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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廣告

財政劃分法的盡早通過

及地方交通建設才是

當務之急，立委應積極朝

這方面向中央爭取，全力

督促，比建議給予鐵、公

路、航空票價與學雜費、

營養午餐費、長者健保費

的補助更具意義和效益。

　對立委的建議中央已經

明確的回應，無法「遵照

辦理」，事實上花蓮最為需要的不是這些補助，

而是自主財源，因此，財政劃分法的盡速通過才

是地方最迫切的需求。其他的首要建設就是鐵路

系統的高架或地下化，徹底解決交通瓶頸，提升

車流的順暢，再造市區繁榮景象。

財劃法才是迫切的需求

地方所選舉產生的中央

民代，代表地方民意

，在中央議政殿堂代表花蓮

鄉親發言爭取福祉，中央一

定要重視與支持。

　民主政治要求的是一切公

平，任何地區、民眾都應受

到政府的庇佑與照顧，尤其

是對弱勢地區，更須加倍建

設與照顧，縮短城鄉差距。

　花蓮是一以觀光立縣的縣份，雖然擁有渾然天成

的自然景觀，但礙於交通及基層建設尚無法普及，

遠較西、北部地區落後許多，對於中央民代的建言

希望能獲得中央政府的認同，給予協助及支持，讓

花蓮的建尚能急速成長。

政府必須照顧弱勢地區

中央政府輕忽花蓮立委

的建議，不重視花

蓮人的需求，實在令人氣

憤，花蓮縣超過七成，長

期支持國民黨，卻一樣得

不到國民黨關愛的眼神，

印證了「不會哭、不會

叫、不會吵的小孩沒有糖

吃」這句話。

　花蓮地形特殊、長期交

通不發達、自有財源不足，極需要中央給地方資

源，照理說花蓮是最支持執政黨的縣市，但是，

花蓮民眾卻感受不到中央關愛的眼神。

　花蓮人應該要有自覺，只有讓中央政府感受到

花蓮人的重要，花蓮才有未來。

不會吵的小孩沒有糖吃

立委有監督權、更應負

起向中央爭取地方經

費的責任，花蓮立委要再

加把勁，民眾的眼睛是雪

亮的，如果立委任內對花

蓮沒有建樹，也爭取不到

中央的資源，花蓮民眾會

用選票唾棄騙票的立委。

　花蓮本來就資源缺乏，

立委的責任更是加重，不

過就目前看來，不論是藍綠立委提出的航空、鐵

公路票價補貼或是學生營養午餐及學雜費、長者

健保費全額補貼都被中央打回票，令人相當痛心

與難過。花蓮立委為了花蓮未來發展，一定要硬

起來，拚下去。

花蓮立委一定要硬起來

中央既然編有花東永續

發展基金，錢就要

花在刀口上，對於過去沒

有建設好的要彌補，同時

也要兼顧未來前瞻性的規

劃，我個人傾向支持蕭美

琴公共交通發展政策的票

價補貼，中央政府應該聽

見花蓮人的怒吼，彌補對

花蓮人的虧欠，

　中央政府長期忽略東部的建設與發展，也輕忽

花蓮立委提出地方的需求，花蓮是最支持執政黨

的縣市，我們卻飽嘗建設落後、福利減少、交通

不便之苦，如果執政黨一再輕忽花蓮選民心聲，

相信大家會用選票制裁不重視花蓮人的執政黨。

中央應彌補對花蓮虧欠

立委爭花蓮權益，中央

全都打回票，我覺得

問題出在中央、錯也在中

央，中央對於偏鄉花蓮，

本來就應該花更多的心思

來照顧，甚至更用心的來

照顧，豈可因為不同的政

黨政治偏見或立場的不

同，就惡意的去抹煞、邊

緣化？花蓮縣人口年年外

流，在地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雖然號稱是「原

住民的故鄉」，其實原住民的文化、語言、特質

都不斷流失，地方上各種建設也都落後西部、北

部約十五年。我希望中央對花蓮多一些「關愛的

眼神」，不要老是忽視、漠視，任憑自生自滅。

豈可惡意邊緣化花蓮人

馬總統曾說過：「虧欠

花蓮三十年！」。其

實早就應該「起而行」，

這也是政見和承諾。馬英

九選總統時，花蓮人支持

的選票冠於其他縣市，可

是選後中央政府對於花蓮

偏鄉的照顧，依然停留在

紙上談兵階段。如果立委

建議是良善、可行的，

中央應該立即來設法完成才對，如今全部被打回

票，對花蓮很不公平，況且花蓮是整體生活圈的

一環，把花蓮建設好，對於台灣北部、西部，也

有平衡發展的功效。因此我希望中央趕快兌現要

照顧花蓮的承諾，不要一直虧欠花蓮下去！

中央不要一直虧欠花蓮

哈！這個要怎麼講呀?

