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屆第七次定期大會特刊２之１ 花蓮縣議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14 日　星期五

花蓮縣議會總質詢圓滿完成
議長楊文值感謝議員同仁熱烈總質詢為鄉親發聲

發行人：花蓮縣會議長／楊文值
會址：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23號
電話：(03)8226112
網址：www.hlcc.gov.tw
承印：聯統日報有限公司
地址：花蓮市和平路336號

花
蓮
縣
議
會
第
十
七
屆

第
七
次
定
期
大
會
特
刊

　　本席關切花東建設條例提

案，建議縣府應進行風險性

評估、並將台東納入整體政

策考量。花東條例需由中央

單位報院核定、撥付計劃費

用後，才能請專業團隊進行

評估、規劃；目前縣府提

案已有11項由經建會報院核

定，但仍未到全案定案程

度，未來獲中央撥付規劃經

費後，縣府將會積極落實。

　　本席針對縣政府招商引

資、縣府借錢度日或賤賣東

洋廣場公產標售金額及質疑

縣府介入富里農會選舉甚

深，籲讓農會選舉歸於平

靜。

　　針對東洋廣場標售，東洋

廣場標售涉及花蓮通盤建設

計畫的核心，縣府絕對依法 辦理。

　　本席針對鱙仔魚過度捕撈

已造成花蓮近海漁業資源枯

竭，尤其中央所制定「鱙仔

魚業管理辦法」未考慮花蓮

特殊海域、離岸五百公尺多

為深海，導致漁民屢遭取

締、開罰，盼縣府提具體解

決辦法，照顧漁民基本權

益。

　　本席並針對幼兒園午餐點

心的提供方式質詢，依幼照

法，不僅要求幼兒園增建廚

房，也明定午餐和點心食材

各自購買烹煮，造成資源浪

費和成本提高，他建請縣府

向中央提出修改法令請求，

以縣市為單位、統一採購幼

兒園點心和午餐食材。

　　本席關切花蓮市重慶市場

二期工程經費爭取情形，促

傅縣長協助市公所爭取經

費。另為吸引觀光客前來花

蓮，建議今年起恢復舉辦鯉

魚潭水舞及聯合豐年祭，結

合夏戀嘉家華、花蓮遨翔季

及金針花海活動，吸引全國

各地遊客暢遊花蓮。 

　　另外，針對非法民宿問

題，本席要求縣府加強輔導

業者合法立案，納入管理以

提升花蓮觀光形象，希望在

六個月內，讓非法民宿全面

合法化。

　　本席質詢市區路邊收費停

車格規劃失當，以及對委外

廠商履約能力、縣府損害管

控等議題進行探討。縣府實

施路邊收費停車本意為維持

交通秩序，惟因得標廠商提

出片面來文，縣府得知契約

無法履行便依程序委託律師

聲請假扣押，至於權利金、

履約保證金等規範未盡完善

部分，業管單位將進行深入

檢討。

　　此次收費停車投標廠商錯

估自身財力、營運計畫，造

成大家困擾，對於縣府本身

相關權益部分，基本上一

個月應收兩百七十四萬的

權利金，縣府目前已扣押

九百八十八萬的履約保證

金，並依循法規持續辦理 中。

　　本席質詢花蓮港海釣、清

明便民措施、七星潭撿拾鵝

卵石、花東快速道路等議

題。花蓮漁港係屬花蓮商港

之一隅，面積約佔17公頃，

僅佔花蓮港的十四分之一，

依據現行海港法第18條規

定，在漁港區域內不得採捕

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花蓮港是國際商港，漁港

雖由縣府管理，但港區內仍

是港警局、海巡署的權責，

目前明令禁止相關海釣作

業，至於新東防波堤開放垂

釣合適與否，縣府將協調港

警局、海巡署等相關管理單

位研議，若取得共識，將在

各項安全配套措施完成後， 開放民眾進行垂釣。

　　日前連日大雨，致花蓮對

