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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立委向中央爭取地方福

利，是件好事，民眾

也均表感謝，但是，爭取

的方向欠缺深思，目前對

地方有利的要務是財政劃

分法的盡早通過，讓地方

有一筆自主的財源。

　中央一旦同意縣籍立委

所提的交通票價、學雜

費、長者健保費的補助，

其他縣市的立委也要求跟進，為了公平性比照辦

理，將讓中央財政更加惡化，而地方財政將因而

更依賴中央，但是，財政劃分法的通過，地方政

府就有了屬於自主的財源，運用起來不會制肘，

更不會造成給了花蓮，排擠到其他縣市的補助。

應爭取財劃法盡早通過

每逢新人上台或是中央

大員到花蓮視察，總

是會做許多協助建設、多

於補助的承諾，到頭來總

是口頭說說，民眾空歡喜

一場，希望中央不要再屢

屢「空口白話」，實質給

地方一些必要的支援。

　個人認為中央對各縣市

的待遇有相當大的差別，

以花東條例來說，該條例對東部地區的發展深具

效益，但至目前為止僅止於「通過」，迄今未見

實質的具體動作，中央所提的類似「協助地方」

的政策相當多，但未見成效的比率也相對提高，

未來希望中央落實承諾，不要再畫「大餅」了。

希望中央不要再畫大餅

雖然花蓮所能產生的中

央民代席次極為有限

，在立法院中無法擁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

也不可因此建議案就遭到

中央政府的漠視。

　尤其是執政的國民黨在

花蓮的得票率高達百分之

七十五以上，如此支持國

民黨的地區卻遭到執政者

不公平的對待，對花蓮人絕對不公平。馬英九曾向

花蓮鄉親表示，政府虧欠花蓮人30年，中央政府不

僅應重視花蓮立委的建言，更需實質回饋，尤其是

在「蘇花改」施工的交通黑暗期，更須針對花蓮交

通做出優惠措施及補助，這才符合公平原則。

中央更需實質回饋花蓮

這要怪馬英九對花蓮的

歧視與漠視，選舉時

馬在花蓮得票數百分之百，

可是選上後對花蓮縣民卻不

聞不問、置身事外；每次

到花蓮來只知道遊山玩水

LONGSTAY，只會找「王媽

媽」，為什麼不深入民間探

求民瘼？碰到林益世貪瀆弊

案，只會劃清界線、推託諉

過，如此無能的總統，和昏庸晉惠帝聽到民間有百

姓餓死，居然問大臣：「百姓怎麼不吃肉」又有何

異？立委爭取花蓮權益，遭到中央全數打回票，其

實花蓮的草民們也不用驚訝，不能夠選賢與能，選

出昏庸無能的阿斗總統，當然要自作自受了。

選出無能總統自作自受

立委爭花蓮權益，中央

全都打回票，雖然立

委要多加把勁，但是問題

癥結在中央。多年來中央

對花蓮的承諾最多，可是

跳票最多、虧欠最多。每

次選舉時，花蓮鄉親總是

一面倒的支持國民黨，可

是多年來花蓮依然是「落

後的後山」，沒有高速公

路、鐵路電氣化落後西部15年，青壯年找不到工

作、弱勢經濟家庭居高不下、人口年年外流，可

是國民黨政權始終無力改善。我希望中央政府不

要選舉時開出一大堆「支票」，選後卻一張也沒

有兌現。老是欺騙鄉親，最後會自食惡果。

欺騙鄉親終會自食惡果

對於朝野兩大黨的立

委爭取營養午餐、

學雜費及長者健保全額補

助，以及航空、鐵路票價

補貼的問題，當然是為了

地方的民眾利益而努力。

但是，有很多問題我們並

不清楚，例如：中央的財

政狀況，主政者有什麼想

法，這些種種的主客觀因

素有時候不一定爭取得到。就像我們議員有時候也

要向縣政府爭取一些經費，像水溝、路燈等等小項

