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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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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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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會合作，大武進步的腳步必定是穩健而踏實! 

為達此一目的，建賓和公所團隊以四大施政面向為施政基礎，逐步向外展開各

項施政，概述如下: 

一、 發展大武(Development Dawu):持續努力爭取各項經費建設大武。 

二、 豐盛大武(Abundance Dawu):提升鄉內產業觀光發展及各項活動。 

三、 幸福大武(Welfare Dawu ):各項福利政策及民眾申請案件服務。 

四、 優化大武(Upgrade Dawu):社區營造及各項文化推廣活動。 

   以下僅就 109年 05月 1日起至 109年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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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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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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系列工程: 

為提高本鄉商業區及其周邊地區之商業價值、帶動觀光產業、復甦原有

建築物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提升居住的舒適感，一系列景觀改善工程

是建賓與公所團隊之重要工作重點。本鄉一系列景觀工程: 

1.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政策引導型第五階-尚武村核心生活區公共空間

景觀改善計畫已獲內政部核定補助新台幣 2,000萬元，縣府於 109年

9月 15日完成預算審查會，目前公所正辦理上網招標相關作業，預計

於 109年 10月底辦理開標。 

2.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競爭型第六階-大武鄉徒步型生活路網串聯改善

工程已獲內政部核定補助新台幣 2,000萬元，目前公所團隊正積極辦

理勞務評選相關作業。 

3.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大武村尚武村雨水下水道串聯工程已於 109年 8月 21日提送縣府轉

經濟部水利署審核中。 

4. 為能恢復金龍湖昔日自然湧出泉之風貌，公所團隊積極辦理金龍湖活

化相關事宜並向水保局提報計畫，目前已於 109 年 9 月 30 日完成召

開清淤工程規劃設計作業前的生態檢核說明會。 

5. 積極配合台東縣政府「小招牌 大景觀」計畫，避免廉價的招牌破壞

街道景觀，目前已經於 109 年 9 月 14 日完成 7 家領頭羊商家之新招

牌安裝，後續將協助有意願商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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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愛國蒲道路橋樑改善工程 

因廠商解約因素，目前愛國蒲道路橋梁改善工程停擺中；但建賓與公所團

隊積極解決鄉親長治久安之聯外交通的努力沒有片刻鬆懈，目前除就地

結算外，還積極重提計畫，未來擬委託縣府辦理。                                                                    

(三)  加津林簡易自來水 

長期以來，加津林部落由於沒有蓄水設備，在枯水期經常造成家戶無水

可用的窘境，建賓與公所團隊所努力的加津林簡易自來水工程計畫不但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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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將升級原先預定的簡

易自來水設備至一般家戶所使用的自來水設備。目前外線工程進度符合

預期，若加津林鄉親配合自來水公司辦理內線工程，預計於今年 12月底

可完成送水到家的任務。公所團隊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區管

理處率團隊於 109年 8月 17日在加津林活動中心舉辦用戶外線說明會，

宣導鄉親辦理後續內線事宜。 



4 
 

(四) 圖書館重建計畫 

圖書館是地方的知識門戶，為每一位參與者提供終生學習的重要管道，

也是地方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建賓更希望藉由連結圖書館與社區的互動，

提供鄉親各式各樣的學習課程與資源。目前圖書館的重建計畫已獲得花

東基金挹注改建經費 3,000萬，目前已由建築師設計規劃中，待設計完

成後，將立即動工，後續不足之經費，建賓會再努力爭取。另外，建賓非常

重視圖書館推展文化業務，將圖書館提升為二級單位，編制館長一位主

導規劃館務及各類文化推廣活動，希望能帶動本鄉閱讀風氣及樂於學習

之文化。   

(五) 公墓公園化 

1. 南興村公墓殯葬設施改善計畫獲內政部核定同意補助前置作業費新

台幣 400萬元。 

2. 加羅板公墓殯葬設施改善計畫目前已召開二場地方公開說明會並取

得部落會議通過同意書，因未能於今年核備期限內完成 100％墓主親

屬之遷葬同意書簽署，而未符合內政部規定辦理的時間與程序。但為

提供加羅板幽靜雅致的殯葬環境，解決部落滿葬等問題，建賓與公所團

隊會再努力另尋經費辦理，妥善照顧加羅板鄉親的需求。 

3. 納骨塔新建計畫建賓與公所團隊會再努力爭取。 

 

