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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楊文值感謝定期大會縣政總質詢圓滿
花蓮縣議會定期大會經過12天的縣政總
質詢圓滿完成。議長楊文值表示，大會期
間，感謝本會議員同仁熱烈出席，聽取傅
縣長的施政總報告。「幸福城市、美麗花
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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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經2013年台灣幸福大調查統計公佈，花蓮
縣政府在傅縣長睿智帶領下，施政滿意度
獲得81.7%的佳績，連續三年蟬連金牌縣長
殊榮，團隊不眠不休的為花蓮打拼，獲得
這項榮耀，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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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縣長與縣府團隊，以及本會議
員同仁們在大會期間，為了縣政的推動日
夜打拼。這次總質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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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食品安全把關監督、加強城鄉基
礎建設、行銷部落產業、交通設施改善、
幼兒福利與設施、自行車道整體連結規劃
等多項議題。
尤其，蘇花改工程將在106年通車使用，

屆時必有大量車潮湧進市區，停車空間務
必請有關單位妥善因應規劃，對花蓮觀光
產業才有幫助。
花蓮觀光產業的發展一向是廣大鄉親最
關注的焦點之一，大陸政府自十月一日起
實施旅遊新法，預期大陸來台觀光團體市
場將進入轉型期。縣府相關主管單位應主
動積極，協助觀光餐旅藝品等相關業者順
利轉型，創造整體產業新氣象，提振在地
企業新活力，對整體就業市場的改善必有
助益。

楊文值 議長

活絡花蓮市區精華地段發展觀光
針對六期重劃區整體擘畫
建設，本席企盼縣府在彩虹
夜市、陽光電城、殯儀館遷
移等作業上詳加規劃，活絡
花蓮市區精華地段發展，重
振花蓮舊火車站的繁華風
貌。
傅縣長答詢表示，在福德
國際觀光夜市規劃、建設完
竣前，彩虹夜市具有階段性

阻絕毒品進入校園 避免戕害健康

的任務，建物採活動式設
計，未來串聯原住民一條
街、十八省一條街，導入現
代、懷舊、族群等特色元
素，獨創的觀光夜市風貌，
打造花蓮觀光新地標。
蔡啟塔 議員
傅縣長以「穿衣服改衣
服，永遠弄不好」來形容活 協會等團體近駐，在引進人
化陽光電城的困境，縣府首 氣的同步，縣府積極進行招
先邀請縣內奇石協會、聽障 商活化工作。

本席就美崙高爾夫球場接
管、法院已判決美崙高爾夫
球場要賠償縣府兩億元，縣
府應展現公權力，依法追討
賠償金，但卻拖泥帶水，相
對的追討老百姓違規罰款，
卻毫不留情的強制執行。
而縣府考量球場被劃歸國
有財產，1%為縣府公有土

維護食品安全及不良油品回收

地，俱樂部補償金99%需得
上繳國庫，又縣府未曾投入
任一設備。球場提撥員工資
遣費八百萬後，只剩兩百多
萬，若強制執行查封將導致 莊枝財 議員
球場營運停擺、員工失業，
化及人口外流嚴重問題，本
顧及花蓮整體觀光能量，縣
席建議，為鼓勵縣民多多生
府將審慎進行接管作業。
育，應提昇完善的幼托照
因應環境變遷，整體少子
顧。

引電影《看見台灣》省思環保愛地球
本席以電影《看見台
灣》，當中有許多畫面是在
花蓮縣境內進行拍攝，無疑
對於花蓮整體形象提升及行
銷有所助益，而且這部結合
自然人文美景及環保議題的
電影面向涵蓋甚廣，縣府各
局處都應進戲院觀賞，之後
針對管轄業務重新審視策略
與方向並落實橫向聯繫工

作，攜手齊心並進，才能為
花蓮鄉親謀求更大的生活福
祉。
花蓮海岸線上的消波塊對
整體景觀規劃造成阻礙，而
南北濱黃金海岸線的規劃
中，環保公園垃圾掩埋場的 謝國榮 議員
移除作業宜盡快進行。中央 績效卻是全國第一，顯示縣
政府八年八百億的治水經費 府對於攸關民生的基礎設施
花蓮只分到百分之一，但是 一定會落實推動。

