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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金門縣議會 廣告

金門縣港務處「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為
地區重大公共建設，日前廠商陳情追討工程款、籲議

會解凍預算一事，經查後，實際上該工程自110年3月份動工
以來，港務處早已於110年3月30日就給付廠商款項5億元，
何來欠款影響工程進行？另，港務處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就
先支用該筆預算，顯然藐視議會，甚至提供不實訊息誤導議
員，讓鄉親惶恐金酒公司股票將會被假扣押，如此危言聳
聽、擾亂民心、製造對立，其心可議！

該新建工程最先是於107年11月2日由啟赫營造(股)公司
得標，決標金額為21億2,888萬元，於108年 1月23日正式開
工，後因財務狀況因素，於108年10月20日停工，當時已完
成及施工中的項目包含假設工程、基樁工程與基樁載重試
驗。

此工程後來又於109年7月進行重新招標，12月31日與永
青營造完成契約簽訂，110年2月23日正式開工，決標總金額
為28億840萬元。然而，當時此工程案已有4.526﹪的施工進
度，在進行重新招標時，決標總金額不減反增，竟多了6億多
元的工程款，實在讓人不解！

有鑑於本案屬地區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後也將成為小三
通門面，更是地方重要指標工程，因此工程預算的支用理應
審慎規劃。但議會在審議110年度總預算案時，因為該工程
項目預算說明過於簡略欠詳，且未檢附相關規劃計畫資料，
致本會難以進行預算審議，故議會於110年3月30日進行第七
屆第13次臨時會，決議修正後通過，將該案之原列預算數3
億5,183萬元全數凍結，俟提出「金門港埠建設工程計畫」書
面資料，經議會審議同意後始得動支。

對此，縣政府當時曾於金門日報表示會尊重議會對110
年總預算案的監督，對於認為確有窒礙難行之處，將依地方
制度法第39條規定敘明理由，並於110年4月30日提請金門縣
議會覆議。而議會也在5月18日第5次定期會完成審議「金門
縣110年度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覆議案」三讀會程序，其
中關於「辦理金門港埠建設計畫（106-110）年工程」部分）
覆議內容：取消凍結預算3億5,183萬元，針對此覆議案決
議：凍結2億7千萬元。

有關廠商陳情追討工程款，指出因預算遭受議會凍結故
影響工進一事，是否確無撥款？經議長洪允典偕同縣議員陳
志龍於111年1月11日上午親赴縣政府主計處瞭解款項給付情
形，據主計處表示：早於110年3月26日開立傳票，港務處
也於3月30日將款項計5億元支付予廠商（其預算來源包括：
109年2.5億元，及110年凍結款2.7億元預算）。然而當時議
會正審議預算中，預算尚未經議會審查通過，可是港務處卻
早已把款項支付予廠商，口口聲聲說尊重議會，但實際上卻
是「做自己」！

港務處是否也有唬弄縣議會之嫌？在議會毫不知情的情
況下，此2.7億元的預算，港務處既然早已於110年3月30日就
已支付予廠商，為何卻還於110年12月20日發文請議會解凍

110年度預算2.7億元：「俾利本工程依約撥付工程款」。對於已
支付款項一事，港務處為何不把此訊息事實提供給議員，不無在
誤導議員，造成議員誤解凍結預算將影響款項之支付，不禁讓人
質疑縣府是在混淆視聽、掩飾款項早已遭動用之情事！
基於行政與立法機關間良性互動考量，對議會審議預算案

所作之決議事項，理應本於尊重立場，但行政機關亦應在符合憲
法與預算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由各機關就決議內容以適法、適
當方式加以處理。本案若會造成其他的後續效應，那是港務處不
「依法行政」的結果，議會表示對於本案暨該處不合理展延工
期，不排除移請監察院調查，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之預算屬跨年度延續

性之資本支出建設計畫，期間自103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止，並非新興資本支出或新增科目，而係屬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
支出，110年之預算雖遭凍結，或110年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未通
過，在地方制度法第40條或預算法第54條已有調節因應規定，港
務處自應權衡輕重，做適法之處置，依法行政，豈可以議會凍結
預算為由，推卸行政怠惰之責任，並將此歸責於議會？
對議會審議預算案所作之決議事項，應由各機關就決議內容

以適法、適當方式加以處理，自無推託全以一句「尊重議會」之
託詞，而不積極審視決議內容之法律效果，採取適法、適當方式
處理，讓人不得不質疑港務處不「依法行政」之目的何在？不無
行政怠惰之嫌？或是別有動機？則此不依約繼續支付工程款之責

