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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煙火將在花蓮舉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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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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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要汲取其他縣市舉辦經驗(如:去年台東

經驗)，讓難得的花蓮國慶煙火活動成功吸引觀光

人潮，達到振興花蓮觀光產業的目標。

    傳真：03-8577677          廣告專線：03-8561858          新聞投訴E-mail:east.news@msa.hinet.net          編輯／傅永平

1

議長

的話

賴進坤

發 燒 話 題

陳建忠許淑銀

葉鯤璟

花蓮郵局新聞紙登記證 花蓮聞字第030號

謝國榮

何禮臺

施金樹 邱永双

萬榮財

楊文值

林秋美 潘富民

發行人：花蓮縣議會議長　賴進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23號　總機：(03)8226111-5(5線)　中華民國107年8月1日　編印：東方報（花蓮市富吉路99號）

花蓮縣議會廣告

第 6 期107年度

笛布斯‧顗賚

黃振富 余夏夫

國慶煙火在花蓮
如何有效改善花蓮聯外交通

吸引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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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蓮中南區舉辦，我覺

得縣政府舉辦活動，已經

有落實照顧到中南區，積

極朝「南北均衡」方向發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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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可多到中南區舉辦

國慶煙火在花蓮舉辦是

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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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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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活動可移到中南區

在鄉親及有關單位的努

力下，花蓮對外交通

已開始受到官方的重視，蘇

花改的闢建、東線鐵路雙軌

化及花東公路的拓寬，這些

交通工程已為日後花蓮觀光

投入新血。

　但是，縣境內的交通工程

有所改變，並不代表可直接

對觀光產業有所助益，因為

聯外交通迄今未有重大改變，蘇花公路、中橫公路

的不穩定性及台鐵北迴線一票難求問題，未能露出

曙光，花蓮鄉親引頸企盼。

　今年國慶煙火在花蓮，對以觀光立縣的花蓮無形

注入一劑強心針，如何吸引觀光客？還請交通單位

重視花蓮對外交通之開發。

必須重視花蓮交通開發

要吸引人潮就要有便捷

的交通，順暢的交通

才是發展觀光的首要條件。

　今年國慶煙火，中央規劃

在花蓮舉辦，此一活動將為

沉寂多時的花蓮觀光注入一

劑活水，提升花蓮知名度，

促進各項產業的蓬勃發展。

　花蓮即將在十月舉辦國慶

煙火活動，但是吸引遊客前

來的「誘因」——交通，似乎未見相關單位有所動

作，蘇花改、中橫公路品質的提升，北迴鐵路一票

難求，都未見改善，尤其是台鐵花蓮新站的啟用問

題，也未見相關單位重視，迄今未向縣政府申請「

使用執照」，沒有要在國慶煙火前啟用的決心，希

望相關單位為花蓮的觀光發展用點心。

相關單位要有積極動作

花蓮首度國慶煙火施放，到時國內外

觀光客湧入，尤其是車輛，讓花蓮

市、吉安鄉可能會變大型停車場，那種

亂象如果沒有好好規劃，可能是花蓮人的噩夢，議長賴進

坤希望縣政府，盡快做好臨時停車場規劃，也希望台鐵局

在光輝十月加開國慶列車，才能讓國內外觀光客想來花蓮

看煙火，不會為買火車票來煩惱。

　距離光輝十月還有二個多月，到時會有不少國外華僑回

台，到時花蓮會湧入上萬人的國內外觀光客來看國慶煙火

，還有無法計算的車輛，花蓮人也期盼帶來無限商機，自

然錢潮就來了，但，如何找出公有地來規劃臨時停車場，

也是一大問題，再來飯店、民宿業者，也要好好規劃旅遊

配套行程，來介紹花蓮自然美景，也可以讓他們挑戰登山

以及體驗豐富的文化之旅。

　賴進坤表示，花蓮是台灣的後山，交通自古就不便，唯

一的聯外道路，基本就是蘇花公路，長年的容易坍方，也

造成許多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雖然近年蘇花改議題還

有行動也在執行，但距離完成是有很大一個時間，因此鐵

路便是花蓮人或是在花蓮的遊子們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可

惜的是，大量的觀光客人潮，常常使得火車票一票難求，

甚至造成許多人半夜不睡覺的搶票風潮，依然還是讓車票

成為花蓮人的噩夢之一。

　賴進坤說，台鐵局可以在光輝十月，國慶日前後，交通

部提升花蓮台鐵班次調度，加開國慶列車，足以供應廣大

旅客搭車需求。

