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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金峰鄉鄉民代表會第二十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鄉長施政報告 

敬愛的張主席、高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早上好： 

    欣逢 貴會第 20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開議，首先謹致祝賀之意。賢

一應邀與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各位代表女士、先生的質詢與指教，

深感榮幸。承蒙全體代表女士先生們過去長期以來，對賢一在各項鄉政

建設持續給予指導、建議與鼓勵，使鄉公所各項政策及建設工作能順

利推動，帶領金峰大步向前邁進，賢一謹代表公所全體同仁表達由衷謝

意。 

壹、前言 

    金峰擁有得天獨厚的美麗風光與人文歷史，是依山傍河、富饒農產

的的人間仙境，自然生態原始多樣，惟地處台東縣西南隅大武山東麓，

且交通不便，長期被視為台灣後山物質潰乏的原住民偏鄉地區，而

要如何翻轉後山落後資源困窘的宿命，成為金峰的契機，是賢一接

續面臨的挑戰與肩負的使命，雖然環境處處艱辛，但賢一始終秉持

金峰終身志工的初衷，以前瞻的思維帶領公所團隊全力以赴，希望

讓金峰逐漸走出窮鄉活路，開創金峰幸福生活。 

    而為了締建幸福金峰，賢一在「打造國際花園之鄉 讓全國都看見」

的施政理念下，致力發展觀光產業，推動以溫泉事業為首，農業產銷

為底，並輔以大武山自然生態及原住民傳統智慧資源，藉由溫泉火車頭效

應，「把人帶進社區、把部落產業行銷出去」，帶動區域性微經濟事業、特

色農特產品、原住民族傳統工藝、美食及觀光旅宿業之蓬勃發展，增加在

地尌業機會，希望透過資金流入，逐漸改善財政困境，落實基礎建

設，並推動優質部落輕旅遊環境，促使無煙綠色產業進駐，發展低碳

有機農業、打造生態農莊，鼓勵民眾推動節能減碳，在守護金峰潔淨

的自然環境之餘，更讓金峰蔚為國內綠能觀光的城鄉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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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金峰已奠定穩固基礎，無論在教育文化、社會福利、

公共建設、農業觀光、社區發展、環境維護等各面向都有長足的發展。

而在去年一年裡，為活化地方的產業，已完成建置全台第一條鐵馬天

空步道，另規劃打造東 63、64、66線林蔭造型鄉道，及環村綠茵自行車步

道，預期將成為本鄉最具潛力之特色景點之一。每年七月持續辦理金黃小

米文化季、十一月洛神花季等活動，皆已有效創造了可觀的經濟產

值；其次，為了鼓勵青年返鄉創業，開啟地方特色產業新的商機，創造

逐夢踏實的機會，本所積極規劃特色精緻農業、生態觀光旅遊及融入在

地原住民文化創意元素的新興產業，以順應自然、遵循傳統，用最天然、

父執輩世代傳下來的方式照顧這片土地上的作物，讓人們走入在地人

的生活，對於土地、家園、祖靈、頭目、長輩，甚至帄輩、後代所居住的

這片土地。「農活」，是臺灣原住民族長久被教育著對於「有序」及「根本」

的概念行為，這不只是生活，更關乎一個世代的土地正義，透過資源的共

享，發展小米、咖啡、紅藜、洛神花等農產業，並結合產官學界研發本鄉

具原住民特色的農特產品─金峰三寶─洛神原汁、金黃小米、魯拉克斯咖

啡。 

台灣紅藜，是台灣原住民百年以上的傳統作物與主食，素有「穀物紅

寶石」之美譽，是上帝賜與的健康食品，更是原住民的新希望，為推廣紅

藜產業，於 105 年度將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以「跨域」合作方式推動

示範計畫，由輔導團隊協助溝通、協調有關單位共同投入產業輔導，臺東

縣紅藜的種植面積〈主要分佈於南迴四鄉鎮〉，已增加至 100公頃，雖然產

業倍增，但市場潛能還是非常廣大，再加上民眾對於健康飲食的追求，「紅

藜紅了！」不只代表了紅藜的顏色，更因為產業活絡，原鄉部落的發展受

到火熱關注，另外成為一種火紅的時髦產業，讓「南迴的紅地毯」再次呈

現，逐步落實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恢復農村在地居民尊嚴，以達建設富麗

新農村之目標。 

其他如教育文化部分：本所補助轄內各國民中小學推動一校一特色計

畫，近年來參加縣、中央級歌謠、舞蹈、戲劇、體育、科學等競賽，屢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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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績，成績斐然，獲獎無數，並經常代表國家至海內、外進行文化交流表