金虎迎春  新年快樂
議會赴海印寺祈福  願鄉親健康平安過好年

水頭旅服中心工程動土不到 20 天 廠商領走 5 億元
港務處散布不實訊息讓議會揹黑鍋！

任，應歸責於行政機關。
另，若因議會未完成預算審議，使得港務處有支付款項

之困難，惟該案工程屬跨年度延續性之資本支出建設預算，
之前110年度預算未經議會審議通過，既然港務處可自行動
支、不理會議會，則本年度港務處依然可援引之前作法依據
地方制度法第40條，動支111年度單位預算中：「金門港埠
建設計畫(111-115)年工程」-水頭港客運中心第一期興建工程
之6.3億元進行支付，因此怎會無錢支付1億9,733萬7,516元
的工程款呢？
行政機關應提供正確、務實的訊息給予民意機關、並

讓百姓感到安心，對於議會審議預算案所作之決議事項，應
由各機關就決議內容以適法、適當方式加以處理。港務處不
「依法行政」，甚至危言聳聽，提供不實訊息，使得民心惶
惶之目的何在？又為何要渲染將會假扣押金酒公司股票，愚
弄縣民？
議會再次強調，縣府必須遵守「尊重議會、依法行政」

的原則，才能有利於縣政推動。議會並非橡皮圖章，預算審
議、監督行政部門是民意機關的天職，也是分權制衡的重要
運作機制。對於廠商陳情追討工程款一案，縣府不但不依法
行政、明知可為而不為之，反當個放羊的小孩，甚至讓議會
揹黑鍋，不知動機何在？

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款案大事紀

為祈求地方風調雨順、鄉親平安順遂，議長洪允典
與金門縣議會全體同仁，一同前往位於太武山

的海印寺上香參拜。回顧過去一年，全球依舊籠罩在
新冠疫情下，雖然金門維持0確診，但疫情令各行各業
停擺，加上近兩年天公不做美，年均降雨量不到500毫
米，整體水情不樂觀，農作物深受旱害之苦。
議長洪允典表示，隨著農曆春節到來，期望能揮

別牛年陰霾，願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萬事順利，迎接
新氣象，繼續一起憑著那份堅毅的心和不懈的努力迎
接金虎年，也祝福各位鄉親新年快樂、平安健康，福
氣滿滿過好年！

日   期 事     由

109年12月31日 完成簽約

110年02月23日 正式開工

03月26日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開立傳票，將款項5億元支付予廠商（其預算來源包括：109年2.5億
元，及110年凍結款2.7億元預算）

03月30日
本會第七屆第13次臨時會，決議修正後通過，「辦理金門港埠建設計畫(106-110)年工
程」部分原列預算數3億5,183萬元，全數凍結

04月30日 金門縣政府提出覆議案予本會，其中包含此案

05月18日
本會第五次定期會完成審議「金門縣110年度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覆議案」三讀會程
序，覆議案決議：關於「辦理金門港埠建設計畫（106-110）年工程」部分，凍結預算2.7
億元

12月16日 港務處以金港工字第1100008548號函，發文予金門縣政府協助辦理預算解凍及追加預算

12月20日 金門縣政府以府觀交字第1100108976號函發文至本會，請求解凍110年度預算2.7億元

110年03月10日 辦理開工祝禱典禮並正式開始啟動基樁工程

03月30日 港務處撥付5億元予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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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辭勝歲 虎躍新程 
本會春節慰問弱勢團體福田、松柏園及執勤單位 致贈加菜金祝賀新春

在111年農曆春節來臨的前夕，議長洪允典特別偕同議員
石永城、王碧珍，及秘書長翁自保、議事主任陳勵志、

總務主任王垣坤、會計主任陳忠宏、法制主任吳鎔銘、人事管
理員翁文明、秘書陳成勇等主管與同仁，來到金門航空站、金
門航警所、第九岸巡隊、第九海巡隊、金門查緝隊、金防部、
金門監獄、金門縣警局、高雄港警察總隊金門港中隊、高雄港
消防隊水頭港分隊等各單位，以及福田家園、松柏園、大同之
家、金門家扶中心等社會福利機構致贈加菜金，對弱勢團體及
春節期間加班的執勤單位表達慰問及感謝之意，並預祝大家新

年快樂！
這次的111年度春節慰問之行，議長洪允典一行人首先來到

金門航空站、金門航警所、第九岸巡隊、第九海巡隊、金門查緝
隊、金防部等邊防執勤單位慰問，正值新冠疫情肆虐，洪議長除
了替第一線的人員加油打氣，也提醒鄉親要做好衛生及健康管
理，齊心抗疫防範病毒來襲，一同守護金門! 接著春節慰問議長
洪允典一行人也來到「福田家園」慰問院民，並到「松柏園」探
望住園長者，到「金門監獄」關心收容人的學習和生活狀況。最
後一行人來到「大同之家」、「金門家扶中心」等社福機構表達

還原金酒公司申請「在華註冊編碼」始末真相 
「真心換絕情」竟換來「民代傷害金酒」不實指摘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2021年4月12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
規定》，規定自2022年1月1日起，銷往大陸之相關產品在內、外包裝上，須標註「在

