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171171   ��
����

　發行機關：金門縣議會　　發行人：洪允典　

第一版金門縣議會 廣告

守護金酒 本會責無旁貸     第 11 次臨時會開會緣由 
金酒產業是本縣唯一依附的經濟命脈，金酒公司的榮枯及盛衰攸關全體縣民權益，守護金

酒即是造福縣民，本會責無旁貸。
金酒公司101年度營業額151億元，職員工實際進用1299人，108年度營業額120億元，實

際進用1297人；助理管理（工程）師級以上於101年度實際進用71人，逐年上升，於108年度
實際進用92人；觀以近年營業額均未提升，甚至有逐年遞減窘境，惟行政職員人數不減反增，
卻對增加營業額一點幫助也沒有？顯見金酒公司「人事浮濫，把縣民當提款機」，全體縣民是
不是被迫做「冤大頭」，分攤金酒公司人事成本？

金酒公司又以疫情影響為由，將109年度營業目標下修至85億元，全縣嘩然；因為金酒盈
餘涉及捐助縣政額度，業績下降勢必影響縣民權益，茲事體大；爰此，鄉親們均甚為關切，絡
繹向本會議員反映。

本會針對金酒公司經營困境與現存問題，多次要求以專案報告方式，檢討該公司組織肥
大、人事浮濫及營運績效等問題，無非冀盼金酒公司省思其組織管理、人力編制及營運績效等
面向，全盤檢討過去沉痾，進行組織再造，一掃暮氣沉沉的老舊形象，澈底解決組織過度擴
張、人事費用暴增、 業務疊床架屋等問題。

誠 如 金 酒 公 司 於 本 會 第 7 屆 第 8 次 臨 時 會 提 交
「組織再造暨人員精簡計畫推動進度」專題報告所
述，公司營運每況愈下窘況原因如下：
一、一級單位過多。現設有一級單位19處、廠，置

有經理（廠長）19人。
二、高階主管過多。高階管理階層除置董事長及總

經理外，另置有特助2人、副總經理3人、協理
2人，以輔佐董事長或總經理綜理各項業務，以
上計高階主管9人。

三、組織過於扁平，造成各部門事權整合不易，不
利組織營運。
倘對照「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該公司

108年營收619億元，其組織編制僅設11處，對照金

酒公司現行人事組織肥大、管理架構膨脹，致使人事及營運成本大幅上升，實有待檢討之處。
今年各行各業因為疫情影響加上景氣不佳，民眾感嘆工作快沒了，金酒公司經營高層坐領

高薪，卻不思積極向外推展業務，先將營業額從120億元下降至85億元，又為了提升今年營業
額，再於11月間推出「振興經濟專供酒」，配售金額高達6億多元，由全縣公民買單，也就是
說灌水今年營業額，使核發績效獎金不受影響，造成「業績直直落，沒有績效，卻也有獎金可
以領」的怪象，此舉無異扭曲衡量金酒公司營運績效評量結果及績效獎金核發依據。  

對於金酒公司勞苦功高的基層勞工朋友表示肯定，如果沒有你們在高溫燠熱的廠房內，
揮汗辛勤地努力製造出名聞中外的金門高粱酒，連續多年在國際烈酒大賽屢創佳績，品質驚
豔國際，鉅額營業收入挹注縣庫，也造就傲視全國的各項優沃社會福利，本會要代表全體鄉
親向你們說聲：「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

本會已函請金酒公司調整組織編制、精簡管理階層配置及行政職員人數，提出該公司組
織自治條例修正案送本會審議，以實際營業額編制適當人力進而提升競爭力，讓金門縣幸福
島、福利縣之美譽永續發展。

金酒風華再現一甲子 化坐言為行動  興利除弊
精兵作戰  高效行銷

本會為讓全體縣民更瞭解金酒公司營運狀況、及今年疫情所
造成的營運衝擊，要求金酒公司各單位主管於開議期間進

行單位業務及職掌報告，期能藉此促進金酒營運及業務發展績
效。議長洪允典與議員們也分別針對各主管的報告內容，提出
質詢與建議。

議長洪允典表示對於金酒公司基層釀酒員工，議會很是
欽佩，全體金門人也都認同他們為金門所作的努力，但
業績未達百億的金酒公司，員工總數竟高於業績八百
多億的菸酒公賣局，真是件可怕的事，長此以往定會
對號稱金門財政金雞母的金酒公司造成傷害，因此
議長要求並鄭重請託楊縣長，應為全體金
門人嚴格督導金酒公司的冗員及不適任
員工等人事弊病。

