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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向‧頭‧家‧報‧告

敬愛的蘭陽鄉親，大家好：

在歷屆縣府團隊的的堅持和努力下，宜蘭很幸運地仍保有值得自傲、外賓羨

慕，並讓遊客驚艷的好山好水。但不容諱言，好山好水也要有好頭路、好薪水，這

是鄉親的期許和囑託，更是縣府新團隊存在的價值和奮鬥的目標。

縣政工作千頭萬緒，過去兩年多來，感謝立委們、張建榮議長、李清林副議長

及全體議員和鄉親各界的關心、支持和協助，縣府新團隊已將國華競選時的重要文

宣、選舉公報等承諾，付諸行動，兢兢業業全力以赴，目前已有相當的成果，有的

持續推展中，遠期的目標，也正在爭取經費加速規劃。

這二年多來，我們以「務實」的腳步推動各項縣政，持續吸引產業投資，增進就

業機會，推動以往延宕的重大工程，建構優質的交通、生活與治安品質，我們希望

以「行動」新蘭陽，締造宜蘭成為好生活、好悠遊、好就業的樂活家園。

在此，容我們一件件向縣民頭家報告，也敬請繼續指教和鼓勵，讓縣政日日進

步、符合鄉親的期待，感謝大家。

凌空飛揚  一飛沖天非夢事、海天一色任翱翔

菜單變料理，上菜囉！ 

好山好水好「鯨」喜　 

海洋之星  南北雙港

頭城烏石港北堤外澳地區海岸沙灘綿長，在縣府及

東北角管理處積極規劃下，烏石港已成立30公頃

的「港澳濱海遊憩區」包括海泳區、獨木舟、衝浪區及

飛行傘基地等，打造比墾丁更近也更high的水域遊憩活

動。「2008宜蘭國際蘭雨節」的頭城海洋文化園區，就

率先規劃飛行傘、衝浪及沙灘活動。併配合頭城鎮傳統

民俗「搶孤」活動，建構成陸、海、空3D旅遊環境。

	 	 	
	 	 蘭陽

魅力
		動靜皆宜

▲2008宜蘭國際蘭雨節

頭城海洋文化園區盛況

溪北  魅力四射的頭城烏石港

宜蘭擁有101公里綿延美麗的海岸線，海洋資源多元

豐富，縣府團隊以烏石港區為中心，結合周邊蘭陽

博物館、頭城老街以及賞鯨旅遊，並藉由「2008宜蘭國

際蘭雨節」活動，將烏石港以北打造成台灣北部的海洋

遊憩重鎮，形成「北頭城、南墾丁，休閒海洋在宜蘭」

的新氣象，將宜蘭的山海資源行銷出去，吸引更多國際

遊客來體驗。

烏石漁港北側新生地招商，預計由民間投資興建開發

營運，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另烏石漁港南側新生地填

築，業經行政院97年2月1日同意，預計可產生新生地約

9.95公頃，吸引民間投資興建開發營運，創造本地商機。

溪南  脫胎換骨的南方澳漁港
溪南則透過南方澳的規劃與整合，改善旅遊動線及消費

環境，建立複合式海洋休閒園區。縣府業已於97年完成南

方澳漁港港區整頓，南興碼頭規劃漁具整補區，俾利漁民

整補及放置漁具。另投入經費新台幣1億多元，改造南方

澳第三魚市場作為大型拍賣及遠洋魚貨市場。

為帶動南方澳地區觀光產業發展，縣府斥資3,700萬元

進行造船巷的打通工程；96年以350萬元改善86號計畫道

路（海邊路）；97年投入3,000萬整建內碑海濱公園；南

方澳跨海大橋夜間景觀工程，也將於97年底前完成，屆時

將打造南方澳成為海洋觀光園區，創造漁港新風貌。

藍色走廊  賞鯨天堂
鳥瞰蘭陽美景盡呈眼底的Ａ計畫，躺在藍天白雲的懷

裡，左擁青山翠谷，右抱碧海浪花……

縣府團隊積極推動縣內藍色走廊，以連接烏石漁港、南

方澳漁港、粉鳥林漁港、大南澳朝陽港間之海上休閒漁業

航線為主。目前海上藍色走廊，已完成全縣各漁港多港進

出之建置，娛樂漁業漁船經營之龜山島登島、繞島及賞鯨

遊程，遊客人數逐年遞增，96年度本縣賞鯨人次高達15萬

8,833人次，約為花蓮縣2.2倍，也為本縣帶來約1億餘元的

觀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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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原籍本縣或本籍地出生之宜蘭青年，返鄉設

籍創業投資或就業，實現宜蘭青年返鄉創業夢

想，縣府於97年度追加編列新台幣1,000萬元經費，提

供蘭陽青年返鄉創業發展，凡年滿20歲以上至45歲青

年，有意遷居宜蘭縣創業，皆可提出申請，並接受專責

單位協助輔導或補助，期藉帶動本縣工商業發展，進而

提供就業市場及解決就業問題，促進良性的經濟成長與

發展。

科學園區是宜蘭脫胎換骨的百年大計
科學園區城南基地及中興基地之開發，經縣長親率

縣府團隊積極努力下，96年終獲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及都市計畫審議通過。為早日使得園區得以順利正式營