的影響，提出四至六歲學童
免費就讀公立幼托的政策，
企盼提供誘因，減輕新手父
母的負擔，惟縣府財政困
窘，難以公、私立幼托兩全
其美，將與相關局處、單位 李秋旺 議員
積極研議更妥善的作法，試
花蓮房地產飆漲，許多基
算、評估兩者皆補助的可能
層勞工無法購屋，「住者有
性。
其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本席首先稱許縣府團隊長
期照護、關懷長者，創立花
蓮「老人天堂」名號，然而
花蓮現有兒童社福設施相當
缺乏，本席建議政府政策如
欲鼓勵生育，則亟需增設兒
童社福資源場域。
另外，休閒觀光為花蓮一
大優勢，日前自行車低碳旅

遊風氣盛行，花蓮卻無法整
合既有的自行車道，相當多
的產業道路不僅欠缺維護、
修繕，入口處設施不堪使
用，鐵馬驛站設立也不週
全。本席指出，民宿及旅宿
業 者 皆 會 規 畫 、 配 置 腳 踏 施慧萍 議員
車，能否利用異業結盟的方 免讓自行車業成為夕陽工業
式，輔導自行車業轉型，避 的危機。

為爭取花蓮中區鄉鎮各項
建設，本席要求縣府團隊施
政不能偏重在北區與南區，
將範圍最大的中區忘掉。本
席感謝縣府團隊長期以來對
本席的各項提案支持並協助
規劃完成，在此代表鄉親和
個人由衷感謝縣府團隊。
生態旅遊漸受到國內外遊

客喜愛，本席要求農業處儘
速邀集相關單位與大全社區
發展協會，共同對拉索埃
（阿美族語甘甜好喝之意）
湧泉規劃為「拉索埃湧泉生
態園區」，使當地相關產業
充分連貫，促進當地農產品
銷售、提高農民收益、落實
生態環境教育。

擘畫整體產經風貌 平衡各區域發展

蕭文龍 議員
並著手積極招商，未來希望
招攬在地農特產黃金蜆等特
色產業進駐，預計下月下旬
將會公告上網。

縣內觀光並非憑靠單一風
景區或觀光活動就能打造觀
光大縣，本席希望擘畫完善
的整體產經風貌，平衡各區
域發展。
有關六期重劃區整體擘畫
願景，在南北濱黃金海岸建
設規劃工作，由縣府建設處
及觀光暨公共事務處全面進

行，目前第三期計畫將把南
濱夜市遷移至彩虹夜市，讓
南濱完成建設，至於彩虹夜
市旁的陽光電城，顧及整體
市容規劃，已與經濟部能源
會共同會勘、協商，能源會
支持將陽光電城遷移至花蓮 張正治 議員
環保科技園區，俟後續細部
計畫規劃提報能源會後方能 執行。

張 峻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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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富 議員

本席針對北昌輕工業區的現況
及未來發展提出建言，他認為應
盡快提高容積率才能吸引開發業
者進駐該區域。本席也對各村里
的監視器架設不均提出呼籲，盼
能依照村里人口密集度加強監視
器裝設。本席亦關心綠能巴士市
區環狀線的規劃案，希望花蓮縣
能展現出觀光都會的大格局，提
升花蓮縣的交通運能。
傅縣長表示，北昌輕工業區四
年前就開始推動，期間多次召開
說明會，吉安鄉都委會到今年五
月才將計畫送到縣府，而市地重
劃有一定的程序要走，縣府將會
積極解決沉痾已久的舊案。另警
察局長艾鵬表示，路口監視系統
對於犯罪防治有一定的遏阻作用
及監看功能，將會爭取經費擴充
各鄉鎮的設備，讓治安無死角，
維護民眾居家安全。

架設基地台抗爭不斷 盼擬定地方自治條例進行規範

建議與其補助就讀公立幼托
享有全免優惠，不如以定額
補助的方式，讓就讀公、私
立幼托機構的幼兒都享有優
惠，相信此舉並不會增加縣
府的財政支出。
本席對縣府推動觀光活動
何禮臺 議員
的成效表示肯定，不過他同
時企盼能創造出有別於其他 縣市的特色亮點。

月與交通部葉部長研議六期
重劃區台鐵廢棄宿舍、蒸氣
小火車復駛，屆時縣府也將
積極爭取兩隧道的活化利
用。
本席並針對目前環保科技
園區閒置可惜，是否能進行
產業活化，帶動中區經濟發
展。傅縣長表示，目前縣府
已朝多角化經營模式規劃，

縣府自明年九月起整合各
鄉鎮市幼托，四至六歲的幼
童可免費就讀公立幼托，本
席認為此舉將嚴重排擠私立
幼兒所的招生，建請配合目
前實際狀況，加以調整、修
正。
傅縣長說，為鼓勵生育，
減少人口外流、少子化帶來

