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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金門縣議會 廣告

北榮副院長陳威明拜會支援金門醫療人才為鄉親生命把關

台
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陳威明及企管部主任

李偉強在金門醫院院長屠乃方、副院長李

錫鑫、董文雅等人陪同下於7月7日蒞臨本會。議

長洪麗萍感謝台北榮民總醫院支持金門醫院的醫

師人才需求，並關心醫療改善問題，金門地區醫

療雖然有進步，但是好還要更好，尤其現在的生

活水平提高，希望科別醫療人才給予支援，以更

好的醫療照護為鄉親的生命健康把關。

陳威明副院長指出，因為醫療進步，百姓

需求也增加，心導管醫療等相關專科醫師進駐

可以救命，但相對醫療成本會增加，會衍生預

算的問題，也需要洪議長和議員幫忙爭取補助

經費，讓醫療品質更進步。

議長洪麗萍表示，有關金門醫療服務態度

與鄉親的需求，只要是正面的評價縣府或議會

都會支持；對於地區需要的科別，希望院方能

聘請專科醫療人員看診。

董文雅副院長指出，為解決醫療人力問題

金
門因受限於離島而先天性不利之處，以致醫療照護服務課

題一直備受鄉親矚目，縣府為提供鄉親有更好的醫療服

務，積極推動各項醫療服務提升計畫，加強各層面的醫療照護工

作，緊急後送趟數與補助病患自行轉診就醫都有逐年下降趨勢，

顯示金門醫療服務品質逐年進步，朝向完全落實醫療在地化之願

景邁進。

本會第六屆第五次定期會由議員陳滄江提案：「建議縣府速研

議『醫生動，病人不動』實施辦法，落實100%『醫療在地化』目

標，提高醫療品質，服務鄉親。」；並獲得議員許建中、張雲德、

洪鴻斌連署，該提案並經大會做成「送縣府研辦」。議員重視及長

期持續推動醫療服務提升，建議持續向完全落實醫療在地化之願景

邁進。   

金門衛生局日前回復議員提案指出，根據金門衛生局統計資料顯

示，105年緊急後送計64趟次，緊急後送95%為中央款，5%為民眾自

備款（由縣府公務預算編列補助之）。緊急後送為中央政府責任，

105年衛福部發包15趟次，由德安航空公司承做，每趟次43萬元，

計645萬元，其餘趟次由空勤總隊執行。105年度安寧返鄉執行47

趟次，縣府發包，由大鵬航空公司承做，每趟次40萬元，（依補助

條例，縣府負擔37萬元，民眾3萬元）。安寧（息）總費用1,880萬

元，其中縣款支付1,739萬元，民眾支付141萬元。以上扣除空勤總

地區已在培養醫生，目前是過渡期，醫保生還沒

回來，醫師人力補強的部分，多年來北榮一直協

助支援補足缺額，讓金門走上更細緻、更多元醫

療服務，醫療所需經費挹注，縣府也一直都有補

助。

李錫鑫副院長感謝議會不斷地支持金門醫院

補助預算，縣立醫院總員額才56人，透過改制署

立醫院員額變成86人，此次研議成為北榮分院，

員額可以成長到150人，表示改制是手段不是目

的，主要是為了增加編制員額。

洪議長提到榮總在金門的醫師投入，讓來金

門就醫的陸客感到很放心，因此許多大陸朋友希

望到金門來就醫。另外，鄉親到台北榮總就醫，

因為要辦理手續還要顧及病患與行李，希望院方

能夠讓鄉親便利提供置物櫃。

副院長陳威明表示，雖然北榮醫師人力也很

吃緊，對於金門鄉親會盡力協助，有關置物櫃的問

題，也會再研議解決之道。
台北榮總副院長陳威明拜會洪議長，雙方就金門醫療的提昇與需求交流意見

連江縣議長張永江率團抵金考察交流

連
江縣議會議長張永江偕同副議長陳書建、議員曹丞君、林明

揚、周瑞國、陳貽斌等主管一行人抵金進行經建考察，於7月

3日蒞臨本會，受到副議長謝東龍及本會議事主任陳勵志、總務主任

陳建興、秘書朱國華等同仁熱情歡迎接待，雙方並就兩會議政推動

等交換意見及經驗分享，期能進一步提昇議事效能，將為民服務工

作做得更好。

連江縣議長張永江與議員等一行人前往金門大橋考察工程施建

情形，作為未來馬祖南北竿跨海大橋樣式及工法的參考。蒞臨本會

時副議長謝東龍也以牆上懸掛的大型金門地圖向到訪貴賓簡介金門

的大橋、小三通碼頭的地理位置。

張永江議長指出，連江縣十個島加起來只有29.65平方公里，但馬

祖的自然景觀漂亮，金門比馬祖有文化。三十年多前來金門，那時金門

