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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張  峻

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地遊

客在暑假期間前來花

蓮旅遊，縣府在暑期陸續

推出多項大型、具地方特

色活動，不僅帶來大批人

潮，也引進錢潮，對花蓮

的觀光相關產業有百分之

百的加分效果。

　花蓮推動觀光產業發

展，除了豐沛的靜態自然

景觀外，也需要動態的大型、具特色的活動，吸

引遊客前來，同時有讓遊客再回流的誘因，為達

到此一目的，近年來縣府費盡心思陸續增加舉辦

多項活動，提升遊客到花蓮旅遊的因素，因此有

持續舉辦的必要，讓地方觀光產業再創新高峰。

持續舉辦讓遊客再回流

花蓮要提升觀光產業層

級、吸引遊客前來旅

遊，除了必備的景觀、相

關設施外，舉辦大型、有

別於其他縣市的活動也深

具關連性，縣府在七、八

月暑假觀光旺季期間推出

多項活動有其必要及重要

性，但應投入較長的前置

準備作業時間，讓活動的

呈現及過程更趨完備。

　縣府舉辦夏戀嘉年華、原住民豐年節，不僅大

大的提升花蓮的知名度，也為地方觀光帶來不少

收益，相關辦理單位應該考量以較長的前置作業

時間進行規劃，讓活動內容更精采、吸引民眾。

必須讓活動內容更精采

暑假一到，即進入觀光

旅遊的旺季，各縣

市為吸引遊客到訪，無不

費盡心思規劃各種特色活

動，縣府近年來也辦理多

項適合年輕人、親子的活

動，不僅讓前來花蓮的觀

光客大幅增加，也讓地方

旅遊相關產業受益豐盛，

顯見這些活動的舉辦確實

有益花蓮觀光產業，但因這段期間正逢酷暑季

節，舉辦活動的同時應將防暑設施列入考量。

　建議主辦單位在規劃相關設施的同時也加強防

熱效果，讓活動舉辦過程更順暢無虞。

應將防暑設施列入考量

暑假期間縣府辦理系列

的大型活動，不僅吸

引大批人潮，也引進錢潮，

讓地方觀光各相關業者均有

獲利，豐碩的成果獲得民眾

的稱讚與肯定，但在活動過

程煙火的釋放似乎過量，是

否有其必要，值得深思。

　以夏戀嘉年華為例，大卡

司的演藝人員、大型的舞

台、燦爛、炫耀的燈光，確實在現場帶來一波波的

高潮，為達到聲光效果、帶動氣氛這些經費的投入

有其必要性，但活動結束前聲大、塵囂瀰漫的煙

火，短短的幾十秒就要消耗數十萬元，在縣府財政

拮据的現況下應考量它的必要性。

放煙火有無必要須深思

花蓮以觀光立縣，一切

建設都要加入觀光的

元素，基於地方發展需要

及增加鄉親收入，對於縣

政府辦理的夏戀嘉年華、

鯉魚潭紅面鴨家族重現江

湖、原住民聯合豐年節、

翱翔季等大型觀光活動給

予肯定與支持。

　對於縣政府善用社會資

源，廣結善緣，招商引資

，取得認同，讓各項大型觀光行銷活動都能順利圓

滿舉行，提升花蓮知名度，讓世界看見花蓮，縣議

會一定會繼續支持並做縣政府後盾。

議會支持並做縣府後盾

辦理大型活動吸引觀光

客是發展觀光不可或

缺的，對於縣政府辦理的

夏戀嘉年華、鯉魚潭紅面

鴨家族再現江湖、原住民

豐年節及翱翔季等大型活

動，無論預算或支持度都

給予最高的肯定。

　唯一擔憂的是如何拉抬

彩虹夜市低迷的人氣，加

上大陸十八省一條街、原住民一條街都將陸續加入

