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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對於機場噪音長期荼毒新城
鄉民提出建議，首先請教居住在空
軍航道下的縣府局處一級主管有幾
位，二十幾人當中僅有兩人舉手，
接著要用投影片來讓大家體驗佳山
基地跑道頭端五百公尺，飛機起降
時瞬間的噪音，也從影片中聽到嘉
新村居民不滿的怨言，村民忍受
二、三十年的噪音，而國防部僅補
助了區區兩萬多元，相當不合理，
我建議補助水電等費用，還有軍方
施作的隔音牆，民眾也認為根本沒
用。
   根據本席了解桃園噪音補償
二十一萬，台北十五萬，其他縣市
都比花蓮高，可憐後山花蓮民眾連
噪音補償費都比人矮一截，如果公

部門違法，可不可以開罰單，檢測
若固定在一地方，不能到任何地方
開罰單，飛機不是在定點飛，沒有
依據可以發罰單，那有無依據不能
開罰單？縣庫財源困窘，想辦法開
閉財源，到九十八年底房屋稅地價
稅因此短徵十四億兩千萬元，一年
每一架次開一張，可以比照警方編
列罰緩收入。邀請縣長帶領局處首
長到新城鄉住幾天。體驗軍機噪音
無所不在的疲勞轟炸，不是我對不
起縣長，是軍機實在太吵了。
  本席特別要說的是，錢給的少就
算了還拖拖拉拉的截至目前才補助
七八六九戶尚未補助七七五八戶，
達成率僅五五點一四，照此進度來
要七十年，兩千一百五十五萬提撥

百分之六十給新城鄉，使用者付
費，受害者是否給予相同禮遇。
十四億要不回來，自己設法籌措
財源，議會願意對開罰行動背
書，我認為新城鄉的嬰兒不用到
海邊撿石頭練膽，從小聽軍機噪
音就夠了，我認同傅縣長在親民
時間展現的施政魄力，包括解決
懸宕數十年的陳年老案，如過連
傅縣長都沒辦法，還有誰辦得
到？
  本席再強調，新城鄉為配合國
家安全，每天面對巨大噪音的地
方，政府對他不聞不問，每年預
算少得可憐，教新城鄉民情何以
堪？

新城鄉空軍機場的噪音及補償費
副議長賴進坤建議可對擾民的軍機噪音開罰並提高補償費

  

本席針對最近喧騰一時
的卓溪鄉狼師事件國賠
案呼籲各界不要再大肆
渲染，讓受害家屬及學
童們受到二次、三次，
甚至四次傷害，傅縣長
相當認同呂議員的意
見，並指出縣府除了要
加強防止類似事件再次
發生外，已發生的這件
憾事，縣府也會採秘

密、低調方式進行。
  本席也關切陸客包機
直航花蓮帶動花蓮觀光
相關產業的效益，希望
縣府能建議花蓮機場美
化周圍環境、增添相關
宣導設施，以及培養全
縣縣民都能擁有國際觀
光都會的優質公德心，
並落實相關政策協助原
住民朋友爭取這塊觀光 大餅。

國賠案呼籲各界不要再大肆渲染
關切陸客包機直航帶動相關產業的效益

  本席非常肯定縣長傅
琨萁上任以來的種種政
績外，並針對瑞穗紅葉
溫泉特定區的開發案及
山坡地造林政策補助不
公等議題提出質詢，傅
縣長強調「維持原有
風貌是縣府最重要的堅
持」，縣府絕對有信心
將瑞穗紅葉溫泉區打造
為國際級的溫泉渡假勝

地。
  本席雖然樂見縣府
推動瑞穗紅葉溫泉特
定區為當地民眾帶來生
活條件的改善，同時也
憂心開發後會如同南投
廬山、臺北烏來等地一
般，原住民土地被財團
所侵佔，獲利的不是原
住民而是財團，希望縣
府能夠多加關懷原住民 並尊重在地的意見。

瑞穗紅葉溫泉特定區開發案

  本席請問縣長傅琨萁
一個問題，針對「何謂
村莊？何謂部落？」兩
者區別為何？本席認為
這是漢人社會長期對原
住民存在歧視，早期各
部落叫「番社」，象徵
蠻荒落後，如今原住民
待遇雖獲大幅改善，但
要達到真正自治仍有極
大差距。
  根據本席了解，目前
縣府推動兩岸觀光直航
包機，每天有高達五、