 

  



5 
 

(六) 優質廁所 

10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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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尚武村辦公處及圖書館公廁皆已完成驗收。 

(七) 文健站友善空間 

前瞻計畫友善空間計畫-大鳥文化健康站友善空間整建工程已於 109年 7

月 22日獲縣府核定補助新台幣 145萬元。 

(八) 2020愛你愛你，9420就是愛你！ 

移除 9420 電線桿- 積極與台電公司協調，終於 109年 9月 15日移除大

武尚武濱海公園沿線的電線桿作業。 

 

 

(九) 積極爭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於大武設置亮點 

目前公所與水保局完成會勘者有大鳥村入口遊憩區、尚武老茄冬和南興

舊國小。其中南興舊國小，台東水保分局已同意納入明(110)年度計畫

內。 

 

 

電線桿移動前 電線桿移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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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豐盛大武(Abundance Dawu) 方面，本會期成果有: 

(一) 武用心‧真好覓 

大武鄉農產品品牌形象暨包裝設計發表會於 109年

8月 14日大武旅服中心將舉辦。目前規劃大武旅遊

服務中心做為產品的展售中心，公所已完成椴木香

菇、土雞蛋、紅藜、樹豆、小米、洛神花、蜂蜜、

羊肉爐、封仔餅、古味梅、鳳梨果茶及洛神花茶等

12項全新包裝設計，並藉由本此發表會正式宣布

《武用心‧真好覓》系列產品，完成第一步產品外

包裝的部分。接下來要做的是產品的內包裝，藉由

產業文宣與農民人物誌的製作，紀錄大武農特產品

生產背後的故事，內外包裝兼具，才是真正做好大

武品牌的建置。包裝是產生附加價值的核心，建賓與

公所團隊希望能增進鄉親收入，創造青年返鄉工作

機會，鄉親大有，大武大有!  

(二) 逐步展開大武觀光產業一系列政策: 建賓訂定 109年為大武觀光元年，希

望透過系列政策，提振大武觀光產業。 

1. 多元行銷大武之「愛來武遊」大武粉絲專業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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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累計按讚次數為 2,415，總追蹤人數為 2,528，民眾訊息大多

能在一日內回覆，做到及時性。臉書也是最便宜的行銷管道，各項活動

訊息能在第一時間送到有與公所臉書連結的鄉親，更能連結中外遊客，

增加大武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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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行銷大武之陳鴻行動餐桌 

藉由與網紅合作，行銷大武農特產椴木香菇、土雞

蛋及 9420 景點，目前此影片已有 4.5萬觀看次數。 

3. 多元行銷大武之最美星空音樂會 

縣府辦理系列最美星空音樂會，建賓爭取大武為選定地點之一，最後敲定於

109年 7月 25日在大武 9420辦理，活動圓滿，吸引上千人參加。 

4. 多元管道行銷大武之 089下鄉巡迴演唱會系列活動 

縣政府辦理 089系列演唱會，建賓爭取大武為選定場地之一，並將 089演唱

會與本次聯合收穫節結合，明星近距離與民眾接觸，不一樣的活動方式帶

給民眾全新嘉年華的歡樂體驗。      

5. 多元管道行銷大武之參加外鄉鎮活動 

鼓勵並協助鄉親參與鄉外活動，右圖為本

鄉射箭隊參加 「卑南鄉 2020第五屆鄉長

盃全國原住民傳統射箭錦標賽」。 

(三) 大武鄉第一屆全國原住民傳統射箭比賽及各項趣味競賽 

於 109年 8月 1日原住民日辦理本鄉第一屆全國原住民傳統射箭比賽及

拔河比賽。擴大辦理獲得體育署核定補助 25萬元之運動 i台灣計畫，為

鄉內原住民傳統射箭愛好者提供平台與外鄉鎮同好切磋技藝。另外，也

藉由大型賽事提升大武能見度，增加觀光收益。本活動參賽隊伍共計 96

隊，285人參加。 

  



8 
 

 

   

