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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本
會第六屆第十二次臨時會圓滿閉會，大會主席謝東龍

副議長在會議結束時感謝府會人員的辛苦，105年度

本會總共審議通過了99個縣府提案、54個議員提案、8個人

民請願案以及28個臨時動議案，其中本縣106年度總預算案

也已完成審議，希望縣府能將預算落實執行在各項縣政建設

上，為金門打造成真正的幸福島嶼，希望新的一年金門更美

好、人民更幸福、府會更和諧，祝大家健康平安。

    　　本次臨時會完成審議2項縣府提案，其中1案為三讀案，

如下： 1本縣105年度總預算案第1次追加(減)預算案。歲入

原預算一百一十五億八千八百二十萬六千元，追加後歲入

預算總額為一百二十億四千四百二十八萬元；歲出原預算

一百三十二億九千四百零七萬六千元，追加後預算總額為

一百三十五億八千三百六十九萬八千元。歲入歲出追加（減）相

抵後，年度預計歲計賸餘為一十五億三千九百四十一萬八千元。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依本縣縣有

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59條第2項規定申請讓售金湖鎮市港段80、

81等2筆縣有地處分案。大會決議：「同意處分。但書：應以中

華郵政第一軍郵局現址與縣府交換讓售，並以市價估算。」

    　　完成審議議員提案5案，如下： 1「建請縣府研議中和五眷

村不動產限制10年始得出售之條件，改為以中和五眷村完工日

起算。」，大會決議：「有關眷村產權處分期限仍回歸5年之規

定。」 2「建請縣府辦理全縣性媽祖文化祭，以結合迎城隍慶

典，營造更具特色之在地宗教活動。」，大會決議：「照案通

過」。 3「建請縣府針對金門地區植物被藤蔓類植物覆蓋致死

情況，研擬改善辦法。」 4「建請縣府將雙瓊路『一門三節牌

坊』處至伯玉路段，以AC（瀝青）舖設，以維護民眾之用路安

全。」 5「建請關注復興航空停航對本縣涉外交通及經濟民生

所造成的衝擊，並妥善處理相關因應方案。」 3至 5案經大會

決議：「送縣府研辦」。

    　　完成審議臨時動議案4案，如下： 1「有關105年9月15日

『莫蘭蒂颱風』過境本縣，致使本縣所屬在建工程受創為鉅，建

請展延工期之天數為期一星期。」 2「建請縣府於春節期間辦理

更多表演活動，以饗鄉親，並藉此推動本縣觀光亮點。」 3「建

請縣府調整金門縣歷經戰地時期65歲以上老人慰助金金額案。」

4「建請縣府將太武山『玉章路』回歸『縣有道路』導正主管機

關統一事權。」以上臨時動議均經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重
視離島未來發展，並提升

