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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針對此次議會定

期會首度由十二天改為

六天，雖然議員質詢時

間一樣是50分鐘，卻壓

縮縣長到議會備詢天

數，以及媒體報導篇幅

等；劉曉玫並要求傅縣

長回應，傅縣長回答

「尊重」。

　　在這次定期大會前就

聽說有議員提案將縣政

總質詢十二天會期壓縮

成六天，當時她一直不

相信，但預備會議時證

實，當然也寫下歷史新

頁。 

　　縣政總質詢由十二天

改成六天的差異，在媒

體報導會出現篇幅變小

的問題，會比歷屆少很

多，甚至比代表會還

少，剩下不到一半，地

方電視台轉播只能看輪

播，有多少人有時間

看，已直接壓縮了縣民

知的權利，更影響議員

問政的曝光率。

　　本席建議補助學童周

一、三、五飲用豆漿飲

品，二、四供應牛奶，

提供學童足夠的營養，

激發學習力。縣長傅崐

萁答詢，近年縣政關注

教育預算，並投入大

量資源，在縣府嚴峻

的財政許可下，將極

力爭取豆漿及牛奶的

補助。

　　本席對於縣內優秀

運動選手培儲與獎勵

辦法，亦提出質詢。

教 育 處 長 陳 玉 明 回

應，對於縣內選手補助

經費今年度編列近千萬

元，並與縣內大專院校

建立高中職及國中小合

作機制，盼留下縣內優

秀運動選手。

　　傅縣長補充答詢，縣

府與教育部體育署商談

多次，積極爭取花東發

展基金，在花蓮打造第

二個國家運動選手培訓

中心。

　　本席針對少子高齡化

問題感到憂心，她指

出，少子化引發下一代

的品德危機，因為父母

過於溺愛，造成子女挫

折容忍力不足，教育處

應研擬因應之道。教育

處長陳玉明回應，縣府

積極推動社團活動多元

化、校園運動及軍訓課

程，促進品德教育成長

及人格培育。

　　本席建請縣府評估公

共托育與銀髮族安養制

度。社會暨新聞處處長

陳玟祺表示，針對少子

化問題，縣府提供多項

福利政策，減緩育兒的

照顧與經濟壓力；銀髮

族安養制度以預防性為

主，設立長青大學、52

個社區關懷據點、充實

文康設施及活動、推動

乘車IC卡等，讓銀髮族

活得健康、尊嚴，並享

受生活樂趣。

　　針對縣內教保員爭取

權益遭受校長恐嚇，本

席提出質詢，並要求縣

府妥善處理。教育處長

陳玉明答詢表示，為避

免外界對校長言論有斷

章取義或誤解的可能

性，縣府會實際瞭解

事實來龍去脈，還原

實情真相，採取適當

作為。

　　本席指出花蓮交通

疏流計畫中「興建停

車場」項目，地點鄰

近石來運轉、福町夜

市、日出香榭大道、鐵

道文化園區及眾多商

家，建議縣府將停車場

移往吉安空曠地點，紓

解交通流量。

　　建設處長鄧明星答詢

指出，有關停車場部

份，會集中設置在靠近

南濱公園福德段，透過

轉運方式接駁乘客前往

市區，為民眾提供完善

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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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質詢蘇花改通 車後續交通疏導因應