(四) 辦理大地回春 迎豐飛武系列活動 

1. 青年之夜 

長者是大武發展的堅實後盾，青年則是在發展路上衝鋒的領頭羊。建賓致

力於打造一個公所與青年、青年與青年之間可以互相交流對話的平台。

傳統慶典的青年之夜，在部落耆老、頭目的祝福下，青年團主導活動的

進行方式。藉由青年實際操作，更能達到文化傳承的實際功效。     

2. 活動第二天開場及各項傳統戲劇、古謠合唱及趣味競賽 

本次聯合收穫節以嘉年華會系列活動形式呈現，建賓嘗試改變辦理方式，

不讓各項活動流於形式，除了動態的活動，也在旅服中心陳列各社區發

展協會的手作工藝品及大武過去風華歲月的老照片，每一次活動，都是

建賓推展、推廣、推銷大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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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豐盛大武要開源也要節流 

1. 火車站前路燈 

夜晚的火車站前路一片漆黑，已成為鄉親安全上的隱憂。建賓與公所團隊

集結大家認養路燈的善心與熱情，一起努力點亮鄉親們回家的路，路燈

認養金額截至 109年 9月 30日為新台幣 206,400元。 

 

2. 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為有效管理本鄉轄區內環境衛生整潔、避免有礙觀瞻及落實使用者付費

原則，特訂定臺東縣大武鄉公所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運代處理收費標

準。截自 109年 10月 12日本所收入廢棄物清除費為新台幣 216,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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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幸福大武(Welfare Dawu) 方面，本會期成果有: 
 

(一) 大武小巴，幸福出發 
建賓希望建立一張幸福的交通網絡，在不加重鄉財政的

情況下，建賓極力向外界爭取資源，承蒙瑞穎企業善心

贊助一台全新 8 人座休旅車作為幸福巴士接駁鄉親

就學、就醫及採買等民生日常所需。大武小巴於 109

年 7 月 8 日在舊台汽站完成通車典禮，109 年 8 月 1

日開始營運，試營運階段不收費。109 年 9 月 28 日

邀請主席、副主席、代表、文健站負責人、部落會議

主席及村長召開營運路線檢討，並將檢討會意見納入

110 年營運路線方向。自 109年 8月 1日至和 109年

9 月 30 日，大武小巴載客量為 360 人次，顯示出鄉

內接駁還是有需求要照顧，建賓與公所團隊會繼續努

力。 

(二) 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及衛生設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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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受理建購及修繕案件共 31件，通過

18件。 

另受理花東地區原住民族居家衛生設備改善共 12件。 

(三) 社會救助津貼 

本期核定低收入戶 22 戶、中低收入戶 22 戶、中低收老人 5 位及身心障礙

35位。 

(四) 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紓困 

於規定受理期間內，總共完成核定 130 件，核撥金額為新台幣 1,4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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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視本鄉 7個文化健康站辦理之活動 

長者的智慧是文化傳承的無盡藏，長者的健康與笑容更是本所施政良窳的

指標，建賓十分重視及積極參與文健站活動。 

加津林文化康站手作課成果發表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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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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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完成結訓典禮，共 15位學員取

得台東縣政府社會處頒發共 130小時之結訓證書。

日後，將成為文健站守護長者之生力軍。 

(七) 急難救助金申請 

1. 原住民急難救助的部分，至本年度 9月底止，共補助醫療案件 45件，

核撥經費新台幣 255,000元整。 

2. 原住民喪葬補助 11件，核撥費新台幣 11萬元整。 

(八) 模範母親、模範父親、模範老人及模範敬老楷模選拔及表揚。 

幸福大武，幸福微笑。社區的祥和之氣，來自於對長者的守護與尊敬。 

模範母親表揚 模範父親表揚 大武敬老楷模 大武模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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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社區發展 

社區營造最直接影響到民眾居住的幸福感。很感謝各社區理事長及總幹事 

讓建賓一起努力發展地方。本期大武、尚武、大竹三個社區共同執行的「社

區福利化，小旗艦計畫成果展」109年 8月 15日上午在大武旅服中心舉行。

計畫内建立的手作工坊課程，增進鄉內婦女相關權益的認識及增加女性終

身學習技能，透過手作工坊的課程如手作肥皂、編織、拼布等，激發婦女

創作的巧思，不僅培養第二技能也豐富生活樂趣。尚武社區發展協會榮獲

109年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卓越組第一名。 

社區福利化，小旗艦計畫成果展 109年評鑑第一! 
  

