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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鎮安通部落溫泉開

發計畫，已經過部落

事務會議通過，盼縣政府

打造安通部落，成為具有

阿美族特色的溫泉部落，

提升部落經濟產值。安通

溫泉在國際間享有高知名

度，玉長公路開通後，更

成為花東縱谷、太平洋海

岸之間的觀光旅遊中繼

站，可是目前的溫泉會館幾全部由漢人經營，安

通溫泉地處阿美族人的傳統領域，可是阿美族人

從未享有其經濟效益，早日開發安通部落阿美族

溫泉產業，營造在地部落特色、創造部落就業機

會、增進部落生產利益，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事。

增進部落利益刻不容緩

畢生馳騁政壇、戰功

彪炳的花蓮縣南區

縣議員潘富民，因為生涯

規劃已決定淡出政壇，改

由他的妻子潘月霞接棒參

選縣議員，展開「一人當

選、兩人服務」的政壇新

歷程。目前擔任國民黨玉

里鎮黨部主任委員的潘月

霞，當選後將把玉里鎮營

造成為一個跨越黨派的服務場域，希望玉里鎮今

後沒有黨派、歧見，只有鄉親與融合，讓玉里鎮

成為不分你我、鄉親土親的人間樂土。潘月霞多

年前經營山灣水月溫泉會館，擁有國際級的設備

與水準，由於山灣水月的開張，也讓安通溫泉區

的水平躍居國際水準。

承諾一人當選兩人服務

南溫泉、北纜車的目的

是在均衡花蓮縣觀光

產業發展，其立意甚佳。南

溫泉是目前已經擁有的產

業，北纜車目前只是一個構

想，希望能夠趕快實施。本

席也希望縣政府能夠在偏遠

的花蓮中南區多安排幾場觀

光活動，花蓮雖然是觀光大

縣，但是卻很需要平衡發

展、南北均衡，南區就是因為人口少、觀眾少，才

應該多多舉辦觀光活動來振興觀光產業；至於在花

蓮南區舉辦觀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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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能夠增加偏鄉的

