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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嚴審106年度總預算 盼施政勿折扣
賴進坤 議長

花蓮縣議會第十八屆第四次定期大會召
開，議長致詞表示，此次定期大會重責大
任是審議縣府106年度總預算案，相信各
議員能本於職責，嚴予審查，善盡為民眾
荷包把關的任務。本次縣府提出的總預算
案中，不論在歲入及歲出均有近6.5％的成
長，在不景氣的當下，政府仍願勉力帶動
投資實為難得，惟若扣除青年安心住宅專
款10億餘元後，整體歲出經費是減少的，
尤其是資本門支出下滑更為明顯，這從明
年度縣府許多計劃規模減列就可得知預算

楊文值:慎終追遠 老有所終

釀成巨災，因此請縣府應全面檢測各公共
設施的安全性，設施老舊盡速汰換，未符
防洪標準者盡速補強，這些工作不像辦活
動會有媒體關注，但卻是為政者保障民眾
生命財產的根本工作，盼縣府能編擬計劃
及經費確實執行。
要成就一個幸福宜居的城市，縣府團隊
所標榜的平等教育、青年住宅及長者照護
三大政策主軸，進坤與全體議員期許縣府
團隊能夠再接再厲更加努力，以提升縣民
的榮譽感。

李秋旺肯定傅縣長任內積極還債
本席首先肯定傅縣長任內 建議縣府團隊積極爭取設立 是以前政府都把土地當作寶
積極還債，應詳細說明縣府 「影視媒體園區」。縣長傅 貝，不處理，而是根本處理
財政狀況，使全民了解，並 崐 萁表示，任內處理部分土 不掉。」
他進一步說明，縣府近年
地，大多是畸零地；大面積
的土地包含東洋廣場等，因 處理15億元非公用資產，償
應地方的開發，進行標售， 還債務13億元，同時償還利
迎來台灣第一個超六星的飯 息近10億元；工程應付未付
店，未來可提供2000個就業 款從27億元降至10餘億元，
墊付款、歲出歲入短差亦不
機會，即將在2019年營運。
他強調，過去六期重劃區 斷縮小，這是所有公務人員
標售十次均流標，因為整體 的努力，持續增加縣政府的
花 蓮 經 濟 未 提 升 ， 「 並 非 資產。

李秋旺 議員

施金樹關心台灣整體發展及花蓮觀光困境 謝國榮針對日出大道預定區域排水不良
本席關心台灣整體發展及花蓮觀光
困境，呼籲縣府及早提出因應措施。
縣長傅崐
萁指出，
為爭取更
多優質及
高所得觀
光客至花
蓮，經過
七、八個
月努力，
施金樹 議員 香 港 - 花 蓮

直航對飛拍板定案，自12月6日起每週
兩班次，明年一月起航班增至每週四
班次，票價低廉僅需三千多元。
傅崐萁也提到，復興航空無預警停
飛，香港直航地勤作業委由華信航空
接手。花蓮是國際都會、觀光城市，
擁有東台灣最大機場，建請中央政府
協調華信航空拓增台北-花蓮航線，提
供東台灣鄉親便捷的聯外交通選擇。
本席亦提及爭取花蓮-沖繩直航，建
議縣府組團互訪、交流。傅 崐萁說，
縣府將尋求管道與駐日代表處溝通。

本席針對日出大道預定區域排水不
良，每逢豪大雨後，淹水情形嚴重。
建設處長陳泰昌回應，日出大道工
程納入排
水規劃，
包括排水
溝重新施
作，並同
步清除箱
涵淤泥。
此外，日
出大道綠

謝國榮 議員

帶設計具有蓄水功能，可望解決排水
不良問題。
本席也指出，南濱抽水站蓄洪池容
量不足，影響市區排水功能。建設處
長陳泰昌答詢表示，中央同意補助3.51
億元更換抽水機組，每秒18立方的抽
水量將提升至42立方，並同步規劃新
闢3.7公頃滯洪池，強化花蓮市區至南
濱一帶的排水功能。
地價稅已調漲，勢必房租也會調
漲，雖讓縣府多增收入二億多元，民
眾苦不堪言。

林宗昆期望加強宣導電動車限速及限重的規範 莊枝財質詢瑞港公路坍、自強路坍、市區淹水
警察局長廖美鈴表示，未來將精進
測速儀器，加強取締超速騎士，避免
電動車改裝，增加行車速度。
據交通部統計105年5月至10月花蓮縣
觀光業負成長48.8%。觀光處代理處長
彭偉族表示，今年四月份縣府與香港
積極促成兩地包機直航，將於12月6日
舉行香港-花蓮包機首航記者會，雙方
敲定自今年12月起每週2班次，明年元
月起增至每週4班次，提供地方鄉親
便利的旅遊新選擇，並為花蓮觀光產
業引進客源，創造商機。

