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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黃振富

為振興花蓮觀光
國慶煙火
將在花蓮舉行
地方應如何配合

國慶煙火在花蓮舉辦，

民間業者也要大力配

合。根據我的了解，花蓮縣

政府在舉辦觀光系列活動

時，都會考量到也會在花蓮

中南區，我覺得縣政府舉辦

活動，已經有落實照顧到中

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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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

者，跟著前進來到中南區，進而在中南區消費，

有了消費就可以促進景氣循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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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產官合作，發展商

機、富裕國民。

民間業者也要大力配合

花蓮需要國慶煙火，

更迫切需要聯外交

通建設。就像是國道六號

開闢的經濟價值，絕對比

蘇花高來得高，政府應該

早日興建。看看現在的蘇

花公路，每次颱風一來就

會柔腸寸斷，而南向的南

迴公路，也經常因風雨肆

虐而關閉，花蓮一成為孤

島，國道六號公路是從花蓮通到埔里，是走東西

向直接通行到西部的南投縣，車程才三十公里左

右，既快速又便捷，亦可彌補蘇花、南迴公路之

不足，因此希望政府能夠趕快開闢，道路就是活

路，想要花蓮有更美好的明天，打通東西向的任

督交通二脈，刻不容緩。

迫切需要聯外交通建設

花蓮以觀光立縣，但因

花蓮對外交通受到層

層限制，觀光及周邊事業

因而受影響，鄉親無語問

蒼天，怎奈呼籲多年的花

蓮對外交通問題依然未受

到相關單位的重視，觀光

也因此無長足進展。

　中央政府有意將今年國

慶煙火在花蓮舉行，其目

的也在吸引觀光客前來花蓮，讓長年未有進展的花

蓮觀光業能有所突破。

　中央政府對花蓮觀光雖有善意，但是對外交通網

未能改善前，此舉所能呈現的效果將非常有限，希

望中央重視花蓮對外交通，不僅改善現有交通網絡

，對於藍色公路的開發也有其必要性。

應該先改善對外交通網

行銷花蓮，繁榮花蓮是

花蓮發展的首要工作

，尤其是在○二○六強震過

後，更須加倍努力，掃除震

災陰影，在全縣各行各業積

極努力下，前來花蓮的遊客

有日益回復的跡象，此次受

到中央政府的關愛眼神，有

意將今年國慶煙火移師花蓮

舉行，花蓮鄉親興奮不已。

　國慶煙火選在花蓮舉行，是行銷花蓮的大好機會

，但也希望公路單位及鐵路、航空單位能確保路況

安全及增加列車及飛機航班，讓此次國慶煙火達到

預期效果。

盼增加列車及飛機航班

為了提振花蓮觀光產業士氣，宣布今年國慶煙火將在花

蓮舉行，議長賴進坤希望縣政府，盡快規劃推出相關

配套的旅遊措施及方案，希望民眾到花蓮走走，幫花蓮重新

站起來。

　0206政府國旅卡放寬以及針對一般民眾的「3355」旅宿活

動，讓住客率回升，尤其是在清明連假期間，「第二天到第

三天花蓮住房率八成五，這五天平均花蓮住房率六成四，」

至於國慶煙火將安排在花蓮施放，但星期三沒有連假，帶動

的觀光效應還有待觀察。

　因此，議長賴進坤指出，政府盼利用國慶煙火在花蓮舉行

，為花蓮帶來商機，屆時交通部觀光旅遊局會協助推出配套

的旅遊措施，也呼籲花蓮縣政府，盡快規劃推出配套的旅遊

措施及方案，來吸引國內觀光客來花蓮看國慶煙火，到時有

人潮，就可以帶動錢潮。今年的國慶焰火將選在花蓮施放。

去年的國慶煙火在台東，今年在花蓮，預期也是會非常精彩

。花蓮民眾也要鼓勵親朋好友到花蓮走走，享受自然美景、

挑戰登山以及體驗豐富文化。

　賴進坤強調，尤其在國慶前後，交通部提升花蓮台鐵班次

調度，足以供應廣大旅客搭車需求。

　另外，為了宣傳花蓮觀光到國外，外交部長吳釗燮安排27

國駐台使節代表一行40人，在3月23日及24日時也來花蓮，

進行兩天的參訪。吳釗燮在觀光過程中，鼓勵各國使節，將

花蓮的自然美景及豐厚的人文故事，透過各種社群媒體來宣

傳，吸引更多外國朋友能造訪花蓮，領略當地風情名勝。

希望縣府盡快推出配套旅遊措施

花蓮是觀光大縣，政府

能夠舉辦大型觀光活

動，這是非常好的事，不過

過去這一系列觀光活動，大

都是在花蓮北區舉行，我覺

得應該把其中的一些活動，

移到花蓮中南區來舉辦，讓

南北平衡發展，讓南區居民

也能夠有感，我覺得很有必

要；況且花東鐵路電氣化之

後，往返花蓮南北的時間縮短了，交通變得更便捷

了，中南區人口嚴重外流、產業不振、欠缺足夠的

工作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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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活動可到中南區辦

為振興花蓮觀光，國慶

煙火將在花蓮舉行，

地方應如何配合?

