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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以高雄市長陳菊

領軍十位立委上立法院

爭取二十案總經費500

億元，與花蓮一案就

1000億來做比較，蘇花

改當時預算都OK，準

備開工，是當時任花蓮

縣長謝深山對當時政府

說地方不需要這條路，

傅縣長多次說是民進黨

政府擋下蘇花高，左打

民進黨右打謝深山，政

敵鞭屍，老謀深算來操

作民粹，是最大政治利

益受益者。

　　縣府惡意杯葛議員建

議款，建議款的目的就

是民眾緊急有所需要，

來不及編列在常規預

算，需要基層民意代表

來提出建議，但因為監

督，縣長全面毫無差別

性的將我的建議款全部

不執行，選民眼睛是雪

亮的，我也在一次彼此

提醒，我們都受到選民

付託，選民給我們權限

是做事而不是鬥爭。

　　本席肯定縣府依據時

代需求及態勢變化，針

對吉安鄉住一住宅提出

道路拓寬、擘劃綠廊道

等前瞻性計畫，惟隨

著時間遞嬗，公告現

值及公告地價調漲，

憂心將為鄉親帶來負

擔。

　　縣府地政處長陳聰

慧指出，民國63年吉安

鄉住一住宅計畫被中

央劃定為工業區，隨

北昌、勝安居住人口

激增，鄉親向縣府陳情

將該區變更為住宅區，

隨於民國93年獲核定為

吉安住一住宅區。民國

93年至105年間，縣府未

更動細部計畫內容，僅

公告現值依照內政部、

財政部要求，依當地實

際成交價格登錄，調漲

百分之三十乃因應市價

之浮動，以符合國家稅

收公平正義原則。

　　本席提出，老年人口

逐漸增加，銀髮產業是

未來趨勢發展，須加強

把關銀髮族的健康與錢

財。衛生局長林運金表

示，藉由活動宣導，加

強民眾對詐騙及保健的

認知，並配合稽查人員

與志工，進行機動性稽

查或駐點稽查，有不法

屬實的部分依法開罰。

警察局長江振茂回應，

要求巡邏員警發現疑似

非法聚集賣藥案件，積

極主動關心，保護老人

健康與錢財安全；民眾

發現可疑行徑，也可以

撥打110通報。

　　本席關心近日腸病毒

盛行，要求衛生局加強

宣導防治。衛生局長林

運金表示，戴口罩及落

實洗手五步驟濕、搓、

沖、捧、擦，可有效減

低腸病毒的傳染，並配

合醫管人員，宣導民眾

正確消毒的方式。

　　本席分別探究智慧科

技圖書館選址、路口交

通號誌設置等議題。花

蓮縣文化局長陳淑美答

詢表示，縣府參考台灣

主要縣市政府建置智慧

圖書館，符合縣民提升

全民競爭力的期待，同

時達到翻轉城市、增

加城市競爭力的重大

目標。智慧圖書館選

址目前規劃可行性評

估，並依規定提出兩

處以上地點作為決策

之參考，縣府亦將聽

取民意，完備縣政藍

圖。

　　另外，本席以光復大

全、東華大橋北端、南

濱路(光華派出所前)、

鳳林公路公園、台九線

上等多個路口交通號誌

為例，希望縣府考量車

流量、高峰時段等交通

號誌進行微調，建議參

考屏東縣政府設置感應

式交通號誌，保持交通

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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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關心南濱抽水站去年 因蘇迪勒風災受損的撈汙機