金馬地區行政服務機能，

議長洪麗萍陪同行政院院長林

全、福建省主席兼政務委員張

景森等貴賓，1月17日上午共同

參與為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

心揭牌儀式，見證中央級服務

走入離島的歷史一刻。

洪麗萍議長支持成

立「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

中心」，並肯定其工作任

務：協調行政院各部會協

助金馬地方政府推動重大

建設與政策、協調金馬地

方政府配合行政院各部會

推動相關政策與計畫、協

調及整合行政院各部會所

屬派駐金馬地區之單位、

機構行政資源、協助兩縣

政府推動攸關金馬發展的

小三通業務、地方輿情、

民眾陳情與施政意見反映

管道。同時考量到金門、

馬祖的空間距離，為落實

「協調即時性、服務在地

議長洪麗萍陪同林揆
為金馬聯合服務中心揭牌

化」，協助兩縣政府戮力建設地方，讓金馬在地民眾享有與臺灣本島等同水準

的民生建設做為目標與責任。

洪麗萍議長期許成立「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能將金、馬地區為

民服務的工作做的更完善，並表示金、馬的地位很特殊，在軍事上扮演非

常重要的地位，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發展，面對不同的挑戰下，在基本

生活需求上與台灣還是有一段距離，特別是交通與醫療的問題。希望維持

人民基本生活所必需，掌握金馬民眾需求並感同身受，以專業思考金門的

未來，進行前瞻性的規劃。

議長洪麗萍與行政院長林全、福建省主席兼政務委員張景森等人為「行政院金馬
聯合服務中心」揭牌後合影

大
年初一烈嶼鄉公所舉辦「金雞報喜賀

新春」的春節遊藝及園遊會活動，邀

請地區社團、學校、駐軍官兵帶來娛樂的節

目，並提供iPad、微波爐、腳踏車、電磁爐

等禮品，吸引大批鄉親踴躍參與。議長洪麗

萍、議員洪鴻斌、立委楊鎮浯、縣府秘書長

林德恭、烈嶼鄉長洪成發、烈嶼鄉代會主席

洪若珊等人到場與民眾同樂，向鄉親拜年，

祝賀新年快樂。

烈嶼保生大帝廟管理委員會循往例辦理

「擲聖筊贈轎車競賽」活動，一連三天吸引

大批民眾走春試手氣。1月30日(大年初三)