　黃振富認為，縣府單位

應針對此案研提計畫，搭

配國慶煙火活動舉辦一系

列相關活動，來吸引觀光

客；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

是要提出不塞車、好停車

的配套方案，以免造成交

通打結的黑暗情形發生。

　請縣府單位盡早將花蓮適當的停車點找出來，

並搭配建置停車智慧動態通報，讓民眾能清楚停

車資訊，解決停車問題，並且對於國慶煙火觀賞

點要先找出並規畫建置，讓民眾了解並利用。

應搭配舉辦一系列活動

國慶煙火在花蓮，更要

號召全國鄉親來到花

蓮，感謝中央重視花蓮產

業的心聲與地方的建議，

透過國慶焰火施放，將會

帶動花蓮觀光發展。

　國慶焰火施放，振興地

方觀光帶動消費，最能夠

讓民眾有感，但是交通問

題要提早因應，也希望中

央鼓勵僑胞到花蓮，公務員到花蓮旅遊。

　花蓮是觀光城市，國慶焰火在花蓮施放，縣政

府也應該提早因應與規劃，提供食衣住行的行銷

方案，展現各行各業的觀光特色，讓國內外遊客

愛上花蓮，選擇花蓮，旅遊花蓮。

提出食衣住行行銷方案

感謝中央重視地震後花

蓮發展觀光，今年國

慶焰火將在花蓮舉辦，這

對帶動國內外旅遊；觀光

消費都有正面助益。

　國慶焰火在花蓮施放，

希望中央擴大宣傳國際

旅客到花蓮旅遊，另外交

通、車票問題也要一併解

決，不然觀光客想進來，

卻沒有車票。

　花蓮地震後觀光旅遊人潮浮現，將會在國慶焰

火施放期間達到最高潮，花蓮如有大量旅客搭乘

需求，台鐵局要規劃加開列車運輸，另外，為了

讓來自國際與國內外遊客喜愛花蓮，地方政府應

該主動、積極開發具當地特色與深度旅遊行程。

積極開發深度旅遊行程

中央政府決定今年國慶

焰火在花蓮施放，觀

光產業充滿期待，但交通

運輸應該首要規劃，漂亮

焰火才能把觀光人潮帶到

花蓮。

　花蓮縣政府應該利用這

段時間加強宣傳花蓮的重

建與安好，同時加強宣傳

花蓮十三鄉鎮市許多觀光

旅遊資源、風景名勝，讓民眾可以利用欣賞國慶

焰火時，也到花蓮感受不一樣的旅遊氣氛。

　花蓮青山常綠、綠水長流、藍天白雲依舊，國

慶焰火在花蓮，也希望中央廣邀僑胞到花蓮欣

賞，讓國際僑胞知道花蓮人做好準備，展開雙臂

歡迎觀光客，更歡迎大家到花蓮觀光。

應該加強宣傳花蓮重建

便捷的交通就是觀光產

業的命脈，蘇花公

路與火車，這兩條主動脈

時常同時預警性封閉，兩

條動脈都斷了之後，花蓮

的觀光業馬上變成真空狀

態，南區更不用說了，因

此安全的蘇花改確實有其

必須性。因此本席希望花

蓮北區的連外交通要大力

建設，南區的更要加倍經營，不可以重北輕南，

尤其在每年八月、九月阿美族豐年祭期間，政府

更應該協商鐵公路加開班車，充分輸運返鄉人潮

和觀光客。因此花蓮除了要辦國慶煙火，更要趕