運，縣府與科管局成立「開發竹科宜蘭園區工作圈」積

極對外招商，未來將引進通訊、軟體測試、網路服務、

數位創意及生物科技等低污染產業駐地發展，將為宜蘭

創造近22,000名的直接就業機會，及近60,000名的間接就

業機會，預估產值將達新台幣9百億元，實現廣大鄉親殷

切期待與夢想。

國際會議廳及商展中心
基於會議展覽產業具有高成長潛力、高附加價值、高

創新效益特徵，不僅提供業者交流與交易平台，更可間

接帶動如旅館、餐飲、公關廣告、交通、旅遊業等關聯

產業之發展，縣府結合縣內觀光飯店設置大型國際會議

中心，以帶動觀光發展。

近年來，不少企業將宜蘭列為優先投資縣市，不僅是

因為蔣渭水高速公路通車帶來的交通利多，更因為

宜蘭縣提供了合理的土地成本、規劃完善的工業區、各

項獎勵方案，以及對投資廠商的各項服務與最佳的行政

效率等，構成良好的設廠優勢與未來發展潛力。

10年來人口負成長，96年終於止跌
面臨少子化的趨勢，加上就業環境不佳，宜蘭縣長期

人口外流嚴重，而縣府將招商列為施政首要之務，目的是

希望將招商的實質效益反應在民眾的就業上，創造工作機

會，促使人口回流。在縣府團隊努力下，去（96）年9月

起縣內人口不但止跌，還小幅回升，截至97年6月底，宜

蘭縣的總人口數已成長為46萬1,082人。

努力招商拼第一，創造就業新契機
面對雪山隧道開通後的百年變局，縣政府摒棄口號治

縣，透過一步一腳印，以「務實」的腳步推動各項縣政。

全力發展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的多元產業，創造更多的

在地就業機會。二年多來，縣府團隊主動拜訪近850家廠

商，縣長也拜會了300多家廠商，至97年3月底，共引進了

95件投資案，預估投資額1,045億元，陸續將提供近15,000

個就業機會。

利澤工業區不再放牛吃草，租售率近100%
在縣府大力招商下，短短二年內，利澤工業區不再是

放牛吃草，工業區內已開發的第一、二、三期土地，租售

比率接近100%。如同經濟日報97年8月13日報載：「利澤

工業區，目前是全國人氣最旺的工業區，土地嚴重供不應

求，將成為國內最大的太陽能新聚落。」

一個讓宜蘭人「在故鄉安身立命」的計畫
實踐夢想計畫啟動─號召宜蘭青年回家創業

台諺「要拜佛祖，嘛要顧腹肚」；頭

路、頭路，更是人生的頭一條路。

報告鄉親：請看看我們為大家找了那

些好頭路。

好山好水好頭路 全力招商、頭路萬歲

其中南澳養生休閒渡假園區BOT案、長榮桂冠酒店、

及甫於97年7月14日舉行上樑儀式的喜來登宜蘭渡假酒

店，均規劃設置大型商務中心。此外，縣府將積極建請

陽明大學配合於宜蘭火車站後方宜蘭生物醫學中心用

地，籌設國際會議中心；另冬山河親水公園、武荖坑

BOT案及頭城海水浴場自提BOT案，均已將「國際會議

中心」納入規劃內容。

新世紀多媒體創意產業園區
縣府作媒人，請數位和產業百年好合

高附加價值、低污染、重文化內容的數位內容產業，

是縣府推動多元產業發展政策下的重要方向，為此，縣

府協調科管局於竹科城南基地內，規劃「數位創意園

區」，並洽詢數位攝影廠商協商其進駐。在策略方面，

已結合產官學研資源，成立策略聯盟，舉辦論壇及媒

合會議，並將設置數位內容展館，為日後「數位創意園

區」奠立根基。

▲97年8月9日蘭城新月人才招募說明會

為維繫現有傳統產業根留宜

