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大武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 

鄉長施政報告 

壹、前言 

金主席、王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大家平安: 

    貴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會在今天開議，建賓率同公所團隊前來進

行施政總報告。首先，建賓要感謝各位代表先進在上一個會期，對於本

所的指教與督促，相信只要所會心連心，我們的大武必定舊換新! 

    公所團隊本著疼惜鄉土、發展鄉土的精神，從滿足鄉民的需求出

發，許多政策已逐漸啟動、逐漸落實中。自建賓就任以來，主動出擊解

決具有爭議性與革新性的議題:我們處理南興公墓和加羅板公墓棘手

的問題，我們積極參與臺東縣政府、民間團體和原民會對於長者的關

懷照顧服務，我們為在地青年提供發展平台、也為在外漂移的大武青

年建構在地發展的契機，我們與公路總局共同規劃偏鄉最後一哩路送

到家門口的幸福巴士，我們著手處理愛國蒲聯外橋樑進行膠著的問題

等。「積極」的政策應該是以「人」為主軸，建賓念茲在茲，不敢片刻

忘懷。雖然目前看起來好像很多施政項目是在強調建設等硬體，但是

打造幸福大武才是所有施政的主軸、所有施政的終極目標。    

    為達此一目的，建賓和公

所 團 隊 以 發 展 大 武

(Development Dawu)、友善

大武(Amiability Dawu)、

幸福大武(Welfare Dawu )

和優化大武(Upgrade Dawu)

四大理念為立基點(如下圖

所示)，向外展開各項施政，

以下僅就 108 年 10 月 1 日

起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



(以下簡稱本會期)推動鄉政之施政成果，擇要向諸位代表報告。 

 

貳、施政成果總報告 

  一、在發展大武(Development DAWU)方面，本會期成果有: 

    (一) 提報營建署本鄉景觀工程:  

        「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現代人注重外貌，要美白、拉皮、

微整型；老街和老屋外牆也需要拉皮翻新。本鄉許多原本風華時髦，

矗立於繁華商圈的建築，因起建年代已久而顯露破舊的窘況，不僅有

礙觀瞻，更連帶造成周邊地區的商業價值大幅降低，若能透過換新外

觀工程使老建築回春，不但能改善居住品質，更能帶動鄰近地區的商

機，增進觀光產業效益。 

     本鄉一系列景觀工程，有公所周邊的人本設施改善工程、大武

老街景觀改善工程、客庄路街道景觀改善工程、尚武零售市場廣場改

善工程及金龍湖景觀改善工程計畫書已提交內政部營建署，且於 109

年 2月 25日審查通過，獲得經費補助新台幣 2000萬元整。 

    另外，積極配合台東縣政府「小招牌 大景觀」計畫，我們盤點

對重視店面形象、有預算新置或想要重置招牌的商家，進行設計媒合

與輔導，避免廉價的招牌破壞街道景觀。 

    (二) 愛國蒲道路橋樑改善工程： 

       105年 9月莫蘭蒂颱風所

造成的土石流重創愛國蒲及工作

地部落主要聯外通行的鄉道，近

年來鄉道邊坡常因坍方中斷，造

成部落聯外不便。本所向原民會

爭取新台幣 6592萬餘元，補助辦

理愛國蒲橋梁興建及聯外道路改

善，以強化部落聯外交通的便利



性，並積極解決土地取得等問題，本工程已於 108年 12月 3日舉行

開工動土典禮。                                                                     

    (三) 加津林簡易自來水:  

       為響應政府普及原住民族地區自來水系統，落實居住正義，

平衡城鄉差距，本工程獲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新台幣 324萬元整，並已

於 109年 3月 4日完成委託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區管理處辦

理，預計於今年完工。  

                                                                         

                                                                         

                                                                         

                                                                         

                                                                         

                                                                         

                                                                         

                                                                          

 

    (四) 圖書館重建計畫: 