就業機會，才能夠達到振興觀光產業的終極目的。

中南區應多安排些活動

南溫泉、北纜車的用

意，就是在花蓮觀

光事業版圖的發展上，能

夠達到南北平衡。花蓮大

部分的人口、產業都集中

在北區，過去許多人文活

動也大都以北區為主要場

域，其實要振興花蓮的觀

光事業，要長治久安發展

花蓮的觀光事業，非得全

面均衡發展、非得南北平衡不可。「南溫泉、北

纜車」只是一個起步，其意義是南區以溫泉為出

發點，然後擴及部落輕旅行、泛舟、金針花海、

花海廊道等，北區以纜車縱觀太魯閣國家風景區

為伊始，然後再拓展至七星潭、原鄉風情、玉石

產業、海上活動等。此一方案應該趕快實施。

好的方案應該趕快實施

任何景點的開發對花

蓮觀光一定有相當

程度的幫助！花蓮是全台

碩果僅存的無汙染縣份，

天然景點林立，未經人工

雕琢，深獲遊客青睞。

　花蓮雖然景點處處，礙

於交通限制，遊客大都選

擇交通狀況較佳的北區景

點觀光，甚少遊客將行程

規劃在南區，造成花蓮南北城鄉差距愈來愈大。

　花蓮南區擁有得天獨厚的溫泉區，雖然開發的

家數及面積已有一定的規模，但是依然乏人問津

，希望藉由官方系統、規模式的規劃將南區的溫

泉區及北區的纜車做理想的規劃與開發，將南溫

泉、北纜車串聯成線，讓遊客有更多的選擇。

讓來花遊客有更多選擇

就溫泉開發的部分，瑞

穗地區已經步上軌

道，但就差觀光客入住，

0206後縣府推觀光溫泉特

定區還是要給予更多的協

助，讓南區除了美景溫泉

外，優質的米糧也是推向

國際行銷的重點，期待中

央地方持續挹注。而針對

纜車計畫，這也是多年來

各級民代大聲疾呼的一個

幫助花蓮的一個重要課題，花蓮有大山大海纜

車，纜車可以跨覽整個花蓮縣北端，若纜車由秀

林鄉掛纜至吉安鄉東方夏威夷原址的水源社區落

站，或者過去也一直提到的鯉魚潭觀光纜車，這

一定能增加花蓮觀光效益。

期待中央地方挹注資源

南區的觀光發展，得天

獨厚的溫泉，縣府有

規劃南溫泉發展計畫（瑞

穗、玉里溫泉等），大自

然給予最好的資源，我們

要好好利用、開發，規畫

為溫泉特區；至於北纜車

發展的部分，最好設置地

點應在鯉魚潭，畢竟很多

景點都集中在縱谷一帶，

如果可以在鯉魚潭開發北纜車，對花蓮整個觀光

產業有很大幫助，但是交通要件與自然景觀的搭

配務必要做好；加上纜車興設於鯉魚潭，縣政府

只要在鯉魚山上加設一些景點設施，必能提高觀

光產值。

交通與景觀要搭配得好

南溫泉北纜車的觀光開

發發展計畫，實際上

地方政府已經談了很久，

如何爭取到中央單位支持

且挹注經費，需要天時、

地利、人和的促成，建請

縣府與中央先合力且加快

速度改善花蓮的對外交通

改善問題，無論是蘇花改

還是從南投延伸到花蓮的

國道高速公路都好，以及台鐵訂票系統趕快升級

跟上時代腳步，提供花蓮鄉親及遊客更便捷的服

務，都應該是民眾內心的渴望。相信在交通獲得

改善與提升之後，以花蓮擁有的各項豐厚天然資

源，還有地方政府與全花蓮居民的合力促成，振

興花蓮觀光的目標自然水到渠成。

須爭取到中央單位支持

如果交通能獲得改善，

以花蓮既有的得天

獨厚的天然資源、風景名

勝與健康有機特產，自然

能吸引遊客進來觀光旅遊

消費，當然如果南溫泉與

北纜車的興設，一併改善

相關設施品質與加強管理

維護，也是另一項觀光亮

點，尤其是纜車的增設部

分，國外例如韓國首爾等很多知名觀光城市的纜

車設施，都可以見到遊客如織、排隊等候的效

果，如果地方政府有意振興花蓮觀光發展，樂見

其成。

加強管理維護相關設施

要促進花蓮觀光產業的

蓬勃發展，避免因缺

乏創新而流失遊客，南溫

泉、北纜車的開發勢在必

行。

　花蓮觀光資源豐沛，位

於南區瑞穗與玉里的溫泉

資源區，溫泉處處可見，

已成消費者青睞的泡澡好

去處，聲名遠播。

　靠近花蓮都會區的鯉魚潭，山光水秀，佳景天成

，附近有許多山岳歷史遺跡，縣政府有意規畫開闢

纜車，於空中鳥瞰湖光山色，創造新景點，改變暢

遊鯉魚潭的新方式，對花蓮觀光發展有一定助益，

希望能早日實現。

對觀光有益應早日實現

花蓮瑞穗溫泉區、紅葉溫泉區與安

通溫泉區是花蓮地區早期的三大

溫泉區，其中瑞穗溫泉區與紅葉溫泉

區都必需由瑞穗鄉進出，議長賴進坤說，因此外地人常誤

以為這兩處溫泉都屬於瑞穗鄉。但從行政區域劃分上來看

，這兩處溫泉其實分屬瑞穗鄉與萬榮鄉。較接近瑞穗市區

的瑞穗溫泉旅館又名「外溫泉」。而花蓮被外界視為世外

桃花園，處處風景美不勝收，如在空中鳥瞰，更是不同世