華註冊碼」或所在地區主管當局批准的「註冊編號」，申請期限自2021年11月1日後開放申
請。因金門高粱酒屬中國大陸上述《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第7條所列之食品以外的
其他食品境外生產企業，故須在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網站(www.singlewindow.cn)辦理註
冊登記後，方能取得「在華註冊碼」（蒸餾酒及其他配製酒品類），金酒公司依規定在2021
年11月於上述網站申請註冊，前後2次申請因：「不明原因」，而遭到不予受理處分，未能
取得該「在華註冊編碼」。意味如未能在年前取得「註冊編碼」，將衝擊金酒公司2022年1
月起酒品大陸銷售，茲事體大，引起各方關切，呼籲動員全縣之力尋求解決。

據查此事源於本會第七屆第6次定期會110年12月20日分組審查「金酒公司暨金酒廈門公
司」附屬單位預算會議時，在會議進行前，金酒公司楊駕人總經理與金酒廈門公司曾資文董
事長二人提議有重要事情向第二審查委員會說明，稱：「為因應中國大陸海關總署《中華人
民共和國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新規定，自2022年1月1日起銷往大陸之相關
產品在內、外包裝上，須標註「在華註冊碼」或所在地區主管當局批准的「註冊編號」，酒
品始可銷售大陸，但由於該公司已前後申請2次皆遭到「不明原因」駁回，擔憂金酒在2022
年1月1日後無法順利輸銷中國大陸地區，金酒廈門公司將會面臨很嚴重的營運問題，也恐將
衝擊金門酒品產業發展。」由於事關重大問題，豈可不慎哉乎!

因此，本會有議員乃質疑是否因為觀光處找了一位馬來西亞黃姓「反中歌手」來宣傳金
門，遭到陸方質疑金門是否也在搞「反中」，破壞了原有往來間的善意？本會議員基於代議
士職責，提醒縣政府應正視此一效應，並妥適處理本案，立意乃在反映民情，善盡民代職
責。而本案若非「兩岸關係」問題？怎麼會有金酒公司楊總經理及金酒廈門公司曾董事長於
12月20日議會定期會「分組審查」議程前，請託洪議長能否以其議會議長名義及其人脈資
源，協助致函大陸相關有力人士，以化解此案，以便順利取得「在華註冊碼」？此乃是本案
整個事實緣起與經過真相，不容抹黑添油加醋。

其實，縣府於2021年11月16日也在社群媒體上承認，【牆外】這首歌帶給很多網友政治
上的聯想! 而審視「議員質詢事項金酒廈門公司回覆說明」資料也顯示，印證2021年度大陸
對進口「金門高粱酒」的海關查驗天數，在「牆外事件」後有拉長的現象，二線查驗驗放天
數由原先的1天延至7天，進而更甚長達25天之久(如表2)，在兩岸政府關係敏感時刻，也不
免讓鄉親擔心，大陸方面是否會因為「牆外事件」因素，有「卡關」金酒的情形？

又本案前後2次申請不成功之理由，後續追蹤才了解為：「許可生產證明文件內容不符
要求及營業執照等文件相關標示及文字不符要求」。此許可生產證明文件等之核發，又涉及
我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權責之劃分，由於酒類主管機關為財政部國庫署，但食品衛生之主管機
關為衛福部食藥署，據金酒公司指稱，財政部及衛福部兩部會對於誰是主管機關？誰該負
責核發「許可生產證明文件」？互為推託。若非縣議會的強力監督質詢，揭露此一問題嚴重
性，縣政府會積極於12月21日緊急跨海請求行政院副書長協調相關部會嗎？中央相關部會又
會積極整合互此歧見？迅速核發證明嗎？

金酒公司能快速順遂獲得「註冊編號」，是全縣有關人士折衝之功，其間有中央民代居
間協調主管部會、地方民代充分反映民情、縣政府積極任事，都是不可抹滅的功勞，是為
金門全體鄉親之福!惟令人遺憾的是金門縣政府竟在發布該項消息的直播中指摘：「中央民
代、地方民代及有心人士見縫插針方式，傳達不實之訊息誤導鄉親，炒作輿論，惡意傷害
金酒。」直播中也指出，「金酒只因先行先試(申請)造成申請駁回，卻刻意被渲染成政治事
件，對金酒及金門的傷害極大」，此等語意非但抹煞對金酒關心者的付出，也抹黑所有關心