我們在地方知道這些

事情當然是不舒服呀！但

是有時候我們也不便講太

多，大家要一團和氣嘛，

只有一個立委的力量是十

分有限的啦，再怎麼講一

個立委也沒有這麼多能

耐，所以如果分別努力的

話只能盡量去爭取，但是

效果有限。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是不是對花蓮有

關愛的眼神，中央有沒有意願，如果中央對花蓮

根本沒有關心，而立委和其他民代只是用自己個

人的方法去爭取，力量分散，我認為成效是有限

的，如果大家能一起用力，或許效果會好一點。

立委一起用力較有效果

立委為地方爭取權益是

值得高興的事，雖

然執政黨與在野黨有很明

顯的對抗情形，執政黨似

乎不必因反對而反對，讓

人民權益受損，在野黨願

意深耕地方，提出好的法

案，個人倒認為中央該屏

棄政黨紛爭，給予支持。

　立委的能力與認真度民

眾都瞭若指掌，中央若一

直抵制在野黨的提案和爭取，執政黨的立委又沒

有很積極的爭取和為鄉親發聲，如此的後果，花

蓮的發展將愈來愈困頓，選舉是看政績，執政黨

的威信及執政能力也將受到質疑！

中央應該屏棄政黨紛爭

在一連串的貪瀆事件暴

發後，人民已對政府

及官員的信任大打折扣，在

藍綠惡鬥中受害最深的是全

民，在野黨立委在民生法案

上力求表現，為花蓮建設發

聲，但得不到中央的善意回

應，總是為反對而反對，明

明執政黨有立委卻很少看到

發揮立委該有的功能。讓縣

長長嘆既要當縣長又要兼立委。

　縣府財源有限，議員的職權更是微細，很多政策

需要立委來向中央反映，若執政黨再抵制立委為

人民爭取權益的提案，在政府支持度這麼低落的時

候，執政黨該放下執政的傲慢，傾聽人民的聲音。

執政黨放下執政的傲慢

花蓮是觀光大縣，車站

是重要的入口，卻

沒有身障者的友善環境，

年長者還得提著行李爬樓

梯，真是相當不便，日前

交通部長毛治國來花蓮

時，我便提及花蓮民眾對

於花蓮車站的訴求，沒想

到卻被推延要到下一期再

行研議，分明是把花蓮人

當傻瓜。早該做的基層建設，卻遲遲等不到，花

蓮人對國民黨的忠誠，只換來冷漠對待的下場，

中央不重視花蓮地方建設，花蓮縣民應該早日覺

醒，用選票來表達心中的怒吼及訴求，用行動來

抗議不公平的施政方式，不要再盲目傾向藍營。

用選票表達怒吼與訴求

花蓮縣面積占台灣國土

的八分之一，狹長的

地形及高聳的山嶺使得花

蓮每到颱風豪雨時就常因

出現土石流而傳出災情，

為防止土石流災害，中央

應重視地方需求，增設雨

水觀測站。從當年的桃芝

颱風災情即可看出，土石

流對居民是多大的威脅，

這場風災造成花蓮縣二十四人死亡、三十七人失

蹤，其中又以光復鄉大興村的災情最為嚴重，防

汛期已到，當前又屬極端氣候居多，我以颱風為

例，建請中央政府對於國會立委和地方人士的建

言與心聲，能予以重視並協助解決。

請中央重視建言與心聲

身為地方民代，我迫切

希望中央政府能正

視花蓮建設，包括花蓮人

的權益與福利。以交通為

例，長期以來我們不斷提

到給我們一條安全回家的

路，隨著蘇花改工程的規

劃，讓我們心生希望與夢

想，但在施工的交通黑暗

期，如何排除交通上的不

