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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舉債已達上

限，雖然縣長上任七

個月已節省了六億元，但是

，如何開源依然是縣政府首

要重視的事。

　在開源方面：開放礦物開

採徵收礦物稅、以公共造產

方式經營砂石買賣，增加稅

收及砂石收入，採礦停擺將

影響稅收，值得縣府三思。

　在節流方面：減少不必要的開銷，諸如：大型活

動的舉辦，公務人員的出國考察及社團的活動等。

　縣府如能在節流方面盡量減少支出，而在開源上

，開放天然資源的利用，增加地方稅收及買賣收入

，對於財政惡化應會產生一定的效果。

首要重視如何開源節流

花蓮縣財政短絀，預算

大都仰賴中央補助，

如何增加稅收是抑制財政

惡化的首要工作，當然如

何節流？避免無謂的開銷

與支出，是重點工作。

　花蓮縣避免財政惡化，

所需重視的除要量入為出

，如何開源？也應重視。

　在節流方面，避免一些

無謂的開銷，錢一定要花在刀口上，不要因過度的

浪費而壓縮到地方基層建設所需，使民眾的需求受

到限制。在開源方面，鼓勵投資，增加地方稅收是

當務之急，但是，鼓勵投資時也應注意到地方需求

，不要因鼓勵減稅而影響地方建設。

避免無謂的開銷是重點

花蓮除了開源節流外，

對於在花蓮設廠，卻

在外縣市「繳稅」的廠商

，應要求「在地繳稅」的

原則，增加花蓮的稅收。

　花蓮擁有台泥與亞泥兩

大產業，他們所使用的資

源都在花蓮，汙染也在花

蓮，但是，公司所在地卻

設在其他縣市，納稅地自

然落在他縣市，對花蓮縣而言，非常不公平。

　基於公平正義的原則，縣府應針對這些「汙染」

在花蓮，「繳稅」卻在他縣市的產業有所規範，執

行使用者付費原則，要求汙染產業一定要在產地繳

稅，增加地方稅收。

要求台泥亞泥在地繳稅

花蓮因工商業不普及，

大型產業未能入駐，

稅收短缺，根本不敷支出，

舉債日益嚴重，除開源外，

希望能減少不必要的開銷。

　花蓮縣政府目前已舉債

124億元，平均每位縣民必

須擔負3萬6千元的債務，如

何有效遏止惡化，是全縣鄉

親所關切的事，在縣府有限

的稅收下，如何增加稅收及開闢財源，已成當務之

急的事。對於花蓮縣短絀的治本之道，除了積極開

拓財源外，撙節開銷也是抑制財政惡化的方法，諸

如：少辦大型的活動，積極招商、增加稅收，都是

減少財政惡化的最佳方法。

撙節開銷抑制財政惡化

花蓮縣多年來都是仰賴

中央政府的補助為生

，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舉

債金額年年攀升，已快到上

限，如何避免財政繼續惡化

，完全考驗主政者的智慧。

　花蓮縣是一開發的縣市，

建設需求高，尤其花蓮標榜

以觀光立縣，需要投資、建

設的景點眾多，交通的改善

是一重點工作，但是，因縣政財源短絀，許多迫切

需要的建設，因欠缺經費受到影響。

　花蓮以公共造產方式經營的砂石開採，也曾一年

為縣府增加近兩億元收入，在資源極度貧乏的花蓮

，繼續開採砂石有其必要性，值得縣府三思。

砂石的開採有其必要性

縣政府舉債度日、債台

高築，一下子營養午

餐費用全免，一下子又教科

書免費，亂花錢卻完全不顧

財政困難，這種做法不對，

可說是好大喜功！現任縣長

以前經常罵前任縣長謝深山

亂花錢，現在自己卻花得更

兇！

　還有教科書不用錢，這

項議案議會還沒有通過，縣政府卻已經對外發布消

息，這種做法不對，完全沒有把議員看在眼裡，簡

直是在指揮議會辦事，非常糟糕！

　希望縣長在花錢之際，要想想錢從哪裡來，要量

入為出，不要再繼續好大喜功，為了作秀亂花錢！

開銷前要想錢從哪裡來

開源節流是目前縣政府

的當務之急。

　過去溪流疏濬砂石，每

年都替縣庫進帳一至兩億

元，今年開始縣府不再開

辦溪流砂石疏濬，希望能

夠恢復，以利縣庫營收。

　縣政府目前雖然積極引

進民間財團、大企業資金

到花蓮投資，不過都只是

在花蓮北區投資，花蓮南區根本沒有，希望也能夠

引進資金到花蓮南區投資。

　縣政府應該立即進行花蓮南區的交通建設，交通

便捷，土地價格自然上漲，進而帶動地方繁榮，稅

收增加，就不怕債台高築。

恢復疏濬砂石充實縣庫

縣政府舉債愈來愈多，

為了籌措財源，官員

們絞盡腦汁，像營養午餐

經費，就從各局處東挪西

移，好不容易終於勉強過

關，但是未來勢必還要面

對不少類似營養午餐的問

題，開源節流刻不容緩。

　要開源，首先就要投

資、建設，如果縣政府能

夠大力的在花蓮南區營造觀光產業、振興經濟，

把外流的人口吸引回鄉，讓地方產業復甦，相信

百業齊振興，一定可以讓地價上漲，讓政府增加

更多的稅收，自然能夠慢慢紓緩債台高築的壓

力，進而逐步化解，甚至轉虧為盈。

大力營造南區觀光產業

花蓮除了砂石可以販賣

外，觀光產業更要發

揚，而且不應該局限於一

些節日的表演。

　花蓮的觀光發展與節慶

活動應該生活化發展，如

果能有持續性的辦理，而

且不限於寒暑假，每個月

都有主題，每個季節都有

活動，吸引更寬廣層面的

