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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十七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楊文值勉勵縣府雖財政赤字應開源節流 講求對策因應

  本席認為縣政府團隊過去一年當中，在
傅縣長親民愛民，清廉施政的主軸精神
下，以「劍及履及」的行動力與果斷力，
為縣政大業及民眾福祉衝刺，期待更積極
努力擦亮花蓮這塊淨土招牌，並繼續成功
的行銷花蓮出去，成為國內外人士最鍾愛
的旅遊勝地，也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鄉
親們，都可以享受到更健康、更幸福的生
活品質。
  目前縣府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有效的開
源節流講求對策因應，增加縣庫收益，才
是避免債台高築的良方。先前傅縣長曾表
示，五都的人事和預算權力大增，其他縣
市正面臨行政、財政資源遭排擠，因此，10

年500億的東發條例補助款，將會是改善花
蓮財政，加速建設發展的最大助力，希望
朝野立委能全力支持，儘速通過該法案，
奠定花蓮未來更厚實的發展基礎。
  交通為建設之母，蘇花改係攸關花蓮脫
胎換骨的重大工程，為了花蓮永續發展，
及避免過去人命損失和人員傷害嚴重的悲
劇再發生，我們強烈要求「施工時間要
快」、「工程品質要好」，還給花蓮人一
條安全回家之路，保障花蓮的未來。
  奢侈稅草案已在日前初審通過，我們對
於政府的健全房市，健全經濟發展所作的
措施，予以支持並肯定，但是此條例一旦
通過實施，影響層面甚鉅；花蓮等弱勢區

域如果一體適用，恐帶來相當大的衝擊與
不公平，我們堅決反對齊頭式的平等，建
請中央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或設立「排除
條款」，保障弱勢區域，否則，花蓮將未
蒙其利而先受其害。
  本屆議員同仁一年多以來兢兢業業，不
辭辛勞，認真深入基層考察，審議各項提
案，更直驅問題現場，解決協調艱困難
題，精神令人敬佩。本會仍將秉持「監督
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監督的原則」，與縣
府團隊保持良好溝通協調，並期待縣府在
傅縣長的講求「效能」的領導下，創造人
民最大利益，府會關係和諧發展，締造人
民、縣府、議會三贏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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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舉債高達一百餘
億元，新縣府團隊理應扛起
所有的事實，縣府雖財政拮
据，仍推動如公立國中小營
養午餐及課後輔導、食油米
生活物質發放，及今年九月
新學期免繳註冊費等社會福
利措施。本席實在擔憂這些
社會福利措施，會否後繼無
力？明年這些大筆費用在那

裡？又是舉債留給子孫揹？
  縣府辦活動大舉施放煙
火，吸引外國或外縣市觀光
客注目，議會同意的活動經
費，縣府一直喊經費不夠，
而向企業募款充裕活動經費
的話，本席認為等於是「拿
人手短，吃人嘴軟。」縣府
敢向違規企業開紅單罰款
嗎？一樣是辦活動，非得以 「放煙火燒錢辦活動」嗎？

都是民脂民膏呀。 

  根據本席了解有花蓮縣屬
中途之家的南平高中劉姓男
老師公然在課堂上涉嫌以言
語性騷擾女同學及輔導室彭
主任在上課期間帶女學生上
台北又留宿賓館。而且該校
唐校長本身資格與規定不
符、校園女學生遭霸凌從二
樓經一階又一階的樓梯拖拉
至一樓全身傷等，問題叢

生。本席要求教育處徹查，
也希望篤信佛教的傅縣長發
揮慈悲心，幫助這群折翼天
使免於繼續沉淪。
  本席質疑該校存在師資不
符，校長也只有國中候用校
長的資格，卻擔任這所收容
12至18歲國高中生學校的校
長，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此
外，師長帶頭違反校規、校

園女學生遭霸凌等，簡直無
法無天、目無法紀，本席認
為縣長應責令徹查該校種種
缺失。

　　有民眾檢舉，包括一九三
道路及秀林鄉和仁地區，有
不肖業者將外縣市有毒廢氣
土運入花蓮掩埋或轉賣給水
泥廠，堆置在花蓮碼頭，並
用卡車載運到台泥花蓮廠。
本席希望環保局能儘速查明
廢棄土是否含有劇毒，並依
法進行懲處。
  為發展花蓮觀光，傅縣長
公開宣示八不政策，本席認

為傅縣長的八不政策立意非
常好，但是，卻有不肖業者
將外縣市來路不明的廢棄
土，以船運方式運來花蓮，
據了解，宜蘭對於外縣市的
廢棄土都要求申請，未經許
可絕對禁止。本席希望縣府
正式廢棄土入侵問題，依法
積極進行取締以遏止廢棄土
造成花蓮環境衝擊，確保八
不政策也確保花蓮環境永續 利用。