的公眾利益事情，但是縣政府有時因為種種的因

素，沒辦法滿足民意代表及地方的需求，這種情況

也是會發生的。

主客觀因素會影響結果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討論花東地區居

民交通與全民健康保險費補貼，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蕭美琴提案補貼航空

、鐵公路票價等；國民黨王廷升則提案，要求教育部編列

預算，補助花東地區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的營養午餐費及

學雜費，並對長者健保費全額補貼，不過行政院各部會回

應卻是簡單明了：「 不准、沒必要、不納入考慮」，立委

修正提案全部都被「打回票」，縣議會議長楊文值認為這

是非常不尊重花蓮的做法，更違背了馬英九總統「虧欠花

蓮三十年」的原意。

　針對經建會主委尹啟銘辯稱票價補貼可能造成不公平，

而反對的理由係依據交通部評估東部交通狀況已經改善，

恐產生不公平的現象，蕭美琴昨反駁指出「就是因為花東

地區已經面對長期的不公平，所以才要主張票價補貼。」

　楊文值痛批，補貼花東居民就說是「不公平」，那西部

地區的公路及高鐵一條一條的開，東部完全沒有任何的交

通建設，這才叫做不公平！

　楊文值指出，花東地區居民長期所感受到的就是對號列

車一位難求、每個星期回不了家的痛苦，且一碰到颱風就

形同孤島，當地居民回家就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農民的農

產品根本運不出去，前陣子還要靠花東地區的學生自主性

發起「一人一菜」協助以搭火車方式運送農產品北上，請

問這個時候政府在哪裡？交通狀況哪有改善？

　楊文值認為，花蓮的重大建設及福利措施，都需中央民

意代表爭取，如今中央民意代表為花蓮鄉親向中央爭取最

基本的福利與開發建設，卻遭中央全盤反對與駁回，中央

應盡速向花蓮鄉親說清楚、講明白。

不尊重花蓮 中央應該說清楚

國家對東部建設一向過

於漠視，最近行政機

關又以技術性問題、以及

東部已有其他配套交通建

設等理由，否決了立委提

案的交通補助方案，使得

東部鄉親再一次對中央失

去信心，也凸顯中央長期

重西輕東的施政偏差。

　以全國角度論，交通補

助方案並沒有公平性的疑慮，西部的交通建設經

費和東部相比，相差懸殊，政府本應適時比照離

島情況補貼。補貼政策施行後，東部鄉親中較弱

勢者可受惠，也可加強東部長輩和北部、西部離

鄉子弟的情感連結，政府怎可不考量此情形？

中央重西輕東施政偏差

花蓮長期以來都受到中

央政府的漠視，爭取

地方建設卻屢屢被駁回，

尤其是東部交通問題，為

何花蓮人要忍受買不到座

位的鐵路運輸和逢大雨必

封路的蘇花公路！

                         　我想對馬總統說，不要

只會向花蓮人道歉，每次

都是嘴巴上惦記著對花蓮

鄉親的愛護和關懷，卻始終看不到實際的作為，

中央不重視地方建設，欺負花蓮民眾，此外，地

方立委也要多努力，拿出魄力行使立法權，為花

蓮人爭取應有的權益。

不要只會向花蓮人道歉

立委爭取花蓮權益中央

全都打回票，是長

久以來的藍綠惡鬥造成的

不信任感，如果為了地方

建設在爭取，沒理由置之

不理，那種狹隘的想法會

讓縣民厭惡，在民生法案

上，為了民眾需求，還是

要有相當的肚量去承受。

　中央的民意代表願意為

地方發聲，地方應該慶幸，但在屢屢被中央全都

打回票，令人不解。政黨在政治法案上的衝突不