對策，花蓮沿海土

石遭海浪侵蝕問題

改善等，要求縣府

依照權責儘速改

善。 

　　花蓮面對一○六

年蘇花改即將通

車，鄉親及各界都

已開始擔憂屆時交

通壅塞問題，交通疏

導配套措施要立即啟

動。

　　針對因應蘇花改通

車的相關交通疏導配

套措施，務必具體可

用，千萬不可失靈，

否則將導致花蓮境內

成為超級停車場！ 

　　地球氣候巨變成為

常態之際，颱風、強

降雨成為台灣及全球

共同的威脅，從花蓮

海岸線逐漸流失問題

可以看出端倪，問題

越來越嚴重，危及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希

望政府河海防整治單

位能夠更積極、審慎

來面對。

　　本席針對蘇花改 通車後問題，建議

興 建 地 下 停 車

場、規劃綠能巴

士，並促進民間

參與建設，提升

政府動能。傅縣

長則回應，為因

應蘇花改通車後

的交通運輸，縣

府目前積極規劃

道路拓寬、增設停

車場及綠能循環公

車，提升市區交通

運輸量。

　　對於小黑蚊孳生

影響遊客觀感，本

席建議採用小花蔓

澤蘭根部汁液杜絕

小黑蚊，並建立獎

勵制度，讓民眾集

思廣益解決小黑蚊

問題。環保局長饒

忠表示，小黑蚊孳

生為生態問題，藍

綠藻形成小黑蚊的

生態圈，亦藉由各

鄉鎮市公所積極呼

籲民眾翻動潮濕土

壤、鋪設白沙，杜

絕小黑蚊的孳生。

　　花蓮縣議會第十八屆第一次定期大會的

第一天，也是縣政府新團隊就任後首次

定期大會。本屆33位議員同仁，都是各地

從政、問政經驗最豐富，也最瞭解基層的

民選菁英，有助於提昇議事功能與縣政推

動，必定讓鄉親刮目相看。

　　花蓮要在台灣，甚至亞太佔有一席之

地，一定要認真共同探討花蓮的現在與未

來。做為領導地方發展的縣府，應跳脫過

去僵化的思維，精進奮起，洞燭機先，拿

出大智慧大行動，花蓮才有機會再看到春

天。

　　花蓮數十年來，因交通不便，與北部都

市發展的步調有一段差距，鄉親平均所得

與其他縣市相比，實在偏低。相關單位一

定要多體恤民眾的苦楚，運用智慧，想方

設法，將經濟的爐灶燒熱起來。日前，蘇

花公路改善工程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預

計於106年通車，這將會是花蓮另一次成

長的標竿，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

　　花蓮縣財政固然有困難，但是如何開拓

豐富的觀光資源，讓花蓮除了秀出她的自

然美之外，更要展現無窮的生命力，為廣

大的花蓮民眾開闢錢途與生機；我們希望

新的縣府團隊，努力再努力，克服重重障

礙，相信有努力一定就有結果。

　　本屆議員同仁近半年來不辭辛勞，認真

考察，總以最快的速度直驅問題現場，善

盡民意代表的監督責任；上任至今，六個

專案小組，無論是考察、專案件數、開會

次數以及結案數量，都高於歷年平均統計

數，這是相當值得嘉勉的！相信經由這些

地方上最具聲望與活力的問政菁英的努

力，將更有助於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問題解

決與釐清。

廣告

楊文值籲立即啟動蘇花改疏導配套措施 魏嘉賢促建地下停車場因應大量車流

　　本席表示，「安全回

家的路」蘇花改工程將

於106年通車，屆時將

湧入大量人潮、車潮，

中山路是火車站通往市

區的主要道路，鄰近商

圈的公有土地，如商校

街與中山路旁麥當勞後

方的土地、中山路與明

智街轉角土地，可先透

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

更為廣停用地。

　　而花蓮市金三角地帶

每逢下班、假日等尖峰

時段車輛壅塞，希望縣

府於金三角區域規劃小

型停車場，解決壅塞情

形。

　　縣長傅崐萁答詢指

出，因應蘇花改通車，

縣府從193線海濱大道

至花蓮大橋將拓寬為

三十米，並規劃於花蓮

市中央路以西四維段興

建大型立體停車場，福

德段也將規劃停車塔與

停車空間，並讓民眾透

過綠能接駁進入市區，

舒緩市區交通狀況。

　　