已經開放觀光，第一次讓他印象最深的是金門宴席上魚尾喝酒文化。

副議長謝東龍指出，馬祖是小而美，金門開發比較早，追溯至

唐朝陳淵率員來金門牧馬開發，至今超過一千六百年，文化底蘊相

當深厚。雙方也就議政運作進行經驗分享，張永江議長指出，金門

有十九席議員，而連江縣只有九席議員，平日開會他也是尊重大家

副議長謝東龍陪同馬祖縣議會經建考察團參觀金門大橋工程 連江縣議長張永江偕同副議長陳書建及議員蒞臨本會分享議政
運作經驗，並合照留念

的意見，平日參加大型活動幾乎都是全員出動，像去大陸考察大橋工

程、參加海峽論壇議員都是全員到齊。同時也提到，連江縣府會運作

相當和諧，議會出門，縣長也一起出門，議員問政沒有個人的恩怨、

沒有政治的利害關係，議員平日也是嚴厲監督縣政，只問是非，對地

方有利的事就去做，所以馬祖縣長劉增應常說︰「議會決定的事，

通通接受」。

副議長謝東龍也陪同到訪貴賓參觀議事廳，針對金門縣議會的

組織沿革與發展現況進行說明，希望藉由彼此的觀摩交流。

隊外，105年本縣每年花費在緊急後送及安寧（息）返鄉之費用，合計

為2,525萬元。若加上補助金門醫院的醫療照護發展基金總計經費約需

逾新台幣一億六千萬元，縣府每年投注在補助離島醫療的預算，合計約

一億八千五百萬元左右。

由於金門緊急醫療病患照護能力之缺乏，雖然目前實施有IDS制

度，還是無法達到80%以上的「醫療在地化」，以致於遇有地區無法處

理之重大疾病，如腦溢血、心導管手術及癌症處理，鄉親還是要後送至

台灣冒風險，有很多因此斷送寶貴的生命，令人遺憾。為徹底解決此一

問題，建議縣府研議將每年補助金門醫院之醫療照護發展基金以及緊急

後送、安寧（息）返鄉經費有效整合利用，與台灣榮總、台大、長庚等

醫療團隊訂定「醫生動，病人不動」的在地化醫療契約，落實醫療在地

化，徹底解決離島醫療之困境。

每年編列醫療照護發展基金支應醫療提升計畫，包括補助擴充

金門醫院的醫療儀器設備及完備藥物建置，落實重大疾病及癌症治

療在地化；另外也積極強化金門醫事專業人力，如增加IDS計畫駐地

專科醫師、培育本縣醫事相關人員公費生，自91年至105年共培育

102名醫事養成公費生，返鄉服務專科醫師計5名，以充實醫事相關

服務人力。

過去幾年每年約有80餘位病患需要藉由直昇機緊急轉診後送赴

台，其中心血管急症占1／3；另每月約有300至500位之心血管疾病

門診需求，其中約8至10位需做心導管檢查。就地處理急性心肌

梗塞患者，減少冠心病患者的轉診後送，補助金門醫院於104年

11月成立心導管中心，建置心臟血管攝影X光機1組並配置專業人

力，團隊成員包括心臟內、外科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計8名，其所

建置之醫療檢查儀器設備，均可提前預估心血管疾病發生機率，

為金門民眾提供急性心肌梗塞及急性冠心症的第一線醫療服務。

金門醫院心導管中心啟用前，榮總醫療團隊與金門醫院共同完成

數例心導管檢查及治療，落實病人不動、醫師動的機制，啟用

後，北榮醫療團隊更給予金門醫院很多指導，並進駐神經外科專

科醫師1名全時支援金門醫院緊急醫療照護。自104年11月建置之

心導管中心至106年4月止，已有144人受惠，展現醫療在地化深

耕的部分成效。

金門醫院目前眼科除一位長駐專科醫師，尚有三軍總醫院及台

北榮總IDS計畫各支援一名專科醫師，105年度醫發基金補助金門醫

院購置「數位式自體螢光及眼底血管造影檢查系統」，提升眼科專

業診療品質，現階段除了眼科門診外，也可提供民眾白內障手術、

視網膜玻璃手術、設置新型數位眼底攝影機診斷各類型視網膜病變

及雷射機器提供治療，提供給眼科相關疾病患者的醫療需求，免卻

民眾轉診赴台就醫的舟車勞頓之苦。



優先採購小農安全無毒蔬果
建立完善銷售政策及管道

臨時動議案關切水頭得月樓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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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許華玉在第1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中提議「建請將本