應把人民權益都給陪葬，在野黨願意站在人民的

需要上提出建言，執政黨應廣納意見，在對人民

有利益的提案上深思熟慮，而不是全面的抵制。

政黨對立不應犧牲人民

花蓮人用高選票支持執

政黨，執政黨卻漠視

花蓮的聲音，地方已民不

聊生，官員卻嚴重貪腐，

人民對政府已失去信心，

花蓮一直得不到中央善意

的對待，立委諸多提案也

都打了回票，花蓮人難道

不會思考未來將如何選擇

執政黨嗎？

　選民會以政績來打分數，間接影響到基層黨員

的選舉，我們很努力的在做選民服務，但畢竟能

力有限，立委願意為花蓮爭取權益是好事，若中

央再漠視地方的聲音，未來執政黨在花蓮要如何

拿到選票，真的讓人憂心忡忡！

執政黨再拿選票有隱憂

對此，我深感無奈，東

部位處交通與運輸不

便之地，以蘇花公路為例，

曾經發生落石貫穿車頂，造

成車損人傷的意外事件，立

委王廷升為此還曾替家屬爭

取國賠。前年梅姬颱風更造

成38死、96傷，今年6月公

路局員工在中橫公路遭落石

砸中，當場死亡，王廷升更

以東部未來的交通政策應為「鐵路為主、公路為

輔」向中央建言。原住民更因弱勢地位，相關福利

政策需要中央重視，所以，不管是漢人或原住民，

我們都應為縣民的權益把關，中央更應正視民意，

不要將一切流於形式。

中央政府更應正視民意

花蓮的立委只會在國民

黨動員時舉手，支持

美牛進口毒害台灣百姓，

卻一再輕忽花蓮人的建議

與心聲，連執政的國民黨

都把花蓮自己的立委當成

「細漢」，花蓮立委哪還

有顏面繼續幹下去。

　中央長期以來把花蓮當

成三等國民，連代表花蓮

民意的花蓮立委也不重視，中央一直把花蓮當做

偏遠地區的老大心態，造成花蓮交通、建設、福

利落後其他縣市。花蓮人要什麼沒什麼，執政黨

立委只會為國民黨政策護航，不關心花蓮人，花

蓮人民應該要覺醒。

花蓮人民應該要覺醒了

這次立委所提有關花蓮

鄉親的提案全被打回

票，我認為執政黨的立委

應該有所表現了，執政應

該是優勢，必須檢討其提

案是否不被重視。

　長期以來花蓮是藍營票

倉，而我認為花蓮人選舉

就要創造力量，花蓮人雖

然人口不多，但面積最

大，執政黨應有責任與義務照顧花蓮，不該選舉

過了就算了。

執政黨立委應有所表現

中央是不是把花蓮當做

次等國民？像營養午

餐這是照顧下一代很重要

的方式，花蓮的父母工作

機會少，收入也較少，政

府應要想辦法幫助花蓮人

，但反而把立委爭取的補

助打回票？為什麼？花蓮

一直沒有一條像樣的路，

蘇花公路一遇雨就封閉，

這是花蓮縣民的損失，立委爭取航空和鐵路的票價

補助，難道不是中央政府對花蓮人的一種補償嗎？

花蓮縣財政已瀕臨破產，而財劃法又沒有通過，中

央政府如此的對待花蓮縣民，難道不是歧視花蓮縣

嗎？花蓮交通不方便，難道中央政府不該補助嗎？

中央政府不該歧視花蓮

針對

立委爭花蓮權益

中央全都打回票

的看法

北迴線是台灣鐵路局唯

一的「賺錢」路線，

中央政府終於同意添購嶄新

的城際列車――太魯閣號。

孰料這一批17列（136節車

廂）象徵東部即將蓬勃發展

的太魯閣號，卻因為中央政

府的「懼權」而大作人情，

將該批東部「專列」，撥一

半行駛西部幹線，對東部的

侵權行為令民眾無法茍同。該批17列太魯閣號即將

於明年春節加入北迴線的運轉，交通部長毛志國卻

表示，17列承繼列車悉數交車營運後，將撥一半行

駛西部幹線，花蓮人的無奈除要求政府重視外，花

蓮的中央民代也該要有所表現了。

立委作為應該更為積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