活永 計畫9】原住民族社會服務人 原民會 105-108 7.2
續經營 員原鄉深耕計畫

刪
刪

E

C

1.本計畫請依原民會意見補充說明相關
資料，如經費概算、沿海部落永續發展
中心是否設及硬體及土地取得問題等。
2.本案決議為A2+C類。總經費原則核列
1,700萬元，A2支應850萬元、C支應850
萬元。
1.本案增列經濟部為主管機關。
2.本案決議為A1+A2類。
1.本計畫後續於請撥經費時，應請縣府
於年度經費需求（90萬元）範圍內，分
按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作業、
權利回復作業，提報擬分割土地筆數及
經費概算憑辦。
2.本案決議為A2類。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1.請詳述文化典藏相關工作項目及如何
執行，另培訓在地照顧服務人員初步認
識文化典藏之預期效益，請妥適評估4
年內達成之可行性。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旨在培力原鄉地區社會工作人
員專業化為目標，值得肯定。
2.本案決議為C類。

第 5 頁，共 18 頁

A2+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A2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經濟部建議核列7,146
萬元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刪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刪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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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3.10
3.11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6】原住民公
續經營 共事業培力及部落營造行動
計畫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7】原住民族
續經營 樂舞人才培育計畫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8】花蓮原動
續經營 力-原住民族樂舞團隊扶植發
展計畫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9】原住民族
續經營 樂舞學苑設置發展計畫

原民會 105-108 45.6

A1

原民會 105-108 125.0

A1+C

原民會 105-108 307.0

併

原民會 105-108 353.0

E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2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0】原住民
原民會 105-108 171.9
續經營 族教育實驗學校設置與發展
計畫

E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3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1】多元文
原民會 105-108 184.2
續經營 化區域三生舒活計畫行動計
畫

E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4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2】原住民 原民會 105-108 194.7
續經營 族文創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5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3】後山傳
原民會 105-108 151.1
說‧手感幸福-原住民族生活
續經營 產業升級與整合行銷計畫

E

E

本案原民會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1.本計畫由原民會自行辦理。
2.本案決議為A1+C類。
1.本計畫請補充說明「財務計畫」各年
度細項經費概算與計算基準，審慎評估
當前市場趨勢及需求，並將花蓮縣觀光
人口之性質納入評估考量範疇之內。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請依原民會意見補充及修正相關
計畫內容，如奇美、港口、靜浦轉型可
行性，並將「教育論壇」修正為辦理有
關部落意見交流溝通與建立合作平台機
制等。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請考量前期(多元文化區域三
生舒活計畫103-104年)計畫執行經驗，
請審慎評估施作項目、土地及進度期程
安排等事宜。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計畫間欠缺關聯性及各計畫細部
執行之具體內容，無法評估經費編列之
合理性，請修正後再議。
2.計畫3.14、3.15及3.16分項計畫內容
相似，請整合3項計畫依整體需求內容
進行計畫之規劃研提，建議以花蓮文創
園區為基地，進行產業軸線規劃，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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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併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6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4】原住民 原民會 105-108 44.0
續經營 族部落生活節計畫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7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5】玻里尼 原民會 105-108 54.2
續經營 西亞海洋音樂大賞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18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6】台灣原
原民會 105-108 39.7
住民族文化館常設展區及情
續經營 境佈置建置計畫

E

E

E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交通
3.19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7】原住民 部、原 105-109 221.9
續經營 族傳統藝術豐羽計畫
民會

E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20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8】原住民
族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興 原民會 105-108 238.1
續經營 建計畫