      圖書館是人類文明的寶庫，也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

和文化水準的標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以及電子書的普及，曾有

不少人懷疑圖書館會逐漸式微。但是，幾十年後的今天，圖書館不僅

沒有消失，反而是像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起來。事實上，圖書館正

成為現代及未來不可缺少的社會文化設施。「圖書館，是上帝證明天

堂存在的證據。」生命極其有限，但是閱讀可以增加生命的寬度與廣

度。閱讀是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孩子終身發展厚實的基礎；閱讀更

是培養大武軟實力的重要關鍵。 

      本鄉圖書館的重建，就是要打造一個宜人的閱讀環境，一個讀

者可以自在穿梭於時間和空間的任意門。為大武的孩子，也就是大武



的未來，打造一個可以做夢、織夢的讀書環境，更是建賓與公所團隊刻

不容緩與責無旁貸之首要任務。本鄉圖書館自民國 74 年啟用，陪伴

大武已逾 30 多年，圖書館重建計畫已獲得花東基金核定補助新台幣

2,700 萬元整，尚有不足的部分將繼續努力透過其他管道爭取資源，

目前正積極辦理圖書館新樣貌設計等相關工作中。 

   (五) 公墓公園化 

       「死神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公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生問題，

舊公墓改建牽涉到的層面很廣，其中公墓

的改建或遷建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民眾

「死者為大」的心態，如果是祖墳，遷移

就更加困難，很多墓地即便完成遷建，鄰

避效應仍然會存在，因此公墓問題常成為

行政單位棘手的問題。 

       建賓與公所團隊主動出擊面對南興

公墓更新工程和加羅板更新工程等問題。

數次的公聽會與說明會，數次的部落會

議召集旅外族人做政策說明與政策宣導，

降低民眾疑慮和不滿情緒。在南興公墓

改建工程方面，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

部落同意參與辦法」召開南興部落會議，

並且取得南興公墓 216地號全數遷葬同

意書。為提供加羅板幽靜雅致的殯葬環

境，解決部落滿葬等問題，加羅板公墓

更新工程更是要加緊腳步進行的工作，本年度已陸續完成公所團隊、

地方和設計公司聯合會勘，召開數場說明會和部落會議向村長、族人

報告工作進度與回答問題降低民眾疑慮。 



二、在友善大武(Amiability DAWU) 方面，本會期成果有: 

  (一) 幸福巴士 

    建賓希望打造一個交通資源友

善的大武，希望大武的每一位鄉民

都能居在採買、就醫、 就學和洽

公的便利生活圈內。但是大武人口

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84 人，可說是

地廣人稀，公共運輸覆蓋率在公路

總局的認定下低於 70%。是此，為

避免邊陲聚落人口持續外移而成

為極限聚落，加強本鄉邊陲地區與

便利生活圈的連結，照顧本鄉 15%

未成年人口、15% 的 65 歲以上長

者人口以及無私有交通工具民眾

行的正義，爭取幸福巴士在本鄉服

務亦是建賓和公所團隊的重要施政

目標之一。 

    幸福巴士是一種依照地域需求所設計的營運模式，希望藉由幸福

巴士的運作，在青壯人口外地打拚經濟之際，由公部門來照顧家中的

長者與幼者，使得區域永續發展不中斷。本計畫已於 109年 3月陳交

通部公路總局審查，109 年度計畫經費為新台幣 65 萬元左右，預計

於本年度 5月份公路總局勘查載客路線，6月份正式上路，採固定路

線和預約路線雙軌運行，計畫於實施中做滾動式修正，以打造一個為

大武鄉民量身訂做的溫暖搭乘載具

為目標。  

  (二) 農特產品 LOGO設計 

    建賓希望打造一個區域特色資源



友善推廣的大武。未來已來，農民工必須要轉型為農民商，農業政策

不能僅是增進農業技術，商業技巧更要能同步協調發展。大武有許多

優質的農特產品，如何創造大武農特產品的品牌，進而強調大武的獨

特性，除了積極擴展銷售通路外，建賓與公所團隊還做出了一系列「大

武鄉農特產品品牌識別暨包裝包材設計」，有「武勇」、「武讚」、「武

純」、「武水」、「武用心 真好覓」等。包材設計是產品的外部包裝，     

建賓會再努力找出大武農特產品的故事，做好產品的內部包裝，真正建

立起大武品牌。包裝是產生溢價的核心，希望能為大武農特產品創造

更多的利潤和更多在地的工作機會以吸引青年返鄉創業。 

  

