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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議會第一次定期大會新里程的開始
議員同仁們深入民間傾聽民意解決民瘼 協助地方建設
本報訊／
第十七屆縣議會第
一次定期大會的第一
天，也是本屆任期一
個新里程的開始。
去年十二月，傅
縣長以及本會全體
三十三位議員同仁同
一天高票當選，文值
在此再次表達最誠摯
的恭賀之意。議員同
仁們，平時深入民間，傾聽民意，解決民
瘼，一言九鼎，協助地方建設，獲得選民
高度肯定，個個都是地方上最具聲望與活
力的問政菁英，未來任期當中，議事效率

一定能順暢，監督縣政的執行也能劍及履
及，俾能滿足民眾的期待及地方中長期的
繁榮發展。
對於傅縣長的新施政團隊，本會有著高度
的期許，大家知道，每位議員都背負著選
民鄉親極大的壓力與託付，對地方發展的
投入是沒有時空缺口的。希望縣府新團隊
在傅縣長熱忱睿智的領導下，能與本會密
切溝通，集思廣益，融合府會關係，共同
為花蓮的未來打拼。
傅縣長在上任之初，立即以實際行動展
現蓬勃的企圖心，即下鄉推動『縣長親民
時間』，率領各單位主管與各地鄉親面對
面，探討地方久懸未決的問題，尋求最
佳解決途徑，一直到現在，每個星期三都

花蓮縣政八年來留下鉅額
的負債，從市區到鄉鎮村
落，都無法杜絕縣民的悠悠
眾口，幾乎十之八九都罵
前朝為政者只會作秀無作
為，在新縣長上任後，證
實花蓮縣政舉債確實高達
一百二十八億元，對此，最
高票當選縣議員蔡啟塔就
說，新縣長在選前既已知花蓮縣政負債高達百
多億元，當然要概括承接，如何規劃還清負
債，才是一位有所有為的好縣長。
選前，知名報章雜誌曾適時披露全國性各縣
市的首長評比當中，十二位將屆滿的縣市長的
人民滿意度方面，花蓮縣是倒數第二名，過去
的種種已成歷史，啟塔建言，新縣府團隊理應
扛起所有的事實，如何規劃還清縣政舉債為當
務之急。
另外，光華工業區的污水處理廠操作營運問
題，啟塔提出花蓮縣政府也應一併檢討如何收
回營運或減少成本支出，真正做到福民益民的
縣政，確實為後代子孫減輕縣庫背債壓力！

關切鳳林環保科技園區未來發展
及整個花蓮30年發展的重要建設
魏嘉賢質詢時強調吃素的
好處，希望縣府能加強向社
會大眾推廣，嘉賢認為吃素
不僅有助於身體健康，也能
減緩地球暖化，據研究每人
每天不吃肉可以減少七公斤
二氧化碳的排放，建議縣府
推動縣府暨所屬機關同仁一
周吃素一天，及學校營養午
餐規劃素食餐，從小養成下
一代素食的習慣。
至於鳳林環保科技園區未來的發展，本席亦
希望縣府能持續推動，不要輕言放棄。
另外，嘉賢也期盼縣府目前推動觀光健檢的進
度，希望縣府能結合地方觀光業者及醫療院所
大力推動促成。
嘉賢還關切攸關整個花蓮30年發展的重要建
設，包括南北濱整體的發展、花蓮火車站興建
後，造成市八市場的沒落、花蓮市肺葉美崙公
園的規劃營造、重慶市場的改建，以及花蓮市
殯儀館的遷移等，縣府的發展策略。