縣水頭得月樓建築群指定為古蹟」﹔其辦法為一、將

該建築群依文資法指定為古蹟。二、範圍及標的建築物邀

請專家學者實勘劃(指)定。並獲得議長洪麗萍、副議長謝東

龍、議員洪鴻斌、楊永立連署，該提案經大會決議:「照案通

過」。

金門縣政府日前回復此臨時動議案表示:一、歷史建築

「得月樓」因其風貌特殊及該建築物反映地區歷史背景，於民

國92年3月31日府教社字第092001570號公告登錄為本縣歷史

建築，目前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透過設定地上權營運使用

中，有關其指定為古蹟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條規

定，應由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與文

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並因該建築緊鄰黃輝

煌洋樓、銃樓、金水國小等歷史建築，有關其指定方式是否應

包含上述建築、以何種名稱指定、及何種方式劃定其保存區範

李
應文議員提案、蔡水游及蔡春生議員連署，建請縣府各級單位及學校優

先採購金門在地小農種植之安全無農藥栽培蔬果，並建立完善之銷售政

策及管道。經大會決議：建請縣府責成相關單

位擬案辦理。

傳統產業結構之調整，係本縣重要施政之

一環，由縣府致力輔導在地農民之相關措施可

見一斑。唯在極力輔導農民栽種安全無農藥蔬

果之餘，卻無後續相關配套措施與政策，導致

多數在地小農生產之蔬果無適當銷售通路，辛

勤耕耘的心血付諸一炬。期望縣府秉持照顧在

地農友、具體落實輔導機制之前提下，由各級

單位及學校優先採購金門在地小農種植之安全

蔬果，並制訂完善之蔬果銷售政策，以保障在

地小農。

因金門縣府環保局辦理焚化底渣回運2次流標，高雄

市6月初停止再替金門縣焚化生活垃圾，致新塘掩

埋場堆置1千多公噸垃圾。經環保局請託陳滄江議員7月

14日飛赴台北市向行政院協調，商請李昆澤立委邀集環

保署環境督察副總隊長林左祥等官員協調，經多日努力

奔走及協商，順利商請嘉義縣及苗栗縣同意暫時替金門

縣焚化處理垃圾，為迫在眉睫的金門垃圾危機解套。

陳滄江議員表示，感謝有焚化爐的嘉義縣及苗栗縣

同意暫時支援處理金門垃圾，不過這僅屬應急方式，暫

時處理時間不長，陳滄江議員已告知環保局務必在20天

內儘速完成爐底渣運送處理的招標及通路問題，之後可

設法協調高雄市續行代處理金門垃圾。

為使金門垃圾處理一勞永逸，陳

滄江議員7月初寫信向行政院長林全

求援，請行政院協調業管部會及高雄

市政府能繼續代為處理金門生活垃

圾。7月19日行政院長辦公室施主任

親自致電，向陳滄江議員表示林院長

十分關切此事，同時政務委員兼任福

建省主席以及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

心主任張景森也透過辦公室主任特地

致電江哥，表示聯合服務中心已啟動

機制，透過與環保署的溝通，請環  

保署官員與高雄市政府協商，繼續為

金門離島的垃圾處理服務。

議員陳滄江認為金門的垃圾有大

量來自大陸海漂垃圾，105年12月本會第四次定期大會

曾提案，建請縣政府研議海漂垃圾運往大陸焚化。6月

23日並前往環保署曾向李應元署長建言，希望中央能核

准金門縣政府的提案，中央地方共同努力解決金門垃圾

問題。

過去幾年，高雄市已表達不再替金門處理垃圾，陳

滄江議員銜命到高雄市以私人的交情商請陳菊市長及當

時的環保局長陳金德繼續支援焚化金門垃圾。垃圾是要

共同面對處理的問題，他願盡個人努力協助，環保局也

得趕緊解決焚化爐底渣回運招標，否則問題根源仍在，

也不便繼續要求別縣市友情支援焚化金門垃圾。

金門環島北路的道路兩旁種滿木麻黃，從

空拍可發現宛如綠色隧道。近日環島北

路從金大到救國團以拓寬道路為由，將兩旁

的木麻黃路樹全數砍伐的行徑，引起民眾正

反意見的熱議，議員陳玉珍憂心縣政府環島

北路的規劃，可能整條上千棵木麻黃路樹無

一倖存，她認為縣府工程規劃應該兼顧拓寬

與保留路樹。

環島北路第一期從金大到救國團的道路

拓寬計畫，短短1公里卻砍伐130棵木麻黃路

樹，只有少數幾棵樟樹移植，其餘全砍。而

第三期工程延伸到高坑，可能要砍掉上千棵

樹。議員陳玉珍強調木麻黃是很多金門人共

同的回憶，如果路樹全被砍光，金門島拿什

麼吸引觀光客和老兵回來？她表示不反對道

路拓寬，但拓寬與保留樹木應當可以併存，

尋求兩全其美的方法，而不是為了便宜行

事，把路樹全砍光。

議員陳玉珍質疑此事凸顯了縣長陳福海

施政團隊不用心與誠信的問題，陳議員引述

縣長在二年前說過捨不得砍樹，還要林務所

設樹木銀行，但是這幾年有虎威山、尚義區

段徵收工程，都砍了不少樹，這種急功近利

式的施政，會毀掉金門萬代的未來，破壞

島鄉的環境和景觀，對環境及觀光的傷害甚

鉅。陳議員手摸著剛被砍伐溼溼的木麻黃，

環島北路拓寬砍伐木麻黃路樹
陳玉珍議員籲尋求兩全其美方式

議員陳玉珍觸摸環島北路被砍伐的木麻
黃路樹，表達捨不得的記憶

高市停止焚化金門垃圾
陳滄江議員親赴中央協調化解危機

好像正在泣訴著它的過去，為了道路拓寬而

犧牲，望著它的倒下感到無奈與無力，只因

為木麻黃是沒有經濟價值的行道樹，可是是

陪著一起長大的樹，是記憶中的金門。

議員陳滄江邀請李昆澤立委與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林左祥副總隊
長等官員協調焚化金門垃圾應急的方式,