對於金酒公司法務政風單位，議長
則期許能協助公司解決內部貪污及圖
利問題，並抓對方向興利除
弊，讓金酒公司能有更好的
營業績效。

陳志龍議員質詢時指
出，金酒公司談業務推展
作法及概念年年相似，但
實際執行程度如何？可有
明確的執行時程表，抑
或僅是空談而已？陳議
員說金酒公司業績降很
大，對於可以挽救營運困

境的大陸市場推展及設立觀光工廠等，有無可開始作為的時間表？強調並
期許金酒公司要有實際作為。
陳議員也關心大陸市場業務拓展計劃，並詢問明年大陸市場能增加

多少銷售額，期望金酒公司明年會有更好的營運績效。
李養生議員質詢金酒公司常駐監察人洪麗萍時，要求以書面提

供監察報告資料，以便議員深入瞭解監察業務，並據以討論金酒公司營
運問題。他也建議洪監察人，應就如何審查銷售績效、如何維護品牌稽
查假冒維持客戶忠誠度、及確保業務聯繫性等三方面執行監察業務。
楊永立議員會議中多次用俗話「多牛踏無糞」來提醒，並強調主

事者不應只剩空談，要拿出實際作為讓縣民有感。楊議員於金酒政風
室經理報告時，質詢有關金酒VIP的資格如何認定？他說
若有違失，法務政風應予以查處。
董森堡議員質詢社群代操、新媒體操作及整合行銷

委外辦理的業務單位？資訊網路回應課的業務內容和功
能？董議員認為在網路行銷、社群整合及新媒體操作區

塊，金酒公司共有四個部門的業務與之
相關，應予整合，以免不利於部門聯繫
及組織扁平化發展。

王秀玉議員指出金酒公司政策推
行時，法務政風應秉持專業給予正
確的法務觀念，例如天福案的合
約爭端，就該提出專業意見。業
績提升對於金酒公司的營運相當
重要，王議員也關心黑松與味
丹二大經銷商的續約問題，
並期待明年金酒公司能續
約順利。至於教育訓練部
份，王議員指出金酒公司
應思考在人力減少的狀況下，
藉由教育訓練讓員工發揮產能最大化的效益，也希望金酒公司能
致力減低包材與原物料的損失浪費，並增加電視廣告行銷力度，
讓金酒的廣告行銷能有更大的廣告效益。
王碧珍議員強調用人不貴多而貴在精，要求人力資源處評估目

前金酒公司各單位的用人及人力編制狀況，並期許人力資源處能做
好編制規劃，確實發揮工作效能，調整好生產及行政單位的人
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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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節流精簡組織  績效獎勵永續經營 

金酒公司營收捐助為本縣重要財政收入來源，面對逐年減低的營業額及疫情衝擊下的困境
突破，本會日前要求金酒公司針對組織再造暨人員精簡，及鼠年玉璽酒VIP銷售弊端等

議題，分別提出專案報告。
李養生議員認為推動金酒公司組織再造暨人員精減應一步到位，朝著讓金酒永續經營的

目標努力。由總經理室先開始組建高效率經營團隊，並分層設置充分授權，才能讓金酒公司
永續經營，並創造更好的營運成績。而金酒公司既為營利事業體，為鼓勵業務團隊，應分別
訂定營業責任額，並給予豐厚績效獎金以激勵士氣。他也指出質量中心、酒體設計中心、及
生管處的業務具有同質性，需有專業的領導，才能將其功能發揮至最好。李議員也提醒金酒
公司應建立酵母菌全基因組及基因庫管理，以為金酒的永續經營奠定良好基礎。
李議員表示，縣長對於金酒公司營運方向和目標的指示就是永續經營，議會支持縣長的

理念，也希望金酒公司有正確方向及方法達標，所以他期許金酒公司洪麗萍、黃景舜、王崑
龍等三位常務監察人，應做好監察職責，並給予金酒公司最有利的支持。
董森堡議員質詢金酒公司的管理方式採人治化還是法治化？有無人員晉升管理辦法、事

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對於金酒公司日前總領班考試爆出分數高低落差過大爭議，董議員
說，他不關心錄取何人，但在意制度是否健全，金酒公司應該明訂相關的考試辦法與人員晉
用規則，讓管理制度落實法制化，避免不周延的管理及晉用制度導致爭議不斷。此外，金酒
公司提供的報告資料顯示，102年金酒公司營業額巔峰期的晉用人數，少於營業額下降的108
年及109年，可見增用的管理助理及工程師等員額，並無幫助整體績效提升的功能性，也反
映出近年金酒公司人事預算費用過度增加，用人制度需要檢討改進；另外，金酒公司提供給