(十) 積極與公益團體接洽連接更多方面的資源 

1. 大武本身資源非常有限，創造幸福大武需要多方

資源挹注。建賓積極與醫療財團法人南迴基金會對

話，討論將來如何將長照與社區發展相互結合，

以及大武鄉立圖書館與未來興建的南迴醫院異業

結盟等的未來發展。 

2. 積極尋求資源，建賓與愛樂福關懷協會合作開辦品格音樂營，在音樂的

潛移默化下，培育大武開朗、自信的下一代。 

(十一) 積極與業界結合嘗試發展各種便民的政策 

與家樂福行動超市合作可採取線上 Line群組及 FB粉

絲團讓民眾事先下單，到達後聯絡民眾取貨，或於現

場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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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優化大武(Upgrade DAWU) ，本會期成果有: 

(一) 圖書館業務 

地方發展成功關鍵在於厚實的文化底蘊，各項文化活動的設計與推廣是建賓

重要的施政理念。一連串發展施政有重建圖書館、提升圖書館為二級單位

和規劃一系列文化推廣活動等。 

1. 邀請大武文藝前輩郭芳忠於圖書館開設一系列的書法研習課程。 

2. 辦理夏學營，小小學員們透過編書目，學習圖書館員的日常；並藉由閱

讀旅遊文學小品，培養學員壯遊天下之胸懷；活動中也頒發志工證書，

學習服務別人就是服務自己。 

3. 電子書推廣教學課程讓學習無遠弗屆，邀請漢珍數位圖書朱志雄經理為

大家介紹電子書的借閱方式。 
 

書法系列課程 夏學營 電子書推廣教學 

 
 

 

(二) 社區文化活動 

1. 多元樂齡學習系列活動-剪紙篇 

邀請吳望如老師、邱美惠老師及謝聖華老師教導學員運用巧思化「平常」

為「非常」的剪紙創意巧思，帶給長者嶄新的生活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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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樂齡學習系列活動-調製迎賓酒篇 

在陳姿萱老師生動活潑的解說下，重新了解大武農產品的特色，並以大

武在地甜美的農產水果製作屬於自己的迎賓酒。 

3. 文化推廣與紮根-多元閱讀系列講座 

講座主題：「特別，幸福，專屬於你」 
 

剪紙篇 調製迎賓酒篇 多元閱讀系亮講座 
   

 

(三) 古謠採集 

本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1,005,080元，獲原民會核定補助新台幣 50萬元。

本案已完成上網招標程序，於 10月 23日辦理開標作業。 

(四) 傳統技藝夏令營 

暑期期間辦理文化體驗營活動「我是獵人體驗營」，部落文化要讓下一代

在做中學，在生活中實踐。建賓會努力將此夏令營辦理模式推廣到各村及

各部落，希望以後能是常態性的年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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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暑期音樂營 

音樂是魔法、是想像力的天堂、是情緒的出口也是強大的力量，沒有甚

麼禮物比送給孩子一顆音樂的種子更珍貴的了。建賓與愛樂福關懷協會合

作為大武的孩子辦理「逐夢少年暑期品格音樂營」。孩子們從怯生生地望

著老師，到自信滿滿地在舞台上高歌和彈奏樂器，過程中充滿感動。當

音樂像電流穿透每一個心靈時，每張小臉上盡是燦笑與光亮。 

    

(六) 提高大武優秀青年能見度 

大武有非常優秀的青年，各自在自己的領域發

光發熱，公所亦抓住每一個能把大武推銷出去

的機會，提報安德烈與劉致榮參與角逐第三屆

原住民傑出青年，結果出爐，雙雙入選，大武

之喜!大武之慶!  

 

參、 結語 

健康的居住環境必須充分表現出對居住者生命的尊重，建賓期望一系列的施政

能提高鄉民的參與，進而激發鄉民的潛能與大武的活力。同時鄉民們也必須謙卑

地認識自己的有限和脆弱，重新培養愛心、智慧、視野和對大武的責任，成為新

一代的大武人。 

秋意漸濃，早晚寒涼，請您記得添衣，為大武珍重。最後，敬祝各位代表先

進身體健康，家庭興隆。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