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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台電在花蓮設置了多少發電廠？破

壞了花蓮多少天然資源？不但沒

有任何回饋，還將經營的虧損加諸於民

眾身上，要全民買單，這種做法是無法讓民眾接受的，倘若

台電一意孤行，將造成日後闢建發電廠的阻力。

　花蓮好山、好水、好空氣，是全台公認最後一片淨土，絕

不允許台電將核廢料儲存在花蓮。

　楊文值表示，台電將於五月間調漲電價，全國哀鴻遍野，

不是反對電價調漲，而是無法負擔一次漲足，在薪水不漲的

情況下，加上因油、電雙漲造成通貨膨脹，生活品質將因此

下降，入不敷出的情況日益嚴重，民眾擔憂日後生活怎麼過

？

　對於台電調漲電費的問題，實應考慮民眾的感受，對於台

電年年虧損電力費用必須調漲，希望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不

要一次漲足，要考慮民眾的能力，否則將對政府的信任度有

嚴重的傷害，為政者更應考慮百姓的痛苦，是否有能力負擔

？都須列入考量。

　對於台電的經營內容，包括火力發電廠購煤單價、對外購

電價格為何偏高？都須公開透明化，讓百姓了解內容，不要

讓百姓有霧裡看花的感覺，這樣會造成民眾的不信任感，就

如同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要求台電各縣市服務處一定

要將台電的所作所為向外界說明，不要因反對者的公開陳述

，影響台電多年的努力。

　台電在花蓮設置了好幾座水力發電廠，對花蓮天然資源造

成多少的破壞，這些應該不需要花蓮民眾再多做說明與抗爭

，有破壞就要有回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台電公司應有所

警惕，否則將對日後台電在花蓮地區增設發電廠產生阻力。

電價一次漲足 增加人民痛苦

善良的花蓮人不應該

被打擊，一個有為

的政府需為花蓮爭權益、

福利，縮短城鄉差距，這

對花蓮鄉親才是公平的。

　綜觀西部地區，擁有網

狀般的快速便捷道路，而

花蓮不僅道路彎曲難行，

縱橫交錯的道路布滿紅綠

燈，不但影響地方發展，

就連油量需求也因處處的紅綠燈而增加耗油量。

　對於油、電雙漲對花蓮鄉親是不公平的也是不

應該的，試問台電在花蓮縣境內設了多少發電廠

？將高污染的行業設在花蓮，卻一點都不願意回

饋花蓮，這對花蓮人是不公平的。

不願回饋花蓮很不公平

我認為油電雙漲真是

爛政策！花蓮的基

本工資已經比台北還要低

，而且距離狹長，去哪裡

都要開車，又沒有公車等

大眾交通工具可搭乘，油

錢飆漲實在太可觀，花蓮

應該比照離島，油電都應

該補助。

　油電可以漲，但應該考

量到花蓮的特殊情形，工資已經很少，卻要和大

家負擔一樣的錢，相對剝奪感太大了，非常不公

平，薪水是別人的一半，油價負擔卻是人家的兩

三倍，建議政府應該分地區漲，花蓮應有補貼政

策。

油電都應該補助花蓮人

油、電雙漲是要叫人民

活不下去嗎？花蓮縣

是眾所周知的窮鄉僻壤，

如何承受得起因油、電雙

漲後百物齊漲？

　最不合理的是花蓮縣的

火力發電廠、污染美麗的

花蓮卻造就財團，回饋極

少數後果由全縣來承擔污

染的傷害。油價節節上升

直接受到影響的是偏鄉的學校，校車都快開不出

來了，真的不敢想像油、電雙漲連帶影響到下一

代的教育，交通費增加、生活費增加、誰會選擇

偏鄉任教，惡性循環下根本沒有好的教育品質，