(三) 逐步展開大武觀光產業一系列政策   

    建賓定調 109年為大武觀光元年，希望透

過系列政策，創造觀光友善的大武。自建賓上

任以來就開始經營大武粉絲專業「愛來武

遊」，此專頁不僅是政策宣導的重要管道，

更能提升本鄉在 Google 的網頁排名，增加

曝光率，目前粉絲人數約為 1800 人，訪客

訊息留言多能在一日內回覆，做到及時性。

為了網羅年輕族群，政策宣導不漏接，本鄉

IG(Instagram)已於 109年度 1月開通。 

    為響應經濟部推動商圈振興補助計畫，

本所提報台東縣政府大武鄉所有街區為大

武商圈街區。是此，大武商家不但能與其他



縣市鄉鎮同步享有經濟部振興抵用券政策之

福利，觀光客消費意願提高，更可活絡本鄉

觀光產業的發展。 

    2020愛你愛你，9420就是愛你！幸福台

9 線，大武濱海公園新亮點，為推動本鄉觀

光產業，建賓也已經完成 9420 在 Google Map

上的註冊。為了維護這 9420海天一色的浪漫

氛圍，天光雲影共徘徊的景觀，環境的維護

可說是無比重要，本所清潔隊有專責人員負責監控管理這一片美麗。 

 

(四) 優質廁所 

    在旅遊熱點設置觀光廁所或是景觀廁所可增加遊客停留的意願，

創意的廁所外型及內裝若能與自然景觀結合，如廁時，還可以一邊賞

景，定能成為吸引遊客的賣點。本所團隊在 109年 3月已擬訂「環保

署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畫-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計畫」

提報縣政府，不僅要在尚武濱海公園新建優質廁所，更要修繕尚武活

動中心男女公廁、圖書館男女公廁、大鳥活動中心公廁、加羅板公廁

及公所二樓廁所提升生活品質與民眾洽公環境。 

 

三、在福利大武(Welfare DAWU) 方面，本會期成果有: 

