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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議會定期會閉幕
楊文值：質詢結束是行動的開始

楊文值 議長

花蓮縣議會第十七屆第六次定期大會縣政
總質詢議程昨天圓滿完成。議長楊文值表
示，縣政總質詢的結束，也是今後行動的開
始，議會非常期待在下個會期的縣長施政報
告當中，看到縣府團隊努力執行的成果，呈
現在花蓮鄉親眼前。
楊文值表示，議員質詢代表著花蓮各界
鄉親對縣政最真實的感受與建議，對於縣
政品質要求難免苛求，當然帶給縣府團隊
相當的壓力，緊湊的互動中呈現出多元成

蔡啟塔：賽車場與部落亮點 賠本生意
針對財政、花東地區發展
條例、交通建設及土地出售
等，逐一提出，本席要求傅
縣長謙卑檢討及修正改進。
對於縣府山海劇場與賽車
場計畫，本席認為屏東大鵬
灣賽車場，年年虧錢，縣府
卻還要推動；至於國際秀
場，部落亮點計畫應是徹底
失敗，應結合當地企業與人

才；關於瑞穗溫泉特定區，
包括限制太多，面積五公頃
太大，還有代金太高等問題
與規定，似有為財團特定量
身訂作。
本席認為一直賣土地是緣
木求魚，是最笨的作法；本
席希望縣府不要出售東洋廣
場前土地及六期重劃區的抵
費地，應提出良好土地政

蔡啟塔 議員
策，讓土地變成金雞母。對
於縣府自主財源下降，本席
要求縣府學習其他縣市開源
節流之道。

本席也希望環保公園與七
腳川溪30米以東土地能夠進
行全面性的變更，規劃為遊
憩用地，不僅地盡其用，也
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質，創造
工作機會。另針對如何整體
規劃花蓮市自由大排之整
治，以恢復溝仔尾昔日榮
景。

莊枝財 議員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每年
四十億元可撥用，本席提醒
傅縣長要緊盯中央，以免看
得到卻花不到；而蘇花改預
定五年完工卻不知是否如期
完成。
本席針對花東地區發展條
例及蘇花改能否如期完工？
以目前縣府正依中央規定彙

整相關的旗艦型計畫，都具
自償功能，包括南區高空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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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也有固定商業收入。若
依照中央規定在執行，但
施金樹 議員
是，能不能順利推動？花蓮
人要團結起來，希望有力的 立委來監督。

李秋旺：籲加速大陳村都更

謝國榮 議員

本席首先肯定傅縣長對都
市計畫用心，本席特別要求
縣府加速都市更新的腳步，
大陳新村是進入花蓮市的門
戶，惟其房舍多為3至5坪的
簡陋房舍，依民國96年4月
19日行政院加速推動都市更
新方案工作小組決議，將以
徵收方式取得全區私有土地

及撥用公用土地計畫，並興
闢公共設施及住宅，安置地
主及現住戶，但自民國96年
決議至今都未有實際作為，
現在卻淪為邊陲地區，本席
建議盡快開闢大陳新村內部
都市計畫道路，立即改善道
路公共捨施。

李秋旺 議員

施慧萍：環教認證結合觀光 落實觀光醫療

劉曉玫：關切花蓮發展命脈「觀光」
膏的浪費。
針對縣庫拮据提出質詢，
本席認為花蓮自有財源逐年
下降到16.5%，顯見財政對
中央依存度太高，今年上級
補助款短收16.2億，償債更
劉曉玫 議員
是早超過法定上限。
本席根據審計室報告，就 辦觀光活動成長，反而人數
花蓮觀光人數不僅沒有因舉 呈現減少

落實環境教育法、觀光醫
療推行現況等議提，本席盼
府會間建立良好雙向溝通，
共同締造花蓮美好前景。
本席認為環境教育不僅是
單純的淨灘、掃街、空氣監
測，更涉及環境永續發展及
社區營造等內容，並規定有
環境教育學習時數，若能以

時數認證結合觀光，將會成
為具有未來潛力的項目。
本席另針對縣府推動觀光
醫療的發展前景表示肯定，
據本席了解，花蓮縣的觀光
醫療，收費低、技術好、設
施慧萍 議員
備現代化、投入院所也多， 督導，避免業者獨佔、彼此
本席建議未來也考慮引進健 間削價競爭、醫療欺瞞等糾
康療養部分，並對院所確實 紛發生。