資，吸引更多的國內外旅遊外賓樂意到花
蓮觀光消費，如此，我們花蓮縣才有機會
躍上國際觀光舞台，創造另一波新氣象。
文值於三月一日受到全體議員同仁的支持
與肯定，連任當選第十七屆議長，在此表
達最高的謝意與敬意；雖然有過去八年的
主持議事經驗，但面對未來的議政工作，
心中仍戰戰兢兢，不敢稍有怠忽。而議事
運作及縣政監督工作是否順利，有賴各位
議員同仁的協助與指導，文值在此期盼花
蓮未來政務推動，在各位先進同仁努力之
下，相信必能政通人和、繁榮昌盛，讓我
們美麗的花蓮，成為『東台灣最耀眼閃亮
的觀光大城』。
最後敬祝縣政昌隆祝福大家平安快樂！

針對教育、環保相關議題提出質詢
要求環科園區應設退場機制以免拖垮縣府財政
莊枝財針對教育、環保
相關議題提出質詢，指
新城鄉某國小教師涉嫌
罔顧菸害防制法，在校
園內私設吸菸室公然吞
雲吐霧，行徑囂張：而
某位被推薦為優良教師
的老師，在借調教育處
後竟仍返校將學校營養
午餐的飯菜打包帶回家遭其它同事勸阻仍依然
故我，相當離譜；枝財也要求環保科技園區應
設退場機制，以免拖垮縣府財政。
枝財覺得和平港養灘方式根本是個錯誤示
範，環保局長賴鴻銘表示，經派員實地會勘
後，已選定種植水黃皮等防風抗旱本土樹種，
全面檢討及改善海岸國土保育及養灘效果。
針對花費一億多元整治的七腳川溪，指完工
後缺乏管理、目前河岸沿線雜草叢生、蛇鼠出
沒形成髒亂死角，等於浪費大筆公帑：環保局
長賴鴻銘以台北縣經驗，表示這種情況確實少
見，他也強調「錯誤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施金樹關切吉安鄉北昌輕工業區開發議題

如何還清負債為當務之急

按時舉行，對民眾有關陳情的排難解疑，
的確很有幫助，也樹立了『行動辦公室』
的服務新典範。今年九月開始，蘇花公路
替代方案將進行環評，也是全縣鄉親期待
重大交通改善的關鍵時刻，讓我們共同努
力，促成早日正式動工，帶動東部另一波
的發展與繁榮。花蓮在傅縣長強力規劃及
帶領下，縣政推動的目標相當明確，尤其
在擴大觀光旅遊及招商投資方面，屢有斬
獲，受到花蓮各界良好的評價。展望未
來，希望縣府新團隊，能結合『太魯閣國
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花東縱
谷風景管理處』及『東海岸風景管理處』
等中央駐花單位的爭取與規劃，積極鼓勵
『休閒科技』與『觀光產業』的重大投

發行人：花蓮縣會議長／楊文值
施金樹關切吉安鄉
會址：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23號
北昌輕工業區開發議
電話：(03)8226112
題，針對目前開發中
網址：www.hlcc.gov.tw
所面臨的五年獎勵容
承印：聯統日報有限公司
積率期限屆滿、開發
地址：花蓮市和平路336號
審查時間過於冗長等
問題，希望縣府能儘
速提出解決方法，縣
別提出目前開發上亟待突破的三
長傅崐萁表示會盡力排除開發
點障礙，第一點：目前五年獎勵
障礙、加速建設，讓北昌輕工
容積率期限已經屆滿，希望能夠
業區能在最短時間內搖身一變
推動延長；第二點：開發審查時
成為大花蓮的新都心。
間過於冗長；第三點：目前當地
金樹瞭解北昌輕工業區從前
以企業社等名義設置廠房的地主
縣長張福興任內開始著手突
願意繳納18%的代金，將土地轉換
破重重的法令限制，才得以透過
為住宅區土地，但卻面臨廠房必
「開發許可制」的方式變更為住
須騰空等問題。
宅區，為了有效促進開發，他特

