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第二次定期大會特刊２之１ 花蓮縣議會

　　本席則質詢縣府推廣

青年住宅，廣告行銷全

國的適切性。傅崐萁縣

長答詢，花蓮子弟多數

在外地工作，藉由全國

廣告的宣傳，讓所有出

外打拚的花蓮遊子可以

看到縣府推出的住宅政

策，返鄉安心成家，與

家人團聚。

　　劉曉玫針對日前非常

爭議的營養午餐白菜事

件提出看法，比較高雄

市也曾經有過相同類似

事件，提出問題的瑞祥

高中老師卻得到高雄市

長陳菊的讚賞，感謝老

師對學生的愛心與關

心，相對花崗國中老師

卻以記過處份。

　　關於本席提及停權、

縮短議程等決議案，議

長賴進坤表示為縣議會

內部議事內容，盼議員

質詢內容切中縣府施政

及相關職掌事項。

　　本席針對自行車道路

面不平整、東大門夜市

除役軍備展示，以及垃

圾、狗便等議題提出質

詢。建設處代理處長鄧

子榆指出，有關自行車

道路面不平整問題，近

期內將全面進行總體

檢，並提請相關養管

單位進行修繕工程。

　　觀光處代理處長彭

偉族回應，東大門夜

市除役軍備裝置影響

動線及安全，縣府將

規劃裝置物件移至草

地區，並設立警告標

示，以維護鄉親及遊客

安全。

　　本席建議設立環保值

日生制度，解決狗便及

垃圾問題，維護市容觀

瞻。環保局長饒忠答

詢，透過現行環保巡守

員志工、整潔社區評比

等獎勵制度，積極維護

縣內環境整潔，至於環

保值日生制度也將研擬

納入考量。

　　本席針對蘇花改一再

延宕，要求縣府有積極

作為，除了縣長向中央

提出三項請求，補助交

通費、調降國稅與營業

稅、解決一票難求問

題，也須持續監督中央

的回應。「絕對不容許

蘇花『停』！」

　　對於教師兼任行政業

務無法兼顧教學品質，

本席請教育處正視問

題。教育處代理處長

羅燕琴答覆，目前教育

處規劃數個小校組成大

行政區的計畫，由中心

學校主責行政業務，其

他小校專責教學，以達

到行政與教學雙贏的局

面。

　　本席也提出落實網路

教育的重要性，並建議

將網路霸凌宣導融入教

學課程。教育處代理處

長羅燕琴回應，資訊教

育為彈性課程，後續將

強化學校的重視，並落

實施行。

　　本席分別探究室內空

氣品質改善、美崙高爾

夫球場接管、教育政策

排富條款等議題。環保

局長饒忠表示，室內空

氣品質公告管制對象包

括電影院、圖書館、

賣場等公眾場所，縣

府 今 年 著 重 法 規 說

明、宣導，輔導業者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並函請

管制對象設置空氣品

管專責人員，目前亦

向環保署申請經費補

助，全面落實空氣汙染

防制工作。

　　有關美崙高爾夫球場

議題，縣長傅崐萁允諾

於任內接管完成。他強

調，球場將透過招標作

業委外經營，並保留原

球場會員權益、原員工

留任等，期盼順利接管

球場後，提供學子、社

區使用，作為社會服務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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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就大型公園管理問題 提出質詢，政府公共設施做

