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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關於營養午餐

的政策，決定了卻又

反悔，出爾反爾，這是很

不對的事，如果中央政府

不趕快遷善改過，不好的

效應，相信會反映在下次

的總統大選上。

　縣長決定繼續執行學童

營養午餐費用全免的政

策，我覺得縣長很有心、

愛民如子，相信鄉親都會感激他的德政。

　花蓮縣決定繼續執行營養午餐費用全免的政

策，籌措營養午餐財源的問題，應該以不排擠到

其他經費預算為原則，相信縣長一定會用他的大

智慧來克服。

鄉親都會感激縣長德政

營養午餐的政策，中央

政府搖擺不定，已經

失信於民，中央政府不應

該騙來騙去，不應該先是

發布利多，然後跟著又跳

票，這樣子的中央政府，

會有什麼作為？

　縣長說要繼續執行讓全

部學童都能夠吃到免費營

養午餐，這是在替中央解

套，不過應該注意是否會排擠到其他的經費。

　縣政府如果沒有足夠的營養午餐經費，不妨也

可以找財團、善心人士來幫忙，大家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一樣可以讓營養午餐費用全免的政

策，在花蓮順利執行。

注意會否排擠其他經費

中央政府對於學童營養

午餐的政策，不應

該「變來變去」，否則多

變的政策，一定會失去民

心。

　縣長願意承擔起營養午

餐全部免費的責任，要讓

花蓮縣所有的學童都吃得

好、吃得飽，充分顯示出

他的擔當與魄力，這是全

體縣民之福。

　不過讓全縣學童都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吃，

每年花費的經費不少，如何籌措財源？會不會影

響、排擠到其他的財政預算？可就要看縣長的智

慧了。

籌措財源要看縣長智慧

對於中央政府終止補助

地方政府國中小學營

養午餐費，我感到相當遺

憾。

　未來全縣學童營養午餐預

算需求提案到花蓮縣議會，

一定能順利通過，問題是錢

從哪裡來？這是值得深思的

問題，加上舉債已達上限，

困難度增加不少。

　由於原住民學生家庭占多數，大多經濟狀況並不

是很好，如果營養午餐的支出造成負擔，會不會變

成許多孩子就不上學了，那社會的教育問題產生嚴

重影響，所以還是希望中央政府，多多照顧偏鄉地

區的花蓮學童，讓他們可以正常的學習及成長。

錢從哪裡來必須要深思

花蓮縣民額手稱慶的全縣國中、小學

生「營養午餐費全免」問題，中央

因遭監察院糾正而「喊卡」，縣議會副議長賴進坤表示，

這要靠縣府的智慧來解決。

　花蓮縣政府為照顧全縣中、小學童，自縣長上任後即公

開表示，將編列預算照顧全縣一百二十九所國民中、小學

童營養午餐，實施日程自今年九月至十二月。

　此項德政自然也獲得縣議會的支持，並做成決議，國小

學童每餐預算三十五元、國中四十元，而且要求全縣「菜

色」相同，達到真正的公平。

　賴進坤表示，下學年全縣一百二十九所中、小學營養午

餐總經費為一億二千多萬元，其中教育部補助七千多萬元

，縣府自籌四千多萬元，教育部因無「排富條款」遭監察

院糾正，該筆補助款將因此「泡湯」。

　賴進坤指出，雖然教育部對於該筆七千萬元的補助款表

示，還是會提撥，只是補助「項目」將因此改變，縣府如

何「運用」？這就要看縣政府的智慧了。

　賴進坤也建議，「錢要用在刀口上」，不要浪費資源，

對於營養午餐的補助對象，仍希望能有「排富條款」，將

資源運用在中低收入戶、單親家庭或弱勢族群。

盼能排富可真正幫到弱勢族群

教育費用一直困擾著花

蓮鄉親，政府如能突

破萬難，免費提供學子營

養午餐，對花蓮縣的鄉親

真是功德一件。

　因為中央政府無法補助

國中、小學童營養午餐的

經費，縣長傅崐萁對於免
費營養午餐的全額補助又

是選舉時的主要政見，他

曾說「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所以，傅崐萁要
如何「找」該筆經費，是考驗他的時候，站在議會