議會的報告內容，只有晉用人數，既未詳列人
事薪資成本，也無說明人事薪資成本於公司預
算支出中的佔比，因此無從評估人員晉用的效
益，及瞭解人事成本增加的實況，希望以後報
告內容應精準有效。
董議員也質詢VIP購買玉璽酒的情況是否行

之已久？除了追溯期間的鼠年玉璽酒外，其他
年度是否也有同樣的問題？如果是制度上有漏
洞，主事者應多用心檢討改善。
楊永立議員強調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

可怕，金酒公司在營業額未達180億時，人
員晉用就先達到180億的規模，這就是政策
上的錯誤，金酒公司目前無法開源就該先
節流。
楊永立也問玉璽酒的VIP是為何人而

設？金酒公司VIP的程度又是如何介
定？對於玉璽酒銷售上的任何行政違
失，他要求金酒公司及政風處都應該要
依法處理。

文化資產的修復是文化發展最基礎的工作，後
續的串接、活化、創新才是文化資產能重新

展示價值的重要工作。然而文化局在金門佔了非常
重要的地位，可是卻不懂得將文化資產推廣出去，
李應文議員詢問文化局長許正芳，金門的文化旅遊
贏在哪裡？輸在哪裡？自助行的遊客到金門旅遊時
是否有語音導覽可租借，讓遊客跟隨著耳機裡故事
的腳步，認識金門的歷史古蹟與建築？也對於文化
局未積極利用現代科技，如虛擬實境方式結合觀光
做導覽表示不滿！

李議員強調每棟古蹟都有它的故事性，甚至每
塊磚、每個樑柱也有它的意義存在，倘若今天能利
用虛擬實境結合城市導覽，遊客到了定點只要掃描
QR Code，耳機便能馬上撥放出它的歷史淵源，遊
客藉由科技導覽對這些歷史建築有所認識與了解，
他認為這樣的旅遊才有意義，也才能彰顯金門傳統
古蹟的文化價值，可是我們根本都沒有做！

他也提到自己到高雄旅遊時心中感慨萬分，強
調別的縣市是努力走在時代的尖端，而我們卻是如

此落後，空有一百多億元的縣產，但創造不出一百多億元的產值，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卻不
知道如何利用。他強調文化是我們最大資產，但卻從來沒有活化它，指出陽翟大街當初民營時
生意不錯，後來被縣府收歸後卻呈現零零落落的狀況，甚至連國旗壞掉都不捨得換，現在好不
容易有個金東戲院，既然縣府做不到營運管理，希望文化局跟觀光處可以做結合，以委外經營
的方式，由民間業者自行營運，不要死抓著不放！
金門主打的文化品牌是什麼？如何讓遊客慕名而來？李養生議員針對以上兩點向文化局長

許正芳提出詢問！李議員認為任何知識最終都要商品化，文化旅遊也不例外。他提到曾要求縣
府在制定觀光發展重點策略的時候，不能遺漏「文化」這部分，指出文化旅遊的目的在吸引觀
賞的對象，使消費者獲得豐富的文化內涵，並透過體驗尋求文化的享受。
李議員強調現在的經濟競爭力太多，必須要做到別人沒有但我們有，別人有、我們要優

質，別人優質、我們要特別！如此一來才有辦法吸引人潮，並利用金門豐富的文化底蘊促使資
源轉換成財富，讓科技成為文化產業發展推動的引擎。
文化局長許正芳表示在文化品牌方面，閩南文化、僑鄉文化及戰役史蹟，這三個部分都非

常有特色，可以當作未來整個文化發展的重要策略方向。另外，觀光要以文化底蘊做支撐，現
在提的概念都是希望以風土特色與經濟效益做為出發點，如碧山，未來就是以睿友文學館為旅
遊核心，而蔡厝則以蔡復一為核心，進而再跟蔡厝古道、蔡氏家廟、拭餅文化、登山古道等做
串聯，找出每一個村莊自己的特色與旅遊深度，相信朝這樣的方向努力，金門的旅遊發展定會
更好。

用科技注入新活力  再創文化資產價值

議員洪鴻斌長期關心金門鄉親「地」的問題，他特別針對「土地繼承」、「農地重劃」等
議題提出質詢，與縣府相關單位討論，彼此交換意見，期待能解決鄉親長久以來的土地

心事。
洪議員首先就「土地繼承」問題質詢地政局長葉媚媚，他指出，早期老一輩要把土地登記

給後輩，後輩當時可能沒空去辦理手續，會先請家中某一位親人前去登記，如今時過境遷，若
是土地要從該登記人名下轉移回其他兄弟姊妹名下，卻要被課「土地增值稅」，洪議員表示，
許多民眾遇到這種「土地繼承」問題，牽涉到諸如土地錯置、登記錯誤、土地交換、增值稅、
繼承等等的問題，該怎麼處理？葉局長回覆表示，若是土地登記錯誤，經關係人協議後，可以
更正，但是移轉的話，就會牽涉到「土地增值稅」的問題。
議員洪鴻斌舉「閩南古厝」為例質詢稅務局長翁自保，縣府限制不能拆除也不能重建，但

