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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議會第十七屆第四次定期大會總質詢落幕
議長楊文值建議：八不政策 宜有落日條款
為期兩週的花蓮縣議會本次定期會
縣政總質詢議程16日結束，縣長傅崐萁在
總結報告致詞中強調，感謝全體議員提供
寶貴意見，讓縣府團隊吸收更多基層聲
音，將落實在縣政作為上，達到盡善盡
美，縣府團隊已做好全面衝刺的準備，有
信心超越台北，引進國際資金，打造花蓮
成為國際觀光都會。
議長楊文值則建請縣府針對議員交相關
切的八不政策，希望縣府能基於法令不
溯既往原則以及是否牴觸中央法令之規

定，請縣府是否應該訂定落日條款，保障
既有合法廠商權益。
針對傅縣長有感
而發所說，政治人物必須要有肩膀扛下承
諾事項，花蓮落後六十年，希望花蓮鄉親
大團結，在未來選舉，摒棄政黨優先，而
以花蓮在地權益為要，在沒法顧國家前提
下，只好將花蓮顧好。
楊議長期勉縣府從今天起，各部門要全
力以赴，貫徹到底，打破局、處的藩籬與
本位主義，一起攜手打造花蓮的美好願
景，展現花蓮的驕傲與榮耀。

總質詢期間，議員在議事殿堂發
言，就是代表地方鄉親、父老，對縣政
最貼近，最忠實的反映與期盼，本會期除
了審議民國一○一年度縣政府總預算，質
詢內容也涵蓋甚廣，包括改善財政收支方
案、文化紮根與人才獎勵、提升花蓮觀光
品質、原住民部落亮點的爭取、改善治
安、改善教育設施環境等重要民生議題，
在大會期間都引起熱烈討論，議員同仁與
縣府相關主管，雖意見不盡相同，卻都能
交換意見與尊重彼此立場。

楊文值 議長

蔡啟塔：花東條例過關每年四十億元
在國民黨強力動員和立委
王廷升積極奔走下，花蓮、
台東各界殷切期盼通過立法
的「花東地區發展條例」，
七月十三日深夜，立法院終
於三讀通過。花蓮立委補選
期間，國民黨對花蓮、台東
鄉親的承諾，終於成功兌
現。
明年起花東地區發展條例
每年四十億元可撥用，花東

地區發展條例第一期四年既
定計畫，縣府團隊正依中央
規定彙整相關的旗艦型計
畫，都具自償功能，包括南
北兩地高空纜車，未來有票
價收入；溫泉區整體開發，
也有抵費地收入；至於太魯
閣觀光劇場，未來也有固定 蔡啟塔 議員
商業收入。本席期盼花蓮縣
應完善規劃、計畫，大公無 揮預期效能，達到照顧花東
私的讓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發 鄉親的目標。

本席要求加強警察在職訓
練維護治安外，還強調花蓮
火車站目前對於無障礙空間
的設置不甚理想，對身障朋
友可說是不親切的環境。縣
府建設處還說，未依建築技
術規定設置各項無障礙空間
的情況下，將不予核發建
照。
鐵路局的東部幹線常有一

票難求之民怨，而廣推鐵公
路聯運，但是花蓮站駛往羅
東站的電聯車不論平假日都
只有六班往返，班次稍嫌不
足。再說，民眾坐車至羅東
之後，還要拖著行李步行至
客運總站重新劃位購買客運
車 票 ， 原 本 便 民 的 良 善 措 莊枝財 議員
施，反讓民眾覺得更加繁
提議在座位坐滿即發車免去
瑣。希望鐵路局從善如流，
等待時間和加開車班等。

務必提前作業，好讓花蓮海
濱地區土地能夠合法使用，
否則，土地無法合法使用，
再好的計畫、構想都將淪為
空談。
最重要的是，縣政府應先
確立黃金海岸範圍內的各項
開發計畫，盡速納入都市計
畫程序辦理變更或通盤檢
討，同時，將屬於政府部門
應設置的各種公共設施，列

謝國榮 議員
入《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相
關計畫，由每年四十億元預
算逐年辦理。

劉曉玫 議員
劉曉玫強調，公家的每一
分錢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政府在做任何建設、活動
時，一定要將每一分每一毫
花在刀口上。

關切太魯閣觀光劇場的推動
關心新城鄉財政及柚農收益
本席關切太魯閣觀光劇場
的推動，感謝傅縣長對花蓮
縣未來觀光藍圖的規劃，希
望能將花蓮原住民族的歷
史、文化、技藝推向世界舞
台的秀場，將來勢必會將花
蓮觀光推到高峰。
此外，本席也關心新城鄉
財政問題，雖然全花蓮縣