快做好各項交通建設工作！

交通建設不可重北輕南

國慶煙火要在花蓮進

行，除了地點的挑

選，及交通路線的規劃

外，花蓮縣政府應該及早

做好有關的配套措施，包

含周邊文化商品的設計及

形象包裝，還有觀光旅館

／旅宿業者推出的套裝行

程如何與政府相關措施做

聯結及配合。

　即使這次國慶日並非連續假期，相信對花蓮的

觀光經濟消費刺激還是會起一定的效果的，先不

論觀光客的多寡，光是國慶煙火施放相關活動的

工作人員及政府相關部門、重要來賓等前來花

蓮，便可想見將會帶動、提升觀光旅宿效益。

縣政府應做好配套措施

國慶煙火施放活動第一

次到花蓮，這是一

件好事！雖然這次國慶日

並非連續假期，可是仍然

會吸引喜歡看國慶煙火的

族群前來花蓮，因為施放

時間必然是晚上，所以住

宿的遊客增加，自然會提

高觀光消費，但是這畢竟

不是持續性的觀光旅遊活

動，對花蓮的觀光發展的幫助依然不夠，希望中

央政府能對花蓮的經濟發展、交通建設改善計畫

多一些關注的眼光以及最實質的經費預算補助。

　至於是否造成返鄉遊子購買台鐵車票「一票難

求」的問題更嚴重？個人認為寧願火車票買不

到，也不要火車票沒人買、車廂座位空蕩蕩。

盼中央多關注花蓮發展

國慶煙火施放地點的選

址要挑好，風向與

不確定的氣候因素都要列

入考量，至於觀賞的停車

區，以及民眾的安全，都

是必須先做場地會勘的重

點。

　在談到國慶煙火所帶來

可能性的污染，需配合環

保單位評估環境附近的破

壞性，如何恢復乾淨？環境不要因此被破壞，讓

美意留下遺憾，所以先前審慎計劃是先決條件！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國慶煙火活動，千萬別將

政黨政治連結，讓屬於國家的節日留給屬於臺灣

最終的精神！

事前必須做好審慎計劃

花蓮縣道193環境差異

分析審查會通過，

要感謝花蓮縣政府及各局

室的努力，畢竟花蓮最需

要的就是看到對外交通的

改善！

　二月六日花蓮地震後，

地方各行各業受挫情形猶

如骨牌效應，中央政府有

意將國慶煙火施放地點移

到花蓮進行，固然歡迎，但是畢竟煙火施放僅是

曇花一現的熱鬧，振興花蓮的觀光經濟需要更多

周邊配套方案的投注與執行。

　尤其是對外交通建設的改善，可謂刻不容緩，

唯有趕緊改善花蓮對外的交通建設問題，才能對

花蓮的經濟發展或是觀光產業提升有幫助。

趕緊改善花蓮對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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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昆

