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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

縣府在寒暑假均舉辦各

項大型活動吸引遊客

前來，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尤其暑假更推出包括夏戀嘉

年華、原住民豐年節、紅面

鴨家族再現鯉魚潭及翱翔季

等多項大型、具地方特色的

活動，不僅在活動期間人潮

大量湧入，也讓周遭相關業

者收益頗豐，更為花蓮觀光

產業屢創新商機，是一項大利多的措施。

　推展觀光產業，吸引人的活動更是一大誘因，

縣府近年來配合各項活動的辦理，大力行銷花蓮

成果豐碩，讓前來觀光的人數屢屢創新高，縣府

的用心，值得稱讚，也應持續執行下去。

大型活動應該持續舉辦

花蓮翱翔季地點換至鳳

林鎮環保科技園區，

相當不錯，可以使閒置空間

有效利用，環保科技園區內

廠房、設備完善，將熱氣球

活動地點改到園區，不僅可

活化空間，地理位置也適合

發展輕航機，從高空俯瞰花

蓮美景，這絕對是一大亮點

。若是將輕航機發展起來，

可以凸顯花蓮與其他縣市熱氣球的差異之處，其他

縣市也無法模仿，形塑花蓮熱氣球與輕航機獨一無

二的特色。

活化環科園區相當不錯

舉辦觀光活動絕對會帶

動人潮，人潮進入花

蓮後，即能帶動相關產業。

不過此次花蓮翱翔季的地點

甚遠，較難帶動周邊產業，

建議地點能有更多考量。而

花蓮聯合豐年節活動，豐年

祭涵蓋原住民族重要祭典，

建議可以更名原住民嘉年華

，貼切活動內容。另外，一

系列觀光活動多在北區舉行，建議花蓮北、中、南

都能舉辦活動，設計符合當地性質，具有特色性的

活動，較能均勻帶動花蓮觀光，也可促進當地觀光

收益。

翱翔季地遠難帶動產業

觀光發展是各縣市爭取

知名度的重點工作，

但要促進觀光需要一筆龐

大的預算做後盾，花蓮縣

財政捉襟見肘，對於縣政

府能排除萬難，完成今年

暑假各項大型的觀光行銷

活動，非常感動。

　花蓮知名景點眾多，且

都未經人工雕琢，是一渾

然天成的觀光寶地，希望縣政府能多加規劃、利用

。尤其目前最令縣政府頭疼的彩虹夜市集市問題，

希望縣政府考慮將觀光景點以點、線、面連結的方

式，加強彩虹夜市周邊硬體設施，增加遊客前往意

願，讓該夜市達到預期效果。

加強彩虹夜市周邊設施

花蓮因受到交通影響，工商業長期以

來一直無法有長足的進展，也因此

造成花蓮擁有得天獨厚、未受任何工業污染的清新環境，

是發展觀光最大、最有利的資源。

　花蓮縣政施政重點一直重視觀光發展，在施政中嚴格要

求所有對花蓮環境有汙染的行業均不准到花蓮施設，尤其

是對山坡地破壞的任何建設與開發也都不准，煙囪工業更

是免談，但只要是觀光方面的發展，縣政府一定全力支持

，更會給予諸多協助，發展觀光的決心可見一斑。

　縣政府多年來對觀光發展的行銷，主要是要將花蓮行銷

出去，讓世界都能看見花蓮，讓花蓮的觀光獲得世界的認

同與喜愛。

　花蓮已辦理多年的原住民聯合豐年節、部落豐年祭已深

深打動遊客到花蓮觀光的心，每場的原住民豐年祭都吸引

廣大遊客參與，已建立觀光品牌；另舉辦多年的夏戀嘉年

華，每年遊客數遽增，已豎立「北貢寮、南春納、東夏戀