進行壓軸的「擲筊王」活動複賽，首獎為價

值50餘萬元的轎車，經一番角逐後，最後由

郭載鵬連擲四聖筊奪得「擲筊王」。

議長洪麗萍偕同議員洪鴻斌參與烈嶼春節遊藝擲聖筊

第十二次臨時會圓滿閉會總結本年度交出亮麗成績

農
曆春節前夕，議長洪麗

萍偕同副議長謝東龍、

議員許玉昭、陳滄江與本會人

事主任呂清富、秘書朱國華等

主管，1月25日依序前往警察

局、大同之家、消防局、岸巡

總隊、機動查緝隊及海巡隊展

開春節慰問活動，除了向警消

及海岸巡弟兄加油打氣，也向

在大同之家長輩及受助童表達

最誠摯的關懷之意，同時祝福

大家春節快樂、闔家平安。

洪議長感謝警消同仁及海

岸巡弟兄平日犧牲奉獻和為地

方服務，以及年節犧牲與家人

團圓的時間，堅守崗位為守護

鄉親身家財產安全，代表本會

表達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洪議長除了慰勉員警春安

工作辛勞，也對海岸巡弟兄表

達由衷的敬意，感謝他們為維

護海岸線的堅固，致力於驅離

漁船越界、查緝走私、偷渡、

犯罪等任務，並祝賀大家新春

吉祥，氣氛溫馨融洽。
議長洪麗萍偕同副議長謝東龍慰勞岸巡與查緝隊弟兄
辛勞

議長洪麗萍、議員洪鴻斌等人到場與民眾同樂，向鄉親拜
年，祝賀新年快樂

議長洪麗萍、議員洪鴻斌頒獎給地區優勝社團

議長洪麗萍偕同副議長謝東龍與議員前往大同之家賀年
並致贈加菜金

春節慰勞警消及海岸巡單位
表達感謝關懷

金門縣議會 廣告



議員對金酒廈門公司專案報告提出多項建言

本會第六屆第十二臨時會進行「金門酒廠廈門貿易公司105年營

運及財務總體報告」與「縣長赴廈門、北京『行銷金門及推介

觀光之行』專案報告」，由副議長謝東龍主持議程，縣長陳福海率同

副縣長吳成典、秘書長林德恭及縣府各局處一級主管與二級單位主官

列席備詢。

許建中議員指出，金酒廈門公司營運狀況不理想，不能只推給前

朝或是大陸打貪政策，這種說法太牽強，其他大陸知名酒品業績都是

成長，唯獨金酒業績嚴重下滑，銷售利潤也是歷年來新低，政策錯誤

連市場也沒穩住，不能總是推卸責任找理由搪塞，應該儘快想辦法提

升業績，否則無法向鄉親交代。

陳滄江議員指出，縣長此趟去大陸北京之行是否受到中央授權？

報紙上所刊登之內容怎都像總統授權一樣，大談九二共識。外交、國

防是屬於總統職權，縣長可談論經濟、觀光、商業、行銷產品，但不

要撈過界，因為金門還是在一個國家的體制內，否則一刀兩刃，恐對

金門造成反效果。

歐陽儀雄議員詢問104年至105年廈門公司有一個12萬跟42萬瓶

的進貨量，總計50幾萬瓶，為何庫存不先銷貨，反而又進貨？公司

應該要先想辦法就現有庫存銷售，否則倉儲成本太高。

金酒廈門公司董事長陳永明表示，原本是185萬瓶庫存，現在不

到150萬瓶；因為前年閩台公司有下約3千萬人民幣的訂單，後來要交

貨時閩台沒有提貨，後來3千萬退還對方，但沒收履約保證金1千萬。目

前也針對庫存酒做處理，因為庫存酒是有年份的酒，不能降價出售，但

是會有促銷方案，以減少倉儲費用。

陳滄江議員質疑廈門公司有地下總經理，表示廈門公司績效這麼

差，就是因為有地下總經理共同決策。當初總經理曾答應過了105年會

收支平衡，106年第一季營收若還是這樣的業

績，就要自行了斷了。另外，陳滄江議員也

詢問金酒廈門公司的庫存酒準備如何處理？

而且庫存酒的量很大，光是倉儲費用就很高

了，公司要怎麼促銷？是要降價還是打折

呢？坊間有傳言這些庫存的酒已有腹案，希

望要好好處理這些庫存的酒，議會會密切注

意這些酒的走向。

謝世杰總經理指出，目前尚有一些熱銷

和賣不動的酒品，提到在2012與2013年時開

發了13種酒品，這些幾乎是賣不動的，後來

只能用去庫存的方案，像是九龍酒、0.75大

紅龍、窖藏金龍及老窖酒等，不可能賠本去

賣，還是會獲利。之前也曾於董事會提出去庫存方案，在不虧損甚至

在獲利較低的狀況下去庫存，不可能賠本去賣。

許建中議員表示，現在庫存147萬瓶酒是要賤價賣掉嗎？賣不動

就拉回來，這些至少都是2年以上7年以下的老酒，建議完稅的酒可

以賣給公安、解放軍、邊防，未完稅的酒可以拉回金門。

本會提案建請縣府編列預算改建商會大樓

金門縣商業會是政府與商序的服務平台，由議長洪麗萍、副議長

謝東龍及議員蔡水游、周子傑、歐陽儀雄、唐麗輝、蔡春生、

許玉昭、王碧珍、許建中、李誠智、洪鴻斌、楊永立、陳滄江等共同

連署提案，建議縣府也能參照連江縣商業會，由縣府編列建設費用改

建商會大樓，希望建構一個產業發展中心及招商引資服務平台的標竿

建築，進一步活絡地區經濟及提昇整體商業繁榮。

金門縣商業會籌設於民國前三年(西元1909

年)，會址曾為政府無償借用，先後有珠浦鎮公所、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警察局、金門縣自衛總隊等單

位分別佔駐。金門縣商業會所屬各商業同業公會，

有適當會所，地區亦有商展活動場所之需，且可

帶動區域繁榮。在兩岸三地商務交流中，應有一諮

詢、轉介可代表金門地區之溝通橋樑，可補足公部

門之不足。金僑返鄉投資建設，也應有一個招商引

資之渠道。

連江縣商業會「由商業會提供土地，連江縣政

府出資興建，再交由商業會使用，土地建物皆屬連

江縣商業會。」，建請參照連江縣商業會，由縣府

編列建設費用1.8億元，改建商會大樓。預算概況包

括：概估總樓地板面積約7000平方公尺。設計、監造等總預算概估約

1.8億元（含地下一層）；該會並願提供一定使用年限、一定比例之坪

數，供縣府或地區公益使用；至於詳細回饋方式可再協商。

金門縣政府回函表示：基於協助商業會的會務健全發展及促進地區

商務活動之考量，本案實有詳加規畫分析之需要，如商業會非營利組織

其經營管理規劃、興建期間會務運作方式及現有廟宇之處置、是否由會

員分攤經費獲政府出資之可行性分析、出資額度及分年預算編列方

式、政府需求場址及空間大小、政府取得何種相當之權利可否主張包

含部分產權、城區整體開發方案含交通規劃、其他工商職業團體之態

度、連江縣及其他縣市相關案例蒐集等，各項細節均需詳加考量，爰

以請商業會研提詳細分析計畫以供參研。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期間，台籍官兵英勇奮戰，誓死捍護防區