圍及其可能造成之後續影響性評估等，均應審慎為之。

二、依據105年7月27日頒布修正之〈文化資產保存

法〉及其下因應修正之相關子法及施行細則，古蹟、歷史建

築之所有人均應同等之維護義務，其修復、再利用、管理維

護事宜均應依通報主管機關

核可後始得為之，其產權移

轉亦可由主管機關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32條行使依

同等條件優先價購之權，建

請由本縣文化局評估前述各

項問題並衡量相關利弊後，

視評估結果提請本縣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

建築群、史蹟與文化景觀審

議委員會審議。

海巡署副署長胡意剛拜會洪議長 盼加強金門海域安全維護業資源 

海巡署副署長胡意剛率同中巡局局長李佩璘、情報處副處長莊繼

章、巡防處專門委員廖雲宏、金門岸巡總隊長詹嘉德、金門海

巡隊長張宏裕等人於7月18日上午10時蒞會，議長洪麗萍、總務主任

陳建興、會計主任汪秋明、秘書朱國華等同仁熱情接待。

議長洪麗萍感謝對於金門海巡單位長期的支持與協助，她希望

海巡署持續加強金門海域巡防能量，並多與地方溝通以利各項業務

順利推動，共同維護金門的海域安全與漁業資源。

副署長胡意剛指出，他曾擔任連江縣警察局局長，也是首任馬

祖海巡隊長，他也曾擔任海巡署中巡局長，因金門隸屬中巡局的轄

區，故時常來金門，對此感覺非常親切。他感謝議會多年來對海巡

署金門岸巡總隊、海巡隊、查緝隊的支持，海巡署會全力以赴維護

金門海域的治安。

議長洪麗萍表示副署長胡意剛與外島有緣，要更加照顧離島，

建議多溝通，和諧的關係將促進各項業務的推動與配合度。金門海

域靠海巡署維護海岸線安全，但人力明顯不足，而負責島內治安維護的

警察，人力也不夠。台灣本島隨時調動人力支援很快，而金門是離島，

無法及時機動支援，因此金門海域、陸上的治安人員必須到位，日前也

趁考試委員抵達金門業務考察時反映補足金門治安人員的編制。兩岸對

於海域界線各有堅持，因此海巡弟兄在海上、沿岸值勤很辛苦外也有蠻

高危險性。

副署長胡意剛指出，海巡署由警察、軍人、海關移撥組成，也

有特考文官。金門與大陸太近，對岸船一進來就到了金門海域，金

門是最重要的巡防區域，難度相對提高。希望將來水頭碼頭旅運大

樓完工，港區廳舍能提供給海巡單位使用，而港區部分提供船席讓

一百噸的巡防大船二、三艘進駐，這將強化護漁和機動查緝的執

法。

議長洪麗萍也提到廈門9月將舉辦金磚五國會議，對岸越界捕魚情

形不少，希望可以採不定點巡防方式，以維護金門沿海漁業資源。
海巡署副署長胡意剛拜會洪議長 雙方就金門海域的維護意見交流

議員提議成立體育特色學校 集中資源發展地方特色體育

議員蔡春生在第五次定期會臨時動議中提議：建請縣

政府教育處研議金門成立體育特色學校，集中資源

發展地方特色體育。經教育處長李文良、多年國小校長

陳來添、體健科長李松晏等人開會研議後，選擇重點運

動項目後，採集中訓練方式，以集中資源。

議員蔡春生以台南市太子國中男子、女子籃球隊到金

門來交流後深刻的感受，太子國中總共學生數才一百多

人，竟然能夠培養一支全國第一的男子籃球隊以及全國第

三的女子籃球隊，金門可以思考成立體育學校作菁英的培

訓。金門孩子很多具有運動細胞，只是沒有好好去栽培訓

練，希望教育處能夠在這方面多多努力，培養地區的優秀

運動人才。

教育處長李文良指出，地區在田徑、桌球、籃球、羽

球都設有基層訓練站，如果要設立專科的體育學校是比較

困難，但是體育特色學校是可以來努力看看，針對地區適

合發展的運動項目，請學校來做重點式的培養。

教育處會議後函覆本會： 1 由多年國小為領頭羊，

規劃「競技運動重點學校」計畫，包括硬體(如訓練場

地、住宿空間等)和軟體(專任教練、選手、家長協調

等)。 2整合各項資源，如預先編列明年經費、晚間課業

輔導、各單項委員會協助、國立金門大學等機關一同完

成此計畫。 3 預計明(2018)年2月由多年國小開始執行

之，先以國小運動選手為目標族群，並由多年國小校長

陳來添協助規劃中長期「競技運動重點學校」計畫，以

逐步達成計畫目的。 4 教育處將全力協助此計畫經費、

各單位協調與行政庶務相關工作，一同努力促進地方競

技運動發展。

教育處長李文良認為「競技運動重點學校」計畫須

由縣政府機關、各級學校、各校相關教練與教師、民間

各單項委員會、各單項選手及家長，各界資源相互協調

與溝通，上下齊心一力，以選手的福祉與身心健康為前

提，集中資源發展地方體育，加強投入對於各級競技運

動選手之資源投入，進而增進本縣競技運動發展。
蔡春生議員

許華玉議員 李應文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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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金門‧觀光半程馬