，如何一口氣使彩虹夜市、十八省一條街與原住民

一條街一氣呵成，吸引人潮，建議縣政府能在毗鄰

的陽光電城比照宜蘭親水公園模式，設置親水區、

戲水區、水舞，吸引遊客進而帶動彩虹夜市生機。

設法帶動彩虹夜市生機

就此次花蓮縣聯合豐年

節而言，許多民眾認

為有失傳統，雖不反對海峽

兩岸交流，但第二天的豐年

節中，大陸的表演團體過多

，讓原住民聯合豐年節失去

原味，民眾認為第三天的豐

年節活動較符合原住民族的

豐年祭典。

  而夏戀嘉年華邀請多位歌

手來到花蓮，為花蓮帶動觀光契機，但是嘉年華後

的煙火施放，引起民眾反彈，就地球暖化角度來看

，應該減少施放，附近的居民也紛紛表示，施放煙

火所造成的噪音，影響到民眾的身心健康。

夏戀應該減少施放煙火

發展觀光，讓世界發現花蓮是行銷

花蓮、促進花蓮蓬勃發展的首要

施政重點，縣議會在發展花蓮增加鄉親收入的原則與前提

下，一定會支持縣政府所有發展觀光的政策與經費。

　縣政府在縣議會臨時會時追加，辦理「花蓮夏日紅面鴨

及雷射水幕展演」活動追加經費九○○萬元、辦理「知卡

宣水資源再利用設施」追加預算四五○○萬元、擴充「臨

時水資源再利用設施」追加案六五○萬元及配合「二○一

四花蓮翱翔季活動」辦理「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廠房空調

暨屋頂隔熱灑水設備採購案」追加預算一七三三萬一千元

，都獲得議會議員的支持，同意追加，可見縣議會對縣政

府為花蓮觀光的努力是肯定及認同的。

　今年暑假縣政府所推出一連串的大型觀光活動中，九天

九夜的夏戀嘉年華及原住民聯合豐年節都已順利舉行，獲

得的回響是正面的、是鼓勵的，目前正在舉辦中的鯉魚潭

紅面鴨家族再現江湖、鳳林環保科技園區的翱翔季，也已

造成風潮，人潮湧現，相信在縣政府的努力下一定不會讓

鄉親失望。

　至於即將在知卡宣辦理的親水設施工程，追加預算一五

○○萬元，似乎規模太小，區內硬體設施恐無法滿足遊客

需求，建議廣列預算將規模做大，增加吸引力，滿足遊客

需求。

縣府拚觀光 縣議會肯定並支持

七月份開始一連串觀光

活動，吸引眾多民眾

來到花蓮，從夏戀嘉年華

、鯉魚潭紅面鴨、聯合豐

年節、花蓮翱翔季等大型

活動，讓花蓮活絡起來。

像是紅面鴨來到鯉魚潭，

人潮湧進，周邊的店家也

跟著受益，像是夏戀嘉年

華，讓花蓮市區人車潮湧

現，各行各業都受惠，舉辦一系列觀光活動，絕對

能讓花蓮觀光更上一層樓。而翱翔季活動在鳳林舉

行，讓人潮不侷限於花蓮北區，觀光客前往鳳林遊

玩時，也會沿途至各地旅遊，未來有機會發展深度

旅遊。

辦活動各地商家都受益

七月份一系列觀光活動

，帶動整體花蓮觀光

，如夏戀嘉年華、豐年祭等

活動，雖在花蓮北區舉辦，

但就連花蓮南區都湧現車潮

，相對的有車潮就會有人潮

，刺激整體花蓮觀光。豐年

祭一連三天的舉辦，十分熱

鬧，以踩街的方式，走進市

區讓觀光客了解文化，活絡

地方。像是這次花蓮翱翔季，地點選在縱谷旁，氣

候宜人，景色優美，勢必可以吸引更多人潮前往。

花蓮觀光活動一次比一次更好，相信辦理一系列的

觀光活動，絕對能為花蓮帶來更多人車潮，促進地

方收益。

縣府觀光活動愈辦愈好

建議縣政府在活動舉辦

的場地方面，能以永

久為考量，以夏戀嘉年華

為例，如果能規劃專用場

地辦理活動，就不需要只

侷限一個場次，事實上任