便，都需要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花蓮人交通費用

減半的優惠，或增加台鐵車廂及車次等。另外對

於花蓮發展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花東地區發展條

例》了，國會立委聲聲催，地方百姓痴痴望，中

央政府何不加快腳步，別再慢半拍了。

中央政府必須加快腳步

花蓮人不是化外之民，

因地處邊陲，社會福

利政策及基層建設都遠較西

部各城市落後，中央政府有

義務改善花蓮的對外交通，

讓花蓮鄉親增加競爭力。

　花蓮所產生的中央民意代

表是花蓮鄉親「前途」的依

賴，中央政府重視花蓮權益

，就要尊重民代的建言，讓

花蓮鄉親的「需求」受到中央重視。

　在「蘇花改」未完工前，花蓮的交通可說進入「

黑暗期」，在如此的過渡期，中央政府應尊重中央

民代的建言，在交通上提出對花蓮人的優惠方案，

這樣才對得起花蓮鄉親，才有政治公平。

交通必須給花蓮人優惠

民主政治首重民意，以民意為依歸，

雖然民意代表層級有所不同，所監

督的單位自然不一，但是，不論是中央民代、縣、市、鄉

鎮民代，所代表的都是民意，受監督的單位應接納民代的

建言，這樣才是地方之福。　

　花蓮因地處邊陲，因交通因素造成建設及開發較落後，

也因此想到地方的整體發展，花蓮的落後政府有責任，更

應有回饋的心，加速花蓮地區的建設與開發，尤其是中央

民意代表的建言，更須尊重與配合。否則，花蓮永遠難以

邁進開發之林。　

　花蓮地區目前首重交通建設，聯外道路柔腸寸斷，潛在

許多不穩定因素，尤其正在施工中的「蘇花改」也即將進

入交通黑暗期，如何未雨綢繆，改善花蓮現有交通路網及

嘉惠花蓮鄉親行的方便。

　誠如，花蓮縣籍立委在中央所建議的花蓮鄉親比照離島

條例優惠措施及開闢花東快速道路問題，中央政府不但沒

有「否決」的理由，而且更應加速實現，還給花蓮人一個

公道。　

　站在地方民意代表的立場，呼籲中央政府重視花蓮民意

，對於花蓮籍中央民代的建言給予支持與執行，縮短城鄉

差距，讓花蓮能在中央政府的照顧下，邁入開發之林，共

創台灣榮景。

優惠花蓮人 中央沒理由否決

立委應該團結起來，所

提的案子才會受到

重視，例如與其他縣市立

委一起合作，大家彼此幫

忙，才會產生效果，既然

要團結，立委應做好人際

關係，為花蓮民眾爭取應

有的權利。

　國民黨重新執政也近五

年了，對於花蓮的建設應

該重視，如果現在不做要等到何時？應該對政府

少有照顧的地方加快腳步，東西部的差距真的很

多，這對花蓮是不公平的，彷彿花蓮人是三等公

民，立委要團結，執政黨更要拿出誠意來。

執政黨更要拿出誠意來

有關花蓮鄉親的權利提

案打回票，我認為政

府不該只用人口數及經濟

效益的評估來做為政策是

否執行的依據，花蓮人要

團結，聲音要夠大，現在

遇到困難，不應再像過去

一樣默默的吞下，要讓政

府聽見花蓮人的心聲。

　中央忽略東部太久了，

其實花蓮可以有很好的發展，但卻因眼前的經濟

效益，漠視地方的需要，這是不公平的，也在台

灣的整體發展上，不該出現的情況。

花蓮人不應再默默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