六千名大陸客到花蓮遊
覽消費，利益僅是少數
財團，原住民卻只能乾
瞪眼，希望縣府可以拿
出具體辦法，協助原住
民爭取陸客團帶來的商
機，改善經濟生活。
  原住民樂天知命，平
日在原鄉多半以狩獵、
撿蝸牛、採野菜、管理
自己的事務，在產業基
礎非常薄弱情況下，需
要縣府伸出援手，最近
我跟族中耆老探討，醞

釀成立顧問團，絕不能
讓部落文化斷送在這一
代，因此成立部落生活
公約、戒檳、戒酒，不
過尚未成立法人團體。

瑞穗紅葉溫泉特定區開發案

  

關於台灣水泥公司製造
過程中產生氟化鈣排
放外洩問題，深恐居民
生命安全受到影響，本
席希望縣府能夠加以解
決。
  本席認為台灣水泥公
司，當初於和平設廠
時，曾承諾培訓原住民
就業，但如今原住民員
工所剩無幾；傅縣長努
力爭取蘇花高興建不遺
餘力，卻遭到中央政府
「環境影響評估不通

過」的一句話，蘇花高
就因此停擺，相較於
此，和平的金山石礦開
採案及和平火力發電廠
卻可輕易通過，不僅致
生灰塵滿天飛，還要吸
收處理醫療廢棄物，更
可怕的就是該廠使用氟
化鈣問題，請環保局解
釋說明氟化鈣對人體的
健康的到底會產生甚麼
影響？
  還有空污監測部分由
誰來負責執行及監測數

據結果由誰來做報告？
環保局局長賴鴻銘則表
示，目前由空污監測器
定期產生相關資料數
據，每個月環保局稽查
做資料檢視判讀。

台泥氟化鈣排放外洩問題
深恐居民生命安全受到影響

  本席要對原住民地區
公共建設等議題提出看
法，我認為公共工程不
應有南北差異，質疑投
入在南區的建設經費與
北區有很大差別，縣
長傅琨萁舉實際數據，
指今年原民會核定四項
工作計畫經費，南區鄉
鎮所佔比例約四分之一
強，與當地原住民人口
所佔比例相當，他也重
視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
進度與手工藝品展售等

相關議題，指示原住民
行政處協助推廣並朝精
緻化、提生產值目標邁
進。
  本席第一次質詢，首
先要替住在南區原住民
鄉親抱屈，我認為南區
原住民部落需要施做的
產業道路公共工程非常
多，相關經費都是中央
原民會補助，希望能再
增加一點，我質疑原民
會許多工程經費不是擺
在原住民地區而是原住

民比例較低的其他鄉
鎮，教眾多南區原住民
情何以堪？

原民地區公共建設不應有南北差異

  本席要來關心地方農
路、堤防、排水溝、自
來水、護坡及橋樑等基
礎建設，將所彙集到南
區民意的需求反應給縣
府相關局處，希望縣府
能儘速派員到場會勘，
並籌措經費滿足民眾的
需求，我還建議縣府應
積極向中央單位反映，
尤其花蓮原住民人數是
全國第一，應多向原民
會爭取經費，加強縣內
堤防或農路、排水溝等

基礎建設的落實。
  還有許多民眾切身相
關的農路、蓄水池等需
求，據本席了解這些需
求都已取得相關同意
書，希望縣府能儘快施
工落實，還有瑞穗村設
置跳舞場、多個部落聚
會所遮雨棚，以及颱風
季快到了，瑞祥村等地
擋土牆應盡快施置，還
有富源第七鄰簡易自來
水擋土牆設置、松埔里
的中央部落擋土牆、部

落聯外道路及部落飲水
工程等問題，陳英妹都
希望縣府能儘速落實及
改善。

加強地方基礎建設的落實

  本席非常肯定傅縣
長上任以來帶領縣府
團隊積極投入各項縣政
建設、落實服務便民政
策，成效有目共睹，根
據最近的媒體民調顯示
花蓮鄉親幸福感高居全
國第一名，縣府施政滿
意度治安、就業等七個
項目中有四個項目獲得
全國第一名，上任半年
就有如此優秀的政績，
若連續執政8年花蓮一

