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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社區早期歷經

臺灣第二次移民，漢

族自後山登陸墾庄，

「十六股庄」(豐村)

作為新移民起始點，

創建及發展聚落至

今達一百六十三年，

理應發展繁榮富庶；

花蓮市第一道門戶

「大陳新村」，距今

五十九年蝸居情況仍

未獲改善。

　　以都市更新「就地

整建」模式，維持大

陳新村發展脈絡，而

不要另闢道路，將該

地區生活紋理分化。

另外，本席也關切

「花蓮火車站到吉安

干城車站間鐵路立體

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

發計畫」。

　　花蓮人引以為傲的七

星潭風景區，一直以來

受限於「新訂七星潭特

定區計畫」，使得北花

蓮受軍事禁限建、限

高而影響地方繁榮與發

展。

　　本席感謝「七星潭風

景特定區」在縣府多年

努力規劃及建設下，七

星潭風景區已成為享譽

國際的著名景點，一年

吸引達150萬人次造

訪。縣府感於鄰近

的空軍基地側既有

路段狹窄，又有轉

彎半徑過小、縱坡

過陡等危害行車安

全困擾，而興建高

架橋工程沿著既有

道路向空軍基地側

拓寬，橋面主線全

長710公尺，採高架15公

尺雙向雙車道斷面設

計，於102年10月25日完

工通車。

　　本席首先就日出香榭

大道議題表達高度關

切，盼藉此帶動花蓮

市舊市區活化，促進地

方經濟發展。花蓮市舊

市區過去繁榮熱鬧，饒

富歷史文化意涵，希望

文化局規劃懷舊文化廣

場，凝聚鄉親濃厚情

感，也為舊市區找出新

的出路。文化局長陳淑

美答詢表示，會將議

員提議納入下

一階段核心業

務。

　　民國106年蘇

花改通車後，

預計花蓮市區

將湧入大量車

潮，經交通部

預估，花蓮縣

車輛將增加二

分之一，施議員希望縣

府研擬疏導車流因應之

道，同步提升本縣建設

與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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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首先針對溝上人家拆

遷安置、彩虹夜市營運、自

由經貿區、東部科技園區、

萬榮西寶水力發電廠、蘇花

公路通車後交通疏導等重大

縣政議題進行探究，殷切期

盼縣府團隊細膩擘畫花蓮未

來，提升城鄉風貌、人民素

質。

　　傅縣長表示，彩虹夜市營

運在合乎相關法令規定情況

下，優先安置溝上人家、

南濱夜市等攤商，提供良

好的營業場所，目前第一個

階段仍放在安置、提升市容

等層面，惟部分攤商尚未進

駐完畢，彩虹夜市末端稍顯

蕭條，俟溝上人家拆遷、安

置告一段落，六月份招商完

畢，縣府將全力主導，帶動

彩虹夜市觀光、經濟活力。

　　針對自由大排問題，傅縣

長表示縣府將做好相關準

備，與內政部相關污排水相

關標準接軌，縝密規劃花蓮

整體發展方向。

　　本席首先就捷運站江子翠

喋血事件，表達無限感慨及

沉痛，過去在醫院與校園中

亦有發生持刀追逐等動兇情

形，校方與警方要如何察覺

精神異常學童及人士，並有

效地防止加害情事產生；也

指出，兇嫌往往於公眾場合

犯案，且毫無預警，而警方

必須查有持帶危險性器械、

構成危害安全等實際情況

等，方得依法辦理，警方在

案發當下要怎麼因應危急處

理，避免不幸事故再生。

　　針對花蓮縣隔代教養、城

鄉差距、經濟不良、新移民

家庭指導不彰等教育現況，

本席也相當關切，少子化及

代課老師等因素，不僅影響

教育政策執行，也無法紮實

地培育在地人才，企盼比照

GOOGLE徵求人才面向，

教育孩童解決問題、領導、

持續創新、專業等能力，並

培養全球國際觀，此外，他

也對學生會考、填選志願等

機制提出疑問。

魏嘉賢 議員

蔡啟塔 議員

楊文值 議長

　　花蓮縣議會定期大會自５月

１６日起，經過１２天的縣政總

質詢，６月３日總質詢最後一

天，楊文值議長致詞感謝議員同

仁出席質詢及傅縣長帶領縣政團

隊努力，表示縣政總質詢圓滿完

成。

　　楊文值議長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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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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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程目標努力。花蓮