蘭，縣府也重視在地傳統產

業的轉型與輔導，並與縣內觀光旅

遊結合，往觀光工廠發展。目前已

有14家加入輔導，包括走過60年

歷史的玉免鉛筆、東和食品、蜡藝

實業、溪和食品、正通行（虎牌米

粉）、藏酒酒莊、宜蘭餅、博士

鴨、美元蜜餞、益欣食品、中福酒

廠、杏輝製藥、宜蘭食品、金車

等。其中蜡藝公司的蠟筆彩繪館已

正式營運 ，玉免鉛筆學校也於97

年6月25日正式開學，轉型為兼具

創意與懷舊文化的觀光工廠。其他

廠家亦將陸續開幕營運，成為縣內

觀光旅遊的熱門新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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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的95件投資案產業分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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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在引進高科技產業上，有許多細膩思維：

環境生態永遠是宜蘭最珍貴的資產。因此，

縣府選擇高產值低污染的道路，要證明環保與經

濟發展也可並行不悖。二年來，縣府團隊引進高

設立勞工處  專職照顧勞工權益

宜蘭縣政府為強化本縣勞工事務推展，照顧勞工權益，已設置勞工處專責統籌勞動就業、人力資源業務。

提供本縣10萬多名辛苦的勞工朋友更優質的工作條件與精緻的服務。為因應暑假期間學生畢業潮及民眾

轉職的需要，勞工處已辦理多場大型現場徵才－就業媒合活動，讓企業雇主及求職民眾有更便捷、迅速之求

職求才媒合管道。勞工處就職服務台單一窗口：（03）9255130貼心為您服務。

擴編工商旅遊處  統籌工商發展及觀光事務

依「地方制度法」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修正規定，本縣人口數未滿70萬，僅得設置21個一級單位

（機關），原本府一級單位（機關）已達22個，礙於增設單位已無空間，爰將「工商旅遊處」內原有之

觀光課改設為「觀光行銷科」外，並增設「遊憩規劃科」及「遊憩管理科」，並將二級機關風景區管理所併

入，統籌有關觀光規劃、開發、觀光事業輔導行銷及風景區營運管理等事項，以統一事權並擴增職掌功能。

國家級溼地，宜蘭入選五處
95年「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評選出全國75處國家

重要濕地，其中本縣計有5處國家級濕地（包括雙連埤濕

地、蘭陽溪口濕地、五十二甲濕地、無尾港濕地及南澳濕

地等）、1處地方級濕地（竹安濕地），合計6處入選重要

濕地，並於96年12月20日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舉行授證儀

式。

防制海岸線侵蝕計畫已啟動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通過「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