安全，議長洪麗萍、副議長謝東龍、議員楊永立、許建中、歐陽

儀雄、張雲德、李應文、許玉昭、許華玉、洪鴻斌、李誠智、蔡水游、

蔡春生、王碧珍、唐麗輝、陳玉珍、陳滄江、洪允典等人共同提案，建

請研議授予八二三砲戰參戰台灣籍官兵本縣榮譽縣民身分，藉資感懷及

表彰渠等對金門之

犧牲與貢獻。

茲據中華民國

八二三戰役戰友總

會呂芳煙會長致函

本會，信函表述民

國四十七年八二三

砲戰期間，台籍官

兵英勇奮戰，誓死

捍護防區安全，締

造了金門今日的繁

榮與進步，渠等關

懷金門鄉土，視金

議員提案授予823砲戰參戰台籍官兵榮譽縣民
門為第二故鄉，功在金門，陳請授予本縣榮譽縣民身分。

回顧台海戰役歷史，八二三砲戰一役扭轉了中華民國命運，因

此對於參與八二三砲戰台籍官兵功在國家、功在金門之恩澤，本會

咸感應予重視，爰提案建請縣府研議在不影響縣民現有福利下授予

「八二三砲戰參戰台灣籍官兵本縣榮譽縣民身分」，藉資感懷及表彰

渠等對金門之英勇偉大貢獻事蹟。

經金門縣政府民政處回函表示：八二三戰役為舉世矚目之重大戰

役，國軍弟兄英勇奮戰、保家衛民、犧牲奉獻，締造輝煌歷史，奠定

台澎金馬今日安定的社會，功不可沒，為感懷及表彰其功績，本府將於

106年度授予「金門縣八二三戰役參戰官兵榮譽縣民證」，以示推崇。

副
議長謝東龍及議員蔡水游、洪允典、許玉

昭、唐麗輝、張雲德、洪鴻斌、王碧珍、周

子傑、李應文、李誠智共同提案「建請縣府於春節

期間辦理更多表演活動，以饗鄉親，並藉此推動本

縣觀光亮點。」

鑒於新北市政府日前於碧潭辦理夜間水舞活動

造成轟動並獲好評，而本縣春節活動一向精彩，但

每年的形式都比較相近，今年允宜帶進新創意，於

本縣合宜水域舉辦水舞活動，以饗鄉親，並兼可推

動本縣觀光亮點。

春節期間辦理更多表演活動以推動觀光亮點

許建中議員 陳滄江議員 歐陽儀雄議員

周子傑議員

蔡春生議員

許玉昭議員

蔡水游議員

張雲德議員

陳玉珍議員

唐麗輝議員

許華玉議員

李應文議員

李誠智議員

洪允典議員

王碧珍議員

楊永立議員洪鴻斌議員謝東龍副議長洪麗萍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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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華玉議員樂觀其成
前水頭興建大型太陽能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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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各界敬軍團聯誼感恩餐敘
議長洪麗萍感謝駐軍守護金門

