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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雲

縣政府重新訂定＜花蓮

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

治條例＞，並調漲礦石開

採特別稅，每公噸由現行

十元調漲為七十元；台灣

水泥和平分公司得知後強

調，業者願意全力配合縣

政發展。我覺得調漲得很

好，我大力支持與贊成，

礦石本來就是大家的共有

資源；不過調漲後我希望縣政府能夠專款專用，把

本來就屬於鄉親們的稅收，全部都用在鄉親們的身

上，不可以移作他用，如果移作他用就會失去這次

調漲的意義，花蓮縣需要關懷和照顧的鄉親很多，

要落實用在鄉親們的身上，這樣子才能夠真正造福

全體鄉親。

稅收須全用在鄉親身上

我除了大力支持政府把

＜礦石開採特別稅＞

從每公噸十元調漲至七十

元之外，更希望政府能夠

設法促成卓溪鄉的礦石業

者，比照秀林鄉的水泥業

者，每年編列回饋金給卓

溪鄉；卓溪鄉有七家礦石

業者，已經先後開採大約

三、四十年，但是我很納

悶：為什麼從來沒有給我們卓溪鄉民回饋呢？一

座山挖過一座山，景觀為之狼藉，礦石業者把我

們卓溪鄉的天然資源挖走了，只留下景觀的破壞

和面目全非，因此我強力要求目前在卓溪鄉挖礦

的七家業者，都應該趕快撥回饋金給我們卓溪鄉

民，這樣子才是公平正義。

卓溪挖礦業者應該回饋

此案通過可為花蓮建立

縣百年稅基，讓地方

每年增加約十億元稅收，

促進縣民福址，因此我大

力支持與贊同。不過由於

過去二十多年來，國內油

價、電價雙漲的雙重壓

力，連同物價也跟著持續

上漲二十倍有餘，基層百

姓感受尤為深刻，尤其是

我們地處偏鄉的阿美族人；因此我希望此案明年

開始實施後，政府能夠用增加的此一稅收，用來

做為偏鄉阿美族人加強老年安全照護、弱勢團體

扶助、促進學童平等教育、改善社會福利政策等

之用，進而增進縣民福址及補強地方基礎建設。

稅收照顧偏鄉阿美族人

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

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適宜

農牧地的坡度上限為55%，也就是在檳榔被歸為是作物，而

非森林作物的情況下，只要種植超過55%的坡度，也就是在

林地上種植，都屬於超限利用，坡地55%以下，土壤有一定

厚度，檳榔是種植在農地的話，它就是屬於合法種植的作物

。

　學者表示以水土保持的觀點，因為土石流的災害因素有很

多，像是九二一地震後造成的地基鬆動，以及坡地的濫墾、

濫植，都會影響，當然雖然檳榔不像造林樹種深根，抓地力

也沒有造林樹種好，但種植檳榔樹，還是會比整個光禿禿的

山頭要好，因此種檳榔和土石流並不能劃上等號。

　目前花蓮林區管理處與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針對檳榔樹超

限使用分進合擊，花蓮林區管理處對國有林班地占用與林地

復育，在非法檳榔園立牌公告，請墾植人自行移除地上物，

並交還土地，否則將逕行排除，花蓮林管處長吳坤銘指出，

關於處理林班地占用部分處理，並非針對檳榔等作物，乃依

照森林保護辦法第九條規定，森林保護機關發現在國、公有

林內擅自墾殖、放牧或占用，經查獲有行為人者，應循刑事

、民事訴訟程序處理；未發現行為人者，應於現場公告限期

於一個月內移除地上物，屆期未移除，逕行排除侵害，復育

造林。

　而國有財產署處理方法更為極端，對於未承租之林業用地

直接向地檢署告發，由地檢署依據國產署的提供內容，指揮

偵查隊調查和蒐證，以竊佔國有土地論處，偵辦中許多民眾

反應，佔用者與未經定位的地號誤植，演變成張冠李戴的烏

龍案，讓民眾抱怨連連，國產署應更審慎處理勿枉勿縱。