與不做應該設想周到謀定而

後動．加上公帑花在刀口

上，才能讓納稅人錢發揮最

大效益。

　　其中，民眾最長詬病的就

是公園、公廁及大型場館

等，很多公園的設計不僅欠

缺特色，也沒有自給自足功

能，

　　本席建議大型公園應該

朝特色來設計，同時兼顧

民眾、遊客使用者需求，

設置有商店區等設施，朝收

費方式來經營，讓公園具有

自給自足能力，一來減輕政

府財政負擔，再者，讓公園

有財源可以進行必要的管理

維護，確保公園呈現最佳狀

態。

　　本席質詢表示，花蓮縣擁 有41條自行車道，總長度約

500公里，惟各路段管轄單

位及建置標準不一，建議縣

府應有統一規範，完善橫向

聯繫，將花蓮打造為自行車

天堂。建設處代理處長鄧子

榆答詢表示，今年度已針對

全縣自行車道展開總體檢，

彙整各單位管養單位，後續

會持續努力完善全縣自行車

路網。

　　觀光處代理處長彭偉族表

示，交通部觀光局規定補助

自行車道須兼顧整體景觀方

式，縣府爭取自行車道維護

會和週邊景點作聯結。警察

局長江振茂則表示，縣警察

局目前設有合歡、天祥等26

處鐵馬驛站，未來也會提供

自行車騎士相關服務。

　　記者張麗英／報導
　　花蓮縣議會第十八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召

開。議長賴進坤致詞表示，此次定期大會

除聽取傅縣長施政報告、所屬單位工作報

告及審議明(105)年度總預算外、主要是縣

政總質詢及全體33席議員對縣政建設應興

應革的提出看法與討論。期望透過縣府施

政報告及議員質詢問政的雙向溝通，讓政

府的政策推動能更加透明，施政方向更符

合民意，效率、效能更向上提昇。並期盼

各位議員為民眾福祉，能秉公督政，集思

進策。共同拉近與民眾的距離，以期獲得

更高的施政滿意度。

　　在9月30日由經濟日報與南山人壽共同

主辦「二○一五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揭

曉全國各縣市排名中，花蓮縣榮登全國最

幸福縣市寶座！根據調查，在十一項滿意

度指標中，地方施政、生活現況、教育、

環境品質及工作滿意度等五大項目均高居

全國第一，非常恭喜傅縣長帶領的縣政團

隊能夠獲得肯定。

　　近年花蓮房地飆漲青年購屋不易，花蓮

縣府力排眾議，今年在都市精華生活圈推

出第一期六百戶「青年住宅」，引發廣大

迴響並吸引眾多居民申請登記，落實居住

正義的政策值得稱揚讚許。

　　為因應蘇花改預定106年起陸續通車，

屆時花蓮的車流量將急遽增加，縣府應及

早規劃因應方案，全面打造花蓮內外便捷

交通網及停車空間。另為加速東部建設，

期盼國道6號花蓮-南投埔里東西向公路的

打通，達到台灣區域均衡發展，唯有便捷

的交通才能讓花蓮各方面的發展更加發

達、進步，議會將全力支持外，也請縣政

府全力予以促成。

廣告

楊文值：大型公園應收費 有效管理 魏嘉賢籲自行車道做好橫向聯繫

  本席就污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問題提出質

詢，花蓮縣政府於民國

九十七年開始推動污水

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

但常遇到後巷施工遇有

增建違章，以致工程無

法順利進行，嚴重影響

施工效率及後續維護管

理等問題。

　　承包商多來自外縣

市，不了解花蓮在地習

慣及地形地物，規劃及

設計方向往往不符合需

求，後續更衍生相當多

的問題，民代接受民眾

投訴向廠商反映卻得不

到滿意答覆，甚至不理

不睬，找不到申訴管

道，讓人相當無奈。

　　本席希望縣政府站在

民眾的立場並嚴格把

關，保障民眾的權益，

依施工期程加強拆除佔

用下水道施工範圍的違

章建築，避免嚴重影響

進度及用戶權益，以利

儘速完成污水接管。

　　本席質詢表示，傅縣

長推出花蓮四大主題園

區，帶動遊客到花蓮

消費，為地方創造可觀

商機，希望縣府增加各

園區遊憩設施，並建議

東大門夜市規劃計程車

位，另比照吉安鄉知卡

宣綠森林親水公園，增

設親水設施，讓園區內

容更加豐富多元。

　　傅縣長指出，東大門

夜市除原有的三條夜市

街外，縣府規劃將鄰近

洄瀾之心-陽光電城上

方池塘改造為噴水池，

增添親水元素，並增設

兒童遊憩設施，完善綠

美化工作，吸引更多

遊客造訪花蓮，使舊火

車站六期重劃區風華再

現；知卡宣綠森林親水

公園明年將增設多元遊

憩設施，以更豐富的面

貌迎接全台遊客。

　　關於青年住宅，本席

建議縣府擬訂青年住宅

自治條例，並全面性考

量停車位及居住品質。

謝國榮提夜市增設施及青年住宅自治條例施金樹：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問題多
　　本席針對自強夜市遷