金
門各界與金防部駐軍單

位1月12日在金防部鑑潭

山莊舉辦理106年度春節軍民

聯誼感恩餐敘，議長洪麗萍、

副議長謝東龍偕同議員及陳縣

長、各鄉鎮長等單位長官均受

邀出席，更顯金門地區軍民深

厚情誼。議長洪麗萍和縣長陳

福海均致贈加菜金予金防部，

由指揮官郝以知代表接受，金

防部並回贈感謝狀；洪議長和

陳縣長特別感謝地區駐軍弟兄

對於金門的熱愛與守護。

金防部郝指揮官對於金門

縣政府近年來不遺餘力推動各

項民生政策及觀光發展表示推

崇之意，並感謝各界人士過去

對金防部的民事工作給予指

導、鼓勵及支持，使防區各項

任務得以順利推動。

議長洪麗萍表示，去年因莫蘭蒂風災造成金門地區嚴重損失，金

防部在第一時間派遣兵力及各型機具協助救難及災後救援工作，金門

地區民眾都相當感謝，更表現出「軍民一家、同島一命」的深厚感

情，共同參與各項大小活動，不僅有效提供軍民愛國的高尚情操，更

建構了融洽的軍民良性互動。

此外，洪議長、陳縣長、郝指揮官也向與會的嘉賓拜早年，並祝

福新的一年心想事成、闔家安康，期望金雞年在各界的支持下，地區

政經建設發展更順利。

議長洪麗萍、副議長謝東龍偕同議員致贈加菜金給金防部，由指
揮官郝以知代表接受

洪議長為馬拉松鳴槍起跑
各國選手與鄉親熱情參與

金門籍美食料理達人吳玉珮

在台中經營「双漁堂」，

在事業有成之際投入公益服

務，關心大同之家長輩，委由

許玉昭、王碧珍議員、金門農

工校友會理事長陳再發代為贈

送三幅個人創作的油畫，提前

向長輩賀新年。

美食料理達人吳玉珮自幼

對繪畫有極高的興趣，雖全

心全力投入餐飲業，但一直沒

有放棄開畫展的夢想，在忙於

經營餐廳之餘，仍不間斷的拜

師學畫創作，利用晚上及假日

用畫筆釋放潛藏多年的繪畫熱

情。吳玉珮多次在台灣辦理個

展，也應金門縣文化局邀請回

鄉辦理個展，以花卉、金門家

鄉風土和旅遊經驗為題材，表

達她心情寫照及生活歷練，揮

灑亮麗人生。

事業忙碌的吳玉珮，忙裡

偷閒回家鄉與議員許玉昭、王

碧珍等好友敘舊，也到大同之

家探望親友，關心生活起居，

感受此地好的安養環境，長輩

們受到完善的照顧和服務，吳

許玉昭、王碧珍議員代
吳玉珮贈與大同之家畫作

玉珮很想為老人家做些事，看到重新整修的餐廳，有了為餐廳增添美

麗妝點的念頭，回台後立即揮灑創作擅長的油畫，委由王碧珍、許玉

昭議員、陳再發理事長代為贈送畫作，並轉達祝福長輩的心意。

大同之家主任楊志斌和老人家開心收下畫作，旋即掛上，增添餐廳

溫馨的藝術氛圍。楊志斌主任表達感謝之意，也歡迎吳玉珮經常到大同

之家走一走、看一看家鄉長輩，並引領眾人參觀院內新闢設的孝親房，

利用原有儲藏室的空間規劃整修為孝親房大通舖，讓台灣返鄉探望院內

長輩的親人，可以和長輩一起睡在大通舖，享受親情，重溫天倫之樂。

許玉昭、王碧珍議員誇讚孝親房的空間和設施，不亞於旅館，更

重要的是可以讓長輩和離鄉的親人聚在一起。許玉昭議員認為「百善

孝為先」，為人父母都希冀兒女能承歡膝下；王碧珍議員也肯定大同

之家的創意，高齡長者若能在晚年有子女早晚噓寒問暖，是最溫馨的

親情表現。

吳玉珮委由議員許玉昭、王碧珍、同窗陳再發代為贈送三幅個人
創作的油畫予大同之家，提前向長輩賀新年

陳玉珍議員為民眾解決問題土地

議員陳玉珍接獲山外陳姓民

眾陳情其土地被政府佔用

的情形，邀請縣府財政處長許

志忠、稅務局長王漢文等人前

往金湖鎮公所與蔡西湖鎮長研

討並實地會勘山外民眾土地被

政府設施佔用的解決事宜，達

成初步共識朝向公、私有地先

合併，再按照原持有比例分割

的方式。

議員陳玉珍指出，陳姓民

眾的土地因為公家單位蓋社區

活動中心而被佔用，如果要求

公家單位拆除重建經費龐大，

民眾要回土地後需要繳納鉅額

土地增值稅。許志忠處長也針

對日後如何分配的位置和都計

方面提供意見，請地政局於地

籍圖上標定山外里辦公處及營

舍位置，以作為地籍調整依

據。另為妥善保存軍事史蹟建

議員蔡春生偕同教育處長李文良、金湖鎮長

蔡西湖等人於12月4日至開瑄國小會勘完工

的通學步道。此步道從伯玉路上的公車候車亭延

伸至校園，學生以後上下學終於有人行步道可行