來成就偏遠的弱勢原住民小孩。

雙漲影響到下一代教育

政府公布油、電雙漲政

策，身為執政黨的民

意代表，感到難過！花蓮的

鄉親也在油、電雙漲預期心

理下叫苦連天，雖然花蓮環

境條件無法和各縣市比擬，

但長久以來在縣府及民代向

中央爭取，人民也沒有生活

不下去的困窘。

　油電雙漲必造成百物齊漲

的連鎖反應，生意人將成本反映在消費者身上，最

後受害的絕對是小老百姓，定期大會在即縣員同仁

將向中央大聲疾呼，請中央三思油、電漲價機制，

孫永昌重申政府存在的功能要讓人民生活安定，家

庭得到美滿，如此社會才會祥和，國家才有希望。

小老百姓絕對是會受害

國民黨政府真是不要

臉！民生如此凋敝，

滿街都是窮人，位高權重

的國民黨狗官們，一點同

情心也沒有，整天打球、

運動、游泳，在電視上大

談養生之道，卻完全沒有

看到基層民眾生靈塗炭、

水深火熱、絕望無助，如

果說是「政府搶民眾的

錢！」一點也不過分。如此無能的國民黨政府，

總統選舉居然還可以拿到六百多萬票，這次油電

雙雙漲價，也給這六百多萬人一個「識人不清」

的懲罰，看看以後還敢不敢把神聖的一票，投給

一點也不懂得體恤民情的無德無才之人。

完全無視基層民眾絕望

油電價雙漲實在是很不

好的政策，只會讓窮

人愈來愈窮而已，現在那麼

不景氣，政府一點辦法也沒

有，生活都快要過不下去

了，結果油電雙漲再來一記

雪上加霜，如今的社會情況

是百業蕭條、民怨沸騰、罵

聲不斷。尤其是花蓮中南區

地處偏遠，過去交通油量早

已經是一大負擔，如今更是愈壓愈重。更要命的

是油電價雙漲還牽動民生物資百般上漲，就是薪

水不漲。如此崩盤式的調漲油電價格，傷害了百

姓，無疑的也會重創經濟體系。政府難道都沒有

聽到、看到小百姓快要淹死在經濟的漩渦中？

百姓快淹死在經濟漩渦

油電漲價是中央的作

為，這部分地方不能

控制，我身為民意代表雖

然表示不能接受，但是也

只能反映而己。雖然地方

政府不能控制油電漲價，

但是可以有配套措施，有

效的對其他民生物資做抗

漲的功能。縣政府應該要

有抗漲的動作，出面來輔

導業者，並且對於民生物資的漲價要有機制了解他

們漲價是否合理，在油電都漲價時，業者成本的負

荷是否太重，這些都要有一個權責單位來負責，否

則本來就落後的花蓮，物價一波動，老百姓的生活

就更加困苦了。

縣政府應要有抗漲動作

現在油電漲價後，我發

現有些超商已經開

始在囤積商品了，這個很

可怕。我和一些婦女在聊

天時，大家都叫苦連天，

一千元出門實在買不到什

麼東西，因為什麼東西都

在漲價了，我覺得中央政

府要拿出平抑物價的辦法

來。台電說他們不賺錢沒

有人會相信，你看他們員工的福利這麼好，用電

還半價，這都是不對的，相對而言，看看原住

民，原住民的薪水和外勞差不多，現在各種物資

都調漲，真的快活不下去了，馬英九應該拿出辦

法來解決，我建議五二○的時候，乾脆發行消費

券來減輕人民的負擔。

發消費券減輕人民負擔

希望政府能考量由於

民生物價飆漲，所

造成市場機制動盪，對於

民眾生活的重大影響，接

踵而來的生活壓力，使得

老百姓怨聲連連；也許政

府調整油、電價格是考量

全國經濟因素，人民要體

諒政府的無奈，但相對的

政府也要以國民所得來衡

量整體支出，並提出應變措施，在油價及電費上

做出階段性調漲，而非一逕喊漲，此外，要嚴密

監控物價，別讓不肖廠商趁機哄抬物價，而如何

增加國民所得、提升民眾的生活水準，則是執政

者應重新省思並正視的問題。

油電價應該階段性調漲

我不贊成油電雙漲政