花蓮縣的公投法已通過是否也辦博奕公投 負債多多那裡來花多算少不應該 國家賠償是責任，不是施捨 關心七星潭開發案的進度
有關去年南區某國小
及陽光電城興設的詬病
自由街溝上人家的權益縣府將以人性化考量處理 束手無策嘆無奈坐擁金山愁無財
四名小女生遭老師性
謝國榮關注民眾就業問
題，期盼能透過剛通過的
公投條例，進行博奕公
投，提供花蓮鄉親選擇博
奕事業在花蓮設立的機
會，增加花蓮的就業機會
及商機。
博奕事業澎湖前陣子經公
民投票沒過，花蓮縣的公
投法已通過了，是否請縣府也在花蓮舉辦博奕
公投，並請傅縣長運用擔任立委多年，與立法
院建立的深厚交情，修法在博奕條款中加入偏
遠地方也准予經營博奕事業等條款。
此外，本席也關心自由街溝上人家的權益，
因有多位溝上人家向本席陳情，說要他們拆除
不是問題，但是否可在原地加蓋，做為觀光夜
市，以保障他們的生計。
另外，國榮針對目前民孝國宅有七戶一樓的
店鋪賣不出去，是否可將警衛室旁2間較大的店
鋪，由縣府購買後，租借給當地民眾當老人活
動中心使用。

針對縣府財政困
窘，而傅縣長把遷建
殯儀館及清潔隊、國
際觀光健檢等需要花
大筆經費來完成，秋
旺在質詢時問傅縣長
應如何處理？秋旺以
自己夢到達摩大師指
點：「負債多多那裡
來，花多算少不應
該，束手無策嘆無
奈，坐擁金山愁無
財。」並說，如何打造金山去問傅 崐 萁縣長。
秋旺看到縣府拼效率、執行力、拼經濟力，每
週三不間斷的縣長親民時間，解決很多民眾陳
年老案或得以受到政府重視問題、解決問題，
是拼命三郎型的行動縣長。
花蓮縣長傅崐萁在質詢處女秀回應議員李秋旺
質詢時表示，對鄉親的承諾不會打折，有關東
部鄉親高度關切的蘇花山線改善工程等議題。

侵，受害人卻至今未
收到國賠，曉玫於縣
議會質詢縣長為何上
任後下令撤回前任謝
深山縣長送交花蓮縣
議會審議的某國小教
師性侵學生案國家賠
償金追加預算。
曉玫要為受害家屬
說，2010年12月29日
傅?萁縣長上任第九天，下令撤回前任謝深山縣
長送交花蓮縣議會審議的某國小教師性侵學生
案國家賠償金追加預算，當時此舉就引發各界
質疑；縣議會還為此發文勸諫縣政府「經查該
案既經完成國賠議程序，應儘速籌款支付，以
維政府形象」。
然而，去年十一月中旬三戶受害家屬與學校所
達成的國家賠償協議，一直拖到今年4月30日，
最後付款期限都已超過了，花蓮縣政府仍然拒
不付款，顯然傅縣長沒有接受縣議會的勸諫。

交通違規取締警方應儘量多溝通勸導少開單

警察風紀弊案、鳥踏石購物廣場的營運、
歧視檳榔產業等多項議題張峻提出質詢

針對警方執法尺度，何禮臺
利用縣政總質詢時機，提出個
人看法，禮臺自己參選五次，
最多出動五部遊覽車造勢，但
從來沒有警方對我舉過牌，為
何傅縣長去年登記參選時，卻
遭花蓮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
舉牌警告，禮臺質疑警方執法
有多重標準。縣警局長周威廷
坦承，上述情節的確值得商榷，已針對執法妥
當性確實檢討，未來對集會遊行活動將一視同
仁，不會有差別待遇。
禮臺已參選五次，而最近鄉鎮市代表、村里
長選舉期間，禮臺很怕警方出怪招，是否違反
集會遊行法，應該有一套客觀標準。禮臺認為
警方不應針對特定人選祭出集遊法，否則多數
候選人在選舉期間皆有類似造勢活動，若矯枉
過正，將造成各候選陣營無所適從。
禮臺接到民眾投訴，最近發生有議員打給南
區某警員，過程卻遭錄音，令他頗覺詫異，另
外，也建議警方執行交通違規取締勤務時，儘
量多溝通勸導、少開紅單。