規劃拉索埃湧泉為生態園區

環保科技園區閒置可惜 應進行產業活化
本席針對縣內壽豐溪口、
光復兩座舊河底隧道，活化
闢建為自行車道或健行步道
之可行性，傅縣長表示，縣
府目前已向內政部提出相關
計畫，希望在溪口及光復車
站於新隧道竣工後，將舊火
車站之路廊改建為鐵馬步
道、健康步道，提升地方特
色觀光。此外，縣府將於下

林運金副局長提醒民眾，
避免購買散裝、混裝的油
品，挑選有詳細成分標示且
包裝完整的油品，大家亦可
購買花蓮自產的苦茶油。各
項合格與不合格的油品資訊
也透過各鄉鎮市衛生所跑馬
燈公告週知；明年中央更補 施金樹 議員
助 一 千 多 萬 元 添 購 檢 驗 設 備，將能加速檢驗流程。

鼓勵生育 亟需增設兒童社福資源場域

慕的國度。
傅縣長說，「十年十倍成
長」是對花蓮的期許，泛指
所有花蓮經濟的發展，非針
對單一項特定產業。蘇花改
在全縣鄉親的努力下，安全
劉曉玫 議員
回家的路已動工，預計民國
106年通車；海上交通麗娜 蓮聯外的交通條件，吸引企
輪、兩岸直航也都是縣府團 業 挹 注 資 金 ， 提 供 就 業 機
隊努力的方向，積極型塑花 會。

以定額補助 讓就讀公私立幼兒都享有優惠
本席關切明年度縣府補助
就讀公立幼托政策，強調花
蓮縣應落實不排富的公平
性，讓幼童在小學甚至幼兒
園的時候就感受一視同仁的
平等待遇，而由於全縣公立
幼托數量有限，屆時可能面
臨大家搶著進公立幼托，進
而衍伸民代關說情事。本席

本席關心學童營養午餐之
食品安全，並教導民眾辨識
不良油品。衛生局已稽查，
並針對味全、大統、福懋、
富味鄉等四家油品的回收數
量，透過數據比對，有效控
管不良油品的回收記錄，以
全面杜絕黑心商品在市面上
流通。

促「住者有其屋」優惠房貸計畫

應考量訂定花蓮縣民購屋優惠措施
近年花蓮房地產如傅縣長
所言「十年十倍成長」，房
價飆升，年輕人買不起房
子，幸福感將大為降低。本
席建議，縣府應考量訂定花
蓮縣民購屋優惠措施，凡設
籍花蓮縣，年滿十八歲的人
都可以買房子，貸款由縣府
編列預算，幸福感必將再創
新高，花蓮也會成為令人羨

夠重視，阻絕毒品進入校
園，毒害我們的國家幼苗。
花蓮縣由林桂興號召組成
的高砂棒球隊，不僅是台灣
第一支原住民棒球隊，更是
全台第一支前往日本出賽的
魏嘉賢 議員
棒球隊。而洄瀾音樂之父郭
子究老師也和林桂興有所淵 完整的歷史全貌，作為提升
源，希望文化局能夠針對其 花蓮在地人文面貌，並提供
中的歷史進行考究，拼湊出 觀光客多元旅遊規劃。

提高容積率才能吸引開發業者進駐該區域

高爾夫球場接管 縣府無力追討賠償金

本席十分關切校園毒品防
制的問題，「拉K一時、尿
布一世」警語，就是要警惕
注意拒絕染毒、避免戕害身
體健康；K他命屬於第三類
毒品，學生即便被查獲持有
廿公克以下的K他命，最後
也僅由父母親從派出所帶回
管教，希望警察局、教育
處、衛生局、社會處單位能

邱永双 議員
本席針對南濱公園規劃部份佔
用人民私有地，政府應依法定程
序採取歸還、補償措施，或進行
公告地價徵收購買，保障鄉親安
居樂業的基本權益。
「縣府會拿出最大誠意，積極
處理!」傅縣長答詢表示，對於
長年被規劃為公共設施用地或相
關保留地，在花蓮有許多鄉親深
受其苦，因為不僅花蓮，甚至全
台灣，自民國七十幾年都市計畫
後，土地被綁架二、三十年，概
算全國統一徵收經費要二十幾
兆，雖然花蓮財政拮据，不論是
以地易地、以合理價格收購，或
引介廠商申購容積移轉，我們將
納入第一批協談重點。
針對架設基地台造成地方抗爭
不斷，本席企盼擬定地方自治條
例進行規範，維護人民生活品
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