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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指出，去年520之後

花蓮觀光景氣低迷，重創整

體經濟發展，須尋求解決之

道。傅縣長說明，花蓮從舉

債上限，執政七年未增加負

債，償還十三億元的負債，

持續落實各項基礎建設。縣

府推動千百年不壞的日出大

道，帶動整體市容翻轉，經

費卻遭受質疑、批評；反觀

前瞻計畫遍地開花的輕軌，

有淪為錢坑的疑慮，因為全

世界只有香港的捷運建設賺

錢，自軌道建設一公里需40

至70億元，還不包含後續的

虧損，將盜盡兒孫的財富、

壓縮其他建設經費。

　　本席也針對長照制度質

詢，建議衛生局、社會處等

業務單位宣傳各項資訊，並

與民眾對話。花蓮縣衛生局

長李宏滿回應，花蓮縣為長

照試辦九縣市之一，目前在

玉里鎮與卓溪鄉附近設置1處

社區複合型服務中心，計畫

107年以後，推廣13鄉鎮市皆

設置服務中心或長照站。

　　花蓮縣日前傳出教師因

猥褻學生遭解聘後到補習

班任教。本席表示，花蓮

縣補習教育事業協會宣誓

配合提供任職教師實名清

冊，並要求現任及未來新

聘教師及員工檢附良民證

與健康檢查證明，教育處

應拿出魄力，提出進一步

防範因應措施，並將不良

教師名冊公告上網，共同

為學子教育環境把關。

　　傅縣長答詢，支持補教

協會建立自律規範，足堪

各縣市表率，教育處除了

現行的不定期抽查，亦將

採納議員建議，公布不良

教師名單於網站，全力保

障學生受教權利及安全，

讓家長安心。

　　本席也針對校園毒品及

菸害問題提出質詢，要求

警察局、衛生局及教育處

保持良好溝通管道，加強

查緝及宣導。教育處長劉

美珍表示，透過學生列冊

管理及教育宣導等方式，

防制學童免於毒品危害；

警察局長廖美鈴指出，持

續與學校及少年隊維持聯

繫機制，經通報將立即偵

查；衛生局長李宏滿說，

透過聯合稽查及設置禁菸

區，維護校園無菸環境。

　　去年五二○後百業蕭

條，一例一休等錯綜複

雜的政策影響地方生計

之劇，本席為基層庶民

發聲，表示許多藝品、

旅遊、交通租賃、農

產品、零售業等業者

不斷陳情，花蓮以觀

光、農業立縣，請縣府

提出開源之道，擺脫一

蹶不振困境。傅縣長

強調，「問題才剛要開

始！」縣府於去年四月

積極接洽航權及開闢農

特產品行銷通路，期

間不斷向中央政府表達

人民痛苦心聲，盼中央

懸崖勒馬，支持花東鐵

路雙軌電氣化、蘇花改

二期工程，希望西部遍

地輕軌，花蓮市區店家

生意蕭條，本席憂心表

示，根據市區菁華區三

家店家營收數據，每家

店十天的營收僅六千、

八千，至多一萬元，還

有店家一天營業額３０

元，甚至掛蛋的，有些

店家乾脆拉下店門不作

生意，以減少人事及水

電支出。本席呼籲縣府

全力協助花蓮各行各業

開源，幫忙增加鄉親來

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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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表示「東大門」入口