十三鄉鎮的財政困難，希望
縣府未來在可裁量的部份做
調整，將短差的預算儘量彌
補。以及文旦柚農民收益，
今年八月縣府和元祖簽定的
文旦柚合約，對我們花蓮農 何禮臺 議員
特產品來說是一大突破，希
望 未 來 除 努 力 保 障 農 民 權 式，減少中盤商的剝削，將
益 ， 本 席 希 望 用 契 作 的 方 農民的實質效益提到最高。

包括設備機具及特殊車輛約
需三億元，縣府生產成本絕
對比廠商高，如果投資的
話，一定會失敗。
針對縣長指瀝青被壟斷問
題，本席認為，縣府應尋相
關法令來遏止壟斷不法，無
需花大錢自行設置瀝青廠，
又不是每天有工作，屆時人

更是嚴重壓縮了可能的民間
投資機會，導致六期重劃區
經歷了八次流標，乏人問
津。
本席也關心花蓮交通動
脈，感謝傅縣長於去年帶領 施金樹 議員
大家北上為花蓮鄉親發聲， 得到卻花不到；而蘇花改預
但本席特別要提醒傅縣長要 定五年完工卻不知是否如期
緊盯進度，以免一波三折看 完成。

本席針對美崙高夫球場經
營管理提出質詢，希望縣政
府能夠儘速解決延宕數十年
懸而未解的老問題。此外本
席認為新修都市計畫法自公
布以來，許多「公共設施保
留地」從原訂五年徵收期間
變成無限制期限，行政機關
任意改變行政規則，侵害人
民的財產權甚鉅，應該更審

慎評估，此外，現下少子化
的大環境，過多的公共設施
保留地，反倒阻礙了都市景
觀發展，地方政府未能分期
分區發展，大量擬定公布
「細部計畫」，保留面積大
過發展所需，政府「劃而不
徵」，無法帶動區域的整體
發展。

李秋旺 議員

本席對於教育資源活化提
出「花蓮縣裁併閒置校設活
化辦理情形」的資料，建請
教育處妥適安排閒置校地與
校舍，並持續進行追蹤，其
次，本席以外縣市為例，建
議縣府設置國際學校，並將
旅遊概念揉入教學之中。
台灣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

口比率為百分之十點五，而
花蓮縣內老年人口比率卻高
達百分之十二點五。因此本
席呼籲縣府提前準備迎接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希
望衛生局鼓勵醫院發展老人
醫學科或是設置老人醫學門
診，使老人在求醫的過程中 施慧萍 議員
可 以 得 到 綜 合 且 完 整 的 照 護。

明年度能寬列經費在野溪整治跟清淤

縣府擬辦瀝青廠 蕭文龍不看好
現實際運作僅五家 縣府投資定會失敗
關切花蓮縣政府明年即將
以公共造產開辦瀝青廠的可
行性，本席提數據說明，花
蓮合法瀝青廠商合計有九
家，實際運作的僅五家，每
天約生產六百公噸，瀝青廠
一年工作約五十三天，每年
產量約十六萬公噸，產值約
四億元；開設一間瀝青廠，

本席認為都市計畫審議委
員會應對六期重劃區的發展
遲滯負責，包括花蓮舊火車
站、洄瀾之星等都市細部計
劃，既無歷史古蹟或文化園
區的發展限制，為何歷經十
幾年的開發、近二億經費的
投入仍未見成效？都市計畫
法、都市計劃準則中的規定

本席首先感謝縣府團隊積
極推動全縣學童獲得平等受
教權的政策，也肯定建設處
在道路整平、排水溝渠及縣
管河川清淤上的努力，希望
縣府明年度能寬列經費在野
溪整治跟清淤，讓住在野溪
附近或較低窪處的居民能不
再擔心受怕。
另外，針對花蓮境內重大
的公共建設，包括台九線拓

寬、鐵路電器化工程，蘇花
改，甚至將來可能出現的花
東快速道，縣府也應在工程
進行當中多予關切。
檳榔產業長期受到政府的
漠視跟歧視，連基本的普查
工作都無法進行；花蓮縣種
植檳榔面積依據農糧署的統
計約在四千零七十二公頃左
右，每年的產值約九千萬
元，約有八千五百人靠檳榔

張 峻 議員
為生，占全省檳榔種植面積
之百分之十。
對於種植
檳榔是否與土石流有互為因
果的關係，有待專家學者的
論定。

鯉魚潭西側店家應合法化並加強形象
打開水芋知名度盼協助水芋蟲害尋治
蕭文龍 議員
員閒置豈不浪費公帑；就像
北迴鐵路一票難求問題，總
不能自己改一條鐵路吧，更
何況，還會引發與民爭利的
非議。

鯉魚潭為本縣舊有觀光
區，擁有著豐富的自然美
景，然而為了配合公路局的
拓寬工程，鯉魚潭許多合法
住家向西遷移，形成現在的
潭西商店街，卻受外界質疑
合法性，本席建請縣府以信
賴保護原則，維護居民權
益，結合鯉魚潭的觀光需