E

園區為基地，進行產業軸線規劃，並請
落實財務計畫經費成本彙整表，明訂預
期效益與績效指標。
3.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內容未臻具體明確，尚未達成
共識，待研議。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請以館內展示內容及補強現有設
施(備)為主辦理。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縣府於105年即編列經費約1億
餘元投入硬體建設，是否充分衡量實際
狀況。並請說明回收年期為無法回收之
原因為何，釐清本計畫後續維運營運計
畫，以及人事及其他開銷是否由縣府逐
年編列預算支應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預定用地涉及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與私人用地，請說明土地撥用或取得
情形。並請說明本計畫優先推動之經營
管理模式優先。
2.本計畫縣府於105年即編列經費約2億
餘元投入硬體建設，是否充分衡量實際
狀況。並請說明回收年期為無法回收之
原因為何，釐清本計畫後續維運營運計
畫，以及人事及其他開銷是否由縣府逐
年編列預算支應
3.本案決議為E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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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原住民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3.21 生活永 活絡計畫子計畫19】太巴塱 原民會 105-106 40.0
續經營 祭祀廣場部落驛站建構計畫
加強生態保育與推動社區參 農委會 101-105 22.0
4.1 生態環
境保育 與林業計畫
4.2 生態環
交通部 101-105 45.4
境保育 公路景觀營造計畫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4.3 生態環
農委會 105-108 43.2
境保育 計畫2】生態多樣性保育環境
建置計畫-農田濕地生態復育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4.4 生態環
內政部 105-108 12.0
境保育 計畫3】花蓮縣沿海保護與保
護標的資源調查計畫

E

A1
刪

E

C

1.查花蓮縣光復鄉業已建置太巴塱社區
活動中心，本案所提之祭祀廣場、文物
特展室、部落營造點及文化多媒體視聽
室，請釐清是否部分功能已與該活動中
心重覆？
2.本案決議為E類。
本案農委會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1.查本計畫於花蓮縣第一期(102-104)
方案即辦理，惟每年度執行均落後預定
進度，且至年底方能完成部分工作之招
標程序，請縣府予以檢討。
2.本計畫無完善整體規劃，實際可參與
執行計畫之地點難以掌握，生態工程內
容說明不清楚，亦未具體提出農田濕地
生態復育之工作內容，多數工作內容均
以勞務委託辦理，投入之人力有限，無
法確定是否如期完成。
3.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之依據與相關內容建議依「海
岸管理法」相關規定調整，其中保護標
的以該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應劃設為海
岸保護區之類別為主；並優先依各目的
事業法令或「海岸管理法」檢討劃設海
岸保護區。
2.本案決議為C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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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刪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農委會建議核列1,750
萬元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

A3+C

1.本案建議依內政部建議改為
A3+C類
2.經費依內政部建議核列1,200
萬元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計畫4】黃金海岸南北濱計畫 環保署/
4.5 生態環
境保育 二-花蓮市公所環保園區延續 內政部 105-107 95.3
計畫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4.6 生態環
計畫5】富里田莊有機聚落生 內政部 105-108 42.0
境保育 活營造推展計畫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生態環
4.7 境保育 計畫6】美崙山自然生態與設 內政部 107-108 37.0
施活化工程

C

E

E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農委會 105-108 245.4
4.8 生態環
境保育 計畫7】綠海環境森林計畫

E

第七輸變電計畫-花蓮地區分 經濟部 99-110
5.1 基礎
建設 項工程

刪

1,598.4

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
5.2 基礎
建設 計畫103至105年度(第二期) 農委會 103-105 65.2
「建構寧適家園計畫-營造友 環保署 105-107 261.0
5.3 基礎
建設 善城鄉環境」
5.4 基礎
環保署 105-108 130.0
建設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A1

A2

A2

1.本案請依「環保機關資源回收貯存場
補助原則」規定，完成雜照、建照申請
作業及符合相關規定後，再行向環保署
申請補助經費。
2.本案俟花蓮縣檢送計畫書至環保署，
屆時再依程序就計畫必要性及經費編列
合理性審核辦理後續事宜。
3.本案決議為C類。
1.本案增列農委會為主管機關。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增列農委會為主管機關。
2.有關自然生態步道設置（環山步道）
及生態環境整治，請加註施作範圍之面
積及初估工程項目。
3.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各項工作內容須再予檢討修正
或補充說明。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相關工程預計於104年底前完
成。
2.本案刪除。
本案農委會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1.本案請縣府依規定爭取環保署「建構
寧適家園計畫-營造友善城鄉環境」經
費補助。
2.本案決議為A2類。
1.本案環保署已有相關補助計畫。
2.本案決議為A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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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同7/22複審會議審查意見
2.本案部會建議核列9,526萬元
，惟經費以原提報金額為上限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刪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農委會建議核列4,000
萬元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5.5 基礎
內政部 102-105 100.0
建設 城鎮風貌整體形塑計畫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環保署/
5.6 基礎
計畫9】城市綠肺-建構綠地 環保署 105-108 271.0
建設 基盤示範計畫