是花蓮市，有太平洋公園、

東大門夜市、日出大道等觀

光發展計畫，唯獨漏掉了最

重要的美崙溪，縣府應早日

完成整體開發規劃。

　　對於美崙溪的整體規劃，

第一個課題是興建將軍府、

松園別館的「天梯」，這兩

個是市區觀光必到景點，如

能以天梯連結，可以解決往

返交通的問題，也能飽覽美

崙溪整個風景，天梯勢必成

為觀光新亮點。

　　本席表示，可於適當地點

興建階梯式攔沙壩，一方面

避免砂石淤積、一方面能蓄

水、增加親水、觀光價值。

河岸的休閒娛樂設施年久失

修，應重新規劃成觀光自行

車和步道，以連結兩潭自行

車道。

　　本席要求縣府務必嚴格管

制上游排水污水下水道已完

成，其他家庭、事業廢水不

得排入，讓美崙溪恢復美麗

乾淨。

　　花蓮縣議會第十八屆第五次定期大會縣政

總質詢議程圓滿結束，議長賴進坤，感謝各

議員從工作報告到總質詢期間的辛勞付出，

也謝謝縣長傅崐萁率領的縣府團隊認真及用

心的配合每位議員的質詢，相信透過所有的

議員輪番針砭時政為縣政把脈，新聞媒體鉅

細靡遺的即時報導，再加上網路直播及各社

群媒體的傳播，能讓縣民充分了解縣府各項

施政及議員的問政表現。

　　這次大會期間，對於中央政府強推的前瞻

建設，也有議員也提出許多在地觀點，期望

能獲得中央的重視，議長賴進坤也說；這次

定期大會所有的議員也會與在地立委共同攜

手，為縣民爭取所迫切需要的各項建設。

　　另外，針對多位議員共同關切的營養午餐

品質問題，以及青年住宅計畫，務必請縣府

針對議員反映花蓮數以萬計家長及鄉親心聲

與質疑，儘速提出具體改善作法及回應。

　　還有全國都知道的青年住宅，縣府花費數

千萬元進行全國廣告，預計興建八百零九

戶，但迄今承購者僅約八十戶繳款，且工程

多次流標乏人問津，依據縣府所公布，八

百零九戶的青年住宅計畫，預計投入十六

億元，目前狀況，到底會繼續推動？如果

已繳款的的承購戶要退款行不行？如果已

繳款的承購戶後續向銀行無法貸款，該如何

承購？縣府照顧無住屋者固然是件好事，但

是，縣府施政絕對要具體可行，如果僅淪為

口號，政策無法落實，終將會受到廣大鄉親

看清的。

　　各項建設議題，一向為所有議員所關注，

不論是災後重建進度、日出香榭大道等等都

是攸關縣民權益的大事。兩岸關係急凍造成

花蓮觀光業蕭條，這樣的慘狀似乎經過幾個

會期仍沒有止跌的趨勢，縣民苦不堪言，希

望縣府能夠提出更積極有效的作為。

廣告

楊文值籲規劃美崙溪整體觀光 興建天梯

　　縣議員鄭乾龍、劉曉

玫、莊枝財及邱永双關切

營養午餐品質，鄭乾龍、

劉曉玫建議縣府營養午餐

招標應分為北中南三區；

莊枝財希望縣府採取排富

的措施；邱永双認為教育

處應不定期抽查、監督廠

商。

　　縣府教育處長劉美珍答

詢表示，花蓮縣政府自

民國99年實施免費營養午

餐，推動午餐管理三級監

督機制。每個月針對營

養午餐菜色做學生意見調

查，每週不定期派人至中

央廚房抽檢，每日也將午

餐菜色及用餐情形上傳至

「花蓮縣國中小學免費午

餐網站」，提供家長及全

民監督的管道。針對營養

午餐招標分區建言，她指

出，花蓮因縣境遼闊，營

養午餐招標採共同投標，

民間廠商資格符合即可投

標，現歡迎各家廠商投

標，提供學子優質營養午

餐。

楊文值 議員

賴進坤 議長

　　本席對於日出大道提
出民眾的疑慮，包括施
工方式、用路停車與淹
水等問題。縣府建設

處代理處長鄧子榆回
應，日出大道採分段施
工，有關臨近交通問
題將與民眾取得共識
後，再行施作。關於
箱涵、道路鋪面與地
面有高低差及淹水問
題，已將自由大排挖
深、加寬三分之一，並
利用植栽等工程技術
平整路面落差問題。
　　「日出大道完工後，
台灣2300萬人一生沒有
來一次，一定會很遺
憾。」傅縣長表示，日