計畫」後，縣府業已配合辦理電子系統查詢公有土地，是

否位於前揭劃定之海岸地區進行調查。並配合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進行本縣海岸線侵蝕防治調查監測。另97

年度配合羅東林區管理處辦理「海岸林生態復育計畫」，

以加強縣境營造複層林、補植、防風定砂及育苗等工作。

興建污水下水道  邁入環境新紀元
縣長：現在不做，日後更難，為了宜蘭將來，要有魄力執行。

污水處理工程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程，一般民眾可能無

法體會到它的重要性與效益，但縣長一再表示：「這攸關

宜蘭縣民的百年福祉，現在不做，日後更難。對的事情就

要堅持，縱使有民怨，也要有擔當、有魄力執行，為了宜

蘭的未來，大家要共同支持好的建設。」

污水處理系統不僅可改善都市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

質、防止河川污染，為都市現代化之指標。為提昇本縣環

境衛生與生活品質，縣府計畫建設宜蘭、羅東、礁溪、蘇

澳、新馬、頭城及三星等7處污水下水道系統，總建設經

費超過新台幣200億元。

目前宜蘭系統（包括宜蘭、員山、壯圍、四城等地

區）：自97年3月起正式進入污水處理環保新紀元，並開

始用戶接管工程。另羅東系統（包括羅東、順安、冬山、

利澤、五結、學進）：已完成污水管線約5,945公尺，預

定98年開始營運。後續縣府於97年度也編列預算6億4,088

萬元，推動污水處理計畫。

建立宜蘭縣環境生態資料庫
針對雙連埤野生動物保護區、無尾港及蘭陽溪口水鳥保

護區，縣府在這二年來，首創進行區內哺乳類、鳥類、爬

蟲、兩棲類、魚類、昆蟲、無脊椎動物及水質與底棲生態

整體調查，以建立該生態系統之資料，並持續推動生態環

境復育工程。其中雙連埤野生動物保護區，經縣府二年來

的調查及復育，各式物種已陸續恢復中；而無尾港水鳥保

護區棲地，鳥況亦維護良好，各式鳥類亦增加三成左右。

利澤工業區　 
全國最大的太陽能產業聚落

全力招商、頭路萬歲 好山好水好珍惜 宜蘭勁水  生活新故鄉
科技產業同時，也以數據驗證：宜蘭好山好水依舊。

● 「96年度海洋污染防治考核」評定全國第一名。

●「全國清淨河川考核」95.96年評定特優。

●「地方環保機關績效考評」95.96年評定優等。

●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查核評鑑」95.96年評定特優。

● 「全國環境清潔考核（清淨家園考核）95.96年評定全國第一名。

● 「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95.96年評定特優。

●　內政部96年度「國土監測計畫」宜蘭縣評比全國第一名。

縣政府在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永

續的大原則下，積極尋求適合在

宜蘭發展聚落的高科技產業。短短二年內，已

有多家太陽能科技廠進駐利澤工業區，台灣半導

體於96年11月完工落成啟用；旭泓全球光電於96年

12月5日動土；耀華電子公司利澤新廠甫於97年6月

25日落成啟用；中環集團旗下富陽光電也將在利澤

打造全球最大的太陽能薄膜電池廠，佔地21公頃

，加上科風、科冠、太陽光電公司、山陽科

技也都進駐，上下游供應鏈完整，使利

澤工業區成為全台最大的太陽能

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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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平原鐵路高架化全案，經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97年7月1日審查修正通過，宜蘭市段自四城至女中

路，羅東段自二結至冬山河橋路段，全長15.6公里，興建經費為新台幣149.17億元。屆時可減少宜蘭地區

十處鐵路平交道的壅塞，促進都市發展及提高土地使用價值及效率，讓交通往來更順暢。

爭取鐵路高架化　交通往來不打結

新好一代兒童遊戲區—親子樂園　　
為增進親子遊憩空間，縣府在宜蘭河濱公園投入新台幣

4仟600萬元，進行景觀工程、慶和橋人行掛橋及增設兒童