界，因此，推廣民間參與鯉魚潭空中纜車BOT案，以及太魯

閣台地至大禮部落的空中纜車，賴進坤表示，可推動觀光

漁業、飯店、旅遊等無煙囪產業，未來將是花蓮第一條觀

光纜車。

　花蓮的好山好水，連續多年榮獲旅遊金鑽獎、最喜歡運

動及最最友善城市的殊榮，讓花蓮在歷年民意調查中皆成

為國人旅遊首選之地。在觀光產業上，花蓮具有絕對的全

球化競爭力，藉由不斷創新改變，提升各項觀光旅遊服務

人員的品質，同時以觀光發展的議題成為施政的首要課題

，引導出深入的觀光政策與觀光行銷策略，以期達成花蓮

觀光產業永續發展及提昇旅遊品質的目標。

　鯉魚潭居民也說過，從民國六十八年就在潭南設置的纜

車用地等到現在都還沒蓋，除了潭北的方案，地方都相當

期待路線能夠延伸至哈崙，因為哈崙山上擁有相當美的風

景，是發展國際觀光的新亮點。而鯉魚潭商圈發展協會成

員鄭金玉說，空中纜車的搭建，對鯉魚潭發展是利大於弊

的。

　而另一處可以看世界級風景點，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的台地至大禮部落，早年是當地原住民農作物運送的

簡易運貨纜車，麥德姆颱風挾帶的豪大雨，造成運貨纜車

受損嚴重。

　站在發展觀光的立場，他支持興建觀光纜車，但因為路

線位於國家公園內，不能因為建設就破壞自然景觀及生態

，因此將會要求太管處必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讓自

然景觀的影響降至最低程度。

要將對自然景觀的影響降至最低程度

為振興花蓮觀光
開發南溫泉北纜車
議員提出看法

開發南溫泉北纜車，當

然要全力支持振興花

蓮觀光。

　南溫泉開發，在瑞穗、

安通地區已經頗具規模，

還有大型飯店進駐，0206

花蓮地震後，中央與地方

也攜手推出觀光方案，讓

瑞穗與安通溫泉成為值得

向國際國際行銷的重點。

　至於，北纜車計畫更有助於帶動北花蓮觀光、

產業發展，帶動鯉魚潭與銅門、文蘭村原住民與

觀光產業發展，大大增加花蓮觀光效益。

　花蓮擁有台灣第一美景，加上即將通車的蘇花

改，將人潮導引到北纜車、南溫泉遊憩，不僅增

加東部觀光賣點也提振地方產業。

可增觀光賣點提振產業

振興觀光帶來人潮與錢

潮，花蓮好山好水加

上北纜車、南溫泉更提高

觀光客旅遊興致與意願。

　南溫泉、北纜車的開

發，將有助於地方產業活

絡與城鄉的連結繁榮，在

鯉魚潭開發北纜車，不僅

對花蓮整個觀光產業有很

大幫助，交通更是方便，

政府只要在鯉魚山上加設一些景點設施，就能提

高觀光產值帶動人潮，至於南區的觀光發展，得

天獨厚的溫泉，縣府有規劃南溫泉發展計畫（瑞

穗、玉里溫泉等），這是大自然給予花蓮人最好

的資源，政府應該好好利用、開發，規畫為溫泉

特區，讓瑞穗溫泉區名聲響亮。

可提高觀光客旅遊興致

交通運輸是地方發展的

命脈，花蓮得天獨厚

的地理環境天然資源，如

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潭

與花東縱谷風景區、壽豐

荖溪、樹湖景點都是觀光

的重點區域，北纜車一旦

開始營運將有助於中花蓮

包括吉安以南到壽豐、鳳

林、萬榮甚至秀林都有正

面助益。

　至於南區的觀光發展，得天獨厚的溫泉，縣府

已規劃南溫泉發展計畫（瑞穗、玉里溫泉等），

地方政府要好好利用、開發，規畫為溫泉特區，

不僅提高觀光產值也帶動南區產業蓬勃發展。

可提高產值也帶動發展

南溫泉北纜車都是有

助於地方發展與觀

光振興方案，北纜車有助

於帶動北花蓮觀光、產業

發展，帶動鯉魚潭與秀林

鄉、吉安鄉、壽豐鄉的緊

密連結，加上原住民、農

業、觀光的串聯，增加產

業與地方觀光效益。

　花蓮對外蘇花改積極施

工，以花蓮既有的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吸引遊

客來到花蓮，南溫泉與北纜車的興設，尤其是香

港與韓國都因為纜車讓城市為知名地標，南溫泉

北纜車的開發將可望帶動花蓮產業與觀光發展，

但大前提還是要與當地居民做好完整的溝通與配

套，降低公共建設執行時的困難度與民怨。

都是有助地方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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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雲