金酒的相關人士熱情，本會深感痛心，真心換絕情，藉由本文還原金酒公司「申請在華註冊
碼事件」始末真相，還給中央民代與地方民代及相關人士一個公道。

金酒公司是金門的「金雞母」，其每年所挹注縣府的財政收入，是鄉親各項福利的來
源，而屢屢獲得國際大獎的金酒，更是所有金門鄉親的驕傲，顧好金酒是每一位關心愛護金
門鄉親責無旁貸的義務，相信不會有人會惡意傷害金酒，不分公部門或私部門，更無論是縣
政府或議會! 試想如果沒有本會議員於定期會期中揭露金酒廈門公司申請「在華註冊碼」所
遇到的阻礙及問題的嚴重性，縣府如何能加快腳步，借力使力，獲得中央民代及政府有關部
會的重視，最終才能如願以償成功申請「在華註冊碼」呢？縣府的指摘中央民代與地方民代
「見縫插針」、「惡意傷害金酒」等語不實指控，非但有失厚道，也傷害了鄉親的情感!非金
門之福也。

日期 事件

2021年4月12日
中國大陸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規定自2022年1月1
日起，銷往大陸之相關產品在內、外包裝上，須標註「在華註冊碼」或所在地區主管當局批
准的「註冊編號」。

2021年11月26日
金酒公司依規定於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網站(www.singlewindow.cn)辦理註冊登記，第1次申
請遭駁回，未能取得中國大陸境外生產企業「在華註冊碼」。

2021年11月29日
金酒公司依規定於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網站(www.singlewindow.cn)辦理註冊登記，第2次申
請遭駁回，未能取得中國大陸境外生產企業「在華註冊碼」。

2021年12月20日
議會第七屆第6次定期會「分組審查」開會前夕，金酒總經理楊駕人，對於金酒公司所面臨
「在華註冊碼」申請不順遂之情況，拜託議長洪允典，能否以其議長名義及其人脈，協助致
函大陸相關有力人士，以化解此案，以便順利取得「在華註冊碼」。

2021年12月21日
金門縣長楊鎮浯就本案緊急跨海赴行政院和相關單位討論，由行政院副院長李國興主持，協
商解決辦法。

2021年12月21、22日 縣籍立委陳玉珍連兩天邀集行政院相關部會進行協商，尋求中央出手幫忙解決。

2021年12月28日

在多方的協助下，歷經一番波折，第3次申請於同年12月28日成功取得「在華註冊碼」。縣府
於發布該項消息的直播中指控「中央民代、地方民代及有心人士以見縫插針方式，傳達不實
之訊息誤導鄉親，炒作輿論，惡意傷害金酒。」、「申請駁回刻意被渲染成政治事件，對金
酒及金門的傷害極大」等語。

（表一）金酒申請中國大陸境外生產企業「在華註冊碼」事件時序表

關心之意，洪議長祝福每一位長者都平平安安、健康快樂，同
時也向3位「百歲人瑞」致意，祝福他們新春佳節愉快！
議長洪允典表示，春節期間各單位的同仁都辛苦了，特別

是疫情期間任務更加繁重，他代表議會及金門鄉親對值勤同仁
們表達最大的感謝之意，尤其是春節期間地區上的治安、消防
安全一定要特別注意，以確保鄉親的生命財產安全無虞。新的
一年洪議長也期許金門能「牛辭勝歲，虎躍新程」，撥開疫情
及經濟的烏雲，撥雲見日，祝賀每一位鄉親新年新氣象！

資料來源：金門縣議會議員質詢事項金酒廈門公司回覆說明

二線批次 報關時間 狀態

982 2021/10/27 2021/10/28 放行 1

990 2021/11/26 2021/12/03 放行 7

994 2021/11/30 2021/12/21 放行

999 2021/11/30 2021/12/21 放行

1021 2021/12/21 2022/01/13 放行

1022 2021/12/23 2022/01/17 放行

（表二）金酒2021海關查驗「卡關」情況一覽表
卡關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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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法嗎？產博園區逕行招商  未經議會審議通過  是不尊重還是有心規避？

金門產遊博覽園區為本縣第一座完整基盤的產業園區，園
區開發面積共11.92公頃，工程費用約2億9305萬元，

107年3月31日中央核定補助1億5198萬元，園區劃設約5.66公
頃作為產業用地，提供金門在地特產業者以立體複合式廠房
發展（建蔽率60％，容積率300％），將可提供約29家本縣在
地特產業者租用，預計112年全園區竣工。

縣政府在日前召開招商說明會，其中提到土地承租年限為
6年~20年，並給予租金優惠政策，第一年至第三年以當年度
審定租金之三折計算、第四年至第六年以當年度審定租金之
五折計算、第七年至第九年以當年度審定租金之七折計算。

然依據土地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
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
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賃」。 故
此園區之土地出租20年，且興建房屋屬法條上所稱設定負擔
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賃，自應依照土地法第25條的規定，
送議會審議，惟查縣府並未針對招商作業等相關規劃，向議
會報告或提出處分審議，即逕自辦理招商，此恐未符權限規
定，縣府應依法行政並尊重議會職權。