是移轉時還是要繳交「增值稅」，這對鄉親來說很不公平。翁局長回覆表示，金門土地的狀況
很特殊，縣府訂有「金門縣土地地籍整理自治條例」，假如用乳名或兄長名義辦理繼承，都可
以辦理更正登記。洪議員說，許多百姓對於這些規定不了解，且現在與過去時空背景也不一
樣，他希望相關單位可以針對規定修改一下，解決百姓這種「土地繼承」的問題。
對於「農地重劃」部分，洪議員質詢地政局長葉媚媚，縣府有沒有針對金門目前尚未「農

地重劃」的農地，打算要進行農地重劃？而內政部雖然沒有補助，縣府有沒有要自己來做？葉
局長說明表示，金門目前因為要全面進行都市計畫，內政部的立場是「不鼓勵」針對都市計畫

區內的農地，做農地重劃，而金門從民國54年
開始做農地重劃，做到現在已經做了4000多公
頃，目前剩下1000多公頃農地，大部分地形複
雜、高低差比較大，不適合農地重劃，但因應部
分鄉親需求，目前地政局有預擬一份「農地重劃
勘選作業原則」，會針對有申請的案地，實際前
往勘查、遴選，選出比較適合的農地，再跟中央
申請經費，中央大概可以補助到百分之七十五。
洪議員質疑縣府有沒有解決民眾問題的決心？他
表示如果中央不允許，難道縣府就不做了嗎？
洪議員認為基於民眾的需要，「農地重劃」應
該還是要做。葉局長說，農民有需要農地重劃
的話，會來推動，但農地重劃有一定的條件，
無論中央補助或地方自籌財源，需要一半以上
的農民同意，且農地重劃是中央法規，
所以必須報請內政部同意核定後，才
可以辦理。

落實土地政策、造福地方
議員力促儘速解決土地政策沉痾 聚焦「農地重劃」與「土地繼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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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酒錢途黯淡  不變則痛  變則通 師法前賢  困境中奮起
積極作為  固浯島命脈

金門觀光了無新意 議員督促縣府提出精進作為

本會日前要求金酒公司於會議期間進行業務專案報告，眾所關注的110年度金酒發展策略、
營運及組織變革等議題，金酒總經理楊駕人先行提出報告，隨後金寧與金城廠廠長、金酒

董事長總經理特別助理分別提出襄助業務報告，金酒董事長李增財最後也針對金酒公司的發展
策略提出報告，並接受議員質詢。

李養生議員要金酒楊總經理加把勁，因應營運組織變革金酒公司要掌握幾項要件，要有高
效能團隊才能符合現況所需。外界環境變遷快速，金酒公司既有的組織架構，不足以應付接續
而來的衝擊，面對大規模的變革，金酒公司應全體動員團隊努力，以改變行為及工作技巧等方
式，迅速應對商場上的變化。李議員也期望楊總經理在公司的變革中，保有正確的思維態度，

他說作為營利事業的金酒公司必需賺錢，才能協助縣府財政運作並支援
社會福利，這也是金酒公司應盡的社會責任。賺錢是金酒公司唯一的目

標，改進賺錢的方向和方法，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分層負責和複製永
久的行銷夥伴，才能讓營運績效更好。

楊永立議員質詢酒品年份認定有無科學的方法可行？他說有科學
的認定作依據，年份認定才能讓民眾接受，否則金酒公司建置「儲酒

銀行」後，後續與民眾在酒品年份上的爭議勢必頻仍。楊議
員說儲酒銀行是個很好的想法，但為避免重蹈覆轍，在金酒
公司對於酒品年份認定未能掌握科學判別技術前，建議審慎
考慮 ，宜待有科學判定方法後再推行。

楊議員慰勉金酒公司基層員工的辛勞，並說生產線員
工既已達成公司訂立的生產目標，領取超盈餘獎金本就應
當，金酒公司不會也不該虧待確實達標的生產線員工，
但對於金酒公司高層員工在外兼職爭議，楊議員認為事
關人格，也很難相信其能完全做到利益迴避。