本席提出「瑞港公路逢雨必坍」、
「自強路坍塌」、「花蓮市區逢雨必
淹」等議題，嚴重影響用路安全、生
活品質。
傅 縣 長
強調，瑞
港公路管
養問題長
年存在爭
議，上任
以來積極
與中央溝
莊枝財 議員 通 ， 希 望

由中央統一管養，在立法委員徐榛蔚
大聲疾呼之下，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同
意撥付整建經費九千零九十萬元，將
瑞港公路升級為縣道，再升級為省
道，後續由中央統一管養。
建設處長陳泰昌則回應自強路坍
塌、花蓮市區淹水問題。他說，縣
府目前積極處理自強路汙水道破裂問
題，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花
蓮市區淹水問題，目前於吉安溪設立
溢流孔頗有成效，未來持續規劃增加
溢流孔容量，解決花蓮市區淹水問
題。

鄭乾龍質詢校園營養午餐品質

本席提到，193縣道拓寬在傅縣長極
力爭取之下，南濱段已開始施工，而
北段七星潭至三棧段，去年公路總局
已核准預
算，目前
仍處於環
評階段，
要求建設
處與環保
局說明環
評通過時
何禮臺 議員 程 ， 期 盼

本席針對校園營養午餐品質提出質
詢，認為承包廠商提供柳丁等水果，
大小約一顆乒乓球，未符需求；縣府
每年編列
免費營養
午餐預算2
億餘元，
希望透過
花蓮北、
中、南區
域各自分
鄭乾龍 議員 別 招 標 ，

明年初開始動工。
建設處長陳泰昌答詢，第二期七星
潭至三棧段工程，經歷六次環評會
議，並與多個環保團體溝通、說明，
盼建立儘速興建的共識，規劃於12月
初前備妥環評資料，送至環保局審
議，以利執行後續流程。環保局長饒
忠說，全力協助環評審查法律程序，
徵詢相關工程顧問公司，依照施工興
建報告書意見，審慎參考興建的工
法，俟環評通過後，提供建設處最安
全、環保的興建工法。

使廠商良性競爭。傅縣長答詢說，縣
府會加強監督營養午餐的品質，對於
承包廠商表達柳丁等水果不能切分的
問題，將責成教育處進行契約修改，
並要求廠商供應量一定要足夠，給予
學童足夠的營養。
本席也提出私立國中小比照公立國
中小給予午餐補助的建議。教育處長
劉美珍回應，私立國中小涉及財團法
人補助的問題，同時考量縣庫拮据，
將視縣府財政狀況，研議私立中小學
納入營養午餐補助範圍。

徐雪玉質詢毒品充斥校園 危害學子 邱永双質詢觀光業受到陸客減少的衝擊
本席針對毒品充斥校園，危害青年
學子日益嚴重的問題建請相關局處積
極作為。
教育處長
劉美珍表
示，花蓮各
中小學開學
第一週為友
善校園週，
將常態性友
善宣導融入
健康教育

徐雪玉 議員

課程；對於需要關懷或施用藥物的學
生，全力協助校方加強關懷學生，遠
離藥物毒品，提供友善校園環境。
衛生局長李宏滿說，宣導部分會強
調使用毒品後的嚴重性，也與民間相
關機構合作協助毒品戒治，未來也建
議教育部嚴格訂立尿液篩檢標準，防
範毒品進入校園。
警察局長廖美鈴則指出，目前將各
式毒品的外觀照製成宣傳DM，請校
方協助宣傳，同時加強毒品查緝作
業。

本席針對花蓮觀光業受到陸客減
少的衝擊提出質詢，並要求縣府應
加強橫向聯繫，合力推廣觀光。觀光
處代理處
長彭偉族
說，縣府
積極投入
觀光產業
人才培育
工作，後
續加強跨
邱永双 議員 局 處 資 源

整合，將小聚點藉由行銷發揮最大效
益，吸引人潮至花蓮觀光旅遊。
本席同時認為花蓮客家文化景點需
要妥善規劃與行銷，並建議縣府設立
客家觀光亮點。縣府客家事務處長林
廷光回應，積極開發客家文化深度旅
遊，持續爭取中央補助，使好客文化
藝術村第二期計畫工程如期完成，打
造在地客家文化新景點。
一例一休政策閙得滿城風雨，甚至
日本核災食品也要開放進口，讓民眾
普遍不能接受。

本席針對縣長長期對外宣
稱，負債大幅減少，縣府還
債有功，事實上並非如此，
縣府應正視財務問題，別再
催眠民眾說縣府逐年還債，
事實上花蓮縣負債是增加，
且被多個知名雜誌及公民團
體評為面臨倒閉的縣府。
從傅崐萁縣長上任以來，
出售了162筆土地，合計總價
高達15億5412萬元，多為花

