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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目前舉債大

約120億元，概估舉債

上限是150億元，想要化負

債為盈餘，首要條件就是在

花蓮創造利基。

　就以玉溪米為例，早年沒

有知名度，只是沒有人要的

原料，但是我擔任玉溪地區

農會總幹事期間，把原料變

成商品→禮品→精品，結果

造成搶購，每公斤穀價也從早期的40元，逐步躍升

至50元、60元，甚至是100元。

　建議縣政府運用智慧，在花蓮廣大的土地上創造

利基，有了利基，沒人要的土地會變成搶手貨，荒

廢的農地會變黃金，這才是籌措財源的根本之道。

必須運用智慧創造利基

花蓮要想解決目前日益

嚴重的財政赤字問

題，向中央單位多多爭取

經費，是最快速、最直接

的方法，因此希望縣長能

夠運用智慧，多多把上級

經費爭取回花蓮來建設。

　還有中央撥給地方建設

的補助款，總是會同時要

求地方政府也提出配合

款，過去配合款大致都在

三分之一左右，最好能夠改成五分之一就好。

　加強花蓮南區建設，也是在財政上振衰起敝的

良方，地方產業興盛，政府才能夠課徵到更多的

稅收，讓南區經濟早日起飛。

應爭取降低地方配合款

花蓮縣政府舉債已經高

達一百二十億元，趕

快有效開源，才是避免債

台高築的良方。

　好好開發土地，讓土地

價值從不毛之地變成黃金

城，是讓縣政府反虧為盈

的最有效方法，因為花蓮

就是土地多又廣，如果能

夠迅速的讓土地價值以倍

數成長，縣政府舉債的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

　譬如卓溪鄉，地廣人稀的代名詞就是土地不值

錢，如果能夠加速交通建設，引進就業機會，讓

卓溪鄉繁榮起來，讓人口回流卓溪，當土地開始

起死回生之際，就是縣政府舉債開始解套之時。

開發不毛之地變黃金城

花蓮縣政府在自籌財

源部分，對於社會

福利方案必須要有長遠的

眼光，而且不能夠被犧

牲，像目前能夠提供營養

午餐，就是一個不錯的方

案，能有效降低學生家庭

的生活支出，但是目前花

蓮縣似乎除了砂石這項類

別外，對於財源的增加恐

怕有限。

　花蓮原本原住民人口就占多數，如何增加部落

的消費行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政府才能增加

更多的稅收，因此希望花蓮縣政府對於偏鄉地區

的民眾，仍要持續關懷。

設法增加部落消費行為

身為花蓮人都知道，花

蓮是一財政資源極度

短缺的縣份，縣轄十三鄉

鎮市所需的建設經費，完

全須仰賴縣府補助，縣府

又要看中央的眼色，使地

方建設窒礙難行，民眾怨

言四起。

　花蓮縣財政惡化是年復

一年，主要是「入不敷出

」所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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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節流