「引」水思源！
處理高缺水風險下的水資源問題  宜謹慎妥適 勿影響民生

去年縣府觀光處找來曾以反中訴求為創作主題的歌手為金門作宣傳，引起外界批評不知「飲
水思源」，也讓原本和諧的兩岸關係，憑添幾許波濤，並讓原就單純屬於民生議題的大陸

引水，再次因此一事件而被喚醒記憶。
107年8月5日金門與晉江正式通水，為兩岸的民生交流與合作寫下歷史性的一頁。如果當

初沒有這項大陸引水的創舉，當108年8月26開始，金門連續101天未降雨、再加上109、110
二年的年雨量均少於500釐米時，金門恐怕不僅只是農業災損嚴重，應會連生活用水都出現無
水可用的大難關，所以兩岸通水的最大利益，可以說是在地區用水需求上，相當大程度的造
福了金門鄉親；倘若不是早早便已規畫並著手實踐自大陸引水的計畫，在近3年極乾旱、極少
雨的氣候下，地區鄉親勢必要面對近百年來最嚴苛的旱災及用水挑戰。由金門縣自來水廠的
歷年各類清水出水量分析表中可見，截至109年止，本地湖庫水的清水出水量佔比，已由引水
前的40%銳減為11.02%、地下水的出水佔比也減至44.22%；而大陸原水的出水量佔比已增至
39.23%，不僅出水比例逐年增加，且因調度支援金西地區使用之故，金西地區水井每日減抽
3,000噸，減抽比例達25%。

近年因環境變化，造成全球氣候異變及缺水風險大增，水資源問題早已演變成全球普遍性
關注的重要議題。近3年連續性的反聖嬰現象，更造成全球出現嚴冬和嚴重乾旱的極端氣候，
這也使得原本就少雨缺水、水資源不足的金門更是雪上加霜，109、110年的全年降雨總和僅有
476.5毫米與472毫米，創下地區近70年的最低降雨記錄，如非早有大陸通水支援，以近3年地
區的實際降雨量來看，金門早已被近百年最大的旱災所苦。俗話說飲水思源，當此話用於與金
門水資源相關的議題時，除當感念前賢的真知灼見，排除萬難促成兩岸通水，解救了金門無水
可用的燃眉之急外，也寓意著主事者，宜當審慎思考如何善用大陸引水之助，藉力涵養復育地
區地下水資源、並以最大的使用效率，再生利用得之不易的珍貴水資源、增加湖庫攔蓄量、減
低逕流入海量，以改善或保障地區今後長遠的用水來源。

根據氣象資料指出，金門地區民國 49～110年年平均降雨量為1063.8毫米，其中民105 年
之年降雨量 1,873.1 毫米最多，民國 109年之472.0毫米最少。降雨大多集中在 4 月至9月之梅兩
與颱風季節，約佔年降雨量 73.5%，10月至 12月最少，約佔年總降兩量9.5%，而1月至3月則
佔 17%。月平均降雨量以 12月份之28.6毫米為最低，而以6月份之156.6毫米為最高。而最值得
關注的警訊是109年及110年的年總雨量數，分別為近70年來最低的472毫米與次低476.5毫米，
顯見極端氣候所造成的降雨量大減，正嚴重威脅地區的水資源來源。

蒸發量的高低及蒸發速率的快慢，也是影響水分保存的重要因素，風力的大小、空氣中的
乾濕程度及地表植被的疏茂及太陽幅射的強弱，均會影響蒸發量及蒸發速率。太陽輻射強時溫
度較高，水分容易蒸發；當空氣較乾燥時或風力增強時，蒸發速率也會增加，缺乏植物被覆的
地表，土壤表層的水分也容易蒸發。

金門地處副熱帶氣候區，季風變化顯著，降水量分佈亦達濕潤氣候之標準，但蒸發量也
高，除了近年偶有年雨量高於年蒸發量外，歷年全年累計蒸發量多遠高於降水量，所以在氣候
上顯得乾燥，比較圖如下：

金門地區屬海島地型，雖昔日據稱有大溪流可以通帆，然今日卻皆淤塞，無論是東部之山
外溪、金沙溪、後水溪、前埔溪，或西部之小徑溪、西堡溪、浯水溪大都細流涓涓，源短水小
水源不足，且無灌溉、航運或發電之利，而地區現有的13座湖庫，無一為大型水庫，儲水不
易，又因降雨不均，每逢旱季，常無法應付用水需求；再加上開放觀光與實行兩岸小三通，大
量湧入的觀光客，也加劇地區水資源不足的問題。