發 燒 話 題

國慶煙火今年將在花蓮

舉行，雖然預期能夠

帶來觀光熱潮，但是要讓

觀光熱潮不斷湧入，在許

多地方都還需要努力，譬

如目前來花蓮南區旅遊的

遊客，大部分都是開車旅

遊，少部分機車旅遊，原

因為何？沒有車的遊客來

到花蓮，簡直就是一籌莫

展，只能租車。目前花蓮的火車、公車事實上都是

各自跑各自的，時刻也沒連動，景點也沒接續。要

發展觀光就要針對觀光業的需求來走，期望政府能

輔導業者開發針對花蓮南區的觀光巴士，結合飯

店、特產店開發套裝行程一、二日遊，來降低營運

成本並增加遊客的便利度及吸引度。

開發套裝行程一二日遊

國慶煙火今年將在花蓮

舉行，不過要振興

花蓮的觀光事業還是要回

歸到交通建設方面，花蓮

中南區的交通建設，長久

以來不僅一直是落後花蓮

北區，更是遙遙落後西部

和北部，前總統馬英九曾

經說花蓮交通建設落後西

部十五年，如今馬英九雖

然卸任了，好在現任總統蔡英文，在競選時也承

諾要好好建設落後的花蓮南區，本席建議蔡總統

不妨先擬出建設花蓮中南區的相關方案，廣納民

意、趕快建設，不要老是說說而已，應該趕快起

而行才對！

中南區交通建設要快做

政府在花蓮舉辦國慶煙

火立意甚佳，但是如

果能夠更積極闢建花蓮連

外道路將會更好。總統蔡

英文在參選總統時，曾經

要求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

局，把國道六號南投霧社

延伸段――花蓮吉安延伸

段，列為她當選後第一、

二階段優先興建的國道之

一，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也隨即同意列為一階

段、二階段優先興建國道之一，將來施工時將以

環境友善作為為主。目前花蓮縣最欠缺的就是交

通建設，希望國道六號開通後，除了能夠強化現

有的交通運輸功能，更能夠繁榮花蓮中南區。

期待盡快開通國道六號

政府準備在花蓮舉辦

國慶煙火，我認為

可以振興地方產業發展和

觀光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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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希望縣政府也能夠在偏遠的花蓮