外蘇花及中橫路斷，嚴重衝

擊花蓮交通及觀光。本席質

詢指出，花蓮無大眾捷運系

統，是否可結合觀光巴士、

觀光小巴及現有「台灣好

行」線，以「套票」的方式

來連結各觀光景點，同時也

辦理專業導覽員培訓，讓這

些觀光巴士結合多種語言的

沿途導覽，提高國內外遊客

來花蓮觀光意願。

　　目前除了台灣好行太魯閣

線外，下年度將會再次建請

交通部觀光局設置花東縱谷

線。

　　本席憂心指出，花蓮縣目

前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高齡

化及少子化問題，將衝擊包

括文化、衛生、稅收、社會

福利等，文化傳承將出現斷

層，婦產相關產業陸續轉

行、醫院病床供不應求、健

保破產，歲收減少、入不付

出，社會福利無法支應。縣

府對高齡、少子化問題，務

必儘速提出因應對策，除生

育補助外，要求增加不孕症

的補助讓有不孕症的夫妻能

夠減輕為了生孩子所需的負

擔，多辦幾場祖父母保母課

程，放寬補助標準，多開一

些樂齡中心讓老人活的健

康、活的有尊嚴並且降低生

病的機率。

　　本席針對六期重劃區開發

鬆綁質詢。縣府一定會在兩

年內完成南北濱全新風貌，

為結合新都心發展，福德國

際觀光夜市也將在3年內完

工，展現縣府施政決心。

　　蘇花改環評委員會日前新

增7位環評委員，恐影響蘇

花改施工期程，本席願意連

署向交通部嚴正抗議、跨黨

派合作之外，為了花東鄉親

日後的生存空間，呼籲所有

議員不分朝野，齊聲向中央

表示抗議，若中央無法接納

地方民意，會不惜代價組織

抗爭活動，替花東鄉親爭取

應有權益。

　　本席針對礦務局開放劣質

陸砂大量進口，衝擊優質花

蓮砂，十年前的東砂占北部

地區砂石約九成，目前僅剩

下一成。

  本席痛批礦務局「進口為

主，國內為輔」的錯誤砂石

政策，應立即改為「國內為

主，進口為輔」，並應建立

管理大陸淡化海砂的檢驗機

制，標示「河砂」或「淡化

海砂」，及來源地，從花蓮

縣做起，建立優良砂石認證

制度，提供消費者正確資訊

維護營建工程品質及安全。 

　　本席針對佔地22公頃當初

更耗費16億6900萬完成基礎

建設的鳳林環保科技園區任

由荒廢未善加使用徒浪費公

帑；建議未來若朝環境教育

園區方向發展，希望能以跨

局處合作方式，整合環保、

教育、觀光及防災防救領域

來進行通盤規劃。

　　園區內包括廠房、餐廳、

交通以及公共設施都具相當

水準，考量環保局多屬環境

工程人才，應結合其他局處

來做通盤規劃，未來也應在

人員、設施、場所極力爭取

認證，讓園區在整體招商、

營運上更具備競爭力。

　　本席希望縣府編列預算，

加強重要道路入口及社區監

視系統，監視器的架設密

集，對於防竊、犯罪、交通

事故等責任釐清，具有正面

的阻遏作用。

　　有關中南區增設監視器，

維護公共安全、防範於未

然，縣府除積極向警政署爭

取外，東發條例中已編列

一億六千萬的經費，縣府將

採逐步、逐次方式增設監視

器，滿足地方需求。其中，

犯罪率高或治安重點地區將

列入最優先排序，其次為交

通事故多及交通流量大地

區，第三則為偏遠警力、巡

守民力不足地區。

　　本席針對花蓮翱翔季活

動，建議應有完整的交通、

住宿配套，打造出富有花蓮

特色的熱氣球活動、成功吸

引國內外觀光客造訪花蓮。

　　本席關切「愛狗樂園」進

度質詢縣府農業處。愛狗樂

園第一期進度應可順利完

成，充份保障動物權益及空

間清潔。至於鄉親關切、家

犬走失遭誤抓情形，為避免

誤抓，所有流浪犬都會上網

告知，充分保障飼主權益。

張處長最後也表示，為解決

流浪犬問題，縣府刻正研議

免費認養辦法，並由縣府負