策，且政府在調整油

電價格前少了一道程序，

甚至本末倒置，台電及中

油兩家國營事業，過去有

一些浪費的制度及做法未

做改善，政府就要拿人民

的錢來填補因人為管理缺

失與錯誤政策所造成的虧

損，簡直就是把納稅人當

成凱子，馬總統應苦民所苦，展現上任四年來的

政績，並拿出魄力來要求國營事業進行內部改革

後，若仍無法支應開銷，再來研議是否調整價格

的部分。

國營事業應先做好改革

油價漲，電費也要漲，

各行各業的成本當然

也就跟著提高，不管吃的、

用的，成本就直接反映在

物價上，雖然說這是反映國

際能源成本不得不採取的措

施，但是基層民眾沒有跟著

漲的薪水，對於花東地區的

原住民更是雪上加霜。

　　定期大會即將開議，我

將在大會上向政府發聲，請中央政府深入了解花蓮

原住民的需求，希望油電雙漲能因地制宜，馬政府

應體恤弱勢的原住民，將油電雙漲的政策放寬上

限，讓原本就收入不高的偏鄉地區原住民族人能享

有優惠。

盼偏鄉原住民能享優惠

油價從四月起調漲，若

電價五月十五日再跟

進調漲，顯示政府完全無

視弱勢基層民眾生活的痛

苦，油電雙漲政策絕對不

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油電雙漲的風波下，導

致各項民生物品跟進漲

價，可是民生用品的價格

一旦往上調漲，將很難再

調降，政府要照顧弱勢，更要嚴密監控物價，依

據目前人民生活所得水準，根本無力負荷。

　國營事業單位不可以只以營利為目的，更應該

有責任去平穩油、電價，若國營事業年年虧損，

應該先檢討內部制度，改善經營績效。

雙漲絕不符合公平正義

台電與中油經營績效問

題弊端叢生，營業虧

損卻要全民買單，中央政府

貿然執行油電雙漲，我要大

聲表達民眾的忿怒。

　台電、中油高層坐領高

薪，退休後還高薪轉任子公

司要職，購電、購油弊案叢

生，中央政府卻要壓榨人民

的血汗錢，真是可惡至極。

　油電雙漲，瓦斯、交通、物價飆升，只有薪水

不漲，造成台灣人民生活壓力大，全家自殺事件

頻傳，馬英九自以為是的一意孤行，實在不夠格

當總統，好像台灣的皇帝，可能不久就變成大陸

的兒皇帝，我跟人民一樣憤怒。

馬英九實不夠格當總統

油電雙漲，從工商業界

至街頭小吃、攤販等

百業一片哀鴻遍野，民怨

也跟著高漲，這是中央極

為不當的措施，因此，政

府除了應有落實、詳盡的

宣導外，也要有具體的抗

漲行動，降低民怨，帶領

民眾度過此次經濟危機，

提升大眾的幸福感。

　此次油電雙漲，導致各項原物料跟漲，民生

物資更是漲聲連連，從各行業至百姓大眾抱怨

不斷，高喊「生活難過」的現況下，建議中央應

有一套因應辦法，降低油電雙漲對大眾生活的影

響，並提出具體的抗漲行動，減少受害程度。

中央應提具體抗漲行動

多數收入在水平之下，

且失業比率高的原住

民族，是這波油電雙漲首

當其衝的最大受害者，政

府應該落實「苦民所苦」

施政理念，針對這一群弱

勢百姓釐訂照顧、培植方

案，給他們提升生活品質

的技能，不至於讓他們生

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一個危害民眾正常生活的措施，有如會咬人的

狗，當「狗」對民眾造成傷害，政府不能只是提

出「口惠而實不至」的因應辦法，此次油電雙

漲，百業、社會大眾一片哀號，尤其原住民受害

最鉅，希望中央正視此一情形。

政府應提照顧原民方案

對
油電雙漲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