定會更好。今年初縣府
舉辦的2010太平洋國際
觀光節活動，傅縣長每
天親自到現場與民眾們
一起觀賞表演，就算是
下雨天傅縣長也與觀眾
們一起穿雨衣看表演絲
毫不受大雨的影響，讓
表演者感受到花蓮的熱
情，孫永昌表示原住民
傳統文化是花蓮重要的
文化資產，建議縣府下
次再辦類似活動時，能

邀請原住民優秀藝人表
演，同時也能穿插原住
民歌唱及舞蹈演出，展
現花蓮原住民優質的文
化及旺盛的活力。

展現花蓮原民優質文化及旺盛活力

本席針對蘇花替完工後
的交通配套、重點區域
裝設路口監視器等議題
要提出質詢，希望縣府
加以重視，加速推動執
行。
  根據本席了解，中央
一再宣示，只要環評通
過，蘇花山線改善工
程，最快今年底，明年
初即將動工興建，花蓮
鄉親多年引頸期盼一條
安全回家的路一旦完
工，大批外地車輛湧

入，勢必造成市區交通
壅塞，為避免崇德到花
蓮市的交通及市區停車
問題，縣府應及早規劃
配套方案，積極向中央
爭取經費加以改善。
  本席了解花蓮地區之
前發生重大竊案，警方
卻遲遲無法偵破，本人
認為少了路口監視器紀
錄可疑人車畫面，才會
錯失破案重要線索；
警察局長周威廷倒認
為監視器並非改善治安

的「萬靈丹」，尤其
花蓮地震、颱風災害
多，貴重的監視器材
長期在戶外受到風吹
日曬雨淋，不僅故障
率高，維護費也相當
可觀，不過仍會參考
地方意見研議改善之
道。

蘇花替完工後的交通配套
重點區域裝設路口監視器

  本席對傅縣長就任五
個月以來各項施政表示
肯定，同時也請傅縣長
注意身體健康千萬別過
度操勞，本人同時要對
鯉魚潭水舞今年為何停
辦、志學中正道路拓寬
等議題提出質詢。
  本席要問鯉魚潭水舞
活動非常好今年為何停
辦？鯉魚潭是台灣十大
風景區之一，有其得天

獨厚特色，也是觀光客
最愛景點之一，也請縣
府加速推動鯉魚潭纜車
設置計畫，豐富當地觀
光資源。
    對於志學中正路拓
寬問題，本席也建議能
朝向美食街與人行步
道區方向規劃，據本
席了解現在中正路拓寬
為12米但是道路兩旁停
車就用去4米，只剩8米

道路可供人車通行，
政府花了2億多元，卻
無法解決交通瓶頸問
題，希望儘快徵收台
糖土地，做為廣場及
停車場之用，以解決
東華大學城對外交通
問題。  

加速推動鯉魚潭纜車設置計畫
志學中正道路拓寬解決東大對外交通問題

  

關於吉安鄉北昌輕工業
區的開發案，根據本席
了解縣府城鄉發展處應
該要主動規劃都市的發
展，吉安鄉北昌輕工業
區開發案最近吵得沸沸
揚揚，當地已禁限建十
多年，區內都市計畫獎
勵容積率辦法時效也已
過了，那區塊是大花蓮
地區唯一可以整體開發
的地區，佔地七十多
公頃，又鄰近花蓮，
感謝傅縣長前陣子帶
領縣府團隊前往北昌

國小召開公聽會，聽取
當地民眾的想法，據我
所知別的縣市在進行地
方開發案時，都是由縣
府主導，先有道路才有
房子，但在花蓮卻是先
有房子，才設置道路，
這部分縣府城鄉發展處
要多加檢討，不然再怎
麼與地方溝通，都無法
順利開發，我建議縣府
應先把十五米以上的道
路先開發，電信、電
力、寬頻等基礎建設先
行地下化，公共設施要