南區多安排觀光活動，不要過度集中在花蓮北

區。

增加活動時的原鄉味道

據我了解，焰火施放地

點須經過國防部、

警察局、地方政府以及相

關單位共同會勘才能決定

施放煙火場地，地方更要

慎重以對，因為焰火施放

必須考慮人潮、疏散、安

全、天候因素以及在不破

壞自然景觀前提下，必須

要有更周延的規劃與審慎

考量，才能創造人潮與地方雙贏。

　至於在交通方面，更要提升鐵、公路運能，加

強運輸與規畫，讓遊客進得來，出得去，才能達

到安心旅遊的目標。地方相當期待國慶焰火到花

蓮，這是行銷花蓮的好機會，也讓外界看到花蓮

縣政府與花蓮人的團結、用心、積極投入重建。

須有周延規劃審慎考量

這次的國慶煙火也將在

花蓮舉辦，花蓮縣政

府必須配合觀光客同時湧

入花蓮，屆時花蓮的交通

將是非常大的問題。

　希望花蓮縣政府1.能規

畫利用大眾交通工具當做

接駁車,以避免到時大量車

輛湧入市區造成交通大打

結。2.交通動線方面:能

夠規劃出讓車輛盡量不要進入市區的行車動線。

3.臨時停車場開闢:外地車輛大量的湧入時會讓原

本市區的停車位不夠的問題更為嚴重，首要要做

的就是臨時停車場的開闢，以解決停車問題。

三大方向解決交通問題

自來水公司在地震後全

力投入搶修，深夜與

凌晨投入水醫生深入社區

聽診找出漏水點，同時水

公司社群組也成立，方便

民眾立即反映漏水，水公

司團隊負責的態度值得鼓

勵。

　我要代表花蓮鄉親感謝

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長沈

文宗、水公司花蓮服務所主任林奕曦不眠不休堅

守崗位，水公司團隊人員過年都沒有返鄉團圓，

全力投入震後漏水搶修與維護，解決花蓮鄉親漏

水、無水可用窘境，不僅獲得花蓮鄉親好評，也

代表花蓮鄉親向水公司團隊至上最高地敬意與謝

意。

感謝水公司搶修震後漏水

今年國慶焰火將在花蓮

施放，陪伴花蓮走出

地震災害陰霾，也希望漂

亮焰火把觀光人潮帶回花

蓮，個人建議國慶活動要

以歡樂、年輕、有活力方

向來規畫，希望讓社會各

界關心，陪伴花蓮走出地

震災害的陰霾，也希望漂

亮的焰火，把觀光人潮帶

到花蓮。

　往年各項國慶活動都為各地帶來人潮，提高觀

光收益，希望中央能夠聯結僑務委員會僑胞服務

工作，帶僑胞來到花蓮觀光、參觀各地建設，也

了解花蓮在地震後重建與復舊的用心，讓世界知

道花蓮一樣美好。

國慶活動要歡樂有活力

國慶焰火將在花蓮登

場，花蓮縣政府正

好利用這樣的機會加強宣

傳花蓮好山好水，利用國

慶焰火在花蓮施放，縣政

府應該結合專業行銷團隊

與擴大國內與國際媒體宣

傳，歡迎僑胞與大企業、

國內外遊客到花蓮旅遊。

　利用國慶焰火在花蓮施

放的機會，除了鐵路、公路與海陸交通的串連與

運輸規劃之外，我也建議在增加國際旅客方面，

中央政府應該獎勵航空包機直落花蓮給予專案補

助與機場服務費減免，同時開放東南亞國家由花

蓮入境台灣免簽證優惠，並針對花蓮旅遊加強海

外宣傳，獎勵國際遊輪泊靠花蓮港。

擴大國內國際媒體宣傳

今年的國慶焰火，將選在花蓮施放預

期會非常精彩，副議長張峻呼籲國

人在休假期間，能來花蓮這邊走走看看，一方面享受花蓮的

美好，也能在花蓮產業重新站起來的過程中扶我們一把，讓

花蓮觀光產業越來越好。最希望的是政府協助改善東部交通

建設，前瞻基礎建設能把改善東部交通列為最優先項目，透

過電氣化、雙軌化，讓東部地區交通更暢順便利。

　觀光局已推出一系列的振興花蓮產業計畫，包括旅遊業的

紓困，重建補助還有國內團客及自由行旅客都有全盤方案，

中華民國一○七年國慶籌備委員會開會決議，今年國慶焰火

將在花蓮施放，晚會在宜蘭舉行，希望陪伴花蓮走出地震災

害陰霾，也希望漂亮焰火把觀光人潮帶回花蓮。

　副議長張峻，希望以帶給國人歡樂、年輕、有活力的國慶

活動為目標，大會活動能搭配花車遊行，花車將朝向更細緻

的規劃。期望融入在地文化特色，希望社會各界的關心，在

今年國慶焰火期盼之下，璀璨焰火照亮花蓮走出地震創痛。

　各項國慶活動希望給國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為花蓮當

地帶來人潮，提高觀光收益。

