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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旺關切停車空間不足問題
　花蓮縣議員李秋旺針對花蓮地區日漸不足的停車空間
問題，向縣府城鄉發展處提出質詢，指出花蓮縣建築物
附建防空避難室及停車位問題，要求縣府比照其他縣
市，尋求合情、合理價格的「法定停車空間繳納代金」
辦法。李秋旺表示，花蓮縣舊有改建或新建房舍大樓需
增設防空避難室及停車場，如距
離公有停車場周圍八百公尺以內
者，得以「法定停車空間繳納代
金」辦法處理。李秋旺認為，花
蓮縣「法定停車空間繳納代金」
辦法處理規定，每輛車停車位計
算標準為四十平方公米，但是其
他縣市的計算標準為每輛車停車
位為二十五平方米，相差懸殊，
所以「法定停車空間繳納代金」也相對提高，使民眾
「望之卻步」，實施二年至今連一件申請案都沒有，希
望縣府修法。
 對此，城鄉發展處代處長陳泰昌表示，花蓮縣實施「法
定停車空間繳納代金」辦法是參採南投縣的標準，自發
布實施以來，民眾認為代金計算標準過高，所以迄今尚

未有任何一件申請案。

林有志:解決美崙地區民眾用水問題
　美崙地區華興里民眾長期面臨水壓不足的缺水問題，縣

議員林有志向縣府提出質詢，期
望縣府積極協助民眾與自來水公
司協調，幫助該里民眾解決用水
問題；此外，他針對美崙工業區
去工業化轉型，是否能變成為住
宅區，讓土地價值提升，期望縣
府提出說明。
　林有志表示，華興里民一直飽受
水壓不足的問題，時常發生缺水
的情況，希望縣府能主導自來水

公司，協調是要裝個加壓塔解決水壓不足的問題，或是
找一塊小型的地或工業區，設置一處小型水庫加壓，真
正解決民眾的用水問題，讓住民免於無水之苦。
　謝縣長答詢表示，感謝林議員關懷華興村民眾的用水問
題，但建水庫是一項長遠的安排，目前最即時解決民眾
用水的方法，還是暫時以加壓送水為主，將立即責成秘
書長趕緊與自來水公司做協調，民眾若有問題也可以隨
時向縣府反映，當水量不足時縣府會立即請消防局補充
或提供水塔，至於後續的問題處理，也將透過與自來水
公司積極協調後再進行研擬。

陳凱莉:需有完善綿密的防救災體系
　陳凱莉議員縣政總質詢時針對花蓮縣消防局新建消防大
樓內之災害應變中心設備是否足以應付颱風等災害之防
救，以及花蓮市國強抽水站抽水功能等議題提出質詢。
　陳議員表示，花蓮縣境內天然災害頻繁，且幅員遼闊，
需要更完善綿密的防救災體系來加強保障鄉親們生命財
產安全，而興建中的花蓮縣消防大樓內將設置負責整合
全縣防救災工作的災害應變中心，縣府是否已妥善規劃
充實未來應變中心內應有的相關防救災設備，以提昇縣

內防救災能力，加強保障民眾生命安
全，減少財產損失。
　陳議員指出，馬總統日前來花蓮視
察國強抽水站工程時表示，將結合中
央與地方的力量，達成花蓮市淹水不
入家門的目標，而正興建中的國強抽
水站，未來開始運轉後將對花蓮水患
的防制有何助益？
　陳議員也非常關心花蓮學生的英語

教育，並以韓國英語村為例，希望縣府能運用縣內不少
荒廢的校舍設置模擬情境的英文教室，創造優質學習英
文的環境，以及增加學習英文的管道，提昇花蓮子弟們
的英語實力。

謝國榮:重要觀光景點規劃攤販納入
　金融風暴導致失業率高漲，花蓮縣議員謝國榮在縣政總
質詢時，針對縣內各風景區及觀光景點能否納入攤販增
加就業機會提出質詢，他建議縣府在幾個重要的觀光景
點讓攤販進駐擺攤，對於增加民眾就業率及提升花蓮觀
光發展都會有正面助益。
　謝國榮表示，經濟不景氣，各地明顯感受到嚴重的失業
潮，以觀光發展為導向的花蓮，應該考慮於縣內重要風
景區或觀光景點規劃將攤販納入，像是七星潭風景區及
知卡宣公園等地，增加民眾的就業機會；同時期望縣府

