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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財政缺口高達一百零

幾億，首先針對績效不彰

的出國考察進行經費刪減，原本

一千四百至六百萬的費用，將剩

下一半或更少。

　我認為縣政府平常與議會的溝

通不是很深入，彼此的部分認知

有差距，因此才會造成有時縣府

、議會不協調的情況，加上縣政

府部分政策沒有落實執行，有必

要為人民看緊縣政府的荷包，因

為那都是民眾辛勤工作納稅的血

汗錢。

　為了補滿財政缺口，只好把不必要的支出刪減，其次，考量

刪減執行不力的政策經費，因為花一塊錢不代表能賺二塊錢回

來，存一塊錢下來才能留下一塊錢，因此，我建議縣政府盡量

不要出國及辦活動，所以縣政府今年才會停辦「星光大道」活

動。　                             

府會須加強深入溝通

這次總預算審查還在進行，出

國考察預算已被刪減至一半

或更少，對於縣府高達一百多億

的財政缺口不無小補。

　我認為，錢要花在刀口上，關

於民生、建設等相關議題所需預

算，應視需要審查，如果縣府認

為刪掉後不足以支應相關費用，

可再提追加預算，拿出數據證明

經費流向以及效率是否彰顯，說

服議員同意追加預算。

　身為地方民意代表，幫助選民

看緊荷包是職責所在。

  關於中央補助款，我認為沒有刪減的必要，我尤其對於中正

路拓寬、易淹水地區整治等預算特別重視，也認為這幾項對於

民生、地方發展至多重要，在財政短缺的現在，有中央資源挹

注協助地方建設，又何必去阻擋呢？

中央補助款不必刪減

1.刪減總預算及支持總預算

  的理由？

2.對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

  的刪減理由？

發 燒 話 題

做為議員，我必須反映民意，

過去鯉魚潭水舞被質疑並未

帶來外地觀光人潮，但當地商家

表示去年已有進步，所以我們也

願意讓今年增加為一千五百萬元

的預算通過。

　縣府應審慎對待預算，像山興

黏土專業區開發案，將使用卅五

年以上、開採黏土以火車運到縣

境內水泥廠，事實上僅台泥位於

鐵路線上，若台泥需要就自己花

錢去做，縣府已窮得要死，何必

還花三千萬元公帑去規劃？且本案對當地衝擊很大，但未與當

地民眾溝通，就運用縣府的權力把規劃費編入預算，所以我才

提案刪除這項預算。

　出國旅費也受到民間批評，未來兩年應好好消化這些累積的

資料，好好施政。此外，農產促銷活動辦了那麼多，究竟效益

如何？應有檢討報告，爭取議員支持。   

我認為不必去刪總預算，雖

然替老百姓看緊荷包是議

員的責任，但我們也要考慮到地

方政府的財政都很困難，沒有足

夠的錢可運用，縣府能不能把該

做的事情做好？議員也應反映選

民心聲，而選民的需求有很多都

需要縣府編預算來支應，巧婦難

為無米之炊。

　評量縣府執行預算的能力和施

政成效，我對其過去的辦事成效

當然不是很滿意；但我也看到了

官員們知道有很多做得不夠好的地方，願意檢討、改進，為了

讓花蓮縣更好，我認為再給他們一次機會沒什麼不好。

　許多議員認為出國旅費相當值得商榷；但我並不贊同刪除這

筆預算，若能學習到別人的長處、帶回來運用在花蓮，有什麼

不好呢？最後議會同仁通過刪除一半的出國預算，我自然必須

服從多數；但其它的預算我就不贊同再刪了。

經費支用成效應檢討

縣政府總預算不必刪

目前縣府債臺高築，財政拮

据，縣府應該效法企業精

神，將錢花在刀口上，尤其縣府

這幾年來所辦的活動，並沒有太

大的效益，像出國考察及活動等

浮濫的預算應該刪減。　

　縣府舉債有政府公債法的規範