走，更加安全。

開瑄國小的公車候車亭，長期因沒有人行

專用道通往校園內，導致學童搭公車上下學，

都只能沿著路旁水溝蓋行走，人車爭道，險象

環生。在議員蔡春生、蔡水游、李應文分別邀

集相關單位會勘催生下，近期完工一條寬1.9公

尺、長70公尺的通學步道，設計理念是採斑馬

線精神，以黑白相間的色系漸進式方式，引導

學童入學，讓學生上下學時可以安全地走在人

行步道上。

議員蔡春生、教育處長李文良也會勘「安

瀾國小停車棚遷移暨周邊美化工程」的完工品

響應政府推動發展綠能政

策，選定以太陽光電打頭

陣，出生金水子弟吳志勇以回饋

鄉里的心，返鄉成立「金水綠能

有限公司」，宣佈推動設立6百

萬瓦太陽能電廠，將成為全國第

一大地面型太陽能電廠，更配合

金門縣低碳島建設計畫，期能在

兼顧地方特色、縣政發展及節能

減碳下，建設金門成為居民樂

活、產業低碳、遊客嚮往的國際

知名低碳島嶼。

金水綠能開幕典禮儀式由

議員許華玉、縣府參議許寬、

立委楊鎮浯辦公室主任孫國

智、金城鎮長石兆瑉、金城鎮

代會主席陳天成等各界貴賓與

會，共同為金水綠能成立剪綵

並祝賀「種電」業成功。

許華玉議員在致詞時稱讚金

物、保障鄉親合法權利及提高公、私有地整合利用效率，請金湖鎮公

所會同土地所有鄉親根據前項標定資料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土地合併

分割事宜。

議員陳玉珍認為只要有心、用心，專業的行政官員是能為民眾解

決沈痾，很欣慰並感謝在蔡西湖鎮長的支持，以及縣府各處局的集思

廣益下，順利解決陳姓民眾十餘年的土地被佔用取回事宜！

水綠能董事長吳志勇回饋鄉里的心創造工作機會，配合政府推動發展

綠能政策，鄉親也樂觀其成，並以他為榮，把金水綠能做得很成功，

補缺金門電力不足；未來計畫將太陽能板下方閒置空間成立綠色植物

工廠，以棚架式LED光源栽種新鮮蔬果供給金門地區，建構綠能休閒步

道將節能減碳的種子散播給金門各地，為金門打造低碳島的願景。

陳玉珍議員接受民眾陳情土地問題，邀請財政處長許志忠、稅務
局長王漢文、金湖鎮長蔡西湖等人實地會勘以解決民眾問題

金水綠能開幕由議員許華玉等人應邀與金水綠能董事長吳志勇
（中）共同剪綵

蔡春生議員會勘開瑄及安瀾通學步道
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

質，日後學童上下學不必再與公車爭道，下雨

也有遮雨棚可以擋雨，安全性大增，教育處及

校方都感謝蔡春生議員關心學童行的安全；蔡

春生議員也稱讚教育處效率迅速，藉由工程改

善還給學童一個友善通學環境，未來應該通盤

檢討各校的通學狀況，進一步構築「一條從學

校到家裡都安全的路」。

安瀾國小過去因「家長接送區」和「公車停

靠區」太過接近，導致上下學時間，家長車輛、

公車、學生等全擠在同一處，險象環生，在議員

蔡春生、教育處、家長會的合力催生下，近期完

成「安瀾國小停車棚遷移暨周邊美化工程」，將

「公車停靠區」與「家長接送區」分開，增加學

童上下學的安全性，並新建從學校後門一路各自

延伸到兩區的遮雨棚，讓小朋友們即使下雨也不

用淋雨進出校園。

議員蔡春生會勘「安瀾國小停車棚遷移暨周邊美化
工程」，日後學童上下學不必再與公車爭道

議員蔡春生會勘開瑄國小通學步道，學童日
後上下學有人行步道可以行走，更加安全

今年金門馬拉松賽分成兩天

舉辦，1月14日由議長洪麗

萍、縣長陳福海等人共同主持鳴

槍起跑11.2公里和五公里健康休

閒組；1月15日則為全程馬拉松

42.195公里和半程馬拉松21.0975

公里競賽，馬拉松已蔚為全民最

健康的運動，並帶動觀光和地方

產業的發展與經濟效益。

金門馬拉松賽進入第十屆

由國際AIMS組織認證賽道及成

績，大會為了讓參賽者能夠體

驗金門早期的戰地風光，特於

賽道沿線上佈置偽裝網及槍砲

音效等裝置，希望能給參賽者

帶來更多視覺與聽覺的體驗。

今年比賽項目暨報名員額：馬

拉松42.195KM，2,000人；半

程馬拉松21.0975KM，3,000

人；路跑組11.2KM，1,000