拉松」金城鎮星光夜跑

7月29日晚間七點在莒光樓前

開跑，共有1053位選手到場參

加，體驗金城鎮的夜景之美。

議長洪麗萍、副議長謝東龍、

議員許玉昭、唐麗輝、張雲

德、王碧珍、歐陽儀雄、本會

秘書長李增財、金城鎮長石兆

瑉、觀光處長陳美齡等貴賓到

場為選手加油，並一起為比賽

鳴槍開跑。

「魅力金門‧觀光半程馬

拉松」金城鎮星光夜跑，雖然

受尼莎颱風攪局，仍有1053位

愛好半馬與11公里兩組熱情參

與，在颱風來的前夕，微風無

雨的月夜，在金城鎮順利完成

10K與21K路線的螢光夜跑活

金
湖鎮年度盛事「金湖海

灘花蛤季」7月22日在成

功海灘盛大開幕，副議長謝東

龍、議員周子傑、副縣長吳成

典、金湖鎮長蔡西湖、金湖鎮

代會主席呂瑞泰等多位貴賓均

到場參加。

副議長謝東龍表示，

透過金湖花蛤季，讓

遊客感受到金門充滿活

力，甚至有來自廈門和

台灣的朋友，大家一同

感受金門的好山好水好

風景。

花蛤季是一個包含保

育、生態、歌唱、親子等

多元素的活動，希望未來

能把花蛤季越辦越好吸引

更多遊客。而金湖鎮是以

海洋為主的鄉鎮，藉此機

會發揮沙灘地的天然資源

金湖海灘花蛤季 活動多元熱鬧登場

動，在所有的相關單位的鼎力協助下，終於成功的完成本次賽事。

議長洪麗萍表示，強颱威力阻擋不了兩岸及外籍愛好路跑活動

的熱情參與，讓五鄉鎮的路跑活動寫下了完美的結局，魅力金門觀

光半程馬拉松的品牌已在國內外蘊蓄能量，希望縣府持續支持這個

活動，讓金門觀光發展的深度與廣度能引領風騷，帶動休閒觀光與

地區產業發展。

特色，讓遊客平時就想走進金湖休閒度假。

本次花蛤季系列活動包括：沙灘排球賽、千人魚苗放流活動、

沙灘牽罟、親子DIY活動、XO干貝醬及蛤貝類料理品嘗、氣墊城

堡、打卡按讚、觀光市集、「第6屆花蛤小天使」選拔賽、沙灘躲

避球比賽、吃西瓜比賽、沙雕大賽、第11屆歌唱大賽、呷冰大賽

等，熱鬧非凡。

洪議長偕同議員為

    金城星光夜跑鳴槍起跑

議長洪麗萍、副議長謝東龍偕同議員為「魅力金門‧觀光半
程馬拉松」鳴槍

副議長謝東龍、議員周子傑等多位貴賓應邀參加「金湖海灘花蛤
季」

支持反毒 謝副議長
期許金門成為健康無毒島

由
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與金門縣政府、昇恆昌基金會

共同主辦「識毒－你所不知道的毒品真相」多媒體反毒

互動特展，7月24日在昇恆昌金湖廣場正式開展，副議長謝東

龍、議員陳滄江、副縣長吳成典、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副

董事長王卓鈞及地區各所國中小校長均出席與會，共同宣誓反

毒的決心。

副議長謝東龍指出，過去金門在戰地政務時期對於毒品嚴

打，幾乎沒見過毒品案件，但是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近年來金

門卻不時傳出查獲毒品的新聞，他希望展覽活動能透過電影欣賞

提倡民眾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減少暑假期間青少年涉足不良場

所，達到預防犯罪宣導效果，鼓勵全民一起反毒，建構金門成為

健康無毒島。

金
門體育會少年足球隊應大陸山東省淄博市體育局

之邀請前往參賽，副議長謝東龍於7月22日上午

授旗及致贈程儀，並預祝旗開得勝，也轉達議長洪麗萍

的祝福，為金門爭光。

金門少年足球隊一行十餘人啟程前往山東省臨

淄市參加為期六天的「2017年國際青少年足球夏令