最近新聞媒體經常刊載警察
一些風紀弊案，張峻回想民國
八十五年喧騰一時的「周人參
電玩弊案」發生時，多少警界
菁英被移送法辦，歷史的殷鑑
尚且不遠，對於警察的損傷，
至今餘痛猶存。但可歎的是，
警察風紀猶如野草般的生命韌
性，總是春風吹又生。請問局
長對縣轄員警及偵查員風紀是否有信心？是否
有具體的做法來防範類似事件在花蓮縣發生？
至於花蓮漁港的「鳥踏石購物廣場」早在
九十六年四月就已完工，但是到現在還沒有開
始營運，希望能盡快營運，帶動地方產業發
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張峻發現檳榔產業長期受到政府的漠視跟歧
視，連基本的普查工作都無法進行，誰也都無
法說出正確的生產面積及從業人口，經參考
一九九四年台灣農業報的資料，雖然目前實際
種植面積可能還有些微的增加，當年花蓮縣的
檳榔種植面積約有四千一百三十五公頃，占全
省檳榔種植面積之百分之十。

蕭文龍針對砂石車專用道興建進度
及壽豐溪疏浚等議題表達高度關切

違反集會遊行法舉牌警告有多重標準？

黃振富籲助縣內各商家都取得國旅卡特約店 能納入。
我覺得花
本於便民及職責給予弱勢最大的照顧 蓮 以 觀 光 立
振富要求縣府協助
縣內各商家都能取得
申請，成為國民旅遊
卡特約商店的資格，
以爭取國民旅遊卡廣
大商機。傅縣長表示
將用最大的誠意去推
動，希望花蓮全區都

縣，國民旅遊卡的商
機顯而易見，而且花
蓮處處都是優質的觀
光景點，但我們的商
店卻有多達4/5的商
家想申請卻被拒絕加
入，而且有的商家隔
壁的店家可以加入國

民旅遊特約店，但他
的卻不能，請縣府能
協助商家解決。
此外，振富也關切
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
申請政府補助時所耗
費的時間、金錢等成
本，希望縣府能本於
便民及照顧弱勢的
職責，給予最大的照
顧。

針對砂石車專用道興建進
度及壽豐溪疏浚等議題，
本席表達高度關切。縣府工
務處代理處長鄧明星表示，
溪口至月眉段已完成細部設
計，至於光復至月眉段全縣
長達三十五公里，總工程經
費高達新台幣六至七億元，
非地方財力所能負擔，已積
極向中央反映爭取補助經費。
文龍認為，花蓮以觀光立縣，砂石車太多不
僅影響安全也損及遊客觀感，砂石專用道完成
後，一噸砂石可節省二十元運費，三年即可還
本。另也質疑台九線分隔島路樹種植欠缺妥善
維護，美觀程度遠不及大陸偏遠鄉下，我們要
把環境整理好，觀光產業是要常態性，不能像
火花短暫絢爛。他並舉鳳林消防隊旁民眾利用
私地種植波斯菊，成為遊客造訪拍照句點。
鄧明星指出，本縣地區是山高水急，河川疏濬
速度遠不及淤積速度，因此堤防越蓋越高，實
非整治河川根本之道。

施慧萍
在議會質
詢中問，
七星潭的
開發案進
度如何？
民眾擔心
到七星潭
遊玩看海
及停車都
要付費？
以 及 七
星潭交通擁擠，如何改善截彎取
直，高架橋目前進度到那裡等議
題提出質詢，並要求縣府說清楚
講明白以解民眾高度疑慮。
縣府觀光旅遊處代理處長郭俊傑
表示，七星潭濱海渡假村開發計
劃案位於縣級風景區內，大部分
的土地是國有的公有土地，現在
縣府正努力將七星潭特定區的土