出大道工程施作順序視
地方民眾意見由大同街
口或民國路口辦理，施
作完竣整個街景格局都
會改變，周邊店家的生
意會特別的興旺。
  他也指出，關於昔日
淹水問題，自由大排已
挖寬、加深原有的三分
之一，福建街原為四個
箱涵，增為五個箱涵；
在福德段四十公頃處設
置大型滯洪池，同時南
濱抽水站抽水量加大三
倍。

　　本席反映縣府公告土
地現值、公告地價調
漲，台糖公司因此大幅
調升承租戶租金問題，

並建議地價審議委員會
從三年公告地價改為兩
年一次，適時反應現實
經濟條件。縣府地政處
長陳聰慧回應，縣府公
告地價是作為徵收價稅
的依據，而非是地租調
漲的依據。
　　傅縣長補充說明，中
央規範地方政府要逐年
調漲公告地價至實價的
百分之九十，否則扣
減統籌分配款，縣府
苦民所苦，調漲幅度

位居全國的後段班，避
免增加民眾稅賦負擔，
並依據議員建議，地價
審議委員為改為兩年召
開一次，適當調整公告
地價、迅速反應經濟環
境。本席建議，日前立
院通過相關法令，地價
稅調整從原先三年，縮
短為兩年，期盼縣府苦
民所苦，今年下半年清
楚調查地價現值，據以
調降公告地價，減輕民
眾賦稅負擔。