借鏡日本風景區，保持廁所的整潔
度維持花蓮觀光品質的良好形象。
　此外，謝國榮強調，針對這些重要
風景區或觀光景點，也可設立在地
特色專區讓年輕人運用創意擺攤，
現今的攤販已不再是只有傳統吃吃
喝喝的攤販，很多擁有高學歷且有
創新想法的年輕人會創造屬於自己
風格的攤位，非常有特色，如此也可以給就業不易的年
輕人一條生路。

魏嘉賢關切子女遷戶口進名校
　花蓮縣議員魏嘉賢提出質詢指出，過去父母對孩子念什
麼學校，從被動、義務接受學區安排，轉為主動選擇學
校，愈來愈多父母出現捨近求遠
的擇校行為，為的就是讓子女進
名校就讀，進行跨區、跨鄉鎮，
甚至不惜搬家、遷戶口等行為。
　縣府教育處長溫智雄答詢時表
示，家長的「教育自由選擇權」
隨著少子化浪潮水漲船高，家長
為了讓子女進明星學校就讀，不

惜搬遷戶口等行為，其實這些舉動只是家長們的迷思，
而且所謂的明星學校，產生的原因一是時事趨然，另一
個則為口耳相傳，並非只要將子女送進這些學校就讀，
就能保證學業一定會突飛猛進，或不會學壞。
　此外，魏嘉賢也針對縣內體育選手的未來，以及能否將
這群體育好手留在花蓮培訓，提供完整的訓練升學計畫
提出質詢。
　溫智雄則指出，縣府相當重視縣內體育人才的培育，更
重視人才留任及未來出路等問題，花蓮縣有專屬的體育
高中，就是專門為體育人才的培育所設立，縣府也扮演
積極輔導的角色，教育處則會透過與學校老師積極輔導
人材培訓及強化繼續就讀意願，並盡力替選手爭取最大
福利，避免這些優秀的體育好手只有中小學在體育班就
讀，將輔導至體中繼續進修，並提供更完善充足的師資
及教學資源與學習環境。
張懷文總質詢

施金樹:砂石採量隨市場機制調整
　花蓮縣政府辦理砂石公共造產，攸關開源措施及河川疏
浚需求，縣議員施金樹建議縣府，砂石開採量及價格，
應隨市場機制隨時做調整，避免需求不足造成價格上
揚。縣長謝深山強調，縣府開辦砂石公共造產以河川疏
浚為主，並非為維護收益為考量，價格也會隨市場機制
做合理調整，也感謝砂石公會考量地方發展，保證將部
分料源供應本地建築所需。
　施金樹表示，縣府辦理砂石公共造產以來，不僅讓建築
業及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取得高品質
砂石原料，縣府藉由公共造產業務
開辦，讓砂石變黃金，一年多來替
縣庫增加不少收益。
　花蓮市第六期重劃區2121坪抵費地
本月20日將再次公開標售，建築業
出身的縣議員施金樹以開發者角
度，認為附帶條件過苛，恐影響民
間投資意願，城鄉發展局長陳泰昌指出，為朝向大格局
方向開發，奠定六期新都心長遠發展，抵費地標售時針
對得標者規定，店面最小需達25米寬度以及330坪最小基
地面積，建蔽率維持商業區百分之八十、容積率雖然內
政部都委會堅持為380％，但業者若以容積率430％標準向
縣府提出申請，縣府也會同意。

劉曉玫:縣府迎接陸客是否做足準備
　陸客團來台觀光，尤其大陸安利團的到訪，為花蓮帶來
不小的商機，縣議員劉曉玫提出質詢，希望陸客不只看
到花蓮的美景，也能更深入瞭解本縣特有的在地文化。
　劉議員質詢指出陸客喜歡到太魯閣峽谷觀光，回去後也
把花蓮的美景以口耳相傳方式傳出去，但縣府針對陸客
來花蓮觀光旅遊到底做了甚麼準備？
　觀光旅遊處長林寶樹指出在去（97）年7月政府開放陸
客來台前，縣府早已在謝縣長的指示下於前年開始籌