演，宣達排灣、魯凱族文化，揚威寰宇。社政類本鄉參加臺東縣政府辦理

「104年宜居臺東-健康城市」競賽，在「社區」及「鄉鎮市公所」均獲得

首獎，環保類則獲頒 104 年度全國資源回收頒績優第一名殊榮。凡此亮眼

表現，賢一感謝鄉親的信任與支持，榮耀更歸於鄉親，同時也因為團

結與信任，讓賢一及公所團隊即使面對再多的困難與考驗，都能全

力以赴，衝破難關，更期盼能持續與鄉親攜手同心，為打造金峰成為

人間幸福樂土再接再厲！ 

以下，賢一謹尌公所各單位近半年來各重要施政成果及推動重點扼

要提出口頭說明，敬請各位尊敬的代表女士、先生惠予督勉指教。 

貳、重要政策與施政作為 

一、堅持教育優先政策 

〈一〉補助轄區內各國民中、小學推動一校一特色，發展在地特色教學。 

1.鄉轄賓茂國民中學参加全國 105年 4月全國學生度創意戲劇舞蹈獲優等

首獎。 

2.本鄉介達國民小學榮獲 105年 4月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特優第一名。 

3.本鄉嘉蘭國民小學榮獲 105年 4月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特優第二名。 

3.本鄉轄境賓茂國中排灣族學生参加 2013、2014、2015年莫斯科、馬來西

亞、德國紐倫堡發明展均奪下金牌獎，並創下三連霸紀錄殊榮。 

〈二〉強化輔導社會教育領域，推動族語學習等民族教育學程。 

    本所 105年度為推動族語學習辦理原住民族語言-「部落化、家庭化、

社區化」教學活動，預計於本〈105〉年 7月在嘉蘭村、正興村、歷坵村開

設排灣族語、魯凱族語各一班，正興村、新興村排灣族語各一班，上〈104〉

年度推動本項業務獲得鄉民肯定，規劃於 105 年度持續辦理族語競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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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於課程結束後實施成果展。 

二、傳統文化復振 

    回復以頭目為尊的社會制度，重構 Caka組織（青年會）與部落倫理，

透過 Caka辦理各項傳統祭儀、技藝研習、部落尋根、青少年文化成長營、

原鄉文化交流等活動。 

〈一〉本〈105〉年部落祭祖尋根活動迄今共計 9個部落辦理，餘各項歲時

祭儀、傳統民俗競技藝活動，則依既定規劃期程於每年 7、8月間辦理。 

〈二〉預計 105年 5月 26日至 27日（2天 1夜）辦理金峰鄉 2016青少年

文化成長營-浸水營古道探索之旅，參加對象：本鄉學區國中、小學生（高

年級）、學校教師及本鄉青年會會員等計 100人。 

三、強化全民運動風氣 

    跳躍吧!孩子，跨過種種困難學習，沒有年齡限制、沒有階級地位，有

的是往前衝的力量，讓教育不是只有贏在起跑點，而是跑完終點，並且習

得你最棒的技能。為輔導建全基層體育組織，本所已於 104年 5月成立本

鄉體育會，積極推展適合不同年齡、不同體能狀況、不同族群之地方特色

運動，強化本鄉體育風氣，共創健康活力之目標。 

〈一〉打造運動島計畫：透過本計畫，完備優質運動環境，增進規律運動

人口，提升運動競技實力。 

    10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本鄉轄境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生參加

體操個人組賽銀牌、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實驗中學正興村子弟獲得柔道

銀牌。 

〈二〉輔導本鄉體育會組織運作，積極強化本鄉體育會功能，提倡尚武精

神，提升運動競技實力與競賽成績。 

1.已於 105年春節期間辦理全鄉各村運動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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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地點 村別 參加人數 備註 