　　本席針對災後重建工

程、校長遴選、校舍修

復、零元入學排富等議題

，提出質詢。

　　縣長傅崐萁表示，關於

黑暗部落聯外道路等部分

災後復建工程尚未完成修

復，因中央核撥經費有

限，未足以支應工程款

項，發包不易，導致流標

多次。

　　針對國中小校長遴選問

題，傅�萁說，教育乃百

年大計，校長遴選問題權

酌遴選委員會意見與相關

事實等，並由縣長負最終

之責。另議員建議零元入

學政策排富，他強調當初

施行零元入學政策的意旨

即為落實「教育平等」，

也獲得議員的支持，當前

花蓮各行各業景氣蕭條，

籲請議員考量民生經濟，

縣府會繼續全力支持各項

教育預算。

　　本席也關心校舍修建進

度及修繕經費來源，縣府

教育處長劉美珍指出，感

謝慈濟協助校舍修繕，

經費則已於花東基金提

案。

　　本席均針對Obike公共

自行車提出質詢，Obike

上月進駐花蓮，停車

亂象層出不窮，自行車

佔用風景區停車格、市

區人行道，造成市區擁

擠、影響市容，且民眾

租賃Obike需支付900元

押金，縣府應清楚、詳

細說明未來使用規範，

並訂定相關規定管理。

　　縣府觀光處代理處長

彭偉族答詢，Obike租賃

押金900元，7至10日內退

還民眾。有關Obike的相

關規範，交通部於4月21

日已公布自行車租賃定

型化契約；針對停車亂

象，可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74條或花蓮

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8

條等規定取締，可依法

開罰三百到六百元，未

來透過訂定相關自治條

例、完善規範，籲請民

眾遵守交通規則，共創

花蓮友善觀光城市的良

好形象。

　　本席關切吉安鄉住一

住宅區議題，他表示，

住一住宅區現行規劃於

道路兩旁設置綠廊道，

以及中央設立分隔島，

建議縣府應取消分隔島

，確保足夠行車空間，

並於住一住宅區廣設公

園，提供居民優良生活

品質。

　　縣府建設處代理處長

鄧子榆答詢，吉安鄉住

一住宅區計畫斷面圖為

示意圖，會再參酌各方

意見，在符合市區道路

規定的前提下，持續溝

通、討論。

　　本席也關心學童營養

午餐問題，縣府年花

二億多元開辦的免費營

養午餐，六年來由一家

廠商「統一壟斷」，每

餐四十五元菜色到底好

不好。本席建議縣府營

養午餐招標，不應採共

同招標，應分為北中南

三區，更要加強不定期

抽查、監督廠商。

　　「大陸有一帶一路，

臺灣有一例一休。」本

席指出，大陸一帶一路

政策走向世界，發展經

濟；台灣一例一休卻不

斷在內耗。蔡總統目前

民調只剩18％，縣長傅

崐萁則擁有80.2％高支持

度，對台灣現況有何看

法？

　　傅縣長憂心說，台灣

必須跟全世界競爭，蔡

總統拒絕亞洲最大的市

場，南進政策也不受其

他國家歡迎，是台灣的

悲哀。一例一休墊高企

業成本，大企業只能出

走，國家未來堪憂

　　青年住宅訂金與進度

問題。本席說，五十萬

元訂金對青年是一個負

擔，建請縣府從長考量

，也希望工程儘速動

工。

　　傅縣長表示，一例一

休提高企業成本，導致

青年住宅招標困難；

五十萬元訂金則展延期

限至六月底，同時評估

採逐步繳納。

　　本席質詢表示，Obike

進駐花蓮後，造成停車亂

象，影響市容，且民眾租

賃Obike需支付900元押金

，縣府應清楚、詳細說明

未來使用規範，並訂定相

關規定管理。

　　縣府觀光處代理處長彭

偉族說明，oBike由台灣

奧致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引

進，因應觀光旺季即將

來臨，縣府日前邀集觀

光、旅宿業者等召開兩次

說明會，許多業者抱持樂

觀看法，認為無樁式自

行車帶來利多。過去自

行車租賃風險高，臺北

市YouBike行車糾紛屢見

不鮮，oBike租賃採定型

化契約，腳踏車須逐輛保

險，不管騎乘、租借均受

保障。

　　彭偉族指出，交通部於

4月21公告「自行車租賃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要求自行車

逐輛保險，避免因租賃契

約內容不明而衍生租賃糾

紛。

　　本席針對公共設施保

留地提出質詢，她表示

，鯉魚潭風景區商店街

兩側各劃設六公尺綠帶

人行步道，居民配合道

路拓寬兩次，惟公共設

施保留地區域不明，居

民無法拿到合法的房屋

證明，請縣府協助鄉親

安心做生意。鄧子榆回

應，鯉魚潭風景特定區

綠化已在內政部營建署

補助計畫納入通盤檢討

，目前公共設施保留地

問題以花蓮市為優先，

確定原則性後，未來整

體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會

更明確。

　　本席也對於壽豐鄉交

通問題提出兩點建議，

壽豐鄉幅員遼闊，尚無

東西向快速道路，希望

在蘇花改二期前，建立

交通網；米棧大橋至水

璉牛山路段，每逢大雨

花38號-1線必崩塌，導致

農產品對外運送困難，

建議打通橫向隧道，由

月眉直通水璉，交通會

更順暢。

李秋旺質詢觀光低迷解套及長照制度

施金樹建議公告地價改為兩年一次 謝國榮質詢日出大道工程等問題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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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莊枝財關心災後復建工程、零元入學林宗昆質詢Obike公共自行車停車亂象

何禮臺關心青年住宅訂金與進度

邱永双促縣府訂定Obike使用規範

鄭乾龍促取消吉安鄉住一住宅區分隔島

徐雪玉建議造壽豐鄉東西向快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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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萍 議員

劉曉玫 議員

李秋旺 議員

施金樹 議員 謝國榮 議員

林宗昆 議員 莊枝財 議員

鄭乾龍 議員何禮臺 議員

徐雪玉 議員 邱永双 議員 游淑貞 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