　農民盼能在坡度較為趨緩的林業用地，比照赤柯山解編的

模式辦理，以顧及農民的生計。針對佔用國有土地的檳榔砍

伐和國有土地申租規定，盼相關部門能予農民緩衝期或先以

混林方式階段性改善，以免大面積一次砍除而造成短時間山

坡地裸露無水土保持之功能，期立法或主管機關能研擬對策

，共創國土保育和兼顧農民產業生計的雙贏法規。

盼坡度較緩林地 解編照顧農民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四月初在花蓮縣議會三讀

通過，決議從明年起每公

噸從十元增課徵到七十

元，此案通過縣府預估可

為花蓮建立縣百年稅基，

讓地方每年增加約十億元

稅收增進縣民福址。

　其實這樣對縣政財政收

入增加很有幫助，往後的建設經費補助各鄉鎮公

所經費也會更寬裕，花蓮是礦石出產地，有很多

種原料從花蓮供應，長期以來花蓮鄉親受到嚴重

污染，業者應該回饋地方建設，稅收增加可加強

老年安全照護、弱勢團體扶助、進而增進縣民福

址及補強地方基礎建設。

增加稅收增進縣民福址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經過花蓮縣議會三讀通

過，決議從明年起每公噸

從十元增課徵到七十元，

我支持議會決議，透過礦

石開採特別稅的調漲，必

能對花蓮稅基有很大的助

益，在紓緩地方發展建

設、環境維護等支出上，

其中調漲後首當其衝影響的業者，成本上的負擔

若中央能調降上繳中央的「貨物稅」徵收比率，

保留實際留在縣內的礦石開採特別稅，不僅平衡

業者負擔，更落實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的公

平正義。

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

支持花蓮縣礦石開採特

別稅自治條例修正

草案，課徵調漲，增加稅

基是無可厚非，不應總是

遷就廠商，正視「錢給別

人賺，汙染居民擔」的不

公平現象，礦石開採造成

環境破壞實屬事實，透過

課徵調漲讓業者節制開採

範圍，縣府也有經費進行

相關復育工程，也可加強老年安全照護、弱勢團

體扶助、促進學童平等教育、改善社會福利政策

等，盼礦石特別稅草案三讀通過，真能減輕民眾

生活負擔。

縣府必須進行復育工程

花蓮縣政府調漲礦石

稅，可望因此增加

地方財源收入，擴大建設

層面，這是一項良意的措

施，個人表示認同，由於

縣內開採礦石的地點絕大

多數在原住民部落，建議

在增加的稅收中列出一定

的金額，補助受影響的部

落。

　目前石礦開採的地區多數在秀林、萬榮、卓溪

山地鄉，在開採過程所造成的地層破壞，可能危

及附近部落族人的居家安全，而運送石料經過時

引發的環境汙染，也會造成生活上的危害，因

此，在調漲礦石稅之際也要對這些部落給予必要

的補助，才符合公平正義。

應該補助受影響的部落

礦石為花蓮縣不可再生

的天然資源，開採公

司在花蓮開採礦石營運獲取

利潤，雖然製造就業機會，

但也破壞山林美景，被破壞

的山林更不可能恢復，站在

環境永續來說並非好事，開

採及運輸過程中產生的衝

擊，卻由花蓮縣民承擔，因

此支持針對提高開採行為

應負擔較高的稅捐，來補強地方建設，減輕負面衝

擊。

補強建設減輕負面衝擊

為了維護地方景觀之保

育及永續發展，並因

應財政需要而充裕財源，

基於社會正義公平及使用

者付費原則，調漲礦石開

採特別稅實屬合理。礦石

開採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

礦石、營運獲取利潤，所

造成外溢的社會成本，如

砂石車行駛道路，造成

道路之加速損壞、影響交通安全、空氣汙染等問

題，影響花蓮境內生活環境之品質，就應該適度

回饋。另外，業者面對徵收調漲的因應，是把調

漲的金額由消費者吸收，或是因提高生產成本而