機場周遭限建限高 希望放寬

張峻：闢建快速道路 活絡交通

新城鄉花蓮航空站、空軍
四○一、空軍教準部三處機
場周遭限建、限高，造成新
城鄉整體經濟發展緩慢，本
席向空軍教準部，轉達地方
訴求，盼放寬教準部機場周
遭限建、限高，增加新城鄉
對外競爭力。
本席認為國防部發布禁限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施行，
東部地區的重大建設發展不
但有了法源依據，也有十年
四百億的經費可以讓花蓮來
發展運用
本席希望縣政府能妥善運
用這筆經費，依據花東地區
發展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優

建及航高限制規定迄今，連
帶影響新城鄉土地運用，造
成發展停滯，鑑於發布禁限
建及航高限制規定權責屬中
央單位，將邀立委爭取，盼
國防部修法，放寬教準部機
場周遭限建、限高，增加新
城鄉對外競爭力。

張 峻 議員

何禮臺 議員

蕭文龍：推動輕航機產業發展
為發展花蓮特色觀光，本
席認為花蓮已成為台灣輕航
機重鎮，包括航道、機場及
飛機、駕駛都已合法，只要
縣府加以包裝行銷並結合熱
氣球、飛行傘、自行車等運
動，白天遊客在縱谷飛輕航
機、搭熱氣球、玩飛行傘，
晚上欣賞夏戀嘉年華，比較

先闢建中橫高速公路以連接
東西部交通，並興建花東快
速道路以改善花東地區對外
運輸服務，滿足花東地區居
民聯外交通及產業發展之需
求，交通部應提高鐵路運輸
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並提
升公路之安全性及可靠性。

能吸引觀光人潮來花蓮體
驗。
今年台東熱氣球搶走了東
部地區觀光產業的風光，花
蓮有好山好水，本席建議縣
府可朝向推行輕航機產業發
展，他說，目前輕航機以有
合法化，軟硬體皆已具備，
未來產業發展上軌道之後，

張正治：十二年國教如何因應

蕭文龍 議員
亦可以推行駕駛訓練，並配
合夏戀嘉年華期間，舉辦
「日間輕航飛行，夜間演唱
會」來行銷觀光花蓮。

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本
席認為學校、教師、學生、
家長四個角色在教育政策實
施之下所處的位置與因應心
態都會有所不同，本席對於
教育處未來將以何種方式對
四面向進行督導表示關切。
本席另外提出吉安鄉楓林
步道安全圍欄、德安路段路

面積水難退、七腳川溪上游
整治，及公車客運站牌破損
改善等問題。本席認為這些
雖屬於地方小事，但卻是真
正關乎民眾生活便利安維相
關的事務，但修繕改進工程
總是一再延宕，甚至找不到
權責歸屬單位。
本席針對花蓮縣各公立學

張正治 議員
校歷年代收代辦費結餘款的
應用及花蓮客運站牌、車廂
整潔及服務品質等問題提出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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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花蓮市和平路336號

黃振富 議員

本席針對發展低碳旅遊、學童視
力保健、道路平整提出質詢。部
分鄉鎮市路面開挖回填不實，造
成路基掏空下陷，本席呼籲縣府
建設處固定全縣柏油標準與施工
規範，採用高標準AC鋪設，以
吉安鄉福興路為例，路面才剛回
填就又被台電挖的滿目瘡痍，影
響鄉親用路安全甚鉅，盼縣府重
視。
在全球極力發展觀光業旅館發展的同
時，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本席
建議縣府廣泛宣導綠能觀念，設置評鑑
制度與評鑑指標，公佈優質低碳餐廳、
民宿，在發展觀光的同時大幅減少對環
境的破壞。
根據本席了解，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七
大學習領域只有28小時，另有4到6小時
是彈性課程，但現在國中上課時數過長
超越身體負荷，甚至有家長反應午休時
間還有校方活動影響休息，本席認為學
童近視情形逐年嚴重，盼縣府重視學童
視力保健問題。