　賴進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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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台鐵東部幹線的區間車在花蓮境內鄉、鎮、市

的地方景點、農特產、人文特色，推薦給來花蓮觀看國慶

煙火的上萬觀光客搭乘區間車遊走花蓮十三鄉、鎮、市的

風光明媚景點。

國慶煙火施放地點將移

到花蓮，相信對花

蓮人來說，更是首次的難

得可以在花蓮看到國慶煙

火機會，相對地，對於外

來遊客與在地鄉親要前往

觀賞煙火，花蓮縣政府必

須做好事先的交通路線規

劃，以有效疏導車流。

　其次，除了地點的挑選

以及往來交通路線的規劃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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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繁瑣細節應該趕緊著手討論，才不會折煞政

府一番美意。

及早做好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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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花改經過前一次連續假期

的檢測，塞車問題絲毫未見改善，花蓮縣政府與

有關單位有必要及早做好因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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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且長遠的幫助，尤

其是環島快速道路希望盡快完成，這才是老百姓

最想看到的成果。

盡快完成環島快速道路

目前蘇花改尚未開通，

一九三也尚未通車，

花蓮對外交通只有鐵路火

車、蘇花公路及飛機，火

車及飛機希望能增加班

次，疏運旅客，達到觀光

客來到花蓮的需求，蘇花

公路則需要轄區警力的全

力支援及啟動，紓困車流

量。讓開車進出花蓮的遊

客，不為塞車所苦。

火車增加班次疏運旅客

空地規劃成臨時停車場

百年來難得第一次國

慶煙火秀將在花蓮

施放，非常感謝中央的美

意，也藉此帶動花蓮的觀

光與經濟，各轄區分局警

員們應做好交通路線的

規劃與疏導，讓觀光客進

入花蓮不至於塞車，各種

動線及安全設施都應該盡

早規畫擬定，以便利民眾

在各景點之間移動，縣府應盡早做好各種招商準

備，以利吸引觀光客與消費者，刺激消費，帶動

買氣，將花蓮的特色、特產、文化、藝術及原民

風情，一起行銷出去。

做好交通路線規劃疏導

國慶煙火施放活動到花

蓮，這是一件喜事更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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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台鐵提早規劃不要造成旅客與返鄉遊子購買

台鐵車票「一票難求」，台鐵加油!

中央多給花蓮實質補助 提不塞車、好停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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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國慶煙火施放，將會

帶動花蓮觀光發展，創造

花蓮全新的賣點。

　國慶煙焰火施放，振興

地方觀光帶動消費，但是

交通問題要提早因應，也

希望中央鼓勵僑胞、公務員到花蓮旅遊，這都是

帶動花蓮消費的好方法，刺激、活絡花蓮經濟。

　花蓮是觀光城市，國慶煙焰火在花蓮施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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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食衣住行行銷方案

中央政府決定今年國慶

煙火在花蓮施放，觀

光產業充滿期待，但交通

運輸應該首要規劃，漂亮

煙火才能把觀光人潮帶到

花蓮。

　花蓮縣政府應該加強宣

傳花蓮的重建與安好，透

過平台或管道將花蓮的觀

光魅力散布消息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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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民眾可以利用欣賞國慶煙火

時，也到花蓮感受不一樣的旅遊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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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應廣邀僑胞到花蓮

希望縣政府盡快規劃好臨時停車場

便捷的交通就是觀光產

業的命脈，蘇花公路

與火車，這兩條主動脈在

現今的極端氣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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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今天要討論