A1
E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5.7 基礎
環保署 105-108 82.2
建設 計畫10】低碳生活及產業生
產建置計畫

C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5.8 基礎
建設 計畫10】水肥投入站興建計 環保署 105-108 30.0

E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5.9 基礎
環保署 105-108 685.9
建設 計畫11】垃圾轉運設施興建
計畫

C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5.10 基礎
國發會 105-107 156.5
建設 計畫12】花蓮縣公務暨便民
服務網路升級計畫

E

本案內政部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1.本案增列內政部為主管機關。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內之低碳社區推廣及輔導、推
動低碳輔導或示範措施，辦理公私場所
老舊設備淘汰等工作，皆屬「105年補
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計畫
申請原則」優先補助項目。俟花蓮縣政
府檢送申請計畫書至環保署，再依程序
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2.本案決議為C類。
本案尚未達成共識，決議為E類。
1.花蓮縣生活垃圾轉運至外縣市焚化廠
處理，確有設置區域性垃圾轉運站之必
要。
2.本計畫經費分析表所列「轉運車輛相
關費用」已於前述環保署補助之轉運費
用內逐年攤提，請刪除。
3.建議刪除轉運設施內的分選設備，應
加強宣導及稽查，從源頭做好垃圾減
量、資源回收工作為宜。
4.本案決議為C類。
1. 計畫104年度執行情形，將作為105108年計畫之參考，請於120個無線上網
熱點建置啟用3個月後，提供民眾使用
統計分析檢討報告，再以提報105-108
年計畫。
2.「第二階段整合路口監控及交通訊
息」非國發會主管業務，請縣府修正計
畫；行動APP建置，請依國發會所附行
動APP開發計畫審查意見辦理。
3.本案決議為E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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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內政部建議核列1億元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基礎
5.11 建設 計畫13】地理資訊倉儲平台 國發會 105-108 14.5
整合型計畫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基礎
5.12 建設 計畫14】花蓮縣103-107年度
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 內政部 105-107 73.9
用計畫

E

C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5.13 基礎
農委會 105-108 180.0
建設 計畫15】花蓮縣果菜批發市
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

E

【文化藝術及景點串連活化
5.14 基礎
環保署 105-108 540.0
建設 計畫子計畫11】環境教育多
功能園區設置計畫

E

【樂活養生觀光躍昇計畫子
6.1 產業
農委會 105-108 541.0
發展 計畫3】花蓮保健作物生技廠
計畫
7.1 交通
交通部 101-105 281.7
建設 港埠設施改善工程
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 交通部 99-106 49,200.0
7.2 交通
建設 計畫

E

A1
A1

本案尚未達成共識，決議為E類。
1.分年經費分配請依內政部「都市計畫
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
年)」規定估列，並修正編列比例為中
央30%、地方10%、花東基金60%。
2.本案決議為C類。
1.本案有關市場擴建之規劃，應依「農
產品市場交易法」及同法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重新研擬規劃書提報農糧署審核
，並俟審核通過後辦理籌設等事宜，請
縣府據以辦理。
2.本案涉及農業用地作農產品批發市場
容許使用或變更審定，請縣府於完成市
場遷建用地合法使用後再送審。
3.本案決議為E類。
1.環保科技園區之設立有其既定使用目
的，故不宜將環保科技園區轉化為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欲發展保健作物250公頃，應妥
善規劃未來所生產保健作物之行銷通路，
並應於計畫績效指標增列產出效益(產
值)。
2.營運保健作物觀光工廠：105-106年發
包保健作物加工廠工程，惟保健作物自生
產、收穫、加工等均待推動發展，建議應
先具備生產規模及成熟加工技術後，再朝
觀光工廠發展為宜。
3.本案決議為E類。

本案交通部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本案交通部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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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內政部建議核列7,390
萬元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1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交通
7.3 建設 計畫16】鳳林鎮箭瑛大橋改 交通部 105-107 457.3
建工程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經濟
7.4 交通
部、交 105-107 930.0
建設 計畫17】花蓮地區產業運輸
專用道延伸計畫
通部

E

1.本案增列經濟部為主管機關。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本案尚未達成共識，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交通
7.5 建設 畫子計畫1】花蓮市公共自行 交通部 105-110 87.0
車租賃系統建置計畫