劃，如前年參加上海國際旅展、去
年則到昆明，今年4月謝縣長更親
自率團到上海、桂林等地行銷，向
大陸民眾強力推銷花蓮觀光旅遊。
去（97）年7月政府正式開放陸客
來台觀光後，縣府推出最優質的商
店旅遊推薦，由縣府內部成立聯合
審查小組，針對商店是否合格、合

法、環境設置及內容品牌等多樣項目進行嚴格考核，就
是要給陸客最好的嚴選優質商品，建立花蓮優質旅遊品
牌。
　劉曉玫議員接著質詢指出，縣府近年來相當重視自行車
道的推廣，但目前市區道路的現況，道路品質不佳、溝
蓋不平及馬路太小等，都直接影響到自行車騎士的安全
及舒適，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傅朝明:儘速完成七星潭聯外高架道路
　縣議員傅朝明縣議會質詢關切七星潭風景特定區的開發
情形，希望縣府能儘速完成七星潭聯外高架道路及旅客
服務中心的設立。
　傅朝明議員表示，張志明副縣長日前帶領縣府工務處
同仁到七星潭勘查七星潭聯外高架道路預定路段，目前
97年擴大內需編列800萬元預算辦理規劃設計，若經費奉
交通部核定，並與軍方洽談預定用地取得，預計民國100
年可以完工聯外高架道路，但由於部分土地涉及軍方用
地，希望縣府能請401聯隊儘速回應同意縣府取得預定用
地，解決交通壅塞的情形。
　工務處長張垂龍答詢指出四八高地至七星潭近500公尺
長的道路改善，已在去年提報擴大內需方案動用600萬，
縣府提撥200萬預算辦理規劃設計。有關軍方用地部分，
今年1月國防部陳部長親自主持軍營用地協商會議時，雖

有公開承諾，但到4月底卻一直沒看到軍方明顯友善的
回應。所以謝縣長特地透過管道親自向中央報告這件事
情，獲得國防部回應今天開始可
以進入軍用基地內進行測量工
程，雖然工作進度受到耽誤，但
還是有把握在10月底可以完成工
程設計。
　七星潭已成為著名景點，每日都
有多輛遊覽車進出，在聯外高架
道路未改善前，傅議員建議可先
拓寬大漢技術學院側門的道路部
分，因為此道路也是連接七星潭
自行車道計畫路線之一，解決交通壅塞、人車爭道的情
形。
　張處長表示，傅議員的建議相當不錯，但土地的取得
與地上物處理並不容易，縣府目前仍會以四八高地這座
聯外高架道路為重點工程，等下半年度再行提報大漢技
術學院側門的道路拓寬計畫，到時也要請傅議員多加幫
忙。

張懷文:南溫泉、北纜車是否持續執行
　花蓮縣議員張懷文在縣政總質詢時，針對「南溫泉、北
纜車」案向觀光旅遊處長林寶樹提出質詢，並指出此計
畫對花蓮觀光發展影響甚大，是否持續執行？
　張懷文表示，壽豐池南地區生態資源豐富，北纜車開發
案將有助於當地發揮最大觀光效益，當時計畫炒得沸沸
揚，如今卻「靜悄悄」，不免唏噓。
　觀光旅遊處長林寶樹答詢時表
示，北纜車開發案是縣議會第
十六屆定期大會中提出，並且獲
得經建會重視，縣府曾和經建會
副主委張景森到哈崙步道實地踏
勘，並做成會勘記錄，林務局也
提出可行性評估計畫建議書，相
關的規劃和計畫並報到中央，但
這個案子經建會評估需要20幾億
元，前院長游鍚堃裁示需中央與民間共同投資，中央願
意補助10億元，但另一半需要招商來籌措，在徵求民間共
同投資沒下文的情況下，計畫因此延宕至今，縣府也感
到相當遺憾。

黃馨:雙潭自行車道連結等爭經費
　針對國內自行車運動蔚為風潮，縣議員黃馨針對雙潭
（七星潭、鯉魚潭）自行車道連結計畫及吉安鄉聯合排
水等問題提出質詢，盼縣府加快各項建設腳步，打造花
蓮成為舉世聞名的觀光勝地及單車樂活天堂。
　黃馨表示，縣府為連結七星潭及鯉魚潭自行車道，計畫
興建從吉安溪出海口至鯉魚潭，經費1.3億元，全長19.9公
里的雙潭自行車道，她也為自己爭取多年的吉安溪出海
口景觀橋建設計畫，獲得謝縣長及縣府城鄉發展處大力