先做，這樣地方鄉親
才會有強烈的開發意
願，經費不足可以先
借錢來開發，不然光
靠民眾目前繳的開發
基金三千萬元，要等
累積到一億多元才開
發太慢了。

吉安鄉北昌輕工業區的開發案

  本席非常肯定縣長傅
琨萁執政近五個月來政
績卓著外，也期盼傅
縣長能全力推展國際觀
光，今年初盛大辦理的
18天18夜太平洋國際觀
光節活動後，在印象太
魯閣未完成之前，也能
加強發展文化創意產
業。另外，我也期盼縣
府能透過落實各項農業
政策加強照顧花蓮廣大
農民，尤其生物農業

是國際農業發展的重要
趨勢，能改善高級農藥
肥料的效用及品質，希
望縣府應積極爭取。
  傅縣長答詢時表示，
關於花蓮農產品產值提
高及形象推銷一直是縣
府的施政重點，縣府將
會責成農發處觀摩考察
他國，如日本種哈密
瓜、法國養雞的方式做
參考，期盼將花蓮未來
的農業發展型塑成高

單價、精緻的農業，
而由縣府做官方品質
保證，並統一行銷窗
口、宅配到府，讓花
蓮農業有所突破。

加強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落實農業政策照顧農民

  本席向縣長提出瑞穗
溫泉區總面積為960.3公
頃，其中規劃單位明定
必須擁有三公頃以上土
地才能申請開發，且
開發土地前要先繳交回
饋金百分之四十，導致
可能發生還沒開發前就
有農民去賣田的怪異情
況。且縣長所辦的親民
時間，很明顯是架空所
有民意代表及各鄉鎮首
長的職責，縣長應是縣
政的掌舵者，而非是
修理路燈的技師。還

有，希望縣府的政策要
有延續性，如鯉魚潭水
舞去年花費1500萬元作
固定設施，但自傅縣長
上任後，水舞被停辦了
相當令人遺憾。
  根據本席了解，有民
眾發現有權利車（權利
車是指車子本身欠銀行
貸款，車主繳不起貸款
將汽車當給當舖，又因
為他們還是無錢贖回，
最後使車子成為流當
品。）停在縣警局停車
場，他質疑是否有員

警知法犯法，購買權
利車來使用。此外，
近年來景氣不好，為
何警察不能多體恤民
情，交通罰單要開那
麼 多 ？ 而 對 於 把 風
評不好的警員調往南
區，我也希望縣府能
夠提出說明。

關切瑞穗溫泉區規劃、縣長親
民時間、員警不法情事等議題

  本席認為傅縣長上
任以來，便確立「觀
光大縣 幸福花蓮」為
施政主軸，今年初轟
動全台的十八天十八
夜「太平洋國際觀光
節」成果顯著，但他
認為活動移師玉里加
碼三天三夜晚會仍不
夠，將來希望十三鄉
鎮市都能輪流舉辦，
尤其最近縣府積極推
動 兩 岸 觀 光 包 機 直
航，希望縣府協助把
陸 客 帶 往 南 區 各 鄉
鎮，讓南區觀光業者
也能同享觀光發展的

具體成果。
  本席也重視玉里鎮
赤柯山的解編進度，
我強調解編後將可讓
農民合法承租，每年
赤柯山、六十石山金
針花季，剛好是原住
民豐年祭活動期間，
我建議將媲美瑞士景
觀的金針山資源，結
合 南 區 豐 沛 溫 泉 資
源，有關農路整修，
請農業發展處務必多
費心，還有縣長親民
時間，有許多民眾建
議 農 路 及 排 水 溝 工
程，所需高達1億9千萬

的工程預算，光是工
務處、農發處執行相
關計畫的年度經費缺
口便高達1億5千萬元，
另外，傅縣長是國內
唯一敢舉辦親民時間
的縣長，但功能疊床
架屋，快要把鄉鎮公
所及議員的工作都做
光了。

帶動花蓮南區觀光和就業商機

  

根據本席了解，市售
金針乾製品二氧化硫
殘留量超出食品衛生
標準，近三年累積違
規件數高達291件，讓
多位花蓮南區針農因
而遭到處分，我建議
衛生及農政單位加強
宣導，教導消費者金
針應先覆（泡）水食
用，檢驗方式也應改
變，畢竟金針乾不像
蜜餞可直接吃下肚，
衛生單位應參酌實際
狀況並加強輔導，保
證農民生計及消費權