觀光客，讓一些小村莊、小部落的民眾獲得實質

的幫助，政府的稅收才能有立竿見影之效。

　縣府應發展海洋觀光或部落觀光，除可全面照

顧各階層族群，讓更多人獲得實質幫助，稅收一

定也可增加，地方的各項建設才能真的動起來。

觀光活動應該更生活化

對舉債上限與

花蓮縣政府

籌措自有財源的看法

花蓮縣政府財政短絀，舉債將達上

限，如何防止及開拓財源，都是

花蓮鄉親所關切的事，站在民意代表的職權上，強力監督

縣政，避免浪費外，開源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策。

　在立法院進入朝野協商的「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中，

打算取消「中央地方舉債上限不得超過前三年GNP的百分之

四十八」限制，修改為直轄市舉債額度可放寬到「當年歲

出的百分之二百」、縣市則從百分之四十五放寬到百分之

七十。

　花蓮縣審計室核算花蓮縣政府九十八年度總決算，發覺

縣府已瀕臨舉債上限，核算長短期借債，花蓮縣民平均每

人背債三萬六千元。

　我對於花蓮縣政財政的問題，認為除節流外也要開源，

諸如：開徵礦（石）物稅、公共造產砂石的開採等，來增

加縣政財政收入，避免財政的惡化。

　花蓮縣工商業並不發達，一般稅收根本無法支應地方發

展所需，大都仰賴中央政府補助，如能增加公共造產收入

及課徵礦（石）物稅，對花蓮的財政收入應有一定程度的

幫助，更可避免財政繼續惡化。

　所以對於花蓮縣政府以公共造產方式經營的砂石開採、

礦（石）權續租及開採方面應做一通盤檢討，絕不可因噎

廢食，是否繼續開放都須由現政府做出正確的的評估。

應增加公共造產收入並徵礦物稅

縣府有意增加財政收

入、自籌現有財源，

公共造產計畫的推動是一

必要方針，另外，同質性

高的活動合併辦理一樣可

以達到成效，也能減少經

費的支出。

　公共造產是一項有助縣

府增加財源的規劃，以砂

石業來說，砂石販售可有

收益，對相關業者包括：運輸、燃料、汽車及機

器修護業都有收入，同時，由於砂石的採集可避

免河床的堆積，具疏濬功能，否則因河床的淤塞

造成的災害，政府又得花上一筆不小的公帑來復

原，反而更添負擔。

公共造產實有必要推動

花蓮財政赤字嚴重，舉

債也近上限，因此，

開源節流已是不得不做的

方向，減少不必要活動的

舉辦，以及爭取在花蓮設

廠的企業也應在本地納稅

增加稅收。

　要增加地方收入最重要

的就是開源，花蓮的砂石

是一項大宗的經濟來源，

因此，加強砂石的公共造產相當重要，另外，在

花蓮設廠的企業，只帶給地方污染及生活環境的

危害，錢在花蓮賺，納稅卻在外縣市，對花蓮而

言太不公平，縣府應積極爭取企業在本地繳納稅

金。

減少舉辦不必要的活動

為了改善縣府財政窘困

現況，縣府除了應積

極執行公共造產開拓自有

財源外，也建議縣府以使

用者付費的概念，考量在

觀光景點收費增加收入。

　縣府為了打造花蓮成為

國際級的觀光地區，在財

政不充裕的情形下仍在地

方各景點投入大筆經費興

建軟硬體設施，藉以提供遊客完備、便捷、多元

的觀光行程，而長期的維護工作也得花上不小的

預算來執行，未來印象太魯閣計畫的執行更是一

大投資。在觀光景點實施收費實屬可行之道，而

且歐美國家、大陸均有實例可循。

可考慮在觀光景點收費

花蓮縣因工商業不普

及，大型產業未能入

駐，稅收短缺，入不敷出

的狀況，舉債日益嚴重，

除開源外，希望能減少不

必要的開銷。

　縣長大力推動觀光發

展，禁止所有污染性的開

發，但這對花蓮長期賴以

維生的砂石業而言，只是

斷其生路，也讓花蓮財政惡化的情況雪上加霜。

　在經費短缺的狀況下，縣府應該以一當十，除

了向企業募款，以支應活動需求外，也應該改善

花蓮經濟環境，爭取中、大型企業進駐，以增加

地方稅收，才是治本之道。

要爭取中大型企業進駐

花蓮縣政府財政稅收遠

不及所需，年年呈

現負成長，雖說首要之務

就是要求縣政府「開源節

流」，縣府有只有節流的

分，根本無處「開源」。

在無源可開的困境下，除

了積極向中央單位爭取補

助經費外，節流可能是目

前最重要的工作。

　減少大型活動舉辦的次數，減去出國考察等不

必要的開支，都是很好的作法，但我不希望縣府

因為資源短缺，而影響到原住民的補助，尤其原

住民大多在社會中、低階層掙扎求生，如果少了

這些補助，對於原住民家庭而言，影響很深。

節流勿影響補助原住民

花蓮縣經濟發展體質先

天不良，加上後天失

調，所以才會演變到現在

「每人負債三萬六千元」

的窘境，要改善，只有從

改善投資環境著手。

　花蓮縣要發展無煙囪、

無汙染的工業，不能只靠

一條蘇花高，也不能光靠

陸客觀光，必須要走向國

際化、創意化行銷，而這些，並不是只靠「夏戀

嘉年華」就可以做得到。我希望，縣府有限的預

算必須要花在刀口上，對於福利政策也要謹慎考

量，不能有「選票趨向」，而是應以「利國利

民」的大業為考量基準點，望縣長三思。

須從改善投資環境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