的重點是，旅客來到花蓮後的交通，事實上就是

順暢兩個字。因此本席希望花蓮北區的聯連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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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建設不可重北輕南

花蓮市腹地狹窄，面對

大量湧入的外來車

輛，明顯停車位不足夠，道

路狹小，市區容易塞車，需

要警力疏導，市中心以放煙

火的中心點為圓心，周邊一

至二公里內的空地應該都規

劃成臨時停車場，免費對外

開放，以紓解停車位不夠的

窘境，如六期的空地、統帥

的空地、花岡山周圍的學校

停車場等空地，皆可以事先規劃做為臨時停車場

使用。警方也要事先規劃加強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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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燒 話 題

今年的國慶煙火將在花蓮舉行，張峻

歡迎國內外旅客在休假期間，專程

來花蓮參與盛會，享受花蓮的美好，希望漂亮煙火讓人潮湧

入花蓮，讓觀光在地產業越來越好。大量觀光客最重要的是

需改善交通的流量，除鐵路需求更鼓勵海上運具的利用及包

機補貼，讓花蓮旅遊提高便利性。台鐵觀光專列車與藍色公

路，能提供旅客往返的多元選擇，為旅遊注入強心針，打造

花蓮觀光自主門戶的新局面。  

　讓花蓮機場也作為國際旅客進出門戶，鐵路電氣化、雙軌

化讓交通更暢順便利。

　張峻希望國慶活動帶給國人歡樂，但花蓮地區運輸系統，

顯然無法負荷國慶煙火遊客交通進出的需求，因此主張應該

要多一條安全的路「藍色公路」。

　藍色公路從基隆到花蓮這一段，可以避開最危險的蘇花公

路段，新型的快速船不但速度快，船身也更大更穩定，從基

隆到花蓮只需要一個小時，比開車還要快。不但可以作為搭

乘工具，更可分散市區停車位的不足，乘船之餘欣賞東海岸

美麗鯨豚的海洋生態，而新型船隻夠大連遊覽車都可以上去

，所以運用「藍色公路」成為花蓮另一種交通運輸安全、快

速的選擇。

　希望政府重視此選項，否則當蘇花公路意外不斷及路基流

失時，花蓮對外交通受阻，則無法解決安全需要與便利的交

通。花蓮有很多觀光在地產業的潛力，在今年國慶煙火期盼

之下，璀璨煙火照亮花蓮走出地震的創痛。希望帶給國人耳

目一新的感受，為花蓮當地帶來人潮，提高觀光收益。

應鼓勵海上運具的利用及包機補貼

國慶煙火在花蓮
如何有效改善花蓮聯外交通

吸引觀光客？

這場國慶煙火預期將帶

來龐大的外地觀光人

潮，突顯出花蓮聯外運輸

量能的重要性。

　目前，蘇花改工程已經

如火如荼在進行中，預計

在2020年春節順利通車。

賴清德院長日前也視察

蘇花改工程的進度，要求

蘇花改全線工程必須如期

如質完工。這是中央對花蓮民眾在「交通運輸安

全」的承諾。

　我們認為，花蓮聯外交通不能只靠蘇花改，必

須要多元化，除了公路交通外，可以拓展更多運

輸系統，諸如優化藍色公路和火車訂票系統，讓

花蓮鄉親和外地遊客往來花蓮更為便利、通暢。

花蓮聯外交通須多元化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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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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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相當期待中央國慶煙火到花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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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用心、積極投入重建，花蓮一

切都好，歡迎大家到花蓮。

更要提升鐵、公路運能

這次的國慶煙火將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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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縣府做好交通規劃

國慶煙火在花蓮，因不

是連續假期，一天內

要容納的人潮量有限，但

也必須做好因應措施。許

多外縣市民眾想前來花蓮

參與雙十盛宴，卻因交通

困難而退卻，解決交通問

題才是吸引觀光客到花蓮

最大的要件。鐵路方面，

加開來回花蓮的班次，讓

一票不再難求，也可將花蓮特色納入列車內，旅

客在搭乘時就可提前先融入花蓮；而花蓮擁有東

台灣第一座國際機場，但航空站的使用率低，航

班銳減，藉此盛事，好好利用，開設國慶專機，

將觀光人潮帶進花蓮。

鐵路航空必須加開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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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每年國慶煙火的施放是