」商標，加上縣政府積極的推廣，已經讓世界真正看見花

蓮了。

　花蓮在世界觀光界已打響知名度，除夏季由縣政府所舉

辦的一連串行銷活動外，對於花蓮境內各渾然天成的觀光

景點，除須積極的對外行銷、宣傳外，各觀光景點的串聯

及硬體設備的加強也須重視，花蓮發展成觀光縣指日可待

。

串聯各景點 積極行銷發展觀光

希望縣政府能夠在南

區多安排幾場觀光

活動，不要過度集中在北

區，花蓮觀光事業雖然蓬

勃發展，但很需要南北均

衡，南區就是因為人口

少、觀眾少，才應多辦觀

光活動來振興觀光產業；

至於在南區舉辦觀光活

動，我希望能夠對地方產

業有拉抬作用，活動的性質要能夠提高產業的價

值力，要能夠與產業結構相互連結，讓產品從原

料升級為禮品，再升級為精品，這種道理就像是

讓穀子變成米一樣，如此才能夠增加偏鄉的就業

機會，才能夠達到舉辦觀光活動的終極目的。

期待活動拉抬南區產業

花蓮縣政府今年夏天，

在鳳林鎮舉辦熱氣球

翱翔季活動，就是把觀光

活動因地制宜拉到中區舉

辦的最佳明證，因此可以

看出縣政府並不是重北輕

南，而是一直在找尋適當

的機會，在花蓮中南區舉

辦適性的觀光活動。其實

花蓮南區可以舉辦的因地

制宜活動很多，瑞穗鄉秀姑巒溪泛舟、玉里鎮赤

柯山金針花海、玉里鎮玉里麵美食節、富里鄉六

十石山金針花海、卓溪鄉瓦拉米古道之旅等等，

都是可以好好發揮的觀光活動體裁。

南區可舉辦的活動很多

暑假期間政府不斷舉

辦觀光系列活動，

我認為可以振興地方產業

發展，這是很好的事，不

過花蓮是原住民的故鄉，

本來就應該在舉辦活動時

有「原鄉」的味道，才能

夠凸顯花蓮原鄉的特質與

文化。還有每次舉辦觀光

系列活動都要花費不少的

經費，其中包括邀請影歌星演唱的費用，請主辦

單位記得別忘了邀請花蓮在地影歌星、原住民影

舞者，不可以讓外地影舞者「喧賓奪主」。我認

為花蓮縣政府舉辦活動如果辦得好就應該年年續

辦，如果辦得不好，來年不辦也無妨。

應舉辦有原鄉味道活動

創造縣境內觀光價值，

首先需要區別與其他

縣市的不同，如原住民文

化歷史與在地歷史建物傳

承與保存，讓花蓮除了好

山好水之外更能突顯其他

縣市所沒有的人文及歷史

風貌。進而發展相關活動

讓觀光客能參與，並能創

造出永續性的活動，讓這

項活動能形成花蓮的特色，觀光客一看到活動就

能想到花蓮，如鳳林鎮民間及政府合作辦理的百

鬼夜行與瑞穗的鼓王爭霸及原住民族群在地的豐

年祭等都是小而美包含文化歷史與教育的活動，

未來應該要鼓勵更多民間團體來辦理觀光活動。

要能突顯人文歷史風貌

縣府在暑假規劃了一系

列活動，的確活絡了

不少商機，也預期會帶來

許多觀光效益。而蚊子館

環科園區終於有了人氣，

但期待縣政府能在旅遊淡

季也能推出延續性的行銷

策略，使後續的觀光預期

效益能確切落實。

　建議縣府除關注觀光客

的滿意度外，不可忽略在地鄉親的聲音，在不影

響鄉親居住品質條件下，包括交通、治安、整潔

等都要有全方位考量與規劃。此外，如有安全性

顧慮的活動應加以事先防範，而花費高又沒有太

大效益的項目就該果斷刪除，以免造成反效果。

勿忽略在地鄉親的聲音

以商業經營而言，成本

一元的商品賣了五

元，這就是賺錢，縣府辦

理觀光活動也是一樣，只

要能增進觀光產值，帶來

人潮，讓花蓮人賺錢，這

樣的觀光活動就要支持。

　隨著夏戀嘉年華與原住