花蓮縣財政接近舉債上

限，在稅收短缺的情

況下，主政者可說是「巧婦

難為無米之炊」。

　花蓮縣因缺乏大型企業進

駐，稅收收入與支出不成比

例，縣轄所有建設經費完全

要仰賴中央政府挹注，建設

成果與中央經費挹注多寡成

正比，主控權完全在中央。

　在主政者無法隨心所欲，依自己的建設藍圖建設

、開發時，只好自籌財源，開源節流更成為施政者

的座右銘，但是，縣府應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以

一當十，刻苦善用，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是目前唯

一能做的事。

必須積極爭取中央補助

花蓮自有財源不足問題

出在就業市場小、

民眾工作機會少、工商企

業不發達，造成稅收低，

縣府為增加財源個人認為

首先應釋出公有土地，讓

土地有計畫、有效能的開

發、運用，達到地盡其利

的目的。

　另外，要擴大招商規

模、提升投資環境、增加企業進駐誘因，例如：

縣府已減低育樂稅，若能進一步的降低地價稅、

房屋稅等將可提高業者的投資意願，同時也要讓

縣府設置的招商單一窗口功能再發揮，給予更便

捷的申請程序。

首先應該釋出公有土地

為解決財源短絀現況，

縣府必須有開源節流

的計畫，減少工務部門的

非急迫性建設以及積極推

展觀光產業、增加工商市

場的活絡。

　為改善縣政府財政拮据

情形，在開源方面應利用

花蓮擁有的自然資源，

配合政府大力推展的觀

光政策，積極行銷地方特色，結合民間企業共同

開發、建設旅遊景點，增加景點的多樣化遊樂設

施及便捷性，讓遊客多停留一天，相關業者有生

意，也創造出就業機會，大家有收益，相對的幫

助地方稅收。

必須減少非急迫性建設

為有效改善縣府財政困

境，公有土地的開

發、觀光產業的推動，以

及大型活動舉辦次數的減

少，均是縣府在開源節流

方面應深思的方向。

　縣府要開源就必須從活

絡工商業、增加稅收著

手，年底「蘇花替」動工

正是花蓮發展的最佳時

機，企業界均看好，縣府應藉此一優勢針對公有

土地作有效的利用，以六期重劃區、東洋廣場等

精華地段為例，民間企業獨自經營壓力大，縣府

可規劃共同開發，建設成為地方特色景點或是地

標，增加觀光誘因，創造民間、政府雙贏局面。

要活絡工商業增加稅收

縣府財源已經相當困

難，債臺高築，卻仍

在進行短期看不見未來的

社福工作，個人不認同此

項作法，建議縣長應朝正

規的縣政發展來推動，以

具遠見、深入、廣納及包

容的胸懷施政，這才是花

蓮人的期待。

　傅縣長上任後擔心時局

的變化，做起事來似乎在跟時間賽跑，不斷花大

錢推動各項大型計畫，這些計畫都需要雄厚的財

力作後盾，以花蓮現況來執行既沒有長遠性，也

無法實質改善民眾生活，且讓已經財政困難的情

形更加惡化。

應朝正規縣政發展推動

個人認為要開源首要

就是更積極的推展

觀光、擴大招商，藉以增

加就業機會，讓大家有錢

賺，就有能力納稅，提升

自有財源的收入。

　花蓮最大的資產就是擁

有豐沛的自然景觀，正當

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在大力

推展觀光產業之際，花蓮

正可利用此一良機配合行銷，提供利多的誘因，

擴大招商，吸引企業進駐，廣納財源，增加地方

就業機會，大家有利可圖，也為縣庫注入收益。

　另外，對逃、漏稅的企業也應加強追繳的動

作，不能讓心存僥倖的企業不當得利。

擴大招商吸引企業進駐

花蓮縣財政困難是眾所皆知的事，而且有年年增加的趨

勢，開源節流是縣政府縮減財政支出的唯一方法，如

何節流？似乎較簡單；但是要如何開源？就要考驗縣府主政

者的能力與智慧了。

　花蓮縣地廣人稀，工商業蕭條，縣民大都以務農維生，許

多年輕鄉親因生存而離鄉背井前往西、北部都會區工作、發

展，因此，花蓮除人口老化外，農業生產面積及產量也因此

大量減縮，稅收寥寥無幾，更因人口老化而增加社會福利的

負擔，如何改善花蓮縣日益惡化的財政問題，真的一定要「

開源節流」。

　花蓮縣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礦石」及砂石，其品質

更受到所有消費者的喜愛，如何有效管理與開發？在不破壞

自然景觀及增加稅收的雙贏局面下，相信一定能改善花蓮縣

財政「體質」。

　花蓮縣境內的良質礦石，深獲各界喜愛，尤其是花蓮所生

產的砂石品質更受到建築業的青睞，經常發生供不應求的情

形，如何增加砂石的產量？稅收就能增加，縣府有考慮增產

的必要。

　因花蓮縣山高水短，每逢雨汎期，洪水由山區所挾帶的砂

石，經常因此阻塞河川的順暢，政府每年更因此編列疏濬預

算，徒增開支，如改弦易轍，增加河川砂石的採取，即可避

免河川淤積更可增加收入，值得縣府考量。

增加砂石產量就能增加縣府稅收

花蓮縣政府已達舉債上

限，應該要勤儉持

家，不要辦無謂的活動，

也不應隨便大興土木，要

慎選對百姓有益的建設再

建，將現有的蚊子館有效

利用，別再興建蚊子館。

  至於如何開源節流？花

蓮縣政府沒有值錢的「祖

產」可以賣，唯一值錢

的砂石，在花蓮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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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

必須要從「節流」著手，避免一些無謂的開銷，

錢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採礦停擺將會影響稅收

花蓮縣已經沒有「開

源」的本錢，要遏止

財政惡化現象，唯一的方

法就是「節流」，首要的

工作就是減少不必要的花

費，我曾經說過，不管花

蓮縣政府花再少錢舉辦大

型活動，在我認為，都是

浪費錢的行為，我希望縣

長三思。

　除了避免一些無謂的開銷，錢一定要花在刀口

上，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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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因浪費壓縮基層建設

花蓮縣是「後山」，是

經濟自主能力薄弱的

縣份，要想解決目前日益

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只

有向中央爭取經費，才是

最快速、最直接的方法，

因此希望縣長能夠運用智

慧，把上級經費爭取回花

蓮來建設，但不要只是拿

去辦活動、放煙火，而是

應該要將得之不易的經費用在刀口上。

　另外，我也替非觀光行業的小老百姓請命，縣

府全力推動觀光，但也不要忘記一般的小老百

姓，並不是為了發展觀光，所有其他行業都必須

被犧牲掉。

勿為觀光犧牲其他行業

現在花蓮縣政府所有的

目光都聚焦在觀光發

展，但不是所有人都從事

觀光行業，過去，花蓮稅

收也不是以觀光為主，我

覺得發展觀光固然重要，

但以縣長這種花錢打廣告

的方式，或許還沒等到春

燕來的那一天，花蓮縣政

府已經餓死、凍死了。

　要增加花蓮縣的收入，就應該從節流開始，縣

長雖然帳面上替花蓮縣民節省了六億，但還有很

多是看不到的「暗帳」藏在檯面底下。我希望，

縣長能真正把錢花在刀口上，而不應該為了選

票、名聲，把花蓮縣的未來給賣了。

發展觀光不是唯一出路

千言萬語只有一句「開

源節流」。首先，錢

必須要花在刀口上，綜觀

三屆嘉年華演唱會活動，

但這種大型活動沒有達到

預期效益，錢等於白花。

　另外，許多產業工廠在

這裡，可是稅卻繳到外縣

市，如就這點提出改善之

道，一定能夠稍解日益困

窘的財政狀況。同時，我也認為縣府的經營規畫

要有企業的眼光，例如高雄市政府在財源困窘的

狀況，曾經有公車站牌老舊但缺預算修整，高雄

市政府就招標用委外招標，同時出讓廣告權給得

標廠商，達到雙贏的目標，縣府可以借鏡。

經營規畫要有企業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