E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7.6 交通
交通部 105-107 99.3
建設 畫子計畫2】花蓮縣自行車路
網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

1.為鼓勵公共運輸發展，可參考「公路
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之績效補助機制，
包含公共自行車、鐵路、公路等跨運具
轉乘服務提出公共運輸創量型計畫，交
通部將視計畫內容與成效予以績效補
助。
2.本案決議為E類。

E

本案尚未達成共識，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經濟部/
交通
7.7 建設 畫子計畫3】花蓮縣電動機車 環保署 105-108 329.3
推廣設置計畫

C

1.推廣綠色運具，可節能減碳，建構永
續環境。
2.本案決議為C類。

C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部會建議核列2.189億
元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交通
畫子計畫4】因應蘇花改通車 交通部 105-105 128.0
7.8 建設 花蓮交通疏流計畫-1.市區客
運新闢路線計畫

A2

1.本案交通部已有相關補助計畫。
2.本案決議為A2類。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1.本案財務評估結果為無法回收，請評
估是否有需求；另本案與「公路公共運
輸提昇計畫」補助項目不符，倘後續仍
有建置需求，請另尋其他合適之補助計
畫進行提案申請。
2.本案決議為E類。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交通
畫子計畫5】因應蘇花改通車 交通部 105-108
7.9 建設 花蓮交通疏流計畫-2.停車場
新建

1,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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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交通
建設
7.11 交通
建設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畫子計畫6】因應蘇花改通車
花蓮交通疏流計畫-3.縣道 交通部 105-108 814.2
193線9k+000~16k+000（七星
潭大橋至北濱外環道）路段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畫子計畫7】因應蘇花改通車
花蓮交通疏流計畫-4.壽豐鄉 交通部 105-106 422.0
東華大學聯外道路興建工程

【低碳人本交通系統建置計
畫子計畫8】因應蘇花改通車
7.12 交通
建設 花蓮交通疏流計畫-5.轉運站 交通部 105-108 156.0
新建
【國際低碳觀光推廣計畫子
7.13 交通
交通部 104-110 68.8
建設 計畫17】花蓮縣國際包機獎
助計畫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醫療
8.1 衛生 活絡計畫子計畫20】花蓮縣
健康促進人才培育計畫: 健 衛福部 105-105 6.7
康傳播行動方案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醫療
8.2 衛生 活絡計畫子計畫21】花蓮縣
健康促進人才培育計畫: 健 衛福部 105-107 7.7
康傳播動力工作坊

A2

E

E

A2

E

併

1.本案請縣府依生活圈計畫補助辦法相
關規定將計畫書提報交通部審議。
2.本案決議為A2類。
1.本案請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規劃辦理新城轉運站及花蓮轉運
站建置，原則屬「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可補助之項目，惟交通部已於103
年補助花蓮縣政府新臺幣200萬元辦理
「因應蘇花改通車後建置轉運站與改善
停車空間之規劃案」尚未結案，爰未來
如擬申請公運計畫之補助，宜俟上開規
劃案完成並提送成果報告辦理結案程序
後，再依公運計畫規定及程序提案申
請。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交通部已有相關補助計畫。
2.本案決議為A2類。
1.請花蓮縣政府整併2計畫內容。
2.衛福部持續致力協助縣府推動相關專
案結核病防治計畫，如:都治計畫、結
核病縣市補計畫等，每年平均補助約新
臺幣1,912萬元。
2.本案決議為E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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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1.本案經衛福部同意，原則尊重
衛福部意見
2.本案部會建議核列8,000萬元
，惟經費以原提報金額為上限

併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8.3 醫療
衛生
9.1 社會
福利
9.2 社會
福利
9.3 社會
福利
9.4 社會
福利
9.5 社會
福利

【專業技藝養成與文化產業
活絡計畫子計畫22】花蓮縣
健康美食專業餐飲人員培訓
計畫
推動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
區照顧服務計畫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計畫18】花蓮縣社會福利安
全網計畫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計畫19】花蓮縣區域型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計畫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計畫20】花蓮縣勞工職能發
展計畫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計畫21】建構花蓮縣「長青
學子‧快樂GO」-銀髮族樂活
學習計畫