　活動推出花車遊行時，結合縣內重要產業、經濟及文化特

色；聯結僑務委員會僑胞服務工作，帶僑胞赴花蓮觀光、參

觀花蓮各鄉鎮豐富人文在地藝術文化。

　此外，張峻強調，接下來有將近六個月的籌備時間，將組

成大會、晚會及焰火等工作處規劃各項活動，並將會同相關

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全力推動各項籌備工作，在中央與地

方共同合作下，希望國慶活動帶給國人全新的感受。

　○二○六地震對花蓮觀光產業造成莫大影響，今以實際行

動支持花蓮觀光與產業復甦，透過媒體廣為行銷花蓮在地人

文風情及好山好水好料理，帶動國人赴花蓮旅遊，花蓮擁有

豐富多元的觀光資源，珍貴多元的歷史性文化、產業資源，

建議用故事文學性來行銷，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前來旅遊。

希望政府協助改善東部交通建設

花蓮的山瀾很壯麗，

花蓮的夜景很美，

到花蓮旅行若只是半天就

結束行程，實在很可惜，

而這也是國慶煙火選在花

蓮舉辦的目的，讓大家多

來花蓮，願意待在花蓮過

夜，願意多看一看、享受

花蓮的美，更深度的體驗

花蓮。

　對於將大量湧入花蓮的

觀光人潮，劉曉玫認為鐵路局針對國慶日前後，

應該加開特定列車，施放煙火的地點也應該審慎

評估，評估最好的觀賞視線，以及國慶煙火施放

後的外殼碎屑，是否會傷及觀禮民眾等安全因素

，都是花蓮縣政府必須多方評估的。

鐵路局應加開特定列車

為振興花蓮觀光
國慶煙火
將在花蓮舉行
地方應如何配合

國慶煙火施放活動選在

花蓮舉辦，這是花蓮

人都非常希望看到的事！

只是花蓮對外交通建設並

未周全，對其他縣市觀光

客而言要來花蓮一趟需要

耗費的交通時間太長。

　原本相較於其他縣市而

言，花蓮縣民的國民所得

就已偏低，二月六日地震

帶給花蓮人的影響無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中央政

府將國慶煙火移到花蓮舉辦，是否可以提早在暑

假多帶一些活動到花蓮進行呢？因為花蓮沒有

PM2.5的問題，希望政府能協助花蓮多多行銷花

蓮好山好水好空氣，是最佳休閒旅遊之地，更是

longstay首選！

提早在暑假多辦些活動

國慶日將在花蓮施放煙

火，屆時將吸引大批

國內外貴賓及遊客前來，

希望能融入在地文化特

色，延伸出更多一連串的

計畫，推動整體的觀光旅

遊；利用連假，觀賞國慶

煙火外，能深度體驗花蓮

的人文，讓觀光客能再三

回味，不斷回流。藉著國

慶煙火，結合花蓮的士農工商，推出能長久性的

系列活動，各個領域皆受惠，也讓產業復甦。

　花蓮對外交通不便，時常一票難求，觀光流量

受到限制，應先改善交通問題，才能增加更多的

觀光客源；此外，也可與國外旅行社爭取合作，

讓外國人能看見花蓮，提升花蓮國際能見度。

盼推出長久性系列活動

難得國慶煙火施放活動

選擇在花蓮舉辦，

真的是樂見其成的事情，

可是回頭細想，每到國定

假日或是連續假期，花蓮

返鄉遊子與遊客便常抱怨

北迴線火車票一票難求的

狀況嚴重，遇上難得國慶

煙火施放地點選在花蓮辦

理，想必會讓火車票的搶

購難上加難，相較於花蓮整體經濟、各行各業從

去年受景氣影響到今年二月大地震整個大挫，如

果國慶煙火的施放可以帶起觀光經濟效益，相信

花蓮人還是很高興政府這樣的關注的，只是如果

可以相關配套措施，包括台鐵加掛車廂或增加班

次，以及其他交通改善措施都能有長遠的作法！

長遠規劃交通改善措施

中央將國慶煙火施放地

點移到花蓮舉辦是

一番美意，但是大家想得

太美好，現實是否真能帶

動地方的觀光經濟效益？

我個人頗不以為然，畢竟

煙火施放受限於晚間，加

上今年的國慶日非連續假

日，一般上班族不太可能

多請兩天假來安排出遊。

　國慶煙火的施放時間只在晚上，曇花一現不

說，煙火的成本以秒計算，如果政府可以將這些

預算再多加一點，投注在改善花蓮對外交通建設

上，甚至蘇花改的進度盡早實現，多些長遠的配

套措施或促進東部經濟改善計畫，會更具效益！

錢應用在改善花蓮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