在未開通大陸引水前，大金門西半島的水源悉數取自地下水，但因地下水量有限，且有超
抽鹽化之虞，無法充分满足地區發展之用水需求；而大金門東半島及小金門之水源則主要利用地
區的13座小型湖庫蓄水供應，不僅開發成本高，且主要水庫，其上、中游集水區皆位於既有之住
宅聚落、及農、牧區内，難以依自來水法劃設水質水量保護區，致水源受生活廢水、畜牧廢水、
農田施肥、有機農藥，再加上地質溶出及土壤沖出物質之影響，且湖水常期靜置又不流動致優養
化嚴重，藻類繁殖茂盛，近年之監測結果，各水庫在「優養化指數」、「總有機碳」兩項指標均
偏高，超過法定標準數倍以上；又部份水庫鄰近海邊遭海水入渗及底泥影響，鹽化嚴重，致「總
溶解固體量」及「氮鹽」等兩檢項之濃度偏高，旱季之原水水質亦呈現各種臭味，且在加氮消毒
過程中又因淨水流程中還殘餘大量有機物，致容易衍生消毒副產物一總三鹵甲烷，傳統淨水流程
又難以處理，造成口感不佳，並影響消費者健康，長期以來一直為民眾所詬病；高級淨水處理程
序，雖能有效解決藻毒及消毒副產物等問題，但每度水之淨水成本過高，並不經濟。

由於原有之水源開發計畫，已無法滿足金門未來之經濟發展需求，且扣除原水水質惡化
依法應不能作為自來水水源的湖庫水源後，金門幾乎已無湖庫水源可以利用，故自境外引水，
便成為解決金門水資源欠缺及水質不佳的唯一選擇。然而若要從台灣本島引水，便祗有船運一
途，當時所評估的海運每噸運水成本高達700多元，且運送水量亦有限，成本亦高，不符經濟
效益，因而才有自大陸引水解困的舉措，而後續事實也足證明，當初決議引陸水供金，確為有
先見之明的正確選擇。

本縣解除戰地政務開放觀光，及實施兩岸小三通後，大量觀光客與在地居民因生活水準提
昇，造成地區用水需求大增，在原有地表水及地下水源已呈高度開發，並遭污染及鹽化，淨水
處理大為不易，在極需開發新水源以資補充下，金門海水淡化於86年經環保署審查同意開發，
工程計分二期，第一期建設目標日產2000噸淡水，約佔每日用水量十分之一，第二期視需要增
設2000噸產能。106年金門縣自來水廠又爭取中央補助辦理「大金門海水淡化廠功能改善暨擴
建工程」，並於107年竣工，此工程完工後除改善既有設施及周邊景觀，並增設前處理單元，
大幅降低逆渗透（RO）設備的維護成本，且可提供具有符合可直接生飲的水質。

雖淡化海水能瓶裝出售，商業價值較高，惟金門沿海地區海水水質不佳，因而海淡水的營
運成本過高。根據金門縣自來水廠提供之數據，海淡水日產1,000 噸每度成本為新臺幣 48.72
元、日產2,000 噸則每度成本為新臺幣39.39元、日產3,000 噸則每度成本為新臺幣34.77元、日
產4,000 噸則每度成本為新臺幣32.468元，倘按目前每度水的水費單價來看，金門縣自來水廠每
賣出一度海淡水，就將會虧損20幾元；另根據金門縣自來水廠歷年的年報資料也顯示，海水淡
化出水量 ，目前在本縣全部水資源出水量中佔比甚低，其中海淡水佔水廠出水量比例最高的民
國97年，海淡水也僅佔水廠全部出水比例的6.54%而已。

大陸引水確可滿足現階段供水缺口，並確保目前地區用水安全與穩定，由於受先天氣候、
地形等自然條件的限制，金門在開拓新水源上非常困難，如今既已排除萬難達成兩岸通水的目
標，在基於全縣民生需求考量下，主管機關在處置任何兩岸任何相關議題時，皆宜慎之又慎，
切勿讓政治或選舉等其他因素，干擾到兩岸互助合作的現況，或影響到地區的民生才是。

本地湖庫 大陸原水 地下水 海淡水 年總

年份 年配水量 % 年配水量 % 年配水量 % 年配水量 % 配水量

105  3,076,330 40.68  - 0.00  4,441,068 58.72  45,147 0.60  7,562,545 

106  3,197,251 40.31  - 0.00  4,729,547 59.62  5,806 0.07  7,932,604 

107  2,395,880 30.63  776,340 9.92  4,548,114 58.14  102,431 1.31  7,822,765 

108  1,001,464 13.10  2,698,738 35.31  3,607,877 47.21  334,695 4.38  7,642,774 

109  858,777 11.02  3,056,602 29.23  3,445,277 44.22  430,115 5.52  7,790,771 

資料來源	:	1.金門縣自來水廠109年年報	 	 	
																					2.本刊整理	 	 	

歷年各類清水出水量分析表 單位	:	立方公尺

金門地區民國43年~101年  平均降雨量V.S平均蒸發量 比較圖
單位	:	毫米(mm)

資料來源	:	1.金門氣象站。	 	 	 	 	 	 	 	 	 	 	
																										2.金門海洋紀，頁140。	 	 	 	 	 	 	 	 	 	
																										3.本刊整理。	 	