洪成發議員表示，金酒公司是金門縣的財政命
脈，議會對於金酒公司業績也十分關注。金酒公司的
營業額在前縣長李沃士任內由一百二十億，成長到
一百六十億左右；前縣長陳福海任內，金酒在台灣

行銷市場已趨飽和，大陸地區轉為主要行銷市場，金酒營業額也開始下降；今年受新冠疫情衝
擊，金酒營業額更下修到八十五億，對於縣庫收入勢必影響很大。
洪議員說去年金酒廈門分公司創下營業額二億五千多萬人民幣，詢問受新冠疫情影響下目

前廈門公司營運如何？他認為當初金酒公司增加員額，主要是為擴展大陸市場，大陸市場範圍
廣大，既然要行銷金酒就需要有行銷人才，今日金酒公司所遭遇的人事難題，是需要檢討，但
絕不能影響員工權利，並對明年疫情後的金酒大陸業務發展，鼓勵楊總經理及金酒公司加油！
董森堡議員詢問金酒公司單位整併計畫，何時可以落實？他強調在局處人事整併外，業務

性重疊者也應相對整併，並要求將整併計畫送交議會審議。董議員指出金酒公司為吸引年輕族
群，投注很多資源在新媒體及社群宣傳，卻一直成效不彰，做網路行銷不見得就能打進年輕人
的市場，金酒公司行銷業務也應進行整併，讓新媒體的市場經營成效顯現，而非僅是無成效的
將廣告案件外包。
董議員也指出，金酒公司102年創下最高業額一百五十二億元，到108年僅餘一百二十億

元，單瓶酒的毛利額也下降約10%，整體資產配置也有問題存在，為佈局大陸市場，庫存儲
酒量逐年提高，不僅需為倉儲設備支用現金，佔總資產一半以上的庫存儲酒量，若未能轉變
為現金，也無益於金酒公司的現金流動使用。董議員說去庫存不能採用降低酒品價值的方
式，以免在拉低毛利率和提高儲酒量導致費用增加二者間惡性循環。
在金酒董事長李增財報告完未來經營策略與方向後，議長洪允典表示，金酒公司的營運

是所有金門鄉親最關心的事，期許李增財董事長發揮金酒公司一向從困境中奮起的精神，務
必要將金門的經濟命脈做起來。
洪議長說早年環境艱困，金門縣政府曾經發放不出員工薪資，已故的金門酒廠廠長賈芸

除了協助縣府籌措款項發放薪資，並透過公賣局全省經銷商的通路打開金酒的市場，將業績
做了起來，也讓金酒從最困境中站起。SARS期間金酒也挺過困境，且在102年創下最高營業
額152億元，今年碰上新冠疫情，金酒公司不戰而退直接下修營業額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應
效法已故賈廠長從逆境中奮起的精神，拿出積極作為讓金酒發揚光大，並創造更好的營業績
效，錯誤的領導者只會陷金門經濟命脈的金酒公司於危機中，希望楊縣長能好好思考，務必
要穩固金門的經濟命脈。

金門觀光發展策略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用老步、走老路」，缺乏新意，受歡迎的活動也未
能如澎湖「花火節」一樣有連續性，吸引每年週期性的人潮。議員唐麗輝質詢觀光處長

丁健剛要如何吸引年輕族群到金門旅遊？丁處長回覆表示，縣府有在思考用「主題曲」，或
是「音樂錄影帶」來帶出金門的景色與玩的方式，如果歌曲的傳唱度高，就可以順勢把金門
的一些旅遊意象呈現在人們面前。唐議員指出，觀光處推動年輕旅遊，缺少「套裝旅遊」的

行程，她舉例說明，如果我們把一系列的觀光行程如吃、喝、玩、樂都配套
一條龍設計出來，就會更吸引人來觀光，而另一方面，假設今天要舉辦年輕

活動，場所就應該選在校園或是年輕族群的所在地，這樣也才容易吸引到
年輕人。唐議員再次強調，所以一定要有年輕人的套裝行程，才能吸引年

輕族群來旅遊，澎湖有「花火節」吸引年輕人玩，相對的金門很空洞什
麼也沒有！「花火節」經費花費2300多萬元，金門活動最高不
超過1000萬元，金門並不是比較沒有錢，辦觀光活動就是要砸

錢，才能達到觀光效益。丁處長也補充，年輕人也不是因為澎
湖辦「花火節」而被吸引，其實是澎湖還有很多海上配套遊

戲累積起來，所以金門未來也要培養配套旅遊行程，來
吸引年輕族群。 

議員陳志龍質詢時指出，希望觀光處在觀光發
展上能有計畫，並且付出努力，不能一直在「籌劃
中」，他鼓勵觀光處可大膽衝一次給大家看，否則就
得說明為何未能執行較大的計畫，讓鄉親們知道。丁
處長說明表示，在定期會就會提出明年較具體的「旅
遊品牌年」計畫。而關於陳議員所詢問的「水上活

