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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17屆第二次定期大會
推展觀光將不斷增加 花蓮的觀光內涵創造更多的商機

　本席非常肯定縣府為了拼觀光拼經濟，這
半年來可說是不眠不休，做了非常多的努

力，包括
45天45夜
的夏戀嘉
年華、原
住民聯合
豐年節、
兩岸交流
合作及參
訪、農特
產品促銷
熱賣等
等，都是
縣府團隊

傾力規劃執行的成果。然而，目前縣府財
政赤字仍居高不下，亟需謀求對策因應，
加以積極改善，如何增加縣庫收益，降低
開銷有效節流，才不會讓赤字黑洞年年擴
大，也才能健全地方財務結構，永續經營
下去。縣議會一向秉持「監督中有合作、
合作中有監督」的原則，希望縣府團隊在
傅縣長的領導下，能密切的與議會保持良
好的溝通，府會關係和諧，才能為花蓮的
未來一起打拼。
　本席認為未來花蓮的觀光推展，將不斷
增加花蓮的觀光內涵，為在地創造更多的
商機，諸如籌設國際觀光秀場，與結合在
地醫療資源推動觀光健檢，以及與宗教界
合作辦理大型祈福活動，能為花蓮帶來

祥和之氣，同時吸引國內外信徒前來心靈
靜修，塑造花蓮成為重要宗教的觀光地
標，打造名副其實的「幸福大縣、觀光花
蓮」。
　儘管縣府資源有限，本席覺得未來將持
續落實推展觀光、促進投資、辦理親民時
間、1999縣政專線、關懷社福弱勢、國中小
學免費營養午餐、補助農民農業資材等優
質政策措施，體察民意、深耕縣政，發揮
政策領航效果，促使花蓮競爭力不斷向上
提升。
　本席及議員們一致支持縣府並一同北上向
中央表達花蓮人的訴求。在經國總統時期
就已完成環島公路網之規劃，92年環評也通
過，也發包動工了，卻被政府喊停，直到

現在蘇花公路未見改善，花蓮35萬鄉親不被
中央重視，代表花蓮最高民意機關的縣議
會將自25日起休會，表達抗議，直到蘇花改
動工為止，並支持傅縣長北上抗議。
　花蓮人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是35萬鄉親所
殷切期盼的事，這次藉由大會凝聚花蓮各
界共識，將一同北上向中央表達花蓮人的
強烈訴求。因梅姬颱風影響造成蘇花公路78
年來最嚴重的斷路事件及災情。本席認為
交通運輸對東部地區的發展極為重要，鐵
路運能無法有效解決民眾的問題，尤其以
觀光與農業為主要命脈的花蓮仍需「以公
路為主、鐵路為輔」，才是對花蓮產業與
居民最好的保障。

　梅姬颱風帶來的驚人雨量
重創宜蘭，造成蘇花公路嚴
重災情，致交通中斷，四百
餘人受困，花蓮縣議會眾多
議員砲口一致，把責任追究
到中央，有人提議無限期休
會，盼中央能正視花蓮縣民
要求興建蘇花安全的道路。
本席身為議員又兼國民黨花
蓮縣黨部主委，立場相當尷
尬，忍不住在議事殿堂表
示，包括馬總統及行政院吳

院長早就重申蘇花公路改善
計劃(簡稱蘇花改)只要環評
一通過，就會立即發包施
工。
　本席以吳敦義院長曾表
示，在蘇花改於民國105年
前完工通車，本席也以縣黨
部主委保證，蘇花公路改善
工程，政府絕對會興建。本
席相信，政府對於蘇花公路
現有路況，一定會有完整及
深入的配套改善措施，包括

在容易坍方路段設置邊坡土
石流警示系統及雨量監測站
等，以現代化科技與工程技
術來提升道路安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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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針對大華實業社98年
4月期間遭縣政府會同檢警
單位搜索酒品案，強調政府
單位查緝私劣菸酒，維護消
費者健康的正當性，據本席
了解執法者不應有譁眾取寵
的心態，大華實業社雖然最
終獲司法證明其無罪，但開
始時執法者未以「偵查不公
開」原則，只對業者商譽造
成無可彌補的傷害惹民怨。