  本席非常質疑「政策優於
法令」，本席認為法令是優
於所有政策，縣府官員都必
須要「依法行政」，而不是
縣長所有的政策要怎樣就怎
樣，等於是「傅皇帝」他說
了算。本席認為法令是保護
民眾、是政府施政運作必須
要依循的規則。本席就以性
侵國賠的案例來說明國賠案
是「依法辦理」完成國賠程

序。所以沒有政策優於法令
這回事。
　本席知道花蓮的財政非常
窘困，年年都在舉債，縣府
年底在編列預算時，心知肚
明花蓮負債都已超過長期負
債上限和短期負債上限；期
望縣府財政處好好規劃開源
和節流。對於花蓮財政拮
据，本席希望縣長能夠好好
思考，請縣長跟花蓮民眾一

起承擔，帶領大家走過最辛
苦的日子，幫民眾解決更多
的問題。

  本席關心花蓮地區對外交
通建設發展議題，本席認為
西部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居
民對外交通便捷，相形之
下，花蓮整體發展落後西部
數十年，造成城鄉差距、對
花蓮朝向「國際都會觀光花
蓮」帶來負面影響。
  民國75年建置的國道六號
道路，西部路段只興建至埔

里，盼能延伸至花蓮銅門，
銅門與埔里相距僅30餘公
里，短短的路程建設，卻可
大大減少東西之間的交通障
礙，本席期許中央及地方政
府，應要共同照顧、維護花
蓮這塊土地，苦民所苦、為
民設想。
  本席要讚許傅縣長，兌現
對花蓮民眾的承諾，同時也

感謝花蓮縣民的團結，讓蘇
花改得以通過環評。

  本席非常憂心毒品的氾濫
問題，花蓮民風淳樸，平日
少有重大治安事件，而竊盜
搶奪案件發生，多半與毒品
買賣有關，如同清代鴉片戰
爭導致國族淪喪，本席不希
望見到花蓮沉淪毒海，強調
打擊毒品犯罪應從源頭做
起，要求警方查緝毒品應多
加把勁。
  關於教師法修正規定，從

今年八月起，全國教師每人
每天需上班八小時、每週五
天共四十小時，本席認為過
於硬性的規定恐將澆熄老師
們的教學熱忱，對少數只想
打混摸魚的老師，對上課八
小時外的加班與家庭訪視更
可藉詞拒絕，這項即將實施
的新規定最近在校園內已引
發廣泛討論，家長們更擔心
老師將不滿情緒轉嫁給學

生，反而讓原本落實教學的
美意，導致同學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

  由文建會規劃而成的文化
創意園區，連續兩年舉辦
「國際原聲音樂節」，動輒
千萬的活動經費與廣告預
算，帶動的人潮卻只有小貓
兩三隻，誇張的是，就連花
蓮鄉親對於「文化創意園
區」的所在也感到陌生，遑
論舉辦的活動更是一問三不
知，本席深切盼望文建會不

要再「自己玩自己的活動，
自己玩自己的藝術」，而是
與地方政府同心齊步，攜手
創造文化藝術所帶來的經濟
產值。
  本席以「從姑娘被摧殘成
老太婆」戲稱歷經許多團體
經營的文化創意園區，本席
要求縣府傾聽民意，使生活
文化、生態文化及生產文化

作結合，以振興各種相關產
業，重拾文化創意園區的真
正價值。

  台九線拓寬工程雖然如火
如荼正在進行，但卻獨漏鳳
林到光復路線未作拓寬，本
席期盼縣府能協調公路總局
拿出魄力全線動工，莫讓東
部交通改善政策成為紙上談
兵，遙遙無期。
  另外，本席對於「印象太
魯閣」政策規劃項目下，縣
府擬於立霧溪口興建五星級
觀光飯店案，本席擔心颱風

及大環境天候劇變等因素，
將造成溪水暴漲，導致台地
氾濫成災。還有立霧溪溪口
防洪規劃是否完善，盼縣府
能提出因應對策。
　針對剛開幕的光復鄉大農
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國際藝術
節，本席則建議縣府能將該
地區原住民保留地詳加規
劃，並強調此兩千公頃森林
平原，實為台灣珍寶，應融

入地方原住民特色，進而發
展成國際觀光重鎮。 

  和平港養灘作業行之有
年，經本席現場勘查後發
現，有「變相海拋」的嫌
疑。據查，民國88年至90年
間，5厘米以下的細料不做
養灘使用，但近十年來，和
平港公司將未經篩洗便將粒
料直接堆置養灘區，粉塵細
料直接造成空氣及海水的污
染，影響花蓮海域生態及漁
民生計甚劇，應該立即停止

疏濬養灘之作業，追究責任
懲處。
  對於和平港開發迄今，海
岸地形有向內陸退縮的態
勢，生態環境也早有「滄海
桑田」的變遷，將來勢必會
影響鐵公路路基側，本席建
議縣府應該要求該公司提出
環境差異影響評估，及設置
消波塊或興建海堤等對策，
以因應海岸線退縮的問題。 