營」，共同推進兩岸青少年體育交流以加深彼此之間

的溝通瞭解，並參觀當地名勝古蹟，希望藉著豐富多

彩的交流活動促進金門與臨淄兩地之間情誼。

位
於金城鎮北堤路49號的金門縣

長青會「照顧關懷據點」日前

舉行揭牌儀式，議員李誠智、社會處

長陳世保、副處長許美鳳、秘書許金

象、金城鎮長石兆瑉、金城鎮代表會

主席陳天成、副主席郭永隆、立委楊

鎮浯辦公室副主任洪學文等人到場參

與，受到金門縣長青會理事長李永

金、前理事長林再求及理監事與志工

的歡迎，表示希望進一步加強社區長

輩的關懷訪視，促進健康，凝聚社區

居民的情誼。

金門體育會7月9日在金門縣立體育館舉行第

11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並完成理監事改

選，議員唐麗輝高票當選該會第11屆理事長，議

員李誠智、歐陽儀雄當選理事，監事主席則由李

再杭當選。

金門體育會會員代表大會由常務理事黃克

標主持，會員代表計有192人、出席人數達143

人，會議通過新會期預算及未來工作方針，並

辦理第11屆理事、監事改選。

15席理事票選結果，當選人為唐麗輝、李誠

智、歐陽儀雄、許換生、許績才、董燊、陳國生、

張中法、顏章團、謝志偉、陳建發、李尚傑、陳金

福、陳來添、蔡鳳雛。常務理事︰唐麗輝、許換

生、張中法、董燊、陳建發。五席監事為李再杭、

王先振、方駿洋、李榮利、陳金城。最後唐麗輝議

員眾望所歸，當選第11屆金門體育會理事長。

新任理事長唐麗輝議員表示，原理事長李金

贊這四年來對推動金門體育盡心盡力，無論在

全民運動或競技方面都有貢獻，今後將在歷任

理事長打下的良好基礎下，繼續推動各項體育

唐麗輝議員榮膺
金門體育會第11屆理事長

唐麗輝議員感謝大家的支持

副議長謝東龍頒發獎金鼓勵金鼎國小扯鈴隊
副議長謝東龍為金門體育會少年足球隊授旗及致
贈程儀

謝副議長及議員
為金門海上長泳搶灘料羅灣鳴槍

李誠智議員慶賀長青會
成立照顧關懷據點

議員李誠智、社會處長陳世保等人共同為金門縣長青會「照顧關懷據
點」舉行揭牌

議員李誠智祝賀金門縣長青會

成為金門縣第20個揭牌啟用的關懷

據點，並提到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

政府的施政目標之一。長青會目前

有60人開伙，每餐50元，縣政府核

給二位廚工，經過幾個月試辦期間

成果不錯，此地點就近市場，很多

長者都願意搭伙。同時也希望社區

長者走出戶外參與社區據點舉辦的

休閒活動、相互交流，促進長者身

心健康，同時也能與志工分享人生

的生活經驗和智慧。

謝副議長授旗金門少年
足球隊遠征山東爭光

活動，讓全體縣民都能快樂運動，並培養更多的

優秀選手能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運動場域中發光發

熱，提昇金門的亮度。

一
年一度的「搶灘料羅

灣－第十五屆金門海上

長泳」活動，7月23日於料羅

灣八二據點登場，來自兩岸三

地共89支隊伍3180位游泳好

手齊聚現場參加盛會。活動在

副議長謝東龍、議員唐麗輝、

陳滄江、洪允典、副縣長吳成

典等人共同主持鳴槍下開始，

全程三千公尺，泳士們奮勇邁

游向前挑戰，共同完成長泳創

舉，現場氣氛宛如一場海上嘉

年華！

副議長謝東龍指出，當年

戰火連天的歲月，料羅灣是很

重要的搶灘補給線，經過半世

紀以後，兩岸對峙情勢緩和，

並朝著兩岸和平發展邁進，共

同謀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福祉。