衛福部/ 105-107 6.0
勞動部

刪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衛福部 105-108 12.0

A2

1.本案衛福部已有相關補助計畫。
2.本案決議為A2類。

A2

衛福部 105-108 18.0

C

本案決議為C類。

C

衛福部 105-108 123.4

C

本案決議為C類。

C

勞動部 105-108 22.6

A2

衛福部 105-108 28.4

A2+C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計畫20】花蓮縣新城鄉第一
9.6 社會
福利 (新城)公墓環保多元葬設置 內政部 104-108 90.9
計畫

E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9.7 社會
教育部 105-108 97.3
福利 計畫23】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優質化計畫

E

1.本案勞動部已有相關補助計畫。
2.本案決議為A2類。
1.依衛福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相關
規定，已針對各民間團體辦理老人社會
參與活動予以補助。
2.本案決議為A2+C類。
1.本計畫係配合實施公墓公園化政策，
興建納骨塔並持續推廣環保植葬。查本
案第1公墓係未規劃公墓，因既有納骨
塔將不敷使用及未領有合法使照，擬予
拆除重建，惟本計畫並無規劃辦理公墓
禁葬及遷葬，似難達成公墓公園化及推
廣環保植葬之目標。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應提供更詳細的各館現況分析
，審慎評估各館空間改造之需求，並提
出改善構想。
2.本案決議為E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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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衛福部建議核列1,200
萬元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衛福部建議核列1,680
萬元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衛福部建議核列1.234
億元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勞動部建議核列2,260
萬元

A2+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災害
計畫24】救助器材車、雲梯 內政部 105-108 145.2
11.1 防治 消防車、小型水箱消防車充
實及汰換計畫

A3+C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1.2 災害
內政部 105-107 15.9
防治 計畫25】防救災專用資通訊
系統提升計畫

E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1.3 災害
內政部 105-108 195.9
防治 計畫26】消防救災安全裝備
汰換及提升計畫

E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1.4 災害
防治 計畫27】救護裝備提升計畫 內政部 105-107 6.9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1.5 災害
內政部 105-108 351.0
防治 計畫28】花蓮市南濱抽水站
增改建及滯洪池工程

A2+C

A2

本案決議為A3+C類，其中A3類經費1/2
，C類經費1/2。
1.103年至104年「緊急、災害通報專用
無線電通訊系統第2階段建置計畫」，
於核定計畫內花蓮縣建置9個中繼臺、
83個固定臺、4個車裝臺及191個手提
臺。其中屬太魯閣地區之秀林鄉，計有
4個中繼臺、10個固定臺、1個車裝臺及
18個手提臺，請再行評估檢討或調整上
開建置地點，以達到無線電通訊效果。
2.本案決議為E類。
1.內政部「精進消防救災裝備器材4年
中程計畫」，於105年至108年間辦理補
助地方政府充實救災裝備器材；另行政
院同意申請專案經費補助地方政府購置
熱顯像儀369具、個人用救命器2,702具
及五用氣體偵測器組123組，辦理協助
充實各直轄市、縣(市)機關各項裝備器
材。
2.本案決議為E類。
本案決議為A2+C類。
1.本計畫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行政院核列水系範圍，請縣府依程
序提報，相關經費依審查結果分年覈實
編列。
2.本案決議為A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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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C

1.同7/22複審會議審查意見
2.本案內政部建議核列1.9億元
，惟C類經費以原提報金額1/2為
上限，其餘由A3類計畫支應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內政部建議核列3.51億
元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1.6 災害
內政部 106-107 39.0
防治 計畫29】119勤務指揮派遣系
統提升計畫
【幸福宜居城鄉實踐計畫子
11.7 災害
內政部 105-108 74.5
防治 計畫30】廳舍遷建與訓練場
新建計畫
12.1 水環境 農業治山防洪野溪整治計畫 農委會 101-110 128.0

E

刪
A1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環保署/
12.2 水環境 計畫11】環保公園海堤整建 經濟部 105-108 550.3
計畫

E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12.3 水環境 計畫12】花蓮縣吉安溪環境 內政部 105-108 194.0
整體營造規劃

E

【永續生態環境保育計畫子
12.4 水環境 計畫13】美崙溪景觀整體營 交通部 105-108 480.0
造規劃
教育
例行業 9.5
13.1 建設 補助花東地區接受義務教育
教育部
學生書籍費
務