林宗昆

發 燒 話 題

瑞穗鄉未來即將有五星

級溫泉酒店開幕，但

周邊連外道路過窄，甚至

都只能夠容納單線通車而

已，也少有足以匹配的休

閒景觀，未見大格局的國

際城市前瞻規劃。企業進

駐偏遠的中南區發展，地

方親鄉均翹首殷盼政府，

也能夠有配合措施來相

得益彰，進而帶動建設落後的中南區邁向繁榮進

步之路。張智冠也提到日前到歐洲維也納等國旅

遊，看到當地教堂前的步道鋪設石塊非常厚實，

風景區周邊道路建設完善。交通建設與地方發展

前景息息相關，沒有健全的交通網，就不可能有

良好的發展與建設。

健全交通才有良好發展

七月是暑期旅遊旺季，

縣政府預期將舉辦一

系列觀光活動，這是非常

好的事，不過這一系列觀

光活動，過去大都是在花

蓮北區舉行，我覺得應該

把其中的一些活動，移到

同樣有許多優質觀光景點

的花蓮中南區來舉辦，讓

南北平衡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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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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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把觀光活動移中南區

花蓮縣南區布農族籍

的蘇忠亮，目前已

決定參選縣議員職務爭取

連任。他過去四年縣議員

任內，親民愛民勤跑基

層，為民眾解決無以數計

的疑難雜症和陳年老案，

鄉親父老和子弟們，對他

都愛戴有加、全力支持。

蘇忠亮服務鄉親以先公後

私，在村裡間被津津樂道。蘇忠亮任內，新上任

的縣政府教育處長劉美珍，打電話給他說要去拜

訪他，蘇忠亮要求劉美珍應該先拜訪、認識鄉內

的各校校長，了解偏遠山地鄉各校的處境才對，

至於有沒有拜訪他並不重要；此舉讓族人相當敬

佩，認為蘇忠亮真心真意的關心他們。

爭取連任繼續服務族人

不能否認的，增加溫泉

與纜車是增加觀光

吸引力，可是觀察現在花

蓮不是沒有吸引力，卻仍

舊沒人前來觀光，足見基

本問題須先解決，若是不

先處理危害花蓮觀光的因

素，會讓人擔心投入在溫

泉、纜車上的建設等成本

恐怕無法回收，或是效益

不佳，屆時引來的問題可能更多，這是不能不考

量的。

　另外，溫泉與纜車都有人持正反意見，如何廣

納反對者意見來加以修正或說明，是要建設之前

需要努力的，讓有疑惑的反對者解除疑慮，降低

反對的阻卻力量，也是要考慮的要件之一。

花蓮基本問題須先解決

國外有許多地方也是纜

車搭配景點，像是可

一眼眺望韓國首爾市中心

全貌，並快速登上韓國地

標首爾塔的南山纜車、世

界三大夜景之一的日本北

海道函館山夜景，也都是

可以搭乘纜車至山頂觀景

台，一睹如同寶石般閃爍

的城市…，吸引大批外國

遊客前往觀光，當地國民旅遊應該也不在少數。

　振興花蓮觀光發展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回到

最根本的改善交通，才能吸引更多民眾到花蓮。

我當然支持南溫泉北纜車發展，但請政府重視花

蓮的交通問題一定要先改善，不然空有這麼多好

的設施，人若進不來也是枉然。

振興觀光要標、本兼治

對於地方政府積極想

要振興花蓮觀光發

展，身為議員絕對支持南

溫泉北纜車計畫，但是，

請不要忘了—把人帶進來

和把人平安送回去的交通

問題應該優先克服！

　特別是蘇花改與國道高

速公路從南投延伸到花蓮