動」議題，目前建置好的是后湖部份，溪邊海水浴場部份在明年編列有償撥用，把營區委外
經營。丁處長也說明，今年觀光主力都放在下半年，用既有的觀光資源穿新衣，並在既有的
預算內，創造最大的效益。
陳議員也指出，他每次在會議都詢問觀光議題，其他各個議員質詢

的問題也都差不多，但是金門觀光發展就是缺少觀光的「主題性」，
陳議員希望觀光處好好地想一下，有執行上的問題也可以提出來讓大
家討論。丁處長表示希望以「一鄉鎮一主題」，開始去找觀光主題，
比如今年找了樂高大師，從陽翟大街去建置，希望用年輕人喜歡的國
際品牌來創造新意。
議員李應文則是針對來金門「觀光人口數」提問丁處

長，為何觀光網站上公告的13萬7000多人次，與上次丁處
長告知的9萬2000多人次有所出入？是否有灌水？李議員
也質疑地區7月份觀光人口數是增加還是減少？丁處長答覆
表示，扣除掉陸客部分是增加的。李議員也指出，107年
至108年澎湖、馬祖、綠島、花蓮等縣市觀光人口數都是
增長的，卻只有金門縣是負成長，其他縣市在沒有陸客下
仍逆勢成長，為何唯獨金門縣負成長？為何金門縣觀光
人口數成長在只有台灣遊客下還是各縣市裡最低的？李
議員最後結論表示，金門觀光如果本質不變，疫情解封
之後，金門觀光將會被打回原形，他希望縣府能加大觀
光力度，改變觀光基本本質，才能改變金門的
觀光。

議長協調恢復同鄉會價購年節配酒 
議長洪允典在第11次臨時會結束後，於本會召開旅台同鄉

會價購年節配酒協調會，商討恢復旅台各同鄉會每節均
能價購家戶配酒一事，議員楊永立、王秀玉、石永城、陳志
龍、洪鴻斌等一同出席，並邀集縣長楊鎮浯、副縣長黃怡凱、
財政處長孫國智與社會處副處長李廣榮等相關人員參與討論協
調，會議中初步達成共識授權予社會處通盤檢討，並於農曆年
前恢復此案，以符合旅台鄉親期待！
本會曾提案：「要求縣府停止對旅台同鄉會價購年節配

酒，以免擾亂金酒市場秩序，避免鄉親情感衝突與撕裂」，究
其主因，乃價購酒存有優惠利差，致引起少數同鄉會鄉親間糾
紛；另配售酒挾優惠價位，流通至市面上，也擾亂了金酒代理
市場之慮，背棄原本照顧旅台鄉親立意之初衷，而為顧及鄉親
情感維繫，及維護金酒市場秩序，因此金門縣議會通過決議：
要求縣府暫時中止該旅台同鄉會價購年節配酒措施。

茲考量市場環境變遷，及因應旅台同鄉會會務維繫需要，台
灣金門同鄉會總會長楊維居積極爭取，而各縣市旅台同鄉會也透
過各種管道，紛紛向金門縣議會與議員反映，故而召開此協調
會，在議長洪允典主持下進行審慎討論，多數議員達成共識，表
示應可恢復旅台同鄉會價購年節配酒措施，至於細節部分則授權
予社會處進行通盤檢討後實施。
台灣金門同鄉會總會長楊維居表示，價購年節配酒之利差收

入主要使用在旅台鄉親之急難救助、辦理鄉親交流聯誼活動以凝
聚鄉情、提供會員子女獎助學金等方面。
另外台灣金門同鄉會總會正扶植金門青年同鄉會發展，楊會

長提到有些年輕一代的金門人可說是故鄉的陌生人，因此金門青
年同鄉會的成立除了讓這些青年人認識原鄉外，也經常與東南亞
的僑青進行交流，期望金門的年輕一代常返鄉結交好友建立人
脈。由於青年同鄉會的成員以大學生居多，故目前的開銷支出皆

由台灣金門同鄉會總會的理事們自掏腰包，因此期望恢復旅台
同鄉會價購年節配酒一案，以順利維護與支持旅台同鄉會年度
運作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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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修復欠缺專業人才 活化歷史建築帶來新風貌
文化局經費花得闊綽議員審得心痛 !