搶灘料羅灣係金門相關運動賽會當中最具有戰役背景與規模的活動

之一。泳士們游出岸邊後，可以從海面上回頭看到金門島當初運補

的邊際線，也透過漫步沙灘回味當年烽火連天煙硝四起與搶灘運補

的歷史懷舊體會，更可體驗「戰爭無情、和平無價」真理。

副議長謝東龍、議員洪允典、唐麗輝等人共同為搶灘料羅灣
長泳鳴槍



副議長謝東龍、李應文議員
共同主持定向越野體驗日活動

熄
燈66年的烏坵嶼燈塔於7月23日復燈，重新

照亮台海中的孤島。議員歐陽儀雄、周子

傑、立委楊鎮浯、鄭寶清、蔡適應、交通部次長

祁文中、福建省政府秘書長翁明志、縣政府秘書

長林德恭、烏坵鄉長蔡永富、航港局長謝謂君及

曾在烏坵服役的老兵，一起搭船到烏坵見證燈塔

復燈的歷史時刻。

為慶祝烏坵嶼燈塔復燈，交通部航港局舉辦

簡單而隆重的烏坵嶼燈塔揭牌儀式，航港局長謝

謂君與烏坵守備大隊長吳志孝簽署行政合作協

議，協助燈塔維護管理，兼顧台海航行安全與國

防安全功能。

烏坵嶼燈塔建於1874年，塔高19.5公尺，

由英籍工程師韓德善規畫設計，是當時台灣第一

座採用紗罩白熱燈，具有聚光功能，現已非常罕

見。1951年因軍事考量，燈塔暫停發光，但燈

塔維護仍持續，2001年後海關未再派員接管，烏

坵嶼燈塔終止運作。同年1月19日，同意將主燈

室、辦公室及倉庫共三間房舍借給軍方使用，燈

塔由軍方借用迄今。

因應科技化，未來烏坵燈塔裝設電子導

航，讓附近船隻可同時透過目視燈光、電子儀

器雙重導航，即使船隻電子導航故障，船員也

能因為看到烏坵燈塔的光而避開，不再擱淺。

燈塔是航安的象徵，默默扮演著領航的角色，

第
十二屆金廈親子夏令營活動7月9日起在

廈門市翔安區展開三天的活動，金門縣

婦女會理事長許華玉議員帶領金門二十隊親子

家庭前往交流，透過雙方經驗分享，行銷金

門。

金廈親子夏令營活動是由金門縣婦女會、福

建省婦女聯合會、廈門婦女聯合會共同辦理，以

「體驗農耕文化，共敘金廈情緣」為主題，以遊

戲互動開場，來自兩地38個家庭齊聚一堂，在

遊戲中展開交流，相互熟悉，開營現場其樂融

融。不僅有豐富多彩的親子聯誼活動，也至清風

第四版 中華民國106年7月

議
長洪麗萍偕同議員許玉昭、楊永立、王碧珍、周子傑、張雲

德、蔡春生、陳玉珍、洪鴻斌、秘書長李增財於7月3日至5日

與本會桌球代表隊赴台參加由新北市舉辦的「中華民國106年全國地

方議會議長盃桌球錦標賽」，和全國議會桌球菁英同台切磋球技，參

與的同仁發揮平日公餘練習成果。

今年共有22個地方議會組隊參加，各地市議員、職員藉此交流，選

手之夜由新北市議長蔣根煌主持，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受邀出席。全國議

長盃桌球賽係為響應政府推展全民運動，促進團結和諧，提倡正當康樂

活動，健全身心健康，以切磋球技，加強地方議會之聯誼暨增進員工情

誼。今年桌球錦標賽分團體賽與個人賽兩類，團體賽主要開放全國議會

現任議員及所屬員工報名參加，並分成議員組、員工男子組及女子組。

本會報名參加職員工男子乙組團體組，首戰南投縣議會失利，第

二場對上花蓮縣議會，在議長洪麗萍與議員到場加油助陣下，隊員個

個展現高昂的鬥志與團隊精神，將平日練習的默契和球技盡情發揮，

終於戰勝花蓮縣；第三場出戰高雄市議會，在奮戰不懈的情形下，最

後不幸敗北，總計今年出戰共取得—勝二負的成績，不過球員奮戰的

精神與球技也受到參賽球隊的讚許。

議長洪麗萍感謝新北市議長蔣根煌整合各項資源及安排場館，提

洪議長偕同議員及同仁參加全國議長盃桌球賽