的工程計畫，如果能夠在

兼顧環保生態與安全的前提下，趕緊完成工程進

度，讓花蓮人回鄉的路更便捷，讓遊客來往花蓮

與台灣西部、北部、南部各地更方便且安全，相

信遊客就不會再因為落石坍方而裹足不前，花蓮

也不會因為落石坍方而三不五時成為孤城。交通

的改善，對東部、對花蓮的發展真的很重要！

本席建議推動南溫泉、

北纜車作為振興花蓮

觀光的方針，花蓮南區擁有

天然資源，具備獨特溫泉資

源，包含瑞穗及安通溫泉，

本席建議縣政府及鄉公所應

密切合作，加強行銷推廣本

縣溫泉資源。

　鯉魚潭風景區為本縣主要

觀光亮點之一，如建置纜車

能提供遊客以不同視角欣賞美麗的鯉魚潭，也能從

鯉魚山站俯瞰縱谷及太平洋海景，提升志學至鯉魚

潭的交通便利性，更可帶動周遭觀光相關產業，因

此，請縣府積極協調鄉公所及在地業者，以利推動

纜車計畫及早付諸實施。

縣府及公所應合作行銷

花蓮溫泉遠近馳名，是花東縱谷泡

湯好去處，行程結合地方景點及

特色花東縱谷包括花蓮瑞穗、安通等二

十家取得「溫泉標章」的合法業者，行銷花東縱谷地區的溫

泉打照國級溫泉勝地。讓更多遊客體驗花東溫泉逍遙花東縱

谷山海之美。持續推動觀光、生態體驗及低碳旅遊，美景，

推廣溫泉纜車低碳旅遊品牌形象。

　因應財劃法未過的二十億元財政缺口，花蓮將於大力推動

「花蓮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旗艦計畫」，提升觀光產值以刺

激整體經濟發展，替花蓮長遠發展打下穩固基礎。花蓮房地

市場沒有什麼外來客，房市並不熱絡，推動觀光產業，才能

讓飯店、民宿業者的業績有成長空間。

　觀光產業的發展前景最被看好，花蓮全縣的觀光旅遊業，

往年在農曆新年期間創造出一○○多億元的產值，東部發展

條例的經費到位後，大力推動具高回饋性、能刺激觀光產值

的交通基礎建設。

　「觀光纜車BOT計畫」，日前完成中區的鯉魚潭及南區的

金針山兩條路線的可行性評估，規畫案出爐再舉辦地方說明

會凝聚共識後，即可著手招商。

　蘇花改第一階段通車，全線通車，加上台九線拓寬工程完

成，推動纜車「時機成熟」。經過討論，鯉魚潭纜車從志學

站經鯉魚山站到潭北站可行性最高；金針山纜車則以富里鄉 

的六十石山優先規畫。

　觀光業界高舉雙手支持，認為纜車可帶來商機，六十石山

唯一的產業道路狹窄，大型車進不去，只有自小客車和機車

能上山，加上蘇花改通車、台九線拓寬等，推動纜車時機成

熟。金針花期從八月中到九月底，只有二個月，再加上遊客

多半習慣開車或搭接駁車上山，如何吸引遊客搭纜車；在不

影響生態、尊重環評的前提，纜車是相對環保的遊憩方式，

但必須以總量管制為前提，因鯉魚潭開發牽涉保安林，六十

石山路線接近斷層帶和土石流潛勢區。同時也期盼能促成旅

遊、溫泉、美食等產業異業結盟，提升觀光旅遊的能見度，

活絡地方經濟，能讓民眾看到不一樣風貌的花蓮。

暑假即將來臨，這是花

蓮縣觀光事業在Ｏ二

Ｏ六大地震變得蕭條之後

的轉機，因此政府要好好

舉辦活動來振衰起蔽。但

是請切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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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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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縣政府也應該多多開闢開闊性的休憩場所，