105.02.19 歷坵分校 歷坵村 107人次  

105.02.22 
嘉蘭國小 嘉蘭村 239人次 因雨故參加人數受

影響。 新興國小 新興村 157人次 

105.02.27 介達國小 正興村 157人次  

105.02.28 賓茂國小 賓茂村 186人次  

2.業於 105年 4月辦理全鄉運動會，參加單位為本鄉各村及國中、小學校，

參加選手及觀眾共 1,200人次，成績耀眼，總計 11人次打破記錄。 

四、推廣健康休閒活動 

〈一〉『運動休閒』是未來國人旅遊主要方向，本所已於 104年 10月已完

成建置全台第一條鐵馬天空步道─嘉蘭村環村自行車車道及天空步道，步

道沿著陡峭山壁搭建，大自然美景盡收眼底，民眾向下望可以看到美麗河

谷，抬頭還能欣賞藍天和壯闊山景，讓遊客可以一邊休閒運動，一邊欣賞

大自然美景，馬總統閣下率副總統吳敦義等中央部會閣員於 105 年 3 月 5

日蒞鄉視察亦豎起大姆指讚譽有佳。 

〈二〉天空步道暨嘉蘭環村自行車道維護及經營；自 104年 11月至 105年

4月止，參訪人數共計約 3,100人次(含租借自行車、本鄉各國中、小學

及其他本縣國中、小學、本縣其他鄉鎮市公所參訪)，營運金額 203,970

元。 

※嘉蘭村環村自行車車道及天空步道參訪人數及經濟效益如下表： 

項目 年度 月份 參與人數 效益金額〈元〉 備註 

天空步道 

104 
11月 318 34,470  

12月 327 22,650  

105 

01月 0 0 施工未開放 

02月 512 75,160  

03月 98 1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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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165 23,330  

合  計 1420 166,600  

環村自行

車 

104 
11月 17 4,350  

12月 21 4,800  

105 

01月 0 0 施工未開放 

02月 67 21,470  

03月 10 1,600  

04月 20 5,150  

合  計 135 37,370  

五、產業發展 

    本鄉盛產當下既營養又健康的紅金〈洛神花〉、黃金〈小米、紅藜〉

等農作物，結合農業發展政策和組織區域夥伴聯盟，審慎規劃區域性微

經濟活動、部落輕旅行行程，推動原住民族特色的農業產銷活動，適度

開發鄉內溫泉、山林、自然景觀，使本鄉成為全臺樂遊、慢活、友善、宜

居、健康的原鄉。 

〈一〉維護自然生態 

    永續生活，也尌是以尊敬且永續的心擷取大自然產物，為確保本鄉土

地及自然資源權益，生態環境的維護與保育，提出以「順天應人」的思考

模式，適度開發鄉內溫泉、山林、自然景觀，期促進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並建立與大自然互利共生的產業發展機制。 

1.有關本鄉原生民俗植物園區日前刻正進行新設水電工程事宜，4 月 1 日

起開始進用專責之管理人員，並將於 105 年月開始對外開放觀光旅遊客進

入本鄉慢活體驗大自然的生態環境樂趣。 

2.已於 105 年月僱用專案管理人，工作內容如下：對植物園區內設施、苗

木、草本等植物的栽培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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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年將編列 1.2 萬元用作園內設施等需接用電器及盥洗等費用（尤以監

視器），以保障園區內的安危。 

4.對到訪觀光客，採以租借所內露營帳篷使用，但需酌收額外租金，並告

知租借人除對該物品小心使用保管外，對大自然花草樹木、溪流昆蟲等亦

善加對待保護並遵循園區內相關規定避免因破壞而遭受裁罰。 

5.園區內野溪瀑布、花苗樹種及人行步道定期巡視勘查，避勉遭致破壞與

毀損。 

6.制訂園區收費管理辦法送貴會審議核定後，公告張貼於溫泉及園區適當

地點，俾使遊客有所遵循。 

7.若有本村住民因農事行經園區附近產業道路時，應委婉告知鄉民善待來

訪參觀及體驗園區之遊客，進而共同維護在地自然生態及環境衛生。 

〈二〉發展溫泉觀光產業─以溫泉為亮點，帶動原住民部落觀光產業發展。 

1.為能發展部落觀光，104年辦理導覽解說員之訓練，計有 27名鄉民取得

認證資格，本〈105〉年將加入部落導覽解說之行列，提供遊客導覽解說之

服務。另配合各村旅遊服務站之設立，將駐站提供導覽解說之服務。 

2.為配合發展溫泉觀光產業，提升本鄉住宿能量，本〈105〉年在嘉蘭村辦

理接待家輔導計畫，將現有之 5家接待家庭增加至 10~15家，除了增加在

地農戶之額外收益外，更希望能有更多之遊客能留宿在部落，增加在部落

之消費機會。 

3.本所 105 年度已爭取到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地區溫泉示範區

實質開發計畫」1 千萬元經費，計畫於金峰溫泉公園週邊規劃停車場、露

營區設施、自行車停及泡腳池設施。 

4.設置金峰鄉觀光景點自動語音導覽系統打造智慧化服務，並研發溫泉特

色產品，進行通路整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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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特色農業 