是否有更新？汛期即將來

臨，南濱抽水站機組運轉正

常，是第一線守護市民生命

財產安全重要抽水站口之

一。

　　因應極端氣候強降雨的排

水需求，現在的南濱抽水站

為民國71年興建，至今已逾

30年仍在肩負防洪治水的責

任，由於機件老舊、維修不

易，目前的排水量更不敷現

狀需求，尤其是面臨驟變氣

候，很難達到治水效能。上

級單位的縣府應補助經費，

協助提升南濱抽水站機組效

能，並將抽水機柴油引擎汰

舊換新，抽水效能可提升至

每秒3噸，即使累積雨量在125

毫米以下的降雨狀況都可正

常抽水、撈汙，維護花蓮市

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針對小花蔓澤蘭及小黑蚊 猖獗孳生，影響花蓮農業、

觀光產業及人民身體健康甚

鉅。本席表示，現行小花蔓

澤蘭係採取人工割除，政府

收購後銷毀，青苔是小黑蚊

生長的環境，根據中興大學

研究，小花蔓澤蘭汁液具有

抑制青苔生長的功用，而稀

釋過的小花蔓澤蘭汁液也可

作為防蚊液使用，建議縣府

可與中興大學合作，選擇縣

內一處小黑蚊猖獗地區作為

示範區，解決小黑蚊孳生問

題，並使綠癌變成黃金。

　　傅縣長表示，將提報至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作可行性評

估，倘具有可觀效益且未影

響生態，將積極與中央合

作，徹底解決小黑蚊孳生的

問題。

　　花蓮縣議會第十八屆第三次定

期大會縣政總質詢結束。議長賴

進坤感謝定期會期間議員踴躍出

席，針對縣府各項施政，提出興

革建議，期許縣府團隊能確實執

行攸關民眾權益的事項，積極的

做好為民服務工作，創造屬於花

蓮人的幸福與榮耀；也感謝新聞

媒體於大會期間的深入報導，滿

足民眾知的權利，讓民眾更能瞭

解政府的各項作為。

　　議長賴進坤表示，本次大會期

間，議員同仁不分黨派，對於花

蓮應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議

題踴躍發聲，也希望新政府不要

漠視議員背後所代表的廣大民

意。議長認為，為政者當苦民之

所苦，將心比心體察花蓮人對

於聯外交通改善的殷切期盼，

就如同即將上任的蔡英文總統

所說，「花蓮人最在意的就是交

通，讓花蓮人出入平安、出入方

便，台灣東部的交通，將是執政

團隊最優先的項目」，議長與全

體議員將會用盡一切努力，催促

新政府必須儘速落實蔡總統對花

蓮人的承諾。

　　感謝傅縣長率領縣府團隊列

席備詢，所有議員在各單位工

作報告及縣政總質詢期間所提

出的各項問題，包括公有土地

租金調漲、野溪及河川整治、農

產品通路、觀光及道路設施整

修與興建、都市計畫規劃、原住

民產業輔導、學童健康以及環

境保護等諸多事項，都是與民

眾福祉密切相關，請縣府各局處

應予重視，並納入相關計畫儘速

推動，本會也會持續監督執行成

效，盼能府會同心，完成廣大鄉

親的付託。

　　最後，感謝傅縣長及縣府團

隊長年來對於縣政所投入的心

力，也肯定各位議員理性監

督、認真問政的用心，此刻我

們都在寫歷史，期待在各位的努

力下，能將花蓮帶向更璀璨的明

天。

廣告

楊文值促縣府協助南濱抽水撈汙機組正常 魏嘉賢建議試行小花蔓澤蘭汁液防小黑蚊

　　近年來國內外地震頻

傳，影響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甚鉅，本席關切縣

內建築物抗震程度、混

凝土摻料等議題。建設

處代理處長鄧子榆答詢

表示，現行申請建築執

照程序須檢具建築耐震

能力等相關資料，縣府

委託建築師公會作實質

審查，確保建築符合耐

震需求；針對混凝土摻

料，鄧代理處長指出，

縣府將加強混凝土摻料

審查及相關勘驗機制，

確保摻料比例符合法

規，保障人民居住安

全。

　　本席另質詢花蓮斷層

分布及斷層區建築耐震

規定，縣府建設處代理

處長鄧子榆表示，斷層

實際分布地區由中央地

質調查所公布，縣府則

針對斷層帶三百公尺範

圍內開發案加強地質調

查，並依相關辦法提升

建築耐震強度。

　　本席就近年來我國與

鄰近諸國領土及漁權爭

議，要求傅縣長就太

平島、釣魚臺及沖之鳥

礁表態。縣長傅崐萁表

示，太平島屬於中華民

國領土，我國對於南海

主權正當性無可動搖，

不惜動用軍事武力，也

要捍衛我國在南海石油

開採、漁權等權益。

　　傅縣長指出，保釣運

動始於民國六十年，國

家必須硬起來保衛國家

權益，而沖之鳥礁不足

十平方公尺，鳥不生

蛋，不符人類居住生存

要件，若日本人將其定

義為島，全世界七十億

人口皆需重唸地理，轉

換邏輯觀。他強調，臺

灣位居第一島鏈，戰略

位置重要，外交關係須

不亢不卑，我國從國家

元首至百姓，兩千三百

萬人都有義務和權力表

達心聲，不能任由外國

擄人勒贖，傷害辛苦的

漁民同胞。

謝國榮要求表態與鄰國領土及漁權看法施金樹關切混凝土摻料及建築耐震強度
　　本席質詢表示，海岸

管理法規範保護區在縣

內比例高，花蓮市四

成、新城鄉五成、吉安

鄉一成、壽豐鄉三成、

豐濱鄉六成以上，嚴重

影響花蓮城鄉發展，並