此園區為縣府出租土地予業者，再由業者自行興建廠房，雖
產遊博覽園區土地原屬國有土地，但已經辦理有償撥用，因此所
有權人為金門縣，管理機關則為金門縣政府。在金門縣縣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第49條提到：非公用不動產之租賃期限，建築基地
為十年以下。在金門縣促進投資獎勵自治條例第7條中也指出：
投資人如使用縣有土地開發者，投資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者，自訂約日起，五年內免土地租金、第六年按申報地價年息
百分之一計收，最長以十年為限。
然而縣府未按照土地法第25條的規定，將此案送議會審議

外，在產遊博覽園區的計畫規範裡，承租年限最長20年之期
限，明顯違反金門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若與自治條例相違
背者，應將此案送議會審議並通過才得以進行，但縣府卻自行排
除法律規範。
另有關園區招商及進駐廠商資格、租金的訂定、退場機制

等要項，縣府也未主動向議會說明，在議會全然不瞭解的情形
下，便逕自辦理招商及說明會，不禁讓人想問，對議會的尊重
到底在哪？
據悉，園區廠房土地採出租方式辦理，期限訂20年，然而

廠商的資格條件訂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也
讓人質疑。縣府土地為全體縣民所有，政策的推行更是長遠
悠久，縣府如此聽不見民意機關的聲音，到底是不尊重還是
有心規避呢？



第四版 中華民國110年1月第四版 中華民國111年1月

漁業是海島型經濟的重要產業，金
門位處海島，四面環海，原為一

天然優良漁場，漁產資源豐富，漁業活
動向來為居民生活經濟之一環，而沿近
海漁業發展正可提供一個產業轉型的契
機，也是促進地區經濟繁榮的要項之
一。且地區船釣黃魚盛行，但船席嚴重
不足，應重新檢討漁港船席配置與容
量、以及港埠設施完善與否，提升漁港
整體環境品質，賦予發揮最大的效能與
功用。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資料顯

示，台灣本島與外島共有220處的漁港，
其中9處為第一類漁港（主管機關為行政
院農委會）、211處為第二類漁港（主管
機關為各縣、市政府），然而離島澎湖
縣是擁有最多漁港的縣市共計67處。
金門地區目前有3座漁港，即新湖、

羅厝及復國墩漁港，此3座漁港皆屬於第
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金門縣政府。然
而隨著漁業發展的過程，金門各漁港漁
船過量，超限利用無法負荷，使得漁港
船席不足，故縣府公告自民國103年9月
1日起，禁止外縣巿漁船轉籍、入籍各
漁港。然而，近年來國內因漁業整體環
境多所變遷，傳統漁業之發展與成長受
限，加上工商業快速發展，導致漁村勞
力外流，漁業從業人口也漸趨老化；但
這樣的情形在金門卻是相反的。

海洋經濟熱絡
應正視船席與漁業活動問題  使產業秩序步上軌道 

從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的統計年報資料可得知，自100年底到109年底，
本縣的漁業人員數呈現逐年增加現象，漁戶數也從100年底~109年底的
5,252戶增加至6,051戶。第九岸巡隊所提供的資料也顯示，自106~110年羅
厝漁港非漁船類的其他船舶進出港總次數從一年6,852次增加到9,846次，后
豐泊地的進出港總次數也從一年9,618次增加到13,439次，從如此頻繁的進
出港次數可以看出地區從事漁業活動的人口是不減反增的，顯見海洋經濟
活動日益熱絡。
因漁港船席不足，縣府禁止外縣巿漁船轉籍、入籍各漁港，漁港之使

用也以漁船作業為優先，但金門目前漁業活動相當熱絡，且近年來高經濟
價值魚類如黃魚資源復甦，沿近海漁業活動逐漸熱絡，因此釣魚活動無形
且迅速蓬勃的發展。根據交通部航港局所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110年底，
註冊於金門地區非漁船類的動力小船（係指裝有機械用以航行，總噸位未
滿二十噸之船舶。）共有122艘，反成主流，但受限漁港建設不能滿足現有
需求，故動力小船只能自行尋找泊位。
金門分佈於沿岸天然港口計有約20處，多係天然海灣，可停泊人力舢

我們都會老 金門準備好了嗎？ 
建置縣級老人安養園區  因應金門邁入超高齡社會

一般來說，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人，而當老年人口數占一個國家總人口數的
7%，即為高齡化國家；如果達到14%，就可稱為高齡國家，也就是俗稱的老人國；如

果達到20%，就是超高齡社會。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09年8月發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20至2070年）」資料 ，我國已於民國82年成為高齡化社會，107年轉為高齡社會，推
估將於114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且因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快速高齡化，159年老年人口中將有
27.4%的超高齡（85歲以上）；另根據金門縣民政處最新的人口統計資料，截至110年12月
底止，金門縣人口總數為141,539人，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人口總數為21,806人，占全縣總人口
15.40%，而五十五歲以上人口總數為48,055人，更占全縣總人口33.95%，已超過總人口數的
1／3，顯見金門人口老化的情況更嚴重於全國，領先進入超高齡化社會，也就是這一、二年
間的事。