可能導致過度漲幅等問題，也是政府後續該追蹤

觀察的現象。

適度回饋改善生活環境

縣政府制訂「礦石開

採特別稅」調漲，

議會已決議每公噸徵收七

十元稅金，以充裕縣府財

政，個人覺得縣長應開放

八不政策，依法行政，避

免走上「柯猴」後塵。

縣長應該開放八不政策

開採礦石會破壞自然生

態，產生的廢土廢水

廢渣也嚴重破壞環境，影

響生活；開採人雖能從中

獲取利潤，但過程中產生

的汙染及費用，卻要由縣

民承擔，實在不合理。因

此明年起針對礦石稅，每

公噸調漲七○％稅收，此

舉不僅能遏止過度開採，

預估每年還可為花蓮帶入十億元稅收，促進縣民

福址，也能補強地方基礎建設。

稅收補強地方基礎建設

礦石開採的主管機關是

在礦務局，礦務局核

准民間有條件申請，勢必

經過嚴謹的審查，但地方

政府以土石景觀及水土保

持的理由來杯葛阻擋中央

核准的開採權，個人覺得

這當中的目的有極大的想

像空間；對於縣府提出八

不政策裡礦石開採權的鬆

綁，縣府提出調漲礦物稅，啟人疑竇，這個六年

前就可以做了，不必等到現在，所以縣政府與礦

主在檯面下角力及利益，也是很有想像空間。

縣府與礦主檯面下角力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通

過，決議從明年起每公噸

從十元增課徵到七十元，

縣府必須審慎評估，以免

造成物價波動，也希望調

漲後，經費可以運用在促

進學童平等教育、改善社

會福利政策、增加地方建

設讓全體縣民受益。

　不過採取礦石製成水泥的流程多，礦石運送下

山後，摻入黏土、細砂、石膏、鐵砂等製成水

泥，原物料成本高，其中還要有雷管、炸藥、人

事、水電等多項成本，這是辛苦的行業，希望縣

府也能考量到業者的負荷度，加強對業者輔導與

重視勞動環境，創造產業與地方雙贏。

須創造產業與地方雙贏

這次礦石開採特別稅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每

公噸課徵七十元，我認為應

該循序漸進式調整，不要造

成產業壓力與負擔，我是贊

成調整礦石稅，但希望逐步

調高不要一次到位，也要考

慮到整體的經濟環境。

　我認為，水泥原物料九

十％產自花蓮縣境內，如今

礦石特別稅修正草案三讀通過，讓地方稅收獲得合

理化挹注，實現「漲價歸公」精神，取之於地方，

用之於地方也希望稅收用在加強老年安全照護、弱

勢團體扶助、促進學童平等教育、改善社會福利政

策以及地方建設，讓全體縣民受益。

調整不要造成產業壓力

開徵特別稅以來民眾認

為標準偏低，各界希

望能有折衷方案，讓業者

能生存下去，縣府也能提

高稅收，因此只調整為七

十元，這是產業回饋地方

最直接的方法。

　過去二十多年來，國內

油價、電價雙漲的雙重壓

力，連同物價也跟著持

續上漲二十倍餘，地方建設需要擴大稅基，經審

慎研議後花蓮縣政府重新制定「花蓮縣礦石開採

特別稅自治條例」，於明年一月十三日公布施行

時，同時廢止「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

自治條例」，創造產業與地方建設雙贏。

創造產業地方建設雙贏

議會日前決議調高礦石

採取特別稅確定定案

，我認為要重視環保、社會

福利，把經費花在刀口上。

　採礦雖然是花蓮重要的傳

統產業，但環境破壞也是無

法避免，企業應該站在回饋

地方角度，多繳一點稅，政

府則要做好監督，維護環境

，加強社會福利與建設。

　縣府應將礦石稅用在環境維護與永續，持續保護

山林與環境生態，降低對環境衝擊，因為山林保育

稍縱即逝，環境保護才能讓花蓮永續。

　縣政府也應該加強輔導礦業轉型與協助礦業人員

轉職，關心相關從業人員生計，提出配套措施，創

造產業與環境保護雙贏。

礦石稅應用在維護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