協助，去年納入城鄉新風貌規
劃，總費用2200萬元的景觀橋已
設計完成，即將發包動工，正
好與雙潭自行車道連結。
　黃馨也建議從化仁海堤末端
通往阿美文化村約840公尺長
路段，目前由自行車與砂石車
共用，對騎士人身安全造成威
脅，應考量延長海堤並以鄰近

海灘增闢自
行車專用
道，結合當
地原住民海
祭、捕魚
季，捕鳥季
等祭典活動
設置圓形聚會場，與地方文化及觀光發展密切結合。

林春生:員警因績效壓力向民眾開罰?
　陸客來台觀光逐漸頻繁，花蓮縣議員林春生對陸客來花
觀光，花蓮縣政府是否做好準備，包括如何介紹境內特
色風景與好山好水，讓陸客或外地旅客能多留在花蓮一
天，替縣內增加觀光效益；此外，他也針對有民眾反映
員警是否因上級給予績效導致有壓
力向民眾刻意開罰的情況，期望縣
警局長周威廷能重視此問題，並深
入調查是否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林春生表示，陸客來台觀光議題正
夯，尤其大陸安利團到訪替花蓮帶
來不少商機，縣府是否做足準備好
來迎接陸客或觀光客行銷花蓮，花
蓮境內除了名聞遐邇的太魯閣國家

公園及七星潭風景區外，中南區還有很多優美的景點赤
柯山，縣府將如何行銷花蓮的美，讓陸客來花多停留幾
天，替花蓮帶來更大的觀光效益。
　此外，針對民眾反映有員警疑似因為績效的壓力，在
標示不明或沒有標示的地方刻意取締民眾違規，並執意
開罰的情況，林春生也提出數據指出，近來警方取締車
輛未依規定轉彎、機車沒有兩段式左彎案有明顯上升趨
勢，希望縣警局調查是否有員警刻意取締實為增加績
效，確實了解情況。

趙世源:說明污水處理費是否徵收
　縣議員趙世源利用質詢時間關切
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及國中學區制等
問題，針對污水處理費是否徵收，
要求縣府說明清楚，工務處長張垂
龍表示，完工後若縣府財政良好，
自然會考慮免收，基於使用者付費
原則，會透過房屋稅等其它方式變
更收取。趙世源表示，本縣污水處
理家戶接管率，涉及違章建物部分拆除問題，恐將引起
居民反彈，應加強對民眾溝通說明，降低變相拆除違章
疑慮，否則將降低民間接管意願，影響執行層面。
　趙世源針對有關本縣實施國中學區制，造成花蓮市鄰近
鄉鎮提早自國小階段開始越區就讀，等於家長這九年必
須每天早起載送小孩上學，趙世源希望還給小朋友快樂
童年，真正落實國小生就近「回家讀書」，提升鄉下學
校競爭力，趙世源建議教育處不妨實施明星教師輪流下
鄉教學方式，降低國小越區就讀情形。
　教育局長溫智雄指出，國中學區制是透過「學習綁戶
籍」，保障原學區學生都能就近入學區國中，至於越區
就讀大多源自於家長對明星國中的迷思，事實上許多郊
區學校辦學並不差，他舉今年花女首位大學基測考滿級
分的資優生畢業於自強國中為例，證明並非擠進花崗、
國風等明星國中才有前途。