高齡化浪潮大軍壓境，中央政府積極推動長照2.0政策，以在地老化及長期照顧服務為
主，機構照顧為輔，鼓勵安養機構轉型為長期照顧機構，並以推展日間照顧、居家服務及社
區關懷據點為推展主軸，卻較少著墨於安養服務區塊。然金門因長達三十多年的戰地政務限
縮了發展，許多青壯人口不得不離家移居外地就學就業，留守家園的長輩，如今早已垂垂老
矣，他們需要的長期照護，並不適合像多數有晚輩陪伴的台灣長者一般，可以日間照顧、居
家服務或據點關懷的方式來照顧，全天候的住宿式安養照護，更能切合地區這些超高齡長者
的照護需求。

由於觀念改變，許多地區長者面對老年的生活，已不再局限於在家安養，有更多的長輩
接受並選擇進入安養機構安度晚年，因而傳統觀念中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公立養老院，如今
反倒是一位難求，地區就有許多年長者，正排隊等候進入金門縣大同之家安養晚年。

議員石永城關心地方長輩安養需求，特於本次定期會中提出質詢，並請社會處研議大同
之家擴院之可行性；但社會處回覆擴院質詢時指出，民國86年興建的大同之家，為二層樓、
共120床的RC結構設計，因屋頂佈滿各式管路(線)及搭建隔熱鐵皮瓦片等，其結構已無增建
可行性，且現有院區已無增建空間，如要擴建則需另覓其他處所規劃為新院區。且社會處另
也回覆表示:「衛生福利部盤點本縣長照住宿型機構需求尚需五百多床，係依戶籍人口數計
算，而本縣實際居住人口數為戶籍人口數之58.75%，且依110年長照需求人數(2,980人)及中
央盤點長照需求者入住住宿式機構約20%計算，110年度約估需596床，目前大同之家—安老
組(120床，滿床)及松柏園(175床，入住104床)、福田家園之床位數(110床，入住106床) 共

計405床，金門醫院已通過中央計畫，預計於金門醫院舊院區增設護理之家(70床)，合計475
床，將能滿足本縣住宿式機構之需求。」。乍看社會處所回覆之安養床位數，似能滿足地區
長輩安養所需，但扣除尚未設置的護理之家70床、及收住對象非僅安養老人的福田家園110床
後，實際上可提供給可自理生活之年老長輩的安養住宿式機構，就僅剩下大同之家的120個床
位，此數字明顯遠低於衛福部所估算的596床，無怪乎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多數人都得排隊
苦候。
既然老人安養問題在金門已勢不可逆，縣府相關單位自當及早規劃，以完善地區老年照

護資源。大同之家院區現址既無增建之可能，兼又腹地狹小，難以擴增，縣府何不於西半島
交通便利之處，另覓合適之廢棄營區用地，整體規劃新的安養院區，如此既能解決安養床位
不足、機構分散的問題，又可方便家屬訪視、降低入住者對機構位置偏遠的抵觸感；另遷建
後的舊院區用地，亦可併同周邊原台電、地方法院及縣府等機關用地，另行整體規劃為大型
商業設施或公、商混合區使用，以因應未來都市發展需求。

羅厝漁港與后豐泊地 106-110年其他船舶進出港總次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第九岸巡隊	 	

舨，包括青嶼、料羅、山后、復國墩、峰上、新頭、尚義、水頭、昔果山、
后湖、泗湖、珠山、古崗、后豐港、后頭、羅厝、湖井頭、東崗、南山、湖
下等港，多係天然港灣。動力小船因泊位不足，因此平常只能多停靠以上港
口，甚至有些是無籍船筏，恐衍生許多問題，甚至有安全上的疑慮。
議員洪鴻斌也曾於第六次定期會質詢時提到，現在不管漁船或是自用小

船的發展榮景，對於港口船席需求很大，但地區不符合需求，不知縣府有沒
有計畫？縣民有需求，應設法解決此問題！
目前地區的漁業活動相當興盛，隨著船舶的增加，現行漁港與漁場的利

用，勢必要通盤地調整與檢討。而漁業振興、發展海洋經濟活動除了是產業
轉型的良好契機，也可吸引青年返鄉傳承，並改善漁民生活。
金門以海為母，未來漁業隨著政策導向及適度調整轉型將成為具有競爭

活力的經濟事業，期望政府能正視這樣的課題，提供便民利民的政策，輔導
釣魚產業秩序步上軌道，並正視漁業發展扶植地方產業經濟，同時在兼顧港
區之建設與管理下，規劃興建足夠的船席位，讓地區的海洋經濟走出不一樣
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