邱永双 ：盼地方建設評估可行性及整體效益

本席針對花蓮發展命脈
「觀光」提出質詢，包括花
蓮國際觀光劇場選址、部落
亮點定目劇商演日期、夏戀
嘉年華等大型觀光活動相關
效益等議題進行探究，期盼
縣府關心民意向背，並周延
規劃所有地方基礎建設，顧
及全縣民福祉，避免民脂民

民眾以訛傳訛，將會嚴重影
響觀光。
本席擔心三不五時的音
爆，會造成花蓮鄉親的精神
損害，亦成為花蓮縣發展觀
魏嘉賢 議員
光的阻礙。
根據本席了解，全台機場 萬2000元，全國音爆次數最
的 噪 音 補 助 標 準 來 看 ， 花 多、補助金額卻最少，連離
蓮縣最高上限卻只有補助2 島的金門、澎湖都不如。

施金樹籲善用花東發展基金

謝國榮：關心觀光劇場進度
本席針對立霧溪南岸出海
口土地、環保公園、七腳川
溪30米以東與東洋廣場等土
地利用問題提出質詢。根據
本席了解，立霧溪南岸出海
口92.34公頃的土地是花蓮國
際觀光劇場的預定地，惟現
階段絲毫未見其工程進度與
相關計畫之施行，請傅縣長
給予說明。

針對10月17日上午8時許花
蓮的一聲驚天巨響，聲音響
遍花蓮市、吉安鄉、光復鄉
與玉里鎮等鄉鎮，據本席了
解造成許多花蓮縣民輿論四
起，至今卻無人知道聲音從
何而來?「莫名的恐慌是真
正的恐怖」，本席認為如果
縣府不積極查明聲音來源，

黃振富：挖路回填 落實管控

驗處理點」，是否與中央法
令抵觸，果菜市場如果有違
法向攤商收取農藥殘留檢驗
費的事實，請政風單位移送
檢調單位調查偵辦，本席請
衛生局不定時至果菜市場抽
驗蔬菜、水果供應商進場貨
品的農藥殘留，並定期對外
公佈檢驗結果。

期間都引發熱烈討論，議員同仁與相關主管
透過總質詢，深入交換意見與廣泛探討。
楊文值希望會後，縣府團隊在縣長傅崐萁
卓越領導之中，拿出破釜沉舟的決心，整合
出最能造福民眾的辦法，突破單位彼此之間
的藩籬，打造一則「後山新傳奇」。
楊文值相信，只有熊熊烈火才能淬鍊出最
純正的黃金，也才不辜負鄉親對五星級傅縣
長的最高期待與託付。

魏嘉賢：追究轟天巨響來源

莊枝財：農藥殘存檢驗費應停收
本席針對花蓮果菜運銷合
作社將向蔬果攤販收取每件
十五元之農藥殘毒檢驗費表
示不滿。
為捍衛農民及攤商的生存
權，監督保障消費者食的安
全，本席要求農業處深入了
解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訂
定的「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檢

熟的民主議事成效，舉凡「強化部落亮點規
畫」、「落實農產品契作」、「改善南區醫
療品質」、「加速河川疏濬，降低土石災
害」、「抗議生態停工機制、監督蘇花改工
程進度」、「建構國際觀光夜市與觀光秀場
新風貌」、「排除萬難、擴大招商」、「整
合醫美旅遊行銷」、等重要民生建設議題的
探討、以及「十二年國教如何順利上路」、
「如何開源節流、對抗負債」、「府會如何
攜手，爭取中央資源」等重要措施，在大會

星期三

邱永双 議員

本席首先肯定傅縣長「有感」
執政，兌現了選舉公報中每週親
民時間、兒童讀經運動、老人乘
車免費、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
教科書及註冊費免費、每年三節
送米油慰問弱勢族群等政見，另
外，還有肯定農業契作、部落亮
點等政策立意甚佳，惟國際觀光
劇場、賽車場、高空纜車等具爭
議性的地方建設，希望縣府評估
可行性及整體效益，永續經營。
本席再針對「花蓮-吉安段」
選擇鐵路高架化或地下化提出質
詢，另外，還有關縣府推動農業
契作成效，以及農業資材補助效
率，是否確實執行及保障農民收
益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