蕭文龍建議開闢砂石專用道
　花蓮縣議員蕭文龍在縣政總質詢時，針對砂石專用道議
題提出質詢，蕭文龍建議縣府在馬太鞍溪、萬里溪及壽
豐溪間開闢「河堤便道」供砂石車通行，避開台九線，
對民眾行車安全及觀光發展都會有正面助益，他也希
望縣府提撥公共造產盈餘金額二分之一，全面補助國民
中、小學生吃免費的營養午餐。
　蕭文龍表示，花蓮縣政府以公共造產所開發的砂石產
業，雖然每年為縣庫增加二億元的收入。但是，載運砂
石車輛奔馳台九線公路，不僅造成塵土飛揚，散落的砂
石更造成民眾行車上安全。
　蕭文龍強調，為維護花蓮好山、好水的觀光環境，實有
必要另闢一「砂石專用道」供砂石車行駛，如此不僅可
降低砂石成本，更可增加縣庫收入。希望縣府積極闢建
馬太鞍溪、萬里溪及壽豐溪間及溪口至月眉間的「河堤
便道」，使台九線恢復應有運輸功能，對發展觀光帶來
正面效益。
　有關低收入戶及貧困家庭中、小學
學生營養午餐費問題，蕭文龍說，
鄰近的台東縣已全縣免費供應學童
營養午餐，希望花蓮縣政府能提撥
公共造產盈餘金額二分之一，補助
國中、小學生營養午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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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訊／
　花蓮縣議會16屆第7次定期大會七日起開
議，議長楊文值召開記者會，首先指出，花
蓮縣財政固然有困難，但是如何集思廣益，
扭轉乾坤，讓花蓮除了秀出她的自然美之
外，更要展現無窮的生命力，為廣大的縣民
開創錢途與生機；我們深信『資源有限，創
意無窮』的道理。
　議長楊文值說，大家知道，縣議會是地方
民意民情的聚焦所在，多年來，透過媒體的
深入報導與建議檢討，讓縣政效率與議政流
程逐年提升，並落實在縣民生活的改善與鄉
親權益的確保。這幾年，各媒體刊載報導花
蓮新聞的版面，有了明顯的增加，花蓮的一
動一靜不再只是本縣鄉親知道，甚至連台北
以及海外的旅友與鄉親也都寄予關心和留
意，也因此，花蓮大型的戶外運動、音樂活
動、休閒產業的一舉一動，都能招來眾多的
旅遊愛好者，連大陸觀光團也慕名前來親近
花蓮的好山好水，對本縣經濟活絡帶來新
血。文值特別利用這個機會向各位記者女士
先生致上最高敬意與謝意。
　文值感謝本會議員同仁在大會休會期間，

馬不停蹄，針對地方發展、民眾反映的事
項，積極探討，本會議員以高出席率來展現
關心縣政與重視民意的決心，並期望早日協
助解決縣府財政的困境。我們不怕路途有多
遠，有多險，無論登高山或涉溪流，只要對
民眾的生活有幫助，哪裡有問題，本會議員
就到哪裡深入追蹤，絕不退縮。或組成專
案，或考察訪視，深入徵詢問題所在，聽取
民意心聲並溝通協調，遇有無法立即解決之
案件，也會提醒行政部門，執行過程一定要
顧及人民基本權益，進而樹立廉能政府的好
形象。
　議長楊文值認為交通為地方建設繁榮之
母，除了蘇花快速公路以外，本縣尚須興建
花東快速道路，爭取緊急事故的處理時效，
提高教育水準，縮短南北生活水準的差距。
除此之外尚有發揚族群文化、促進地方產業
發展等等，均須縣府努力，衷心期盼，縣府
團隊能共為創造鄉親所期盼的好日子，認真
研討規劃，好好加油。
　文值站在議會的立場，我們必須與大家一
起來關心花蓮的發展，在充分了解花蓮有哪
些優勢、缺點之後，如何將「危機變成轉

機」，進而爭取到對縣政藍圖有利的資源，
興利除弊，讓更多的旅遊團體人士愛上花
蓮，讓花蓮鄉親除了擁有老天爺所恩賜的好
山好水之外，也分享到政府部門努力的施政
成果，富足、快
樂、有尊嚴。
　文值特別要感
謝各位媒體朋友
對花蓮縣的觀
光，做深度報導
與專訪，對花蓮
的整體行銷真是
功不可沒。
　本次定期大會
從5月6日開始，
到6月4日結束，
共計 3 0天的時
間，除聽取謝深
山縣長的施政報
告、所屬單位的
工作報告、審議
縣預算審查報告
外，主要的縣長

施政總報告及縣政總質詢議程，除縣長、縣
府一級主管均應列席備詢外，副縣長、秘書
長亦依慣例列席大會。

　圖：楊文值議長記者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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