藉以提升觀光品質，讓花蓮縣海陸一體，成就真

正的大山大海、包山包海遊憩大縣。

暑假活動要有原鄉味道

期盼促成旅遊、溫泉、美食產業結盟

為振興花蓮觀光
開發南溫泉北纜車
議員提出看法

花蓮的自然環境是全台

第一，紛紛在花蓮投

資大型溫泉飯店，將帶來

許多觀光人潮，而花蓮三

大溫泉區都位在花蓮中南

區，給在地增加非常多就

業機會，進而解決南北工

作失衡問題。

　日本巨大的觀光經濟中

，廣為人知的就是溫泉文

化，而觀光纜車也是其中之一。纜車是對生態環境

破壞較小的觀光建設，曉玫認為纜車能夠減少個人

交通工具所造成的噪音及空氣污染，並可以更貼近

自然，但必須慎選地點，並能夠符合當地既有商圈

的營運狀況，達到提升生態教育、擴大旅遊商機及

改善交通，曉玫會積極爭取納入重要政見。

會將纜車納入重要政見

花蓮縣政府努力在地震

後發展、推動花蓮觀

光，希望中央政府重視花

蓮人的心聲，特別是「平

安回家的路」的開通與維

持。

　花蓮公路交通要積極改

善與完工，以花蓮既有的

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風

景名勝與健康農特產品，

當然會吸引遊客來到花蓮消費、體驗、觀光，南

溫泉與北纜車的興設，成為地方觀光亮點，尤其

是纜車的設立包括香港、韓國都成為知名觀光城

市的地標，希望中央能夠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南溫

泉北纜車的開發，振興、帶動花蓮產業與觀光發

展。

希望中央全力支持開發

花蓮對外交通不便、一

票難求的問題難解、

鐵公路交通常因天災停

駛、中斷，即使有再多的

設施，交通問題若沒有解

決，甚至沒有完善的配套

措施，還是會降低遊客前

來花蓮觀光的意願。

　花蓮地形狹長，大眾運

輸工具也不多，如何便利

前往南溫泉也是重要課題，振興花蓮觀光發展不

僅要治標更要治本，讓交通運輸更完善、完備才

能吸引更多民眾到花蓮，我全力支持南溫泉北纜

車發展，希望中央與地方政府一起努力解決交通

問題，全力推動、發展花蓮觀光。

交通運輸須更完善完備

對於南溫泉、北纜車計

畫，只要對地方有

幫助，當然全力支持，南

溫泉北纜車的觀光開發發

展計畫，實際上地方政府

已經談了很久，如何爭取

到中央單位支持且挹注經

費，天時、地利、人和都

是成功的要素。

　縣府積極努力也希望中

央協助解決、改善花蓮的對外交通問題。

　在交通運輸與便捷獲得改善與提升後，以花蓮

擁有的各項豐厚天然資源，還有地方政府與鄉鎮

公所、縣議會的支持，振興花蓮觀光南溫泉、北

纜車當然就是花蓮觀光亮點。

當然全力支持觀光亮點

振興花蓮觀光發展，當

然支持南溫泉、北纜

車，但是鐵公路運輸交通一

樣重要，在兼顧環保生態與

安全的前提下，希望蘇花改

趕緊完工，讓花蓮人出發與

回鄉的道路更便捷。

　影響遊客來到花蓮的因素

就是交通與落石，改善交通

對花蓮很重要，以花蓮得

天獨厚天然資源、風景名勝與農特產品，吸引遊客

來到花蓮消費、體驗，南溫泉與北纜車的興設，將

成為地方觀光亮點，振興、帶動花蓮產業與觀光發

展。

可望帶動產業觀光發展交通問題應該優先克服

南溫泉、北纜車是振興

花蓮觀光的重大施

政，花蓮南區擁有天然資

源，具備獨特溫泉資源，

包含瑞穗及安通溫泉，縣

府有規劃南溫泉發展計

畫，政府應該積極開發，

規畫為溫泉特區，讓瑞穗

溫泉區名聲像日本、韓國

各大溫泉區一樣想響亮。

　鯉魚潭風景區也是花蓮縣主要觀光亮點之一，

建置纜車能提供遊客以不同視角欣賞美麗的鯉魚

潭，帶動原住民部落發展，同時也提升壽豐鄉、

吉安鄉至鯉魚潭的交通便利性，輔導原住民產業

與農民進駐、觀光產業連結將更可帶動周遭觀光

相關產業。

政府應該積極規畫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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