    本所以順應自然、遵循傳統，復振傳統農業，規劃特色精緻農業，用

最天然、父執輩世代傳下來的方式照顧這片土地上的作物，讓人們走

入在地人的生活，透過資源的共享，發展金黃小米、咖啡、紅藜產業、洛

神紅寶石產業，創造新的商機，旅人也能得到新的視角，活絡整體產業發

展。 

〈一〉為推廣行銷本鄉農業文化，去年辦理２天１夜之「來金峰住一晚小

旅行」活動，計有來自各地之遊客 25人參加，行程安排至本鄉嘉蘭村及歷

坵村，除安排部落巡禮，認識在地原民文化外，還有體驗在地農事－洛神

花採擷及製作蜜餞、搗小米及玩傳統技藝射箭等、享用在地原民風味餐，

讓遊客玩在地、食在地，讓部落農村生活型態轉型，朝向更有競爭力之路

邁進。 

〈二〉為推廣行銷本鄉農業文化及特色活動，去年洛神花季期間辦理「打

工換宿」活動，計有 26名民眾參加，透過打工換宿協助在地農戶至農田拔

草、採洛神花外，還至各農戶家中協助捅花之工作，期間還參觀本鄉各景

點，藉由實際的體驗認識在地的農業及觀光資源，打工換宿活動亦將為發

展本鄉深度旅行的行銷方式之一。 

〈三〉為有效運用本鄉休耕農地，提高種植面積及增加農民經濟收益，本

所於 104年至 106年辦理振興農業「金灣雜糧生產專業區」計畫，將輔導

種植小米、紅藜及洛神花等作物，該計畫已於 104年增加種植面積為 6公

頃，預計 105年增加面積為 20公頃，另結合產官學研發本鄉原住民族特色

的農特產品，並辦理農產行銷活動，提昇本鄉農產品國際能見度。 

六、設置觀光苗圃─打造國際幸福的花園之鄉 

本鄉係屬精緻農業及觀光發展重鎮，為推廣本鄉與世界接軌，並配合

縣政府推動觀光大縣之理念，打造全鄉綠美化環境空間，使更顯綠意盎然，

促進觀光發展，積極設置觀光苗圃提供本鄉各機關、學校、村、社區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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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申請領取栽種，建設本鄉一村一特色、一校一花園之觀光特色景點，期

藉由〝花園之鄉〞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金峰旅遊。 

〈一〉為配合「健康城市－宜居金峰」政策，本所推動『環境清潔暨資源

回收競賽考核計畫』，獎勵本鄉參與推動環境清潔綠美化及環保工作之各村

（社區）；期能繼續協助推動本鄉各項環境清潔綠美化及環保政策宣導，徹

底清除環境髒亂，改善環境衛生及綠化，提昇鄉民生活品質。 

〈二〉本所及轄區機關學校積極配合實施透明垃圾袋政策。 

〈三〉觀光苗圃 

    除提供一般民眾及機關學校提供苗木，使本鄉環境全面綠美化，期待

促進觀光外，更提供多元環境教育知識場域及引進新的技術，培育蝴蝶蘭

及高經濟作物樹種，增加地方財源。新設苗圃進度已完成 50％，預計 5月

底完成。 

七、關懷社區發展─建置多元均衡發展的原鄉宜居健康社區。 

〈一〉為配合臺東縣政府105年度「健康城市－宜居金峰」大競賽計畫，本

所擬定「台東縣金峰鄉公所「宜居台東-健康城市」大競賽輔導社區計畫」，

依據各課室業務職掌針對相關計畫七大面向評比項目，積極輔導本鄉各社

區參賽事宜。 

〈二〉縣府說明會日程：訂於105年5月2日下午14時至16時，假太麻里鄉金

崙活動中心辦理，為利輔導計畫之執行並瞭解計畫內容意旨、目的及配分

標準等，由本所各課室主管、村幹事及承辦人參加，並通知各社區均派員

參加會議。 

〈三〉競賽報名期程：105年4月1日始至5月31日止，相關計畫己函轉各社

區知照，並積極輔導各社區參賽事宜，達成本鄉全體社區均參賽之目標。 

〈四〉定時召開聯繫會議控管進度：本所訂於 5月中旬召開本所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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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臺東-健康城市第一次輔導工作連繫會議，透過會議掌握各社區參賽情

形、管控各面向執行進度及協調各分組分工情形。 

參、結語 

山明水秀的金峰正由昔日的窮鄉僻壤，逐漸蛻變為幸福的花園幸

福之鄉。賢一要感謝所有的鄉親、代表先進及公所同仁，在財政拮据

的環境中，齊心協力辛苦深耕金峰淨土，相信未來在全體鄉民的共同

支持下，以創新、變革、團隊合作的施政策略定能突破困境，攜手共

同將金峰打造成為「健康城市－宜居金峰」全臺灣最幸福美麗的家園！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最後，謹祝大會順利成功！張主席、高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女士、

先生身心帄安、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