的立場，只要縣府提出該筆預算送審，個人基於照

顧國家幼苗的立場絕對會支持該預算的編列。

絕對支持縣府提出預算

中央政府取消對學童營

養午餐的補助，對花

蓮縣辦理免費國中、小學童

營養午餐是一大壓力，對縣

長實踐競選諾言，更是阻力

重重。

　雖然在經費上發生一些問

題，但是縣長傅崐萁依然堅
決表示，會繼續辦理下去，

不會讓花蓮的學童餓肚子，

九月份起學童們就可免費吃到熱騰騰的營養午餐了

。

　對於下學期是否能繼續辦理？站在議會的立場，

我一定會支持繼續辦理，但是經費如何籌措？那就

要考驗縣長的實力了。

一定支持縣長繼續辦理

好的政策就應該執行下

去，尤其，「窮，不

能窮教育」，許多學生家長

繳不起營養午餐費用，為了

孩子的受教權與自尊心，營

養午餐免費政策應該「勒緊

褲袋也要執行下去」。

　營養午餐應該視為社會救

助的一環，雖然每學期需要

七、八千萬的經費，但我相

信以縣長的「募款功力」，應該是沒問題的。不諱

言的說，夏戀嘉年華活動燒掉一億的經費，這筆錢

就可以拿來辦營養午餐免費，只要煙火少放幾場，

小朋友的午餐錢就有著落了。

縣長已公開宣示營養午

餐免費政策要執行到

底，縣議會應配合縣府。

　只是縣長強調營養午餐

要「統一招標」，我覺得

這點「窒礙難行」，畢竟

花蓮縣幅員遼闊、地形狹

長，南北相距近兩百公

里，由同一家廠商承攬營

養午餐業務，是否會影響

到孩子的用餐權益？衛生問題也得好好考量。我

認為，營養午餐款項應該直接撥給學校，由各校

獨立招標，保障學生的用餐品質。至於「錢從哪

裡來？」反正縣長很會募款，只要不排擠過多的

教育預算，錢的事情就不是議會的權責。

勿排擠過多的教育預算

營養午餐免費是很好的

政策，應由中央主

導、地方配合，但馬政府臨

時跳票，把這個問題丟給地

方政府，就是不負責任的作

法。

　執行營養午餐政策，大約

需多支出近億元經費，在教

育品質不打折扣的情況，縣

府應該調整預算分配，讓好

的政策執行下去。

　這整樁事件，人民應該可以看到馬英九「出爾

反爾」的個性，這更不是領導人該有的行為，花

蓮鄉親要睜大眼睛，用選票唾棄馬英九，不要支

持他連任。

縣府應該調整預算執行

縣長募款就能籌到經費

針對中央停止補助國中

、小學校營養午餐經

費事件，是教育部去年補助

部分縣市的做法受到監察院

的糾正及社會「排富條款」

的聲浪所致，並未片面喊停

，而是需進一步的完備規劃

，盼地方勿一味指責中央。

　目前教育部在執行國中、

小學營養午餐方面，採先改

善廚房、用水設施及學生的安全、衛生、健康環境

，花蓮縣今年向教育部申請補助仍在審議中，是否

全面免費，除了法令規章外，還必須顧及社會觀感

，為了避免產生誤解，個人願意擔任中央與地方的

橋梁，兩方進行深入的溝通，讓該案盡快成行。

縣長表示縣府願自行籌

措經費辦理國中、小

學營養午餐，個人給予支

持，未來將如何「張羅」

這筆財源，讓此項福利措

施得以順利執行，考量著

傅縣長的智慧。

　中央決定補助國中、小

學營養午餐經費，縣府為

了下一代的健康也籌措款

項配合，結果一紙公文表

示不予補助，讓財源不足的縣府即使要辦但錢在

哪裡？不辦，又對不起民眾及學童，而傅縣長承

諾由縣府自籌經費，希望透過縣長的智慧，讓此

項造福學童的德政得以順利推動。

籌措經費考驗縣長智慧

中央曾答應補助地方政

府國中、小學營養午

餐經費，突然又喊停止，

讓民眾有「朝令夕改」的

不佳印象，當初的立意相

當好，具人性化也保護了

付不起餐費學童的自尊，

如今喊停，希望有替代方

案來支援該項政策。

　對於縣長表示將以自籌

經費方式來辦理，個人認為以目前縣府財政困難

的情形下傅縣長仍願意推動此項福利措施相當有

意義，也會給予支持，但是不要因此對其他必要

建設產生排擠效應，希望有能力的家庭能多負擔

一些。

勿排擠掉其他必要建設

如今不景氣，家長失

業，沒有穩定的收

入，吃飯都成了問題，中

央卻又不補助營養午餐

的經費，難道叫孩子們餓

著肚子上課，想要有好成

果，這不是緣木求魚嗎？

　國中、小學階段正值重

要的發育、成長時期，也

是基礎教育的扎根期，吃

不飽怎會有健康的身體？又怎會有求學的心情？

現在台灣已經沒有真正的敵人，因此，個人建議

把占龐大預算數的國防經費移出少部分來支應，

讓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安心的學習，將來為社會有

所貢獻，這才是最好的「投資」。

可挪用國防經費來支應

縣長承諾將自籌經費來

辦理國中、小學免

費營養午餐，個人樂觀其

成，但是希望中央在停止

補助地方政府營養午餐經

費的同時，能顧及到財政

困難的花蓮縣，給予部分

弱勢家庭的協助。

　此次中央停止補助營養

午餐經費，對財政拮据

的花蓮縣來說無異是雪上加霜，花蓮民眾謀生困

難，可是又不能餓到孩子，因此，個人建議在不

影響必要建設的情形下給予花蓮支援，最好一視

同仁的全數補助，不然的話也應該優先幫助低收

入戶、貧困及偏遠地區弱勢家庭的孩童。

應該優先幫助弱勢孩童

中央與地方應溝通解決

馬英九是混蛋，他的「

六三三」政策只向大

陸兌現。花蓮平均每戶年

所得只有八十六萬元，全

國平均值則為一零九點九

萬元，花蓮縣連平均水準

都不到，營養午餐免費對

花蓮學子而言相對重要。

　花蓮縣國中小營養午餐

費全免，每年約需兩億五

千萬的經費，可是馬英九總統對於陸生的禮遇比對

自己人還好，每年馬政府要補助七億元的經費給兩

千名陸生(每人每個月三萬)，可以培養多少國家幼

苗？花蓮縣政府雖然財源拮据，但有心執行這個利

民的政策，這個勇氣令人欽佩。

免費的午餐誰都想要！

但是，照顧弱勢族

群才是最根本的原則，對

於縣政府辦理免費學生營

養午餐，先決條件一定要

「排富」。

　對於教育部臨時取消學

生營養午餐的經費挹注，

這對花蓮縣是一雪上加霜

的打擊。但縣長不因中央

不補助經費而取消此一計畫，站在民代的立場，

我會支持，對於經費的編列，也會全力支持。

　但最主要的是，此項免費營養午餐的補助對

象，一定要以低收入及弱勢族群為主，要讓政府

的德政真正發揮效率，使真正需要濟助的民眾獲

得應有的協助。

全力縣府支持編列經費

縣府執行勇氣令人欽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