　本席認為查緝本案執行過
程，公務機關違反程序法規
之處頗多，日後應嚴守程序
正義，以保障人民權益與政
府之公信力。再者，地檢署
查扣之酒品早已發還業者，
並通知縣府發還所扣合法酒
品，既然查扣理由已消失，
應依司法機關指示立即發還
查扣酒品，不得再另生枝節
藉故拖延。

　針對課後輔導此項政策，
本席認為縣府立意雖佳，但
欠缺完整周詳的計劃，對補
教業衝擊相當大，不管未
來是否提出覆議，教育小組
還是希望縣府儘速召開公聽
會，廣徵各界意見，提出具
體可行的計劃與配套措施，
本席相信此項政策必定會獲

得肯定與支持。
　根據本席了解，教育小組
並非反對縣府是項教育政
策，而是希望教育處趕快召
開公聽會，向各界說明以及
彙整家長與相關業者意見和
看法，相信對於是項施政會
大有幫助。

　針對地政規費訂定的制度
本席提出兩點的意見，一是
根據本席了解，民眾申請
土地謄本列印一份需20元，
但目前電腦土地謄本格式因
第2張多一行故需列印2份共
40元。針對此現象，本席建
議若地政處在電腦欄位格式
上做調整，民眾就不需要多
花一倍的成本。又根據內政
部94年7月1日頒布規定，非
關地籍資料列印，依法是不
用收費的。所以希望地政處

能了解各地地政機關之收費
狀況後，並跟內政部反映。
二是花蓮民眾申請土地分區
使用證明基本費用400元(包
含4筆)，多申請一筆再加100
元，根據本席了解，我們花
蓮相對比較基隆申請土地分
區使用證明基本費用20元，
花蓮民眾花的成本竟然比基
隆多5倍，對花蓮民眾非常
不公平。
　因此，本席質疑地政處訂
定規費是用來便民還是賺

錢？希望政府應站在民眾的
立場，訂定統一收費規定，
不要一國兩制讓花蓮人淪為
2等國民。

　為什麼花蓮會被認為是後
山，「行的問題」就是落後
的主因。蘇花公路中斷後，
花蓮百業蕭條，本席認為雖
然台鐵加派列車協助疏運，
實際運能卻沒有增加太多；
而且台灣說是已開發國家，
卻沒有一條環島高速公路，
唯獨缺少花東段，這在國際
間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

　為預防明年汛期順安三號
排水溝淹水至台九線，本席
與縣府水利課專員等人到順
安三號排水溝上游會勘討
論，水利課專員指逢連日大
雨從秀林山區挾帶泥土隨水
流至溝渠，容易造成中下游
溝渠有大量泥沙淤積，進而
溢到台九線沿線道路造成交
通危害及乾旱後沙塵飄揚，

預計明年度防汛期前蓋好攔
沙池避免垃圾及淹水至台九
線。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在
花蓮縣境如火如荼展開，也
讓農民恢復休耕之農地耕種
面積，本席建請農政單位應
有完整配套措施，以維護農
民權益。
　本席認為，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實施後，耕種面積增
加，相對的稻穀量也增加，

建請以金額補助農戶添購稻
穀烘乾設備，以解決農民燃
眉之急。而配合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農戶所生產之稻米，
至少應以政府公糧價格收
購；政府推動政策應有延續
性及配套完整措施，避免損
及農民投資並保障農民權
益。

　針對蘇花改之後的花蓮還
需要什麼？本席有五點看
法。
　一、排水系統的重新建
設：現今縣內所有的雨水排
水系統皆是民國70幾年前設
計規劃的，假如碰到豪大雨
發生，就會發生系統不堪負
荷的現象，未來應重新設計
規劃更要加快腳步重新施作
這些排水系統。二、一個完
善的交通規劃：花蓮是國內
最重要的觀光景點，本席認
為未來可預期的是蘇花改完