針對日本核災區食品開放
進口議題，本席表示，近年
來食安問題是社會大眾心中
的痛，對於中央開放福島核
災食品，深感匪夷所思及憤
怒，不解為何政府會讓具有
風險性的食品進入台灣。
縣長傅崐萁答詢表示，花
蓮縣政府絕對不會讓危害鄉
親的核汙染產品進入花蓮，
將透過訂立地方自治法規禁
止販售，防堵核災區食品殘
害鄉親身體健康，危害後代
子孫。
關於毒品氾濫問題，本席
認為，毒品是治安的毒瘤，
四成竊盜犯及五成六的搶奪
犯有煙毒前科，許多參加幫
派的青少年亦與毒品有關，

游淑貞促吉安鄉增加監視器裝設

何禮台盼北段七星潭至三棧段明年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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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玫 議員

施慧萍質詢毒品氾濫及核災食品問題

本席提出電動自行車議題，縣府104
年向中央爭取電動車補助，因電動自
行車與機車時速規範不同，常見電
動車騎士
違規超速
之現象頻
傳，期望
縣府加強
宣導花蓮
電動車限
速及限重
林宗昆 議員 的規範。

劉曉玫提縣府售地償債及地價調漲

花蓮明年各大醫院附設殯 一定爆滿不敷使用，遷移已
儀業務因不符法令規定即將 迫在眉睫，且勢在必行。而
取消。屆時，花蓮市殯儀館 民眾期盼多年，要求『殯葬
一元化』，讓往生者有尊嚴
離開人世間的心聲，也一直
未能有正面回應。茲事體
大，政府責無旁貸。試問，
花蓮縣政府準備好了嗎？
殯葬園區預定地點選定了
嗎？拖延並不能解決問題。
既然必須做，就早日定案早
日面對，才能將民怨抗爭降
楊文值 議員

到最低。
配套措施嫌惡公
共設施補償辦法擬
定了嗎？用使用者付費的觀
念制定，讓權益受損的民眾
得到應有和合理的補償，以
達『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的目的。
建議園區營運應開放公辦
民營，政府受限於法令規
章，綁手綁腳，往往未能有
前瞻性的做法。不如開放民
間以企業化管理營運，更能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排擠的情形，更甚者，本會通過礦石開採
特別稅條例調漲相關稅收，可挹注縣府財
源10億元，然而該條例補助鄉鎮市建設預
算卻予以減列。盼縣府各局處統整資源，
發揮綜效，即便經費縮減但行政效能務必
不能有折扣。
近來花蓮經過梅姬、莫蘭蒂颱風及幾場
豪雨肆虐，道路、橋樑沖毀、農損嚴重，
人民痛苦不堪，足見目前本縣各項建設興
設時所採用的設計規範，已不足以應付現
今遽變的氣候，於是乎只要一場豪雨就可

本席對於吉安鄉申請增加
監視器裝設，表達監視器故
障率高、裝設維修時間過長
等意見，促請縣府做好監督
角色，確實了解廠商裝設、
維修情形，提供居民安全的
生活環境。另外，馬路車禍
發生時，為往生者蓋白布，
她也建議縣府增購現場帷
幕、閃暴式LED警示燈，於

游淑貞 議員

蓮市精華地區土地，將當初
標售價錢與內政部實際登錄
上附近地段比較，中間差價
高達好幾億。
雖然縣府長短債從133億減
至120億，但縣府也向各基
金專戶借調2.5億，且出售15
億多的縣有土地，代表實際
上縣府根本就是賣祖產還債
務，並讓縣民產生錯覺，事
實上在傅縣長任內是負債上
升的。
就像公告地價大幅調漲，
縣民要多繳地價稅不只負擔
增加，相形之下，面對原有
不斷增值的資產，也被傅縣
長出售殆盡，只能欲哭無
淚，因為土地賣掉就永遠回
不來了。

要求警察局、衛生局、教育
處及社會處保持良好聯繫，
加強查緝毒品，宣導辨識毒
品的方法，將反毒教育向下
紮根。
教育處長劉美珍表示，教
育處透過校園管理、高關懷
家庭，並結合醫療機構，落
實三級預防機制，防制學童
免於毒品危害。

施慧澕 議員
交通事故現場提供鑑識人員
方便採證之外，也尊重傷亡
者。
警察局長廖美鈴答詢回
應，吉安鄉各村於今年5至
10月陸續完成重要路段監視
器裝設，將查明故障率高及
裝修時間長之因素，並偕同
安裝廠商向居民說明。車禍
發生之活動帳篷式帷幕、閃
暴式LED警示燈儘速於年底
申請採購，裝設於易事故之
岔路口作為警示，提供民眾
夜晚用路安全。
花蓮縣2527名學生的營養
午餐，因物價上漲及工人薪
資，是否影響後面將招標的
廠商投標意願，縣府應關
注，避免影響營養午餐的品
質及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