民豐年節為花蓮帶來相當

可觀的人潮外，緊接登場

的紅面鴨、花蓮翱翔季熱氣球活動，更是令人期

待，尤其最值得鼓勵的是，縣府將熱氣球活動移

至環科園區，不僅解決蚊子館的問題，更讓觀光

活動不致只集中在北區，而能讓中、南區也都能

藉由觀光而活絡。

支持讓鄉親賺錢的活動

復興航空日前在澎湖發

生重大墜機意外，造

成四十八人死亡，機上十人

與地上五人受傷送醫。對此

空難意外，深感悲慟，除希

望航空公司盡快善後外，也

希望藉由宗教力量撫平罹難

者家屬的傷痛，並平復倖免

者的恐懼。

悲慟復興航空發生意外

這次聯合豐年節，予

人有著不尊重文化

的感覺，因此除了要兼顧

文化跟傳統之外，更要記

住不要抄襲或改造。我覺

得縣政府在辦理這項活動

時並沒有對原住民文化有

所體認與尊重，以致這次

活動負面聲浪不斷，若要

以原住民豐年祭為主題，

從國際視野或文化的觀點來講，都應以傳統樣貌

來呈現，也讓觀光客切實了解豐年祭的由來，否

則易形成四不像。

聯合豐年節須尊重文化

觀光活動規劃是到了應

該要全面檢討的時

候，人潮不一定有產業效

應，只留下滿地垃圾與擁

擠交通打亂花蓮人步調。

　縣府應該要重新規劃觀

光活動，讓觀光活動遍地

開花，將人潮導向部落與

偏鄉，帶動花蓮整體觀光

發展。

　我認為觀光活動應該與產業、農業、民俗、運

動、文化藝術結合，縣府籌辦觀光活動，應該朝

向十三鄉鎮均衡發展，現在交通很便捷，在中南

區辦活動，回到花蓮來住宿，花蓮旅宿業一樣業

績長紅，縣府應該重新調整觀光策略與方向。

活動應各鄉鎮均衡發展

根據我的觀察以這次

鯉魚潭紅面鴨活動

來說，縣府在鯉魚潭前台

九丙馬路上設置防撞桿，

雖然是安全考量，但沒有

考慮到民眾便利與通行動

線，讓攤商抱怨連連，如

果觀光活動事前的交通與

動線上規劃更完善，一定

會獲得更多掌聲。

　我認為，縣府在花蓮市區辦活動的同時，也應

該將部分活動拉到中區，包括：壽豐、鳳林、光

復、瑞穗、玉里、富里等鄉鎮，觀光活動也應該

南北均衡。

交通動線規劃應更完善

觀光結合產業，對地方

才有實質幫助！這次

縣政府翱翔季活動搬到鳳

林鎮舉辦，這就是觀光活

動因地制宜的正確作法，

縣府應該要加強行銷中區

觀光，同時把客家、產

業、農業元素納入，透過

觀光活動，活絡地方！

　縣府調整觀光策略，翱

翔季在鳳林，溫泉季在瑞穗結合地方產業的觀光

活動應被鼓勵，但縣府應開發更多元觀光活動，

從運動、民俗、美食、原住民到產業結合都是很

好的觀光素材，只有凸顯在地文化特質，透過觀

光行銷與包裝，才能吸引全國遊客到花蓮。

透過觀光活動活絡地方

觀光應該跟石藝結合，

石藝文化才是花蓮的

根本！花蓮年年舉辦大型

觀光活動，卻很少針對石

藝文化特性去研究如何與

觀光結合，花蓮石藝文化

可以運用範圍相當廣泛，

大型觀光活動應該將石藝

文化列為重要參與項目，

將石藝文化與觀光結合。

　除了觀光與石藝結合外，觀光活動也應該分為

北中南三區來舉辦，均衡地區性觀光活動，產業

與觀光都需要城鄉平衡發展，針對中南區舉辦的

觀光活動應該與產業、農業、民俗結合，縣府應

該振興全縣觀光產業而不是集中在花蓮市區。

觀光活動應與石藝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