成之後將會有大量的遊客湧
入，相對的我們現階段所有
的交通系統必定要提早做好
完善的規劃。三、打造五星
級的公廁：本席認為一間乾
淨的廁所，是遊客們景點旅
遊中的第一印象更是旅遊的
開始，花蓮縣境內風景區廁
所品質的提升及管理打造五
星級品質是未來我們必需要
完成的。四、國際級的觀光
劇場：本席希望能爭取到國
際級觀光劇場的設立，對於
我們推廣國際觀光會有相當

大的幫助。五、打造世界級
黃金海岸：若能將南、北濱
公園及四八高地、新城七星
潭與吉安南濱公園一直到台
開樂活園區，做統一規劃及
管理，必能打造一個屬於世
界級的黃金東海岸。

　蘇花公路中斷，花蓮鄉親
北上要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本席也親自參予，與前立
委蕭美琴均表示，藍綠兩
黨應該儘速通過「東部發
展條例」，在蘇花改、南
迴改以及東線鐵路電氣化完
工前，應該給予花東民眾交
通補貼，同時減免當地產業
的營業稅，本席認為「何時
完工，就何時繳稅」此一話

題，這幾天在花蓮獲得眾多
縣民的肯定。
　為了爭取一條平安回家的
路，大批花蓮鄉親北上陳
情，成為全國熱門新聞，這
回不分藍綠一同北上陳情，
本席及前立委蕭美琴一致認
為，蘇花公路中斷，嚴重影
響到花東民眾的生計，如今
除了儘快通過蘇花改環評、
早日動工之外，行政部門也

應該針對改善工程完成前，
鐵路、航空的疏運，以及花
東產業運輸成本的補貼，提
出整體配套方案。

　針對東部發展條例的立
法，至今尚躺在立法院，本
席希望同仁要關心並使力促
成此案的推動，另外公共債
務法及中央財產分配法若沒
通過，縣府財政拮据將更

無以為繼。本席覺得「東發
條例」是國、民兩黨在騙選
票、騙選民，立委補選至今
仍躺在立法院，是否選舉過
了，「東發條例」提案就
「船過水無痕」就睡著了？

　花蓮不應該再被稱為文化
沙漠，本席因職務關係，常
帶領青少年服務更多層面而
深感欽佩，因為花蓮有太
多人努力在付出，真的需要
政府的行政力及資源幫忙，
尤其許多藝文人士的才華與
本職識能，得以被記錄與傳
承，可以整合文化志工，讓
有興趣、才能的人有一個歡
喜付出的地方。針對「花蓮

要發展在地文化」，本席傾
聽藝文界的發聲、著力於尋
找學者專家、觀光業者、藝
術文化工作者及相關協會、
媒體、原民處、觀光旅遊處
等，落實橫向聯繫。　縣民
也期待政府能組成有整體經
營管理、專業有創意的在地
團隊，共同來把花蓮在地藝
術與文化特性作現代性、創
意性、可看性的呈現，同時

又朝向具教育及深度的挖
掘。

　針對光復鄉僅存的傳統產
業之製造業(日豐窯業公司)
因工廠營運所需之原物料均
需仰賴大型車輛從外地運原
料至工廠製造及使用，卻屢
遭警政單位開罰。
　本席請政府體恤地方傳統
產業之日豐窯業公司之工廠
營運所需之原、物、燃料，
均需大型車輛從外地運原料
至工廠製造及使用，而大型
聯結車進出，難免會影響行

車及當地居民安全。為體恤
傳統產業經營不易並顧及當
地居民安全，經協調日豐公
司及當地警政交管單位，除
責成日豐窯業公司如有影響
行車及當地居民行的安全，
及立即停駛，以維護居民安
寧。並由公路局及光復鄉公
所評估，原則上可通行35噸
以下聯結車，盼業者遵守車
輛行駛安全及維護橋樑安
全，向縣府申請臨時通行