議員董森堡聚焦「工策會執行績效」、「金酒人事」、「K-Bike採購評選違失案」等議
題。他首先表示，工策會是縣府補助的人民團體，一年有1000多萬的補助，但它的管考

制度在哪裡？他建議未來審查總預算時，工策會先提年度工作計畫做審查，議會才給予酌量
補助，才能有補助標準，將來所有人民團體申請補助時，應該依制度程序來申請，這樣對其
他人民團體才是公平的。縣長楊鎮浯說明表示，工策會某種程度受政府委託執行業務，也是
經濟部及中小企業處輔導設立的，工策會受補助，與其他人民團體性質是不一樣的，執行業
務也不相同，工策會受政府補助也有一定比例。楊縣長也指出，工策會每年編列預算都有提

出明年度「執行業務計畫」，也會將執行業務要項送議會審議。
關於「金酒人事」部分，董議員詢問金酒董事長李增財：金酒在專

案報告的人事「扁平化整合」，有沒有執行期程？在高階人事遇缺不
補及不適任員工優退方面，在董事會討論時有沒有跟工會協商？工會
代表和全體員工是否知道？對此，李董事長說明表示，金酒人事檢
討在議會定期會將正式提出其執行期程，楊總經理就其整個議案有
跟工會開會討論，因為董事會未通過，才沒有讓他們知道。董議員

則是希望金酒主動召開說明會，讓員工知道方案，以及說明
「不適任原則」，維護員工權益。

董議員也就「K-Bike採購評選
違失案」詢問政風處長陳治平，
此案中最有問題的地方是哪裡？陳
處長回覆表示，監察院做一年全案報

告及提出糾正案，如果涉有刑法事項，監
察院就會移送司法，並做出糾舉或彈劾，但
是監察院是將報告交給行政院，責成縣府做糾
正的改進策進。董議員強調，「K-Bike採購評選

案」最詭異的地方在於99年跟103年兩件標案中，由
兩家不同的公司得標，但是負責人卻是同一人！得標不久
後公司就解散或停業，不得不讓人懷疑該公司設立就是要

標得該工程，這也是問題之所在，
他希望縣府未來在相關標案要能
嚴格把關！

本會日前接獲方姓鄉親等六人陳情，主訴因「金門縣聯社」不當的管理作為，導致侵害其
工作權及財產權等相關權利法益，陳請本會主持公道。本案經由議長洪允典及議員楊永

立共同提案，並邀集社會處、人事處等縣府單位協助釐清相關疑點後，發現陳情人所指摘事
實並非全然無據，諸如盤點制度未建立常規、理事主席改選後財務交接延宕、貨品盤點損失
不合理要求由所有員工分擔賠償、管理層藉工作之由刁難員工，逼迫離職或退休，以及雙方
訂立「承攬契約」，卻又為該社員工辦理勞保加保，主張是實質「僱傭關係」等等。本會作
成書面提案，責請社會處積極介入處理。
縣府社會處回函指出，依「合作社法」相關規定，有關社內晋用員工人事管理部分應回

歸「勞動基準法」，另營運作為等係內部管理則未明確規範，故各合作社均本權責辦理。社
會處接著說明，基於主管機關督導之責，積極參與該社各項會議要求理監事應善盡職責，及
提醒各會員代表應注重自身權益，對於未管理妥善之處，均口頭及明確函請其應依「勞動基
準法」等相關規定妥善處理。
社會處也表示，已就「盤點賠償問題」等與陳情人相關之各項勞動權益維護部分，積

極介入調處，並於109年
10月23日辦理「勞資爭議
調解」，調解結果資方釋
出善意，表示會全力依法
幫勞工爭取權益，但仍須
經理監事會討論通過。而
「勞工簽訂承攬契約」部
分與事實不符，社會處認
定應屬「僱傭關係」。有
關該社涉有違反勞動基準
法部分，已於109年10月
16日依行政裁罰程序，請
其依法給付資遣費等或提
出說明。

全面檢討  裨補闕漏！

金門擁有豐厚悠久的文化底蘊，不僅有閩南文化，還加上僑鄉文化、中西合璧精雕細琢之
建築，與不同時期各式特殊可觀的戰地遺跡，古蹟暨歷史建築數量更位列全國第二、密

度為全國第一。目前各類有形文化資產指定部分，公告古蹟總數量90處、登陸歷史建築為146
處、文化景觀2處、聚落建築群1處、紀念建築2處共計有241處。

金門的歷史可追溯自晉元帝建武元年，在明鄭抗清時期，金門城則是主要重鎮，共有東西
南北四座城門，目前南門為金門酒廠金城廠的大門口，北門旁則是歷史悠久的明遺老街。石永
城議員長期關注修復金門城城牆與活化明遺老街一案，並曾多次邀集縣府相關單位前往現場實
地勘查，石議員指出歷史古蹟、建築保存與修復目的，在於保護及再現古蹟的審美和歷史價
值，而非破壞！他表示地方居民對於金門城城牆與古蹟的恢復都很認同與支持，期望文化局能
多加用心與積極！