E
A1

1.本計畫內政部若後續年度預算允許，
擬規劃將功能納入「119救災救護指揮
派遣系統維護案」供各地方政府使用，
若花蓮縣礙於時效之考量，請依地方制
度法以自有財源支應。
2.本案決議為E類。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1.本計畫依農委會意見將計畫期程議修
正為105-108年。
2.本案決議為A1類。
1.本計畫尚未進行相關可行性評估工作
，無法判定後續將採行何種防護工法。
2.本案增列經濟部為主管機關。
3.本案決議為E類。
1.大山橋～吉安溪橋：自行車專用道延
伸，建請向教育部申請。
2.吉安溪橋～東昌橋：應再詳加說明吉
安溪水岸週邊人口數、設施使用對象、
設施使用率等調查及跨域整合之綜效。
3.東昌橋～下游吉安溪橋：台11線入口
海洋地景藝術，建請向文化部申請補助
，另因高灘地係屬容易淹水地區高風險
區域，請審慎評估各項設施耐久性及各
項綠美化後續整治管理，避免相關設施
建置後即遭災損。
4.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主管機關改為內政部。
2.本案決議為E類。
本案教育部有相對應主辦計畫，決議為
A1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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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刪
A1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農委會建議核列1.28億
元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A1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教育部建議核列800萬
元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 教育部 例行業
13.2 教育
建設 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務
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及教
13.3 教育
學卓越計畫之大專校院實施 教育部 例行業
務
建設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
鼓勵技專校院推動學生參加
例行業
13.4 教育
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及補助出
教育部
務
建設 國機票

0.7

刪

6.0

刪

1.3

A2

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 內政部 103-110 160.0
13.5 教育
建設 移推動計畫
【運動產業深耕與拔尖計畫
13.6 教育
教育部 105-108 50.6
建設 子計畫1】運動觀光開發推廣
實施計畫

A1
E

【運動產業深耕與拔尖計畫
教育
13.7 建設 子計畫2】運動賽事規劃籌辦 教育部 105-108 176.0
行動計畫

E

【運動產業深耕與拔尖計畫
教育
13.8 建設 子計畫3】各級學校運動選手 教育部 105-108 158.0
移地訓練產業建置營運計畫

E

【運動產業深耕與拔尖計畫
教育
13.9 建設 子計畫4】在地運動績優人才
培育暨輔導就業永續發展行 教育部 105-108 57.6
動計畫

A2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刪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本案花蓮縣政府撤案。
1.本案花蓮縣政府提議修改原計畫為
「補助運動人才出國比賽計畫」，請花
蓮縣政府修正計畫名稱及內容後報教育
部審查。
2.本案決議為A2類計畫。
1.本案改列基礎建設部門。
2.本案決議為A1類。

刪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本案尚未達成共識，決議為E類。

E

1.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2.經費依內政部建議核列8,000
萬元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A2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1.本計畫請花蓮縣政府依教育部相關補
助作業要點提出申請。
2.有關申請德興棒球場整修經費補助，
請依據教育部補助原則規定及格式研提
計畫，於受理申請期限內報部，補助經
費經審議通過後再行核定。
3.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請花蓮縣政府依教育部相關補
助作業要點提出申請。
2.其餘有關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移地訓練
中心整修部分，建議由花蓮縣政府評估
財政狀況自籌辦理。
3.本案決議為E類。
1.本計畫請花蓮縣政府納入「運動優先
區計畫」規劃辦理。
2.本案決議為A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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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花蓮縣第二期(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審查意見表

【社會環境監測與通檢計畫
14.1 計畫
管考 子計畫2】永續社會監測計畫 國發會 105-108 20.0

E

【社會環境監測與通檢計畫
計畫
14.2 管考 子計畫3】花蓮縣綜合發展行
動計畫總顧問暨滾動檢討及 國發會 105-108 35.0
推動執行計畫

C

1.本案事涉永續會業務，改由環保署主
政。
2.本案決議為E類。
1.本案除107年需研擬下一期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同意核列500萬元經費外，
其餘年度考量實施方案推動至今已建立
完善執行管控制度，經費建議105年核
列300萬元、106及108年核列200萬元。
2.本案決議為C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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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C

同7/22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