益，創造雙贏局面。
  根據本席了解，近
來外縣市抽檢金針檢
驗不符規定移轉本縣
衛生局辦理，從96年
至99年，違規件數計
291件，案件眾多，其
中241件被依違反食品
衛生管理法處罰鍰94
萬元。
  本席了解位於花蓮
南 區 的 玉 里 鎮 赤 柯
山、富里鄉六十石山
與台東縣太麻里為國
內 金 針 三 大 主 要 產
地，隨著太麻里近年

來朝休閒農業轉型，
僅剩赤柯山、六十石
山為生產大宗。本席
要為針農請命，希望
農政及衛生單位輔導
農民並加強宣導，別
讓針農動輒受罰導致
血本無歸。

為針農請命給予輔導並加強宣導

  根據本席了解，花蓮
的原住民朋友以超過8
成的支持度讓傅縣長高
票當選，期盼傅縣長能
更努力推動原住民事
務，原住民朋友不僅要
有幸福感及未來感，也
要有經濟感，傅縣長刻
正大力推動的印象太魯
閣，依縣府所提供的資
料，印象太魯閣的規劃
案已於4月16日送交通
部觀光局審議，預計
五月底就可以知道審核
結果，最高可獲得3億

元的補助款，如順利獲
得中央的3億補助款，
縣府部分需在支出1,500
萬元，BOT招商部分廠
商需投入6億5千萬元，
共計10億元，印象太魯
閣預計民國101年可以完
成，創造原住民500個
以上工作機會，但如果
一切順利的話，距離印
象太魯閣完成也還要2
年，縣府應提出更多照
顧原住民的政策及方
案，像我之前提出的打
造「知卡宣森林公園原

住民創意市集」只要
花630萬元來做就可以
讓全縣眾多原住民手
工藝坊有個具特色的
展示市集，吸引觀光
客的到訪，帶動原住
民朋友的商機，希望
縣長能採納。

關切原住民產業發展民生經濟等議題

  

根據本席了解，，佐倉
瀑布位於空軍佳山基地
後方山麓，距離花蓮市
中心約七公里，風景優
美，水源豐沛，是花
蓮縣目前最大的瀑布景
點，三十年前是花蓮地
區民眾夏日最喜愛前往
戲水的風景名勝。後因
空軍佳山基地的設置，
軍事設施及高聳圍牆阻
斷了通往佐倉瀑布的

通路，致該景點荒廢，
逐漸被民眾所遺忘。
  我認為佐倉瀑布絕對
是花蓮縣最美麗、最珍
貴的天然景點，理應適
當開發與建設，提供民
眾及遊客觀賞遊樂，但
是該景點的開發涉及軍
方用地及林務用地的取
得以及對外通路用地
公、私有土地徵收暨建
設經費的編列，有必要

組成專業小組，邀集
相關單位研商處理，
以促使佐倉瀑布風華
再現。

促使佐倉瀑布風華再現

  本席非常肯定縣長傅
琨萁執政近五個月來政
績卓著外，針對兩岸
直航縣府除入境時貴賓
的歡迎儀式由縣府處理
外，出境時希望能由原
住民巫師以祝福方式
「送行」。
  據本席了解，吉安分
局仁里分駐所在取締酒
駕違規時，只因員警未
隨身攜帶「酒測器」，
竟要求當事人在現場
等待，當事人也明白

的向取締員警表示，
自己並未喝酒，但是
取締員警並不採信，經
等了三十分鐘後，員警
送來「酒測器」，當事
人經酒測後，酒精值為
「零」，與當是人所言
沒有喝酒相符，這樣的
擾民行魏如何向民眾交
代？ 
  本席還要針對原住民
傳統祭典活動如狩獵
祭、捕鳥祭等祭典，申
請時須附上個人身份證

影本、電話、住址等
基本資料，手續繁瑣
且讓詐騙集團有可趁
之機，希望縣政府農
業發展處能簡化申請
手續，最好是不需要
任何申請，以公告時
間為主，讓原住民傳
統祭典生動、活化。

原民傳統祭典活動申請案應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