陸客來台1/3會來花蓮對外交通妥善規劃因應
張正治盼建構高品質無縫隙的觀光交通服務
花蓮的對
外交通是否
可以滿足與
日俱增的國
內外觀光客
群，正治期
盼縣府能妥
善 規 劃 因
應。
正治認為近年來花蓮觀光產業蓬
勃發展，尤其開放陸客來台後，
每日陸客來台人數約有7200位，其
中約1/3會來花蓮，交通的安全與
便捷是觀光產業發展相當重要的
ㄧ環，目前花蓮主要對外交通鐵
路、公路及航空，北迴鐵路運量
及速度的改善、蘇花高的興建期
程等，都將直接影響花蓮觀光產
業未來發展的能量與願景，希望
縣府及路海空能妥善規劃因應。

邱永双建議縣府利用花蓮大橋周邊 一曲，表示來自海洋故鄉的部落，
優美景觀增加景觀台等觀光硬體設備花蓮溪出海口是太平洋黃金海岸最
具願景的角落，認為政府應先有經
本席建議縣府利用花蓮大橋周邊優
美景觀，增加景觀台等觀光硬體設
備，之前吉安鄉公所規劃以一千五百
萬改善溼地生態，利用花蓮出海口作
海祭公園，遊客可以騎腳踏車一路暢
遊至阿美文化村。
原住民議員余夏夫補充時特地高歌

地從過去非都市土地模式，規劃
以保育為主的都市土地，希望藉
由縣府先行規劃同時兼顧地方發
展及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慧萍知道縣府興設於六期重畫
區之陽光電城眾所詬病，媒體也
報導外觀猶如納骨塔或鐵工廠，
甚至有人說晚上黑影幢幢，有無
可能改變外觀？如何活絡起來？
城鄉發展處代理處長王國洲表
示，陽光電城去年12月5日部分完
工啟動後，預計每年生產電力19萬
度，預計每年賣電收入45萬元，
這一塊3.34公頃的土地，有洄瀾
之心的造景工程及陽光電城，其
中有4座建築物含（咖啡館、生鮮
超市、資訊館等），因經濟的蕭
條，目前只有陽光咖啡廳尚在苦
撐，另外還剩下2個攤位，提供社
團在假日做社展活動使用，未來
陽光電城，將採用ROT促參法的
方式，促進廠商參與公共投資，
委外招商來規劃。

費再來規劃，不要作無謂浪費，希望
具體有效帶動地方觀光，塑造觀光休
閒地點。
本席笑稱，余議員的歌聲像阿美文
化村沒落般越來越低沉，文化村最早
在南宜昌、當年車水馬龍如今卻乏人
問津、就像門前的雕塑讓頭目掉眼

此外，正治也為員警們的認真
負責卻得不到應有的掌聲而打抱
不平，我們經常看到警察在幫助
人，統計一下最近報紙刊載就有
多達四十多件警察助人的報導，
但往往因為少數媒體的負面報
導，就讓大家對員警的表現有所
誤解，希望縣府能多給表現優秀
的員警們表揚及加油，還有員警
們在值勤、進行蒐證等工作時，
攝影器材是相當重要的設備，建
請每個派出所都要配備至少一台
攝影機。
另外，正治也希望縣府能建構全
縣4條南北向的自行車道，串連縣
內各風景點，搭配火車、公車站
等交通點，並結合各地方服務中
心、餐廳等，成為有系統的觀光
服務網絡，打造全縣自行車道無
縫隙的交通體系。

淚。
傅縣長表示，縣府將各鄉鎮已經做
好的觀光規劃案整合起來，吉安溪到
花蓮溪整個二點五公里整理開發、
九十六年營建署已列入國家級溼地，
但此帶狀區塊政府投資不明顯，執行
到底花了多少經費，本席主張應從立
霧溪一路往南延伸、到花蓮港、美崙
溪直到花蓮溪出口，整條線都是非常
珍貴的海洋資源，很好行銷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