擔植入晶片、疫苗費用，期

望讓更多流浪犬順利找到愛 護牠們的主人。

　　本席關切花蓮地區房價明顯上

漲情況，基於自由經濟，縣府會

從供給面來調控，將土地、容積

提供出來，自然發揮平抑房價的

效果，未來南濱一帶44公頃重劃

往南延伸，再結合花蓮火車站改

建、花蓮－吉安鐵路高架化，不

但可落實六期重劃區周邊新都

心，也可讓吉安東西兩邊均衡發

展。

　　本席針對七腳川溪南側防汛道

路全線暢通。包括市區美崙溪、

吉安七腳川溪，都是都會中心河

川，也是晨昏運動、親水的好地

方，關於七腳川溪整體規劃，縣

府也已完成整體評估規劃，預計

所需經費2億5千萬，目前正持續溝通，

希望未來盡速落實，也讓七腳川溪南側

防汛道路全線暢通。另外自由大排也已

完成清查、並未淤塞，未來會規劃完

成自由大道，與周邊休閒親水措施作連

結。

　　本席關心市立殯儀館遷移選

址。市立殯儀館遷移歷經多年規

劃選址，初步預劃約有十餘個地

點，因殯儀館本質為鄰避性甚高

之公共設施，攸關未來都市計畫

與觀光發展，目前積極與鄉親進

行溝通，縣府將在完備程序、民

意基礎上進行整體規劃、推動，

絕非報載於特定地點設置。

　　本席也針對近年頒行的「個人

資料保護法」，花蓮縣吉安鄉水

災防災圖上，受限於個資法規

定，無法提供有效的緊急連絡名

單及聯絡方式，導致防災圖效果

不彰。縣府將提供業管單位充分

資訊並適度進行防災圖的修正。

莊枝財籲提升幼兒午餐點品質

魏嘉賢憂高齡及少子化問題嚴重蔡啟塔關切東洋廣場標售等

施金樹關切六期重劃區開發鬆綁

謝國榮促發展地方特色
         吸引更多遊客東來

李秋旺批砂石政策錯誤
       應國內為主進口為輔

施慧萍促活用鳳林環保科技園區劉曉玫質疑路邊收費停車格規劃失當

張峻建議中南區增設監視器防竊減犯罪何禮臺盼開放新東防波堤垂釣

張正治關切「愛狗樂園」進度蕭文龍促「套票」方式連結各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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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 議員

莊枝財 議員

李秋旺 議員

施金樹 議員

劉曉玫 議員

施慧萍 議員

謝國榮 議員

黃振富 議員

邱永双 議員

張 峻 議員

何禮臺 議員

張正治 議員

蕭文龍 議員

蔡啟塔 議員

楊文值 議長

　　花蓮縣議會經過12天的縣政總質詢，至

昨天議員總質詢圓滿完成。議長楊文值指

出，感謝本會議員同仁熱烈出席，聽取傅

縣長的施政總報告。

　　「觀光花蓮、農業大縣」是傅縣長施政

的主軸，為了「快樂、希望、新花蓮」的

長程理想來努力。花蓮在傅縣長卓越帶領

下，施政滿意度在全國縣市長統計中第四

度蟬連五顆星的好成績，團隊不眠不休的

為花蓮打拼，獲得這項殊榮，謹代表花蓮

縣議會表示祝賀與肯定，同時也分享這份

專屬花蓮的榮耀。

　　議長楊文值說，總質詢期間，議員在議

事殿堂發言，無不本著地方鄉親對縣政

現況最貼近最忠實的感受與期盼，提出縣

政質詢，包括加強基礎建設、行銷部落產

業、交通設施改善、愛狗樂園推動、爭取

藍色公路、老人社會福利等多項議題。尤

其，蘇花改工程進行到現在，突然出現工

程監督委員名單上的重大變數與干擾，亟

需花蓮各界凝聚力量予以排除，並與各位

議員併肩站在一起，擔任民意總先鋒的角

色，捍衛這條安全回家的路，讓蘇花改如

期完成，絕不能受到外力的阻礙或破壞。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