  時下流行的新興毒品，諸
如K他命、快樂丸、神仙水
等毒品濃度稀釋之後以平民
價格兜售給國中小學生，促
使學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輕
易嘗試，雖然劑量微小到尿
液篩檢呈陰性反應，但仍有
成癮的危機，本席希望教育
處等相關單位不要再「粉飾
太平」，著手進行反毒宣

導，並在校園成立春暉社
團，輔導孩子五育均衡發
展，使孩子找到展現自我的
舞台，真正遠離毒品的誘
惑。
  本席建議任何教育理念與
政策都要宣傳，每個孩子天
賦才能有所不同，本席認為
不要以偏差的教育理念、填
鴨式的教學方式造成區域性

的關懷，使落後、升學能力
較為弱勢的學生變成問題學
生，造成全民的負擔。

  本席請各位看97年辛樂克
颱風襲台的影片，其中，台
中后豐大橋應聲斷裂，造成
三輛車六個人墜落大甲溪，
畫面令人觸目驚心，本席憂
心堤防與橋樑安全的問題。
  由於近年天氣變異、豪雨
不斷，本席憂心本縣老舊橋
梁將承受不住大水沖刷而坍
塌，本席期盼縣府重視花蓮
橋梁結構安全，同時建立優

良警報裝置及封橋機制，防
止意外發生。
  建設處處長郭俊傑表示，
依交通部規定，每二年執行
一次檢測，去(99)年底完成
全縣596座橋樑檢測，98年
度起開始整建補強作業，從
去年至今年間也爭取到經費
二億七千萬餘元，將針對多
處橋梁進行整修工程。

  本席認為，台九、台十一
以及台十一丙線等重要道
路，每日砂石車輛往來頻
繁，塵土飛揚，已對道路兩
旁的居民帶來噪音污染，尤
其最近自行車數輛增加，砂
石車輛所造成的碎石經常引
起自行車爆胎，徒增道路行
駛的危險性；本席建議縣府
應盡快設立砂石車專用道
路，減少對於道路的破壞

性，更能大大提升花蓮地區
觀光品質。
  此外，本席對於縣府積極
推動道路景觀改善工程一事
表示肯定，本席認為各鄉公
所辦理道路周邊綠美化和清
潔工作時作法不夠積極，致
部份路段雜草叢生，本席擔
心縣府國際都會、觀光花蓮
施政目標將因此蒙塵。

  

花蓮縣各大街小巷路口監視器林
立，但真正發生問題時民眾想調
閱畫面，卻往往發生監視器故障
或畫面不夠清晰根本派不上用
場，本席要求監視器良率應維持
最高標準，就算因颱風等天災毀
損，最好在兩天內就修復，別讓
監視器繼續淪為街頭點綴的裝飾
品。
  本席認為目前各市區主要街道
停車格劃設嚴重不足，導致民眾
停車無所適從為貪圖方便隨意亂
停，本席認為花蓮汽機車數量比
不上北、高等都會區，但別人的
車輛停放井然有序，呈現整齊劃
一的美麗市容，反觀花蓮只要收
費停車格以外的區域，無論正停
反停斜停通通都有，不但給人視
覺觀感不佳印象，因交通受阻，
讓許多坐輪椅的老人家根本出不
了家門，對致力推動國際觀光的
花蓮也帶來負面衝擊。

本席以觀光、農業等議題提質
詢，期許五星級縣長傅崐萁做好
花蓮縣政領航重任，讓花蓮真正
邁向「國際都會觀光花蓮」的目
標。
  本席以大船形容花蓮，縣長是
船長、縣府官員及民眾即是船
員，需要互相合作、共同努力，
才能將這艘名為花蓮的大船平安
航行。
  花蓮以農立縣，近來觀光發展
讓花蓮躍上國際舞台，觀光活動
日益增加，本席期待活動能將
地區帶向繁榮，但去(99)年縣長
電子信箱十大民怨排名中，對於
「活動相關批評」不少，盼相關
單位檢討，例如宜蘭童玩節或墾
丁春吶季等活動，成功帶來後續
經濟效益。
  在農業部分，本席認為每公頃
一千五百元農業資材補助執行率
甚低，以吉安鄉為例執行率僅
0.2%，本席希望縣府重視農民權
益，盡速改善相關政策。

中途之家校長資格及老師言行不軌

爭取收回文創園區經營管理權如何規劃還清縣政舉債為當務之急

莫讓東部交通改善政策成紙上談兵

注意廢棄土入侵污染環境 維護海域生態環境及漁民的生計

任何教育理念與政策應予宣導財政拮据要規劃開源和節流

重視橋樑結構安全建立優良警報機制花蓮整體發展落後造成城鄉差距

砂石專用道設置減少對道路的破壞毒品氾濫教師工時縣府應提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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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 議員

莊枝財 議員

李秋旺 議員

施金樹 議員

劉曉玫 議員 施慧萍 議員

謝國榮 議員

黃振富 議員

邱永双 議員

張 峻 議員

何禮臺 議員

張正治 議員

蕭文龍 議員

蔡啟塔 議員

楊文值 議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