人；5公里健康休閒，15,000

人，加上各村里定點鄉親啦啦
金門馬拉松由議長洪麗萍、縣長陳福海等人鳴槍起跑

隊，幾乎是全島總動員。

議長洪麗萍致詞表示，雖然天氣有點冷，但十分適合路跑，金門馬

拉松邁入第十屆，非常歡迎愛好路跑者和鄉親、各國好手參加，也代表

縣議會歡迎大家熱烈參加，人潮可帶動金門經濟和觀光。洪麗萍議長肯

定主辦單位的用心，將馬拉松分成兩天來舉辦，路線也做了不一樣的規

劃，藉由路跑平台可以做很多交流，讓全民找到健康與希望，並帶動經

濟和產業的發展；期望金門馬拉松透過賽會走向國際舞台，也讓國際看

到金門與鄉親的熱情及活力，祝福在新的一年萬事如意和快樂！



洪議長偕同議員及同仁參加元旦升旗健走活動

迎
接2017年第一道曙光，議長洪麗萍偕同議員許華玉、李誠智、陳滄江

及議會秘書長李增財等議職同仁出席在縣立體育場金城鎮的元旦升旗典

禮，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國家的熱愛；隨後在金門樂齡學習中心舞蹈團帶動暖身

後，為金城鎮元旦健走活動鳴槍，伴著長長的健走人龍，洪議長及議員一路和

民眾噓寒問暖，也與現場鄉親熱烈參與健走活動，共同迎接新年到來。

為迎接中華民國106年元旦暨全民健走活動，升旗後，議長洪麗萍、縣長

陳福海、金防部指揮官郝以知、福建省政府秘書長翁明志、金城鎮長石兆瑉、

金城鎮代會主席陳天成等人共同鳴槍，為健走活動展開序幕，眾人沿著北堤

路、賢城路、浯江溪口、夏墅海岸步道，再繞往延平郡王祠後折返縣立體育

場，也為元旦升旗活動，再創朝氣蓬勃的精神。

議長洪麗萍表示，感謝鄉親共同來參加升旗典禮，展現對國家的重視與支

持。洪議長也祝鄉親在新年萬事如意，心想事成，並將持續以感恩慈悲的心為

鄉親服務，創造金門為幸福的島嶼。

臺
北郵局為共同促進金門觀光發展，特取材當地「風獅爺」辟邪、鎮煞及祈福形象，於1月12日上

午10時在金門山后民俗村郵政代辦所開幕營業，為加強宣導郵政代辦所功能及促進當地觀光發

展，邀請李應文議員等貴賓共同開幕剪綵儀式暨啟用風獅爺造型特色郵筒，隨即與安瀾國小學童一同

投入明信片，代表中華郵政與金門地區攜手併進，現場並設立臨時郵局及發放明信片供蒞臨來賓及遊

客書寫郵寄。

　  李應文議員表示，中華郵政

的服務無遠弗屆，永遠都是鄉親

的好厝邊，民俗村是金門最具代

表性的閩南聚落和觀光重鎮，設

置郵政代辦所相得益彰，提供鄉

親和遊客的郵政服務，可以買郵

票、明信片、寄包裹和信件，非

常具有意義！「風獅爺」造型特

色郵筒逗趣討喜，吸引民眾投

郵、留影，對觀光有推介作用，

保存文化遺產，廣集民俗文物，

增進中華郵政與觀光、社區結

合，也展現敦親睦鄰的郵政親善

形象！

金
門縣海上救生協會理事長歐陽儀雄議員率

領志工參加1月3日下午在晉江海尾江面

「兩岸民間水上救護演練交流活動」，共有來

自金門、晉江、石獅、惠安、廈門等地的8支江

上、海上志工救援隊參加活動。

　  歐陽儀雄議員表示，此次演練模擬的是一

艘小型漁船在江上行駛的過程中與其他船隻

發生碰撞，船隻撞擊後冒起火星隨即著火，

但船上還有3名船員，情況緊急。駐守在江邊

救援協會的多名救援隊員緊急出動，跳上救

生快艇拉動馬達，駛向事發現場。救生快艇

靠近事發船隻，救援人員分成兩組，一組人

員用滅火器撲滅船上的火，另一組人員展開

解救被困受傷船員，救護演練過程逼真，兩

岸上百名水上救援志工熟練救護程序。

  本場演練還邀請了晉江紅十字會的專業人員

作活動指導，演練結束後，來自金門紅十字

會的水上救援志工為所有參加演練的人員進

行了救生培訓，相互交流救援經驗。

李應文議員為山后民俗村郵政代辦所開幕剪綵歐陽儀雄議員率隊參加兩岸民間水上救護交流

議長洪麗萍偕同議員及議職同仁參加2017年金城鎮元旦擴大升旗
典禮

金城鎮東沙社區活動中心12月6日上午舉行動土典禮，工程預定

300個工作天完工，議員許華玉、李誠智期盼社區活動中心完

成啟用後，為社區凝聚鄉情，提供更好的休閒場所。

　　許華玉議員以當初籌建前水頭社區活動中心的經驗，指出經費

籌措很辛苦，因此她以議員建設經費全力支持該中心的興建經費，