　　本席高度肯定文化局

的用心，積極與花蓮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合作，

並推廣石雕藝術作品與

產業結合，深厚地方藝

文發展。文化局長陳淑

美表示，文化局會持續

與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及文創業者保持良性

互動，朝提升文創產業

方向努力。

　　由於日出香榭大道工

程尚未完工，對當地住

戶及商家營業等日常生

活造成影響，建議縣府

在工程施作期間減免當

地居民房屋稅、營業稅

等稅賦。

　　鑑於目前全台許多縣

市推動社會住宅皆面臨

許多爭議，建議縣府推

動青年住宅時，納入花

蓮青年族群想法，並辦

理座談會，讓鄉親廣為

參與。建設處長鄧明星

答詢表示，縣府會全

盤考量交通便利性、居

住品質及鄉親意見，讓

花蓮的青年在此安居樂

業，安心打拚。

謝國榮促日出大道工程影響店家減稅施金樹建議於金三角規劃停車場
　　本席指出，花蓮縣人

口老化，長期照顧服務

需求提升，縣府後續如

何妥善規劃長照資源。

社會處長陳玟祺答詢，

目前規劃家庭托付人

力、居家照顧人力、社

區日間照顧中心，以符

合縣內銀髮族照顧需

求，並降低家屬照顧壓

力。

　　對於縣府推動青年合

宜住宅，本席也針對相

關資訊提出質詢。建設

處長鄧明星回應，目前

縣府逐步規劃地點、登

記資格、貸款條件等，

預計於8月份上網公開

訊息，期盼落實居住正

義。

　　因蘇花改通車，縣府

於市區福德段、四維段

各規劃2公頃停車場，

建議可以由交通車接

駁，銜接市區各景點。

鄧處長說，目前規劃地

上捷運(BRT)進行循環

公車接駁，同時落實環

保綠能的概念。

李秋旺關注長照及青年合宜住宅

　　本席針對花蓮房價上

揚及青年購屋議題提出

質詢。傅縣長表示，交

通是建設之母，花蓮過

去發展遲滯、集體均

貧，地方人才外流，近

年來花蓮各項產經蓬勃

發展，移居花蓮人數漸

增，經濟結構漸臻完

善，過去過分低估地方

整體經濟能力的情形已

大幅修正。另中央銀行

擴大宣布房貸管制區範

圍，造成北區房地產逐

步降溫，剩餘資金流向

花蓮、宜蘭、台東、屏

東、嘉義、雲林等地，

間接導致縣內房地產價

格攀升。

　　傅縣長說，花蓮縣政

府為讓縣民擁有安居立

命的處所，於8月份推

出青年合宜住宅及社會

住宅600戶，每戶總價

不高於250萬元，為全

國六都以外唯一重視青

年且願意推動安心成家

專案的縣市。

　　本席針對花蓮四大園

區即將於7月1日正式開

幕提出質詢。活動期間

適逢暑假，預期可為地

方帶進大量錢潮，造福

花蓮縣民。觀光處代理

處長彭偉族表示，花蓮

四大園區自鳴槍開跑

後，活動熱潮將一路延

伸至秋季，包括太平洋

公園及知卡宣綠森林親

水公園，紅面鴨與水舞

也將於今年七月風華再

現，並增加活動元素。

　　本席也提到，由於智

慧型手機的流行，近日

屢屢傳出學童遭到網友

拐騙案件發生，要求縣

府教育處加強督導學校

做好防治作業。教育處

長陳玉明答詢表示，教

育處已行文各學校，請

校方務必與家長保持暢

通的聯繫管道，並讓家

長明確掌握學生的出、

缺課情形。

　　本席肯定傅縣長對境

內老人照顧周全，並讓

年青人能夠留在縣內

打拚，提出許多有感

施政，表示認同。惟對

於花蓮縣生育率逐年下

降，縣府是否能夠考量

財政情形，提出加碼補

助生育補助費的部分提

出質詢。建議縣府加碼

生育補助，從目前一胎

補助一萬元，加碼五千

元，或採行其他級距補

助，提高花蓮生育率。

　　傅縣長指出，自上任

以來，努力清償負債，

為縮小短差而努力，對

於何議員所提意見，將

會在嚴峻的財政上作綜

合考量，盡最大努力為

縣民爭取福利。

　　社會處長陳玟祺表

示，全國各縣市大都維

持在一萬元，考量縣政

府財政狀況，加上該筆

費用因非屬法定預算曾

遭審計處糾正，會做妥

善處理。

　　「花蓮已經準備好

了？」本席質詢表示，

蘇花改通車後大量車潮

湧現，縣府是否已研擬

因應對策？此外，為留

住觀光財，建議縣府是

否考量於木瓜溪出海口

溼地，舉辦風帆、水上

摩托車、香蕉船等水上

活動，為花蓮觀光添亮

點。

　　建設處處長鄧明星表

示，為因應蘇花改通車

後湧入花蓮的車流，積

極建構花蓮市區東側及

西側分流道路。

　　縣長傅崐萁答詢指

出，為提供花蓮鄉親、

旅客安全的水上活動，

縣府積極規劃鳳林環保

科技園區3D兒童節、

吉安知卡宣綠森林親水

公園等，透過親水設施

以及周邊場域的多元

性，獨特觀光魅力將席

捲全縣。

　　本席提醒縣府各局處

人員於議會期間，須注

意公文時效，避免侵害

民眾權益。也質詢，大

陸人士分送物資予弱勢

族群與善款使用的問

題。政風處長余世銘表

示，捐助善款使用的管

控，由各鄉鎮公所依相

關辦法，按規定使用。

　　「愛心不分國籍！」

傅縣長答詢，國際間相

互濟助是常態，他舉汶

川大地震為例，台灣亦

對大陸有資助，兩岸長

年彼此關懷。他也強

調，台灣人民是有尊嚴

的，而善心人士的捐助

若於法不合，縣府絕對

會禁止。針對議員所提

及之資助民生物品，係

由捐贈單位逕洽鄉公所

辦理，縣府無權介入，

也尊重各鄉鎮市公所之

決定。

林宗昆質詢房價上漲和青年購屋 莊枝財建議停車場移往吉安空曠地

鄭乾龍質詢縣府因應蘇花改通車措施

徐雪玉：四大園區規劃及注意學童拐騙 邱永双質詢大陸人士濟助弱勢問題 游淑貞關心學生教育權益及體育獎勵

劉曉玫疑縣政質詢改六天壓縮縣長備詢

施慧萍關切學子品德培育及長者照顧 何禮臺盼縣府加碼生育補助費

楊文值 議員 魏嘉賢 議員

李秋旺 議員

賴進坤 議長

施金樹 議員 謝國榮 議員

劉曉玫 議員 林宗昆 議員 莊枝財 議員

施慧澕 議員 何禮臺 議員 鄭乾龍 議員

徐雪玉 議員 邱永双 議員 游淑貞 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