    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緊密交織相輔相成，建賓期盼打造服務不漏接

的一張安全防護網。 



(一) 文化健康站 108 年前瞻計畫案， 

於本鄉 7 處部落文化健康站辦

理活動中心整建與修繕，南興

文化健康站更獲選為亮點部落

文化健康站，將以在地部落文

化特色做為核心，把整個文健

站的空間做更貼心、更符合長

者需求的設計規劃。本所積極

配合縣府建構經濟安全、健康

醫療、居家照顧、部落照顧多

層次服務體系的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 

(二) 急難救助金申請 

1. 原住民急難救助的部分，至本年度 3月底止，共補助醫療

案件 15件，核撥經費新台幣 93,000元整。 

2. 原住民喪葬補助四件，核撥費新台幣 4萬元整。 

(三) 原住民照顧服務員訓練                           

    為強化部落地區「互助支持文化」

及因應部落文化健康站人力的需求， 

建賓非常重視培力在地志工及照顧服

務員，要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之

方式，提供因族因地制宜之長期照顧

服務，打造長者安心舒適的生活環境。                                                                           

    因此，本所與台東縣慈柔照護協會合作，

開辦原住民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第一梯次

已於 109年 4月 11日假大鳥圖書資訊站開課，

本計畫學員 15人，台東慈容照護協會將輔導

每位學員取得合格照護證照。 



(四) 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 

    為協助經濟弱勢原住民改善居住環境，維護居住安全，提

高生活品質，本所不遺餘力加強宣導民眾申請，截至 108 年度

11 月底，補助件房屋建購及修繕共 22 件，縣府核撥金額約新

台幣 230 萬元整。本所 108 年度辦理房屋建購及修繕業務與台

東市公所並列台東縣第一名。 

(五) 爭取民間資源挹注本鄉                                                             

    建賓自就任以來，積極參與

民間交流活動，在公部門資源

申請程序緩不濟急或是資源不

足時，民間慈善團體的愛心就

如同及時雨，緩解民眾迫在眉

睫的困難。 

  1. 高雄市慈山行善愛心協會於中

秋節前夕捐贈月餅禮盒給鄉內的文建

站及弱勢家庭，讓弱勢的孩童及鄉民

們可以在佳節裡與家人共享月餅，感

受社會各角落滿滿的關懷。      

  2.台電公司贊助本鄉大武國中羽球

及羽球拍，感恩台電遠道而來的散播

對大武孩子的支持與關懷 

  3.感謝樂活公益以及功德宮等多位公

益團體，在疫情嚴峻的當下，仍不辭遠

道的致送急難救助金，讓大武鄉親感受

到社會雪中送炭的關懷。 



四、在優化大武(Upgrade DAWU) ，本會期成果有: 

    繁榮大武，建賓和公所團隊以基礎建設為經，文化建設為緯，全方

位發展大武。基礎建設成效可立竿見影，文化建設則是百年大計，絕

無可能一蹴而成，文化建設就是發展軟實力。軟實力是一種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資源，是一種面對困境反思再生的能力，是一種可永續發

展源源不絕的能量，是優化大武最強大的助力。

以下各項是本會期，建賓和公所團隊在優化大武

方面所做的努力。 

  (一) 社區發展 

     建賓認為「社區」是一群具有共享價值、歷

史、文化的人們，是一群有共同利害關係居在

一起的人們，所以發展積極正向的社區意識，

培力社區運作人才，熱絡社區學習氣氛和鼓勵

社區自辦活動是非常重要的事。  

 

(二) 古謠採集  

    喚起部落遙遠的記憶，找回祖先遷徙的來時路，更能堅定部落未

來發展方向。古謠裡有部落歷史脈絡的展演，有個人的生命經驗，也

有更大的集體記憶。 



    建賓於 109年 1月邀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團隊林清財系主任，進行

大武鄉古謠採集，一則期盼以原住民族各部落古謠的異同，來建構出

部落遷徙的歷史，再則是找到珍貴的古謠記錄保存，作為本鄉鄉誌的

前置調查作業。部落長者是大武珍貴的瑰寶，長者的記憶裡有未被挖

掘珍貴的歷史，我們一定要好好重視。 

(四) 暑期文化體驗營 

    為了推廣各村文化特色，本所於 108年暑假期間辦理大武的第一

次文化體驗一日營，從北到南有大竹村【我是部落雕刻師】、大鳥村-

【我是部落布工師】、大武村-【我是部落探險家】、尚武村-【我是部

落廚師】和南興村-【我是部落獵人】。 

                    

                    

                    

                    

                    

                       

 



 (五) 推廣原住民傳統醫療保健示範部落      

    透過本所團隊極力爭取，臺東縣政府推

廣原住民傳統醫療保健計畫於全縣 46個文

化健康站中選定了 9個站點，大武鄉南興文

健站也獲選其中，作為「你農我農 我心不

打烊」推廣原住民傳統醫療保健示範部落。

希望透過東大專家、部落耆老協助盤點原生

種植物、料理特色資源，在部落文化健康站

旁耕地復育野菜，研發更多創意保健的新菜

色，讓傳承部落文化，從尊重大自然的「吃」

開始！ 

(六) 藉由辦活動大家動起來 

   為提升大武能見度，帶動人潮，攪動地

方、發展新模式及創造新思維，本會期本所

自辦的大型活動有武夜天和聖誕點燈，也向

台東縣政府爭取尚武濱海公園為熱氣球光雕的的活動地點。 

 

叁、結語 

    打造一個鄉民有感的幸福環境，所有規劃好的鄉政正陸續就位中，

只有前進的空間，沒有後退的餘地，只有努力實現對鄉民承諾的決心，



心中沒有最好，只有對更好的追求。希望透過各項翻轉大武政策的推

動，讓老有所依、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人民從小到老，各階段生活

的發展， 都能夠感受到政府全方位的照顧。 期待鄉民、期待大武代

表會持續給予建賓和公所團隊支持與督促，共同攜手打造大武的幸福。

最後 敬祝各位代表先進興隆和諧、舒心平安。 大會圓滿成功 。謝

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