，長期負債以百分之四十五為上

限，縣府財政狀況已快達百分之

四十五上限，換言之，再不開源

節流，明年縣府就會宣布破產，

因此議員要嚴格監督預算編列。

　我認為雖然全國各縣市都有舉債情形，但花蓮舉債的效益非

常低，應從嚴審查預算，對於中央補助款，由於得來不易，幾

乎不會刪減，對於地方配合款，只能就中央補助款來編列，縣

府對於中央補助有行政裁量權，只要預算通過，全民就要一起

承擔「共業」，議員只能預先做好嚴格的預算把關動作。              

對於今年縣府總預算，我認

為在部分出國考察費用上

，確有刪減的必要，在縣政經費

拮据、縣府舉債已達上限的情形

下，對相關預算的審核更要嚴格

把關，但是對於有關農業發展和

保障農民生計的預算，身為農民

子弟的我，對於這部分的議案，

表達全力支持之意。

　我是農民出身，對於農民的辛

苦最能了解，常常因為天災或交

通運輸問題，造成農民損失慘重

，所以對於照顧農民的相關議案，一定力挺到底。另外有關發

展觀光事業部分，也是本縣最注重的經濟命脈，只要是對花蓮

經濟發展有重大幫助的議案，我也一定會支持。

　我對於中央補助款的看法與地方預算相同，都必須用在真正

能幫助民眾生計及建設發展，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在刀口上，才

不負選民所託。                        

縣府錢要花在刀口上

出國考察費用應刪減
縣政總預算到最後還是要通過

的，因為總預算的執行畢竟

關係著花蓮縣三十六萬縣民的福

祉，因此，縣長謝深山及議長楊

文值這花蓮主政雙巨頭，應運用

智慧、審慎思考、取得共識，達

到縣政順利推動、議政充分監督

的雙贏局面。

　縣政府各局室每年編列總預算

已有相當的經驗，議員們為縣民

看緊縣政執行經費是應盡的本分

，但是大前提應該先存信任之心

，相信縣府局室的規劃能力，讓各單位能「膽大」的執行，而

「心細」的監督工作就交給議員同仁來發揮功能。

　總預算的審議不是刪除了某些數字就表示盡了本分，一項百

萬經費的建設，結果以七十萬通過，字面上是為納稅人節省了

三十萬元，但該項建設是否能按計畫完成、是否能達到原有的

效益、是否能造福民眾，值得有關人員深思。

府會應設法達到雙贏

府會關係生變，縣政總預算審

議遲遲未能完成，是因為有

人從中作梗所致，受傷害的是縣

府的執行能力、縣民對議會的寄

託、花蓮三十六萬民眾的福祉，

因此，希望府會的領導者好好的

溝通，沒有化解不開的誤會。

　花蓮縣府會的關係數十年來一

直相當和諧，雙方良好的互動讓

花蓮步步成長，但是去年審議縣

府九十七年總預算時有了閒隙，

導致議會罷審預算，誤會的產生

導因於人為因素，造成府會之間出現對立情形。

　縣府推出施政計畫、經費預算，議會詳實審議、監督執行是

應盡的本分，但是因為未能達成共識而延宕了施政工作的時間

，對內、對外均不利於地方。因此，雙方應拋開人為因素的影

響，就施政計畫、地方發展、縣民福祉坐下來深入研究，以大

局為重，化開莫須有的誤會，帶領花蓮走向繁榮、走向幸福。

府會和諧是縣民之福

人民的納稅錢都是民脂民膏

，不要隨便浪費。

  縣府財政拮据有財政拮据的作

法，尤其目前縣府債臺高築，更

應該開源節流，將每一分錢都花

在刀口上，不要只是舉辦效益不

大的「星光大道」或「鯉魚潭水

舞」活動，要將非必要且無法達

到預期效益的活動費用刪減至最

低。

　縣府有些政策並沒有落實執行

，縣議員須為民眾看緊荷包，嚴

格審核縣政府的預算，讓每一分血汗錢，都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付出一塊錢，最好要有賺兩塊錢的效益，才能彌補龐大的財