何的活動都可接辦。

　所謂的永久指的是固定

地點，例如在南北濱公園

找個適當場地，無論是

夏戀嘉年華或年貨大街或其他的活動，都可在固

定的場地舉辦，加上周邊景觀的加持，可以帶動

當地的觀光產值，就像北貢寮南春吶的音樂會一

樣，花蓮也可以營造一個據點，專做類似活動，

相信可以帶進更多的人潮。

建議以固定地點辦活動

針對縣政府
暑假
一系列
觀光活動

提出看法或建議

縣政府在舉辦觀光系列

活動時，都會考量到

也會在中南區舉辦，我覺得

已經有落實照顧到中南區，

積極朝「南北均衡」方向發

展，因此我會全力支持。過

去縣政府舉辦活動，大都

以北區為主，今後如果能夠

多多到中南區舉辦，就可以

吸引觀光客跟著前進到中

南區消費，促進景氣活絡，進而帶動中南區地方

發展。不過中南區的業者，也應該趕快自我提升

服務品質，譬如：住宿品質、美食品嘗、旅遊服

務等；政府部門則應該加緊打造更完善的公共設

施，才能夠產官合作，發展商機、富裕國民。

中南區業者應提升品質

花蓮縣政府舉辦觀光

系列活動很好，不

過我希望能夠多多安排一

些「大咖」到南區露臉，

不要都只是駐足在北區而

已；就以大型原住民豐年

節為例，今年也是在花蓮

市舉行，這我就很納悶

了，花蓮縣的南區原住民

比北區更多，為什麼不在

南區舉行？顯然本末倒置；還有玉里麵節，這是

玉里鎮的特有美食，為什麼要在北區花蓮市舉辦

活動？應該在玉里鎮才對嘛！舉辦觀光活動立意

甚佳，但是希望政府多多往觀光資源貧乏的地方

去辦活動，而不是老是在繁華的北區錦上添花！

應該多到南區舉辦活動

七月是暑期旅遊旺季，

花蓮是觀光大縣，縣

政府能夠舉辦一系列觀光

活動，這是非常好的事，

不過這一系列觀光活動，

大都是在北區舉行，我覺

得應該把其中的一些活

動，移到南區來舉辦，讓

南北平衡發展，讓南區居

民也能夠有感，我覺得很

有必要；政府應該把觀光活動在這種地方多多著

墨，設法在需要吸引觀光客去玩的地方舉辦，剛

開始可以先舉辦幾場，以後再視情況增辦，花蓮

縣在觀光版圖上的經營，「雪中送炭」絕對勝過

「錦上添花」。

觀光經營必須南北均衡

全年拚觀光，花蓮一定

強！我認為觀光就

是生活的縮影，花蓮有很

好的天然美景，就是上天

給花蓮的本錢，我們不能

侷限在地域性的觀光活動

推展，應該要擴大到全縣

性、輻射狀的觀光產業面

與地方產業的相互拉抬。

　縣府在七月拚觀光，但

是暑假本來人潮就多，如何在觀光人潮湧入花蓮

時，還能兼顧到花蓮人要的生活品質，就是縣府

應該要思考的。活動吸引人潮，美景的塑造一樣

可以分散人潮，花蓮各鄉鎮都有自己的特色與亮

點，應該透過觀光活動整合，全面行銷。

要兼顧花蓮人生活品質

我認為縣府在花蓮市區

辦活動的產業效應已

經獲得觀光業者認同，更

應該讓觀光活動帶動中南

區，把人潮帶到鄉鎮，有

了人潮就有消費力，帶動

鄉鎮景氣活絡，同時可增

加部落與鄉鎮就業機會。

　其實，結合地方農業、

民俗、產業、文化的觀光

活動應該被鼓勵，凸顯在地文化特質，才能吸引

全國遊客到花蓮，縣府也應該強化花蓮各鄉鎮便

捷的交通網絡系統，強化完善公共設施，帶動服

務更貼心，觀光活動就不只能帶動商機，更成為

繁榮地方的一帖良方。

應該把人潮帶到各鄉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