移問題提出質詢，建請

縣府協助安置攤商。

「不會因10幾個違法攤

商，而損及20幾萬人權

益跟地方整體發展，縣

府會在能力範圍給予支

持」傅縣長強調，自強

夜市業管單位為吉安鄉

公所，因為都市計畫變

更為「廣停用地及公園

用地」，目前攤商皆是

違法使用，如果公所不

願意協助安置，縣府在

合法的前提之下，盡可

能給予攤商協助。

　　本席也期許縣府透過

電動機車補助等加速打

造低碳城市。傅縣長回

應，低碳城市的推動需

要更多經費挹注，縣府

今年向中央積極爭取電

動機車補助，總計705

輛，105年至108年每年

補助1,050輛，落實低碳

城市的目標需更多經

費，縣府會持續積極向

中央申請各項經費挹

注。

李秋旺為自強夜市攤商安置請命

　　本席表示，花蓮縣醫

療資源多集中北區，當

南區有意外事故、急重

病發生時，往往延誤醫

療時效，期盼加強救護

技術員(EMT)權限、增

添醫療救護設備。

　　消防局長林文瑞表

示，依緊急醫療救護法

第24條規定，初級救護

技術員須受訓40小時、

中級280小時以上、高

級則須1280小時訓練始

可取得資格；高級救護

技術師可執行注射點

滴、給藥等處置，縣內

目前有17人取得高級證

書。針對醫療資源分配

不均，消防局正積極培

訓人才、增加人員配

置。

　　本席希望接下來能爭

取開放治療高山症的利

尿劑、威爾鋼，來擴充

血管末稍及腎上腺素等

藥劑。

　　本席質詢時，建請縣

府農業處於颱風災情過

後，以最快速度、最簡

便手續啟動農產品運費

補助作業，減輕農民負

擔，以維護農民權益及

生計。此外，她也針對

壽豐鄉文化觀光發展、

青年返鄉務農及鹽寮部

落聚會所建築腐蝕等議

題問政。

　　花蓮縣文化局長陳淑

美表示，壽豐豐田是文

化局相當重視的區塊，

有豐富考古資源，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規劃未來

三年補助五千萬元，考

古文化館預定107年營

運，串連觀光景點，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

　　傅縣長針對青年返鄉

務農答詢表示，因應食

安危機，花蓮縣政府致

力打造有機農業品牌，

並積極推動農產品全面

契作，提升整體價值，

吸引年輕人返鄉。

　　本席關心七星潭193

縣道拓寬工程，並質

疑民進黨立法委員田秋

堇近期邀請立法委員王

廷升、蕭美琴、鄭天財

及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

辦公室為此召開會議，

恐造成花蓮鄉親極力爭

取拓寬的工程經費付之

一炬，並提出「宜蘭縣

籍」立法委員田秋堇干

擾花蓮交通建設的適當

性。

　　「我絕對會跟新城鄉

親在一起！」傅崐萁縣

長答詢，帶領鄉親北上

抗爭，只求一條安全回

家的路，但田秋堇立委

極力反對興建蘇花改；

而193縣道拓寬工程可

以舒緩蘇花改通車後的

車潮，並解決連假期間

堵車問題，盼田秋堇立

委不要干涉地方建設，

不要再踐踏花蓮鄉親的

尊嚴。

　　本席關注吉安鄉中原

路拓寬、自強夜市去留

等議題，企盼縣府與鄉

鎮公所凝聚共識，共謀

鄉親福祉。 

　　有關吉安鄉中原路拓

寬工程，傅縣長答詢表

示，對於鄉鎮公所提

出地方建設政策，縣

府幾乎全額、全力推動

支持。至於中原路拓寬

工程，縣府尊重吉安鄉

都委會決議，惟花蓮縣

都委會多次接受民眾陳

情，期盼吉安鄉都委會

再次召開公聽會，凝聚

居民共識。

　　至於自強夜市去留問

題，傅縣長指出，吉

安鄉公所提經吉安鄉都

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變

更為「廣停用地及公園

用地」並函報縣府，地

主則向花蓮縣都委會陳

情，希望維持原住宅用

地。

　　針對閒置空屋恐造成

病媒蚊孳生及社會治安

隱憂，本席指出，仁愛

新村自搬移後，目前仍

為閒置空屋，建議縣府

團隊以ROT方式委外經

營管理，或重建為青年

住宅，活化閒置空間。

　　環保局長饒忠，「花

蓮縣空地空屋管理暨環

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

自上月公告實施以後，

共巡察110件空地空屋，

違規事實成立裁罰案件

計有15件，目前巡察範

圍以吉安郷、花蓮市重

要街道為主，未來將與

各鄉鎮公所共同執行巡

察。

　　傅縣長補充表示，有

關空軍眷村仁愛新村荒

廢問題，國防部堅持以

有償方式撥用，縣府與

國防部多次溝通協調未

果。目前仁愛新村由吉

安鄉公所轄管，會後將

與公所討論相關管養計

畫，以活化空間。

林宗昆促強化南區救護權限設備 莊枝財探就美崙高爾夫球場接管

鄭乾龍關注吉安鄉中原路拓寬

徐雪玉關心農業政策及部落聚會所腐蝕 游淑貞建議設立社區環保值日生

劉曉玫質詢青年住宅廣告行銷全國適切性

施慧萍要求縣府積極監督蘇花改工程 何禮臺質疑外縣立委干涉地方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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