求，加強建設商店街來改善
該區的觀光形象。
另外本席認為花蓮的農特
產品不應只有西瓜、香蕉、
文旦，吉安南華村的水芋就
非常有特色，農業處應該輔
導開發一系列商品，打開水 張正治 議員
芋知名度；目前芋農無法克
服蟲害問題，盼農業處及農 業技術改良單位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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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富 議員

本席認為花蓮人對於觀光的期盼
勝過其他縣市，最期待觀光客為
花蓮帶來實質上的效益，是否能
為花蓮人帶來豐富的工作機會，
雖然有許多大陸團來台，卻多集
中在北區等太魯閣國家公園知名
景點旅遊，中南區的鄉親感受不
到實質的觀光收益，希望縣府與
全國旅行公會溝通，加強行銷中
南區的景點和觀光套裝旅遊行
程，來平衡南北觀光。
本席並建議縣府仿效士林夜市
「百匯宴」，推動「花蓮小吃滿
漢全席」，小菜用鳳林花生、吉安韭
菜。主食是公正街小籠包、蔥油餅街的
蔥油餅、南華麵或玉里麵、肉丸。主菜
為原住民石頭烤鹹豬肉、客家豬腳、龍
鬚菜。湯品有扁食、檳榔心湯。茶有客
家擂茶、瑞穗紅茶。點心是麻糬、花蓮
芋、提拉米蘇。冰品有泡泡冰、水果是
花蓮西瓜、瑞穗文旦柚。

花蓮人平均壽命比台北人短 污水用戶接管違建戶民怨大

系列活動剛結束，緊接著還
有金針花季、國際石雕藝術
季，美其名是帶動觀光發
展，但事實上有沒有好好計
算一下，花出去的錢和實際
所得經濟效益是否成正比？
真的帶來多少外地觀光客？
或者只是如同活動結束後施
放的高空煙火一樣，璀璨卻
是曇花一現，錢燒光了，什
麼東西也沒留下。

六期重劃區發展遲滯誰負責
善用花東發展年40億元基金

活用20所閒置校舍節撙公帑
因應高齡化設老人醫學門診

促縣府開源節流勿債留子孫
從中央到地方都同時喊
窮，其中花蓮縣政府的財政
缺口，估計目前已累計上
百億。縣議員劉曉玫多次在
議會上要求縣府要「開源節
流」，不要債留子孫，更不
宜「舉債」辦活動。
劉曉玫說，花蓮縣政府近
幾年來大肆舉辦各項活動，
尤其是一到暑假，活動更是
一個接著一個，夏戀嘉年華

對於越來越多民眾騎乘電
動自行車上路，出現未戴安
全帽便騎乘上路，既不用納
稅及免牌照，且車速相當
快，恐對騎乘者造成安全疑
魏嘉賢 議員
慮並對交通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本席認為未對電動自行 成威脅，因此建請警察局長
車明確訂立使用規範的狀況 將此情形反映中央，盡快制
下，對人身及交通安全皆造 定規範加以管制。

關切高爾夫球場延宕數十年的老問題
促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帶動整體發展

活化舊市區 謝國榮促妥善規劃
為開創花蓮觀光新地標，
縣政府提出「黃金海岸計
畫」，希望將立霧溪南岸至
花蓮溪出海口，打造成國際
級觀光旅遊勝地，藉以吸引
國際集團、企業主來花蓮投
資，讓花蓮成為太平洋左岸
的峇里島，帶動花蓮觀光產
業的蓬勃發展。
本席建議要讓花蓮海濱地
區成為黃金海岸，都市計畫

對於縣警察局修法將路邊
停車收費從每小時改為每卅
分鐘計費，本席希望警方作
業快一點，讓民眾荷包不會
繼續失血，否則停超五分鐘
買早餐也要多花費廿元。另
聽說警方有意擴大停車範
圍，後站民眾擔心未來自家
門口停車也要花停車費。

籲行銷中南區的景點和觀光行程

嘆鐵公路聯運事實並不很便民

促路邊停車收費修法加快腳步
制定電動自行車規範加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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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双 議員

本席認為花蓮縣擁有廣大且狹
長的花東縱谷，浩瀚的太平洋及
蒼綠的高山資源，加上搭飛機到
台北只要三十分鐘、搭火車也僅
需二小時，如此良好的生活環
境，為何平均壽命會比台北人
短？尤其是花蓮地區的原住民平
均壽命更是少活了九點五歲。
本席究其主因，是因經濟落
後，貧富差距擴大；窮人的生活
愈來愈不符合健康原則及社會福
利、衛生預算過少，希望縣政府
能重視急速謀解決之道。
花蓮縣辦理污水用戶接管工程
時，後巷違建之住戶為配合污水
用戶接管工程已自行淨空後巷
（防火間隔）施工空間，是否自
拆違建部分涉有安全之虞，本席
要求主管單位從善如流，避免造
成民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