政缺口，除了要刪減執行不力的經費外，還需要求縣府提出具

體成效，或是嚴格監督政府執行的每一項預算，這樣才能說服

民意代表及縣民支持及配合縣政府的相關政策。

縣府更應該開源節流

我認為環保局針對中華紙漿追

加預算增設「聞臭室」，是

一件「因人設事」的作法，認為

無追加預算的必要。

　我認為，花蓮縣環保局所編列

的聞臭室檢驗相關經費，都是針

對「中華紙漿公司」單一個體所

做的設計，顯然不符合程序原則

，更有「因人設事」的嫌疑，希

望刪除該筆預算。

　部分議員則認為，不反對環保

局設置「聞臭室」檢測花蓮縣環

境品質，但是希望檢測的對象不要僅鎖定中華紙漿公司，應以

全縣所有臭氣來源為偵查對象。

　我認為聞臭檢驗係人為檢驗，並非採用科學儀器檢查，易受

到個人好惡影響，缺乏公正客觀檢驗機制，恐將引起爭議。

　對於水舞經費增編，我認為，花蓮雖以觀光立縣，對於環境

的要求固然要採高標準，但是一切做法還是要有「適法性」。

因人設事預算應刪除
「不要因為意識型態影響

基層農業正常發展」

！這是我對此次花蓮縣總與算審

查時所堅持的「原則」。

　由於花蓮縣財政缺口日益嚴重

，議員們在本屆第五次定期大會

審查縣府總預算時為不讓財政缺

口，日益擴大，針對「該通過與

不該通過」的預算，格外謹慎，

尤其就出國考察費用，更是「大

刀伺候」，但是我要大聲疾呼「

不要因為意識型態影響基層農業

正常發展」！

　我認為，為維持縣政的正常發展與進步，以及顧及基層農民

的權益，刪減總預算不可「意氣用事」，更不可「因噎廢食」

，否則基層農民情何以堪？雖然縣府是處於舉債的局面，但是

攸關基層農民、農政團體開拓、促銷、行銷農特產品的預算，

尤其行銷海外的預算，不容刪減。

議員的職責就是妥善監督「縣

政運作」，對於縣府總預算

的審查，我認為一定要扮演好監

督角色，否則就對不起選民，對

於總預算中國外旅費的審查，我

認為有刪除的必要。

　縣政府今年總預算中編列了一

千四百多萬元的出國旅遊預算，

雖然其中大多是農政單位國外促

銷旅遊費用，但是我認為，如此

的作法，對基層農民並沒有多大

的助益。尤其在縣財政短絀，財

政缺口擴大的現在，以債養債，債留子孫，假借國外進修，魚

目混珠，變相旅遊的作法。

　所以針對今年度縣府總預算國外進修預算，我建議悉數刪除

，將預算中「國外」更改為「國內」，才是符合民意的作法。

　我同時呼籲縣府對於日益擴大的財政缺口，也需積極擬出一

套改善的方針，儘量樽節無謂的開銷。

花蓮縣各鄉鎮所設置的監視器

，因鄉鎮公所經費短絀，缺

乏保固，功效不彰，我希望縣警

局統籌規劃及保固，使監視器發

揮應有功效。

　至於各鄉鎮主要路口增設監視

系統，依地區治安狀況及公平性

，目前將在花蓮市設置十五具、

吉安鄉二具、新城鄉三具、鳳林

鎮二具、光復鄉二具、瑞穗鄉二

具、萬榮鄉二具、玉里鎮二具、

富里鄉三具、卓溪鄉一具。至於

秀林鄉及壽豐鄉，因壽豐鄉去年發生東華大學女學生性侵案時

已提前設置，秀林鄉則因設置密度過高，暫不考慮設置。

　有鑒於各鄉鎮公所目前所設置的主要路口監視系統，因缺乏

保養，大多失去功能，但又礙於經費短絀及專業人才，所以我

希望縣府及各鄉鎮公所將主要路口監視系統的經費統一交由縣

警局處理，期使監視系統能發揮最大功效。

意識型態勿影響農業

監視器經費由警處理

國外進修預算應全刪
我覺得這次縣政府所編列的

總預算，經過嚴格的審核

，除了出國考察部分，基於社會

的觀感，及目前縣政財政吃緊的

狀況下，有適度刪減的必要，但

是我也提出附帶決議，如果對縣

府認為對縣政發展確有必要的考

察，可以追加預算的方式來辦理

，避免因此影響縣政發展。

　以目前縣府自有財源不足的情

形下，經嚴格審核後，我認為縣

府各單位所提出的各項議案，幾

乎都是地方建設、發展所急迫需要，也無多餘或額外的款項可

供浮編，所以對縣政府的提案皆表達支持之意。

　而對於中央補助款部分，為縣府針對各項重大建設向上級所

極力爭取得來，由於向中央爭取補助款極為不易，縣府好不容

易得來的建設經費，自然沒有刪減的道理，不過仍是會善盡民

意代表的職責，監督縣府確實執行預算建設花蓮、繁榮地方。

出國考察預算須刪減

花蓮縣財政缺口日益增加，是所有縣民所關切的事，身

為議長的我有義務扮演好監督的角色，除對開源節流

表示關心外，對於行政作業的疏失也是重點工作，希望縣

府重視縣民的權益。

　針對財政缺口問題，我與大部分議員的看法相同，預算

的編列，一定要用在對縣民有幫助的公務上，舉凡有絲毫

的浪費行為，我都不會同意，此次刪減出國進修預算，就

是最好的證明。

　對於縣府違法行政方面，也是我強力監督的重點，有關

花蓮市長蔡啟塔涉嫌「瀆職」一案，我根據律師調卷得知

，是由花蓮縣府政風室配合調查局東機組執行「監聽」作

業，政風室如此的作法，是否合理？合法？

　據我所知，政風室只有行政調查權，沒有司法警察權，

所以不應有監聽的行為，更何況具有司法警察要執行「監

聽」作業尚須向檢察官申請，所以對於花蓮市長蔡啟塔遭

檢調單位「監聽」一事，政風室要做出交代。

　我對於縣政的監督責任絕不會因人情而有所改變，當然

也希望所有同仁配合，在權責範圍內，確實扮演好議員的

角色，使縣政在有效的監督下，蓬勃發展。

絲毫浪費 縣議會都不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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