證。
　本席希望業者盡量提供當
地居民工作機會並確實做好
敦親睦鄰，維護雙方良好互
惠關係。

　七星潭為花蓮重要知名景
點，是遠到遊客的必走行程
之一，也是花蓮民眾重要休
憩場所；而為提升七星潭景
點觀光使用效益與民眾遊憩
安全，本席針對七星潭風景
區內重要地段位置與七星潭
自行車徒步道沿線，要求縣
府觀光旅遊處提出照明改善
計畫。
　關於七星潭照明改善區域

重點有自行車徒步道沿線及
七星潭風景區，經費共兩
千七佰萬，其中觀光局補助
經費一千八百萬，地方經費
則為九百萬；而本次照明改
善工程部分則佔三百五十
萬，希望藉此經費改善工
程，提升七星潭旅遊觀光整
體規劃之完善與增進遊客及
使用民眾之安全。
　本席於七星潭現場會勘

時，建議縣府規劃加裝監視
器系統，更能保障與提升遊
客及附近民眾的遊憩安全。

　簡易自來水的提供，是目前解決
偏遠地區民眾用水問題有效的辦
法，使用的人很多，所以本席認
為簡易自來水的飲用安全上是需
要顧慮的。
　根據本席了解，環保單位有編列
檢驗費用，但似乎沒有確實的做
到把關的責任，尤其原住民行政
處編列了一千二百萬，作為輔導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簡易自來水系
統的輔導管理計畫，更應為原住
民地區飲用水的水質把關，才不
會危害到民眾的健康。
　花蓮縣境內山多河流湍急、天
然災害頻傳，本席認為山區部落
及鄉鎮的住家附近是多樹、多
河流，導致小黑蚊肆虐、登革熱
病媒指數偏高，環境衛生極需改
善，本席期盼環保單位能積極做
好防治病媒蚊孳生源及居家蟲鼠
監視防治。

　針對為期一個月會期的花蓮縣議
會第十七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因
為「蘇花改」抗爭休會，造成縣
政總質詢議程被取消，本席認為
此舉作法擺明是罔顧全體縣民福
祉，不但愧對鄉親大眾也剝奪其
他議員質詢的權利，質疑內幕不
單純。
　本席是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民
意代表，為民眾爭權益與監督縣
政是他的職責和權利。縣政總質
詢是本席對選民的承諾與支持，
不應該被強壓式的剝奪掉。爭取
「蘇花改」本席是百分之兩百的
支持，但縣政不能因此而停滯，
此次定期會本席受到勞工、社會
福利等弱勢團體的請託，要為他
們爭取合理的權益及福利，孰料
卻被抗爭「蘇花改」的大帽子犧
牲掉。讓本席無法為廣大的基層
弱勢團體發聲。
　本席認為民意代表對於行政首長
與業務主管之質詢權為代議士代
表民意監督政府與行政機關執行
職務不可剝奪之部分，屬於民意
代表職務之核心權利，非經民意

代表本身自願放棄，不得以會議決議或
其他方式架空或剝奪。本席合理懷疑縣
政總質詢會議被戴上「蘇花改」抗爭大
帽子合理化犧牲掉，背後是有雙看不到
的黑手在操作。

因應蘇花改要預做的準備

維護消費者查緝私劣酒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

地政規費訂定統一價不要一國兩制 拓展文化觀光需整合規劃、管理經營 並建立團隊

提升七星潭景點觀光使用效益與民眾遊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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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花東縣民補貼減稅

東發條例尚躺在立法院有待催促
李秋旺：是國、民兩黨在騙選票騙選民

蔡啟塔保證蘇花改一定會興建

盼先召開公聽會 彙整各界意見和看法

大型車輛屢遭警政單位開罰

「小地主大佃農」應有完整配套

蓋好攔沙池避免垃圾及淹水至台九線

蔡啓塔議員
魏嘉賢議員

施金樹議員

莊枝財議員

謝國榮議員
李秋旺議員

劉曉玫議員
施慧萍議員

何禮臺議員

張峻議員

張正治議員

蕭文龍議員

黃振富議員

邱永双議員

楊文值議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