國人期待的大事情，相信

可以提高花蓮的觀光經濟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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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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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相關配套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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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法，對花蓮的觀光長遠發展才是最見效益的！

交通改善要有長遠做法

國慶煙火將在花蓮登

場，利用國慶煙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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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國慶煙火在花蓮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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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國際郵輪泊靠花蓮港，讓國慶煙焰火照亮花蓮觀

光，讓花蓮觀光產業一路長紅。

縣政府應擴大宣傳力道

今年國慶煙火將在花蓮

施放，陪伴花蓮走出

地震災害陰霾，也希望漂

亮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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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的煙火，把觀光人潮帶

到花蓮。

　當然要迎接前來的大批工作人員與遊客，首先

要解決的是交通與旅宿等相關配套措施，不僅地

方單位要加快動作，更需要中央給予關注與實質

挹注。

交通旅宿須有配套措施

今年國慶煙火在花蓮的

施放地點從美崙工

業區到太平洋公園一帶，

面向太平洋的視野相當遼

闊，景觀也優美，無論是

從花蓮市看過去，或是鹽

寮海岸線，作為觀賞煙火

秀的據點相當多，甚至已

有單位建議可推動賞鯨船

從海上觀賞煙火秀，都是

相當不錯的選擇；如果是這個煙火施放地點，我

個人覺得相當適宜。

　在地點確定下來之後，縣府及有關單位緊接著

要規劃且落實執行的就是安全性一定要做到最

好，並且周邊交通動線的規劃、配套措施，應該

及早做好準備。

應該及早做好配套措施

美麗燦爛的國慶日煙

火，今年即將在花

蓮施放，是百年來花蓮的

一大盛事，美中不足的是

花蓮聯外交通的有限條件

的窘境，道路塞車，火車

票一票難求，飛機航班

有限，蘇花改尚未完工通

車，所以，只能在有限的

條件之下，請各轄區的警

力全力出動並事先做好完善的規劃，也請台鐵及

航空公司協助加開班次，疏運旅客，並且事先做

好宣導，讓要來花蓮觀賞煙火的觀光客及遊客，

都能事先做好功課並規劃旅遊及停車的路線。

各轄區警力須全力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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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問題的改善就是最重

要的課題。我們拿日本的

沖繩縣來跟花蓮對比，沖

繩是國際非常有名的旅遊

勝地，而相較於花蓮，來

自由行的國際旅客就少很多，這是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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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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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針對南區觀光巴士

國慶煙火今年將在花蓮

舉行，不過要振興花

蓮的觀光，最重要的還是

要回歸到交通的話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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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曾經在花蓮參訪時，

說他對不起花蓮鄉親，

花蓮交通建設落後西部十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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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事實顯示還是差強人意。希望政府能夠先擬出

建設花蓮中南區的相關方案，廣納民意、趕快建

設！

要趕快建設中南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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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趕快開闢國道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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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外道路將會更好。總統蔡

英文在二○一五年四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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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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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道六號的遠期路段雖然會面對問題，不過現代工

程科技相當先進，克服這些困難應該沒有問題，

讓花蓮鄉親們大家一起來樂觀其成。

希望國道六號早日開通

國慶煙火在花蓮，實屬

難得，但若能將這一

筆龐大的經費用在花蓮的交

通建設，豈不是更好嗎？花

蓮的交通硬體建設，亟需中

央撥費改善，這次中央雖然

是為了地震災後，重振花蓮

觀光的美意而將國慶煙火秀

改在花蓮施放，但是花蓮的

煙火已經夠多了，花蓮更需

要的是改善交通的經費，交通問題改善了，觀光客

自然就來了。

錢應用在花蓮交通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