明遺老街是台、澎、金、馬最重要的一條老街道，目前有五處正在進行整修，文化局也規
劃將老街與舊金城做結合。石永城議員則建議文化局長許正芳將文化結合觀光，提議明遺老街

上不要全部做民宿，可考慮融入文創、增添夜晚燈飾裝置，把蘊有
深厚文化底蘊的老街加上新鮮風格，藉以吸引觀光客前來。   

文化局長許正芳表示，金門城城牆修復一案已跟中央提報申
請，希望以史蹟的概念做後續的保存，但中央建議先將文資身分
確認後，再進行後續的動作，因此接下來文資會將做價值評估，
盼能於今年年底前完成提報並跟中央爭取經費。未來也會以金

門城為一個核心點進行規劃，運用觀光路徑的概念，將周
邊史蹟做串聯。

蔡水游議員直言文化局的經費花的很闊綽！他提
到這兩年文化局光在「瓊林千年風華再造歷史現場」

計畫就花了2億多，指出這些經費除了用於修繕四扇
門，及防治白蟻與規劃之外，對於其餘的經費，是

否有實際落實地方產業的扶植與觀光發展感到質
疑。他進一步提到計畫裡規劃了「瓊林宴」，但觀
光客卻找不到，蔡議員強調瓊林宴自前呂坤和局

長就已開辦，由於一朝天子一朝臣，導致政策的
推廣無連貫，因此一直花錢卻苦無成效，他語
重心長地說，「錢不是這樣浪費的」、錢都被

「規劃」掉了，每次審預算都審的很痛心，盼
文化局能深刻檢討改進。

閩南式建築修復越來越麻煩，蔡水
游議員指出古厝都快要倒了，卻還要
請建築師設計、寫故事，詢問許局長

有哪間古厝修繕是因沒有經建築師設計而倒塌？蔡議員表示金門所有要修復的閩南式古厝，都
被規定要經由建築師規劃設計，且至少要花10萬元以上的費用，這些都是增加鄉親的負擔，質
詢的過程中，不禁調侃文化局比文化流氓更嚴重！他也緊接著提到，文化局很多陋規都是不應
該設置的標準，認為既然要補助鄉親就要直接受益，規矩越設越多，百姓怎能受益的到，建議
文化局長親自去了解百姓為何會抱怨的原因。
王秀玉議員關心文化局的專業人才是否足夠？她提到文化涵蓋範圍很廣，縣府若要重視文

資工作，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匠師不足、廠商稀少的問題存在多年，王議員
詢問許局長是否有參考其他縣市是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她表示金門的建築特色為閩南式傳統建
築，比較偏向大陸，但培養新生代匠師需要時間，因此建議以產業方式與金門高職或是金門大
學合作，將學生送往大陸進行職訓或師徒計畫，尤其在彩繪、泥塑、漆工等方面的人才都正是
金門所欠缺的！
許正芳局長表示匠師不足的問題無論在金門或是台灣本島都相當

嚴重，提到匠師考照是延用台灣本島的模式，但跟金門建築形式又不
同，因此花了一年多時間與中央溝通協調及爭取後，今年文資局終
於在金門開設匠師人才考試。此外，也跟建設處談及未來若有開
設傳統匠師培育的訓練，兩個局處將會共同合作，並利用文化園
區等地點，一起開創匠師體驗的觀光互動。
縣定古蹟睿友學校結合碧山八景、邱良功古厝活

化作為金門傳統音樂館，王秀玉議員表示以上兩個處
所，在結合社區及民間團體的力量下，都是經由整修
與活化後相當成功的案例！因此，她關心金東戲院
是否也可規劃成小劇場，供民間及文化團體申請
表演、練習使用？並建議文化局琢磨規劃一個串
聯東半島文化古蹟、搭配閩南式風俗民情的
套裝行程，再與西園鹽場、蔡厝、民享社區
等方面結合，使其成為地方文化觀光發展的
聖地。
許正芳局長指出金東戲院從今年開始金

沙鎮公所已設計不少活動，文化局也投入了
某一部分，未來希望繼續與金沙鎮公所合作，將
陽翟老街一同整併，強調只要有發展的空間，都
不排除任何可以開創新風貌的可能性，未來也會
朝向經濟概念，使文化資產能為夠地方發展貢獻
最大的效益。

為民發聲！
縣聯社勞資爭議  捍衛鄉親財產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