在傅縣長積極帶領下，施政滿意

成績，五度蟬連五顆星的優秀成

績，團隊不眠不休的為花蓮打

拚，獲得這項殊榮，文值在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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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觀光產業的發展，向來都

是廣大鄉親最關注的焦點之一，

寒假期間，除了歲末跨年晚會熱

情演出，並在鯉魚潭加入本土特

色與喜氣洋洋的紅面鴨，增添湖

光山色的動感與喜感，讓遊客感

受濃濃的年味，討喜的造型引起

社群網站的轟動，為花蓮創造觀

光新題材，稱得上是一次成功行

銷花蓮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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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日出

香榭大道、國際觀光夜市、活化

環科園區的3D翱翔季、鯉魚潭

水舞、協助原住民保留地增編申

請、老人社會福利等多項議題。

尤其，自由貿易港與東部科技園

區的爭取，亟需團結花蓮各界一

切的力量來促成，文值將與各位

議員並肩站在一起，擔任民意總

先鋒的角色，攜手連心，完成廣

大花蓮鄉親的共同期待。

廣告

溝上人家及自由大排規劃 籲加強空品監測及教育創新

　　對於往生者應莊嚴、

肅穆，過去農業社會

採用土葬，如今全國

皆有設置火化場，以便

於家屬祭祀，而火化場

收費標準依據，因相對

成本、利潤制定公定價

格，並本於服務為目

的，而非營利，政府也

應監督行政機關，使殯

葬人事成本透明化，切

勿黑箱作業，藉以增加

營收經費，而陪葬物焚

燒申請作業也應於

情理上，符合便民

需求。本席也關切

殯儀館遷移進度。

　　唯恐「自由經濟

示範區」成為服務

貿易協議後門，使

中國投資者無上限

進駐，影響花蓮各

項事業、核心農業

發展，以及花蓮縣

鄉親權益，因此要求各

局處詳細說明重大政策

內容，擬讓因應配套措

施公開、透明化。

　　本席就北昌輕工業區

變更為吉安住一住宅區

現況、自由街改造成日

出香榭大道停車位減

少等問題表達關切。建

設處處長鄧明星回應表

示，北昌輕工業區變更

為吉安住一住宅區，

共分43個小區塊，有6

小區塊已開發，其餘開

發細部計畫去年底由吉

安鄉公所提報縣府後，

已開過五次專案小組會

議，也開過民眾陳情

案說明會。

　　鄧處長指出，吉安

鄉公所所提計畫內

容，還是偏小規模，

且住宅區內道路規劃

12公尺以上，造成公

設比比例太高，經檢

討後，為降低民眾負

擔，區內道路將縮為8

公尺，大型聯絡道路則

維持原寬度；此外，也

將集中各小型公園，改

建成一大型公園。傅縣

長也表示，為追求地方

鄉親權益，縣府會積極

盡快開發住宅區。

關切吉安住一住宅區及市區停車空間

莊枝財 議員

施金樹 議員

關切自經區影響花蓮各項事業憂自由大排淹水抽水不足

施慧萍 議員

何禮臺 議員

李秋旺 議員

　　本席針對自由街

大排整治工程提出

淹水隱憂，也關心

花蓮市區汙水下水

道家戶接管工程施

作情形。

　　另也針對溝上人

家７４戶房屋被拆

除無補償金，期盼

縣府在情理法上，

端午佳節是否能獲

縣 長 關 懷 贈 發 慰

問金？以及自由街

大排整治工程帶來

周邊的中正路、光

復街、福建街、忠

孝街及自由街大排

兩旁的商家生意受

損、住家出入不便

等交通黑暗期約２

年 ， 應 針 對 營 業

稅、房屋稅、地價

稅 等 給 予 減 免 措

施，請縣府相關局

處研議因應。

　　本席針對測速照相

設置標準、自行車道

規劃等議題表達高度

關心。他指出，台九

線從新城鄉到富里鄕

一路設置了諸多測速

照 相 ， 但 是 不 代 表

設得越多，車禍就越