讓活動中心經費都能到位。她也希望陳縣長持續支持經費讓東沙社

區做整體規劃，進行中、長期的基層建設，並推及各鄉鎮社區，讓

金門成最快樂、最幸福、最光榮的城市。

  東沙社區活動中心建築基地面積為275平方公尺，預定興建地上

三層之仿洋樓造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495.74平方公尺，總工

程經費為1,745萬1,878元，預算來源其中有許華玉、許玉昭、楊永

立、唐麗輝、歐陽儀雄、李誠智、陳滄江、王碧珍、蔡春生、李應

文、陳玉珍等11位議員配合款。

金城東沙活動中心動土開工 11位議員配合款協助經費

議長洪麗萍等人鳴槍為元旦健走活動展開序幕

金門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主任委員唐麗輝議員領隊前往廈門大

學明培體育館參加於1月1、2兩天舉行「舞動兩岸盃」第四屆

青少年拉丁舞全國總決賽暨「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兩岸國標舞

藝術新星同台演出交流工作，與來自美國、港澳、大陸各省市、台灣

等地計98個代表隊共2426位選手同場競技，50位金門代表隊技壓群

雄再創佳績，除了在團體舞組別中獲得「冠軍獎」，也在排名賽組別

中獲得「31座冠軍獎盃、15座亞軍獎盃、13座季軍獎盃」、在等級

賽組別中獲得「59面金牌、78面銀牌、33面銅牌」，出色的表現也

贏得「最佳組織獎」、「最優領隊獎」、「最優教練獎」，再次以舞

蹈為金門爭光，也打響金門的知名度。

金門國標舞在金門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主任委員唐麗輝議員

用心領導及經營之下，不僅地區成人參與運動舞蹈的人數不斷增

加，多年來並積極推展「向下紮根－兒童少年國標舞薪傳培訓」，

成效卓著，此次也赴廈門抱回亮眼成績。

唐麗輝議員指出，本次賽事中，國際裁判們對金門選手的素質

一致給予高度的肯定，不僅是香港、澳門、新疆、北京、上海、江

西等各地區的領導紛紛邀請前往交流與共組聯盟，其中廈門市青少

年宮與廈門市體育交流中心也鄭重的邀約，希望金門代表隊的二

位教練能夠撥空定時跨海為廈門選手技術指導，足見金門的舞蹈素

質倍受肯定，而金門的知名度在此場賽事中又再一次的提昇。學舞

的小孩就是有股堅持到底的毅力，這就是運動家的精神，也是金門

的精神！金門的孩子在舞蹈的學習力、表現力及對外的競爭力上，

一直都不斷的向上提昇，期望所有學舞的孩子們都能認真快樂的學

習、持續穩定的成長，有朝一日代表金門對外爭取更高的榮譽，讓

金門的舞蹈在國際的舞台上發光發亮。

唐麗輝議員率團參與舞動兩岸盃青少年國標舞獲團體冠軍

大
洋里里民活動中心舉行落成剪綵典禮，副議長謝東龍偕同

議員李應文、陳滄江等人出席落成啟用儀式，希望活動中

心發揮功能，帶動鄰近村落民眾加強交流，融合蒜頭、芋頭等農

產特色。

副議長謝東龍指出，活動中心耗費千萬，他鼓勵社區民眾

多多使用，不要讓它成為蚊子館，至於活動中心內部各項設備

與軟硬體設施，議會也代為爭取充實。落成典禮剪綵儀式後，

謝副議長偕同議員獻匾致賀。

大洋里活動中心總共斥資計畫經費1,165萬完成，其中議員

王碧珍、陳滄江各補助100萬元；議員李應文、陳玉珍各補助五

50萬元；議員唐麗輝補助25萬元；在歷經220個工作天興建完

成。

大洋里民活動中心落成啟用
謝副議長偕同議員贈匾祝賀

副議長謝東龍偕同議員李應文、陳滄江等人出席大洋里民活動
中心落成啟用，並獻匾致賀

唐麗輝議員領隊前往廈門參加「舞動兩岸盃」國標舞藝術新星同台
演出，再次以舞蹈為金門爭光

議員許華玉、李誠智等人為金城鎮東沙社區活動中心動土開工

李應文議員等貴賓為山后民俗村郵政代辦所開幕剪綵暨啟用風
獅爺造型特色郵筒

金門縣海上救生協會理事長歐陽儀雄議員率領志工
參加「兩岸民間水上救護演練交流活動」

第四版 中華民國10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