建議縣境發展應以在地

聲音為主，符合在地人

民的需求。傅縣長答詢

表示，保護區劃分範圍

積極傾聽民意，縣府將

與中央對口溝通；縣府

地政處亦將保護區位址

註記於土地謄本，保障

人民購買土地之權益。

　　本席也針對花蓮土地

正義的居住政策提出質

詢，企盼縣府照顧花蓮

人的居住需求。傅縣長

回應，縣府已推出二期

青年住宅與黃金店面，

獨創全國有房有地的青

年住宅，每戶250萬，

讓青年輕鬆成家，而非

以「住者有其居」的口

號，推出混淆人民視聽

的住宅政策。

李秋旺建議縣境發展應以在地聲音為主

　　本席針對縣府首創

全國推動教育希望工

程公費留美計畫質詢，

將於全縣高中(職)遴選

10位菁英學子希望縣府

嚴格把關，赴美國華盛

頓特區公立高中留學十

個月，安排接待家庭住

宿及生活輔導員伴陪學

習。期許縣府挑選花蓮

優秀學子留學計畫，要

嚴格把關讓預算效益能

達到最大。

　　傅縣長答詢表示，自

己過去因為家境關係，

對於無法完整就學感到

遺憾，藉由縣府留學方

案推動，讓清寒貧苦或

者原住民家庭優秀學子

達成出國留學的夢想。

他也列舉中國、日本、

韓國等國家近年崛起經

驗，企盼雀屏中選的優

秀學子，成為十把火

炬，在臉書分享留學點

滴，帶領境內其他學子

拓展國際視野。

　　本席針對壽豐鄉基礎

建設提出質詢，包括公

車路線、垃圾野外丟

棄、河川揚塵等議題。

傅縣長答詢，積極協調

民間客運業者做路線

規劃，保障鄉親交通

權利；民眾野棄垃圾問

題，責成花蓮縣環保局

配合在地鄉公所清除民

眾野棄垃圾，並加強宣

導與稽查；另河川揚塵

問題，由民政處統一規

劃河川疏濬時程，避免

河川淤積泥土造成揚

塵。

　　本席也關心東大門夜

市攤商租金調漲問題，

並增設街頭藝人表演空

間。傅縣長回應，東大

門夜市攤商租金在客源

穩定、夜市園區與周遭

景點設備完善後，才考

量調漲租金，目前暫無

調漲租金計畫。另街

頭藝人是東大門夜市亮

點，後續責成觀光處規

劃多點表演空間，企盼

提升東大門夜市的競爭

力。

　　本席則就縣內老人A1

交通事故居高不下提出

質詢，指出交通部今年

規劃強制收回75歲以上

老人的駕照，建議研擬

辦理「需求反應式公共

運輸(DRTS)」，以老人

需求包含就醫、市場路

線為規劃重點，籌劃市

區公車路線及班次，並

由村里長宣導鼓勵老人

乘車，建請縣府積極協

助處理。

　　傅縣長答覆，75歲以

上老人開車危險性相對

高，需求反應式公共

運輸需要縝密的配套措

施，中央有美意，但仍

須加強相關機制，立委

徐榛蔚已積極向中央溝

通相關補助事項，縣府

亦積極籌劃老人安全乘

車網絡，使長者不管就

醫、旅遊、訪友等，均

能在花蓮市、大花蓮都

會區及花蓮縣全區安

心、便捷使用。

　　針對吉安鄉住一住宅

區議題，本席肯定縣長

傅崐萁及縣府團隊協助

溝通，改善住一住宅區

長時間發展受限情形，

並關切住一住宅區發展

概況，建議將民眾住家

前綠廊道化零為整，增

加公園綠地，同時放寬

回饋金繳納年限及認定

標準，將繳納基準放寬

至民國93年公告現值，

減輕民眾負擔。

　　傅縣長答詢表示，縣

府釋出最大善意，市地

重劃地區在完成市地重

劃後，申請建築時須退

縮5公尺為全國統一規

定，縣府以不拆遷為基

本原則，3.64公尺是因

應民眾要求，維持當時

興建工業住宅之建照；

有關增加公園綠地建

議，縣府尊重地主意

見，由地主自行溝通協

調，縣府基於輔導立

場，不介入協調過程。

　　本席質詢縣府應對閒

置荒廢土地做有效開

發，如吉安鄉轄內的仁

愛新村與舊菸場。縣府

民政處長邱展謙回應，

仁愛新村已積極在和軍

方討論，作為收容或其

他用途；舊菸場積極規

劃土地變更或他用，以

活絡地方整體建設。建

設處代理處長鄧子榆回

應，公共設施保留地檢

討會將進行期末報告，

縣府協助反映民眾、議

員的建議，作為後續土

地開發的評估依據。

　　關於國有縣轄非公用

不動產租金收入增加

23.5％，邱議員擔心許

多在地鄉親無法負荷調

漲的租金。縣府地政處

長陳聰慧表示，公有地

公告地價的調整，農耕

地租金不適用公告地價

方式，不隨公告地價調

漲租金，以降低租賃農

耕地民眾的負擔。

林宗昆盼縣府挑選優秀學子公費留美 莊枝財探究科技圖書館選址及交通號誌

鄭乾龍籲吉安住一住宅區回饋金繳納年限

徐雪玉關心東大門租金及藝人表演空間 游淑貞憂心道路拓寬徵收價購將為鄉親帶來負擔

劉曉玫指縣府惡意杯葛議員建議款

施慧萍籲重視銀髮族健康及腸病毒防治 何禮臺建議研辦老人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

楊文值 議員 魏嘉賢 議員

李秋旺 議員

賴進坤 議長

施金樹 議員 謝國榮 議員

劉曉玫 議員 林宗昆 議員 莊枝財 議員

施慧澕 議員 何禮臺 議員 鄭乾龍 議員

徐雪玉 議員 邱永双 議員 游淑貞 議員

邱永  籲縣府應開發閒置荒廢土地又又

儘速
落實

議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