少，設置標準為何？

　　本席也針對花蓮自

行車步道路線規劃及

騎乘安全提出

疑義。他指出

近日旅遊雜誌

推薦台灣腳踏

車旅遊處十五

大景點，花蓮

並無入選，縣

府團隊應深入

檢討。此外，

他也就兩潭自

行車道於吉安溪口的 安全議題進行探究。

　　本席首先就花蓮縣觀

光活動，包含紅面鴨、

熱氣球、彩虹觀光夜市

等議題提出質詢，並對

紅面鴨為花蓮帶進觀光

人潮予以肯定，接著就

縣府收回辦理路跑、自

行車等活動路權及委託

一家公司統籌辦理活動

15年提出質詢。

　　傅縣長答詢有關路權

之議題提到，去年台北

富邦路跑，富邦

金控贊助中華路

跑協會廣告費新

台幣六千萬，台

北市政府也在資

金、人力、警力

給予協助，外來

贊助超過一億，

尚有參加民眾的

報名費等，卻無

人加以監督，公權力被

無償差遣使用，台北市

議員對此也曾加以質

詢。

　　台灣逐漸走入老人社

會，本席關心老人長照

及長者假牙裝置補助社

會福利議題。傅縣長

表示，65歲以上長者有

近兩成失能，目前已全

面興建老人館、增加設

備、提供免費健檢，讓

老人家能在館內從事休

閒活動，在彼此互動的

過程中，降低長者失能

的風險。此外，目前正

在積極思考推動社

區老人巴士，希望

能有開創性作為。

而目前縣府辦理的

長者假牙裝置補助

對象為本縣65歲以

上，符合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等資

格之弱勢長者，縣

府102年共編列經

費181萬3千元支應，相

對其他縣市而言，經費

顯然偏低，難以有效提

升長者生活品質。

　　本席針對南平段、鳳

信段公路拓寬、排水設

施等表達高度關心。建

設處處長鄧明星表示，

將把南平排水4,400萬納

入今年度綜合治水計畫

優先計畫，提報水利署

後將繼續透過中央民

代、高層溝通，以期南

平排水工程不致造成南

平段公路拓寬停工。至

於鳳信段交通阻塞，廖

處長亦親口允諾，目

前著手進行細部設計

工作，年底肯定辦理

發包作業，在南平段

工程施作後，工程延

續上並無任何問題。

　　本席就木瓜溪、萬

里溪、馬太鞍溪橋面

拓寬議題進行探究，

並替南平鄉親反映土

地部分徵收不公問題。

　　本席也詢問今年暑期

觀光盛事熱氣球將移至

中區環保科技園區舉辦

問題。

　　本席請教竊盜情況，

表示，花蓮竊案破獲率

為百分之八十三，針對

未破案有無特殊作法可

以改善，提升行政效

率，同時本席也考量到

受害人觀感，他說，企

盼一般竊案能比照重大

竊案的辦案規格，基層

員警也應多加著力關懷

受害人。警察局艾鵬局

長答，花蓮縣治安各項

民調，皆高達八

成以上，實屬不

易；屏除汽、機

車等有牌照的竊

盜案，普通順手

牽羊所佔的案件

比率居高。

　　艾局長說明竊

盜案處理程序，

他表示，第一、

鑑識人員於現場鑑識、

蒐證、比對，這一環最

為重要，第二、調閱案

發監視器。

質詢縣府委外辦大型活動合約

劉曉玫 議員

盼舊市區活化並規劃懷舊文化廣場

張 峻 議員

關心南平、鳳信段公路拓寬及排水

蕭文龍 議員

張正治 議員

關心老人長照及長者假牙裝置補助

黃振富 議員

質詢竊案及非法廢棄物處理 關切測速照相成效及自行車道安全

籲更新十六股及大陳新村

聯外高架橋通車只是一個新的開始  

謝國榮 議員

邱永双 議員

　　今年暑期觀光盛

事熱氣球將移至中

區的鳳林環保科技

園區舉辦，本席瞭

解縣府美意，事實

上環保科技園區完

工閒置已久，盼活

化園區使用率。

　　觀光處長蘇意舜

指出，去年首次承

接花蓮翱翔季業

務，為展現特色輕

型載具，選擇腹地

寬廣、障礙物少的

光復鄉大農大富平

地森林園區，由於

園區欠缺蔭蔽物、

親水遊憩設施，今

年希望透過環保科

技園區既有廠房設

備、蓄洪池、生態

池等，加以修整塑

造多功能性，讓活

動更臻完美。

盼活化環保科技園區勿成蚊子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