供選手安全舒適的場地，讓選手們能盡情發揮球技；使同仁平時利用公

餘之際練習的成果與球場上的賣力演出，不僅達到交流目的，也是成功

的城市行銷。

明年全國議長盃桌球賽將移地彰化縣議會接辦，議長洪麗萍也和

各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與議員相約明年彰化再敘，大家以球會友，

切磋球技、進行交流聯誼。

本會桌球代表隊赴台參加全國地方議會議長盃桌球錦標賽 本會桌球代表與全國議會桌球菁英同台切磋球技，發揮平日公
餘練習成果

副議長謝東龍、議員李應文等人共同主持「上班族運動休閒
活動－106年金門定向越野體驗日」活動

為
期兩個月的Quemoy國際海島音樂季7月1日

正式開跑！金門縣政府網羅伍佰等超過60

組亞洲各地頂級藝人團體登上金門演出。副議長

謝東龍、議員楊永立、歐陽儀雄、周子傑出席開

幕首日「昇恆昌之夜」，昇恆昌獨家贊助15分鐘

開幕煙火秀點亮金門的聲光饗宴，在聽覺與視覺

的結合下，現場樂迷大呼過癮。

金
門體育會定向越野委員

會辦理「上班族運動休

閒活動－106年金門定向越野

體驗日」活動7月2日於林務

所園區盛大登場，副議長謝東

龍、議員李應文共同主持，鼓

勵選手們透過競技活動的舉行

走出戶外舒展身心，在場上百

名選手們熱情參與一場夏日的

競技！

副議長謝東龍表示，金門

地區有各種不同的地形地貌，

適合定向越野活動的舉行，定

向越野不但考驗體能，更是考

驗選手們的應變能力，他期望

藉由活動的舉行，讓選手們多

認識林務所這個美麗的場域，

體驗金門之美。

國際海島音樂季璀璨開幕

        許華玉議員率團赴翔安
             參加金廈親子夏令營

熄燈66年的烏坵嶼燈塔復燈，議員歐陽儀
雄、周子傑等人共同見證歷史

蓮塘、廈門老院子等地參觀，並且體驗宋江陣，

觀看閩南特色演出，感受閩南古樸文化魅力。此

外，本屆夏令營展開一對一結隊住民宿活動，金

門小朋友入住到結隊的廈門家庭，展開深入聯誼

交流活動。

許華玉議員表示，金廈親子夏令營已成為

兩地家庭交流溝通的重要橋樑，透由活動推動

兩岸家庭親子互動能有效地促進兩岸家庭的瞭

解，共同分享親職教育及子女成長的快樂經

驗，讓兩地家庭相互交融親情，共敘金廈情

緣。

議員許華玉率團赴翔安區參加金廈親子夏令營

守護著川流不息的船舶，每座燈塔因為地理位

置、建造時間、材質與技術的不同，都蘊含了獨

特的文化與價值。目前正依文資程序辦理烏坵嶼

燈塔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持續朝升格國

定古蹟方向努力。

金門體育定向越野委員會理事長李應文議員表示，定向越野運

動是一種仰賴地圖、指北針與導航技巧，由某個地點引導到下一個

特定地點的運動，通常是在參與者不熟悉的地區舉行，他希望活動

的舉辦能讓更多的學童們認識定向越野、愛上定向越野。

整合戰地海島資源的時下潮流，今年暑假推出

Quemoy國際海島音樂季營造成音樂島的盛況，每週

三、六皆有來自世界各國徵選原創歌手接力登上金

門演出，吸引暑期龐大觀光人潮。現場並引進親子

共遊的沙灘大型滑水道及景色宜人的海濱露營區，

海灘上隨處可見到遊客一邊泡在冰涼的海水裡，一

邊吹著海風聽著舞台音樂，盡情享受著音樂饗宴。

副議長謝東龍、議員楊永立、歐陽儀雄、周子傑與全場樂迷共同點亮金門音樂饗宴

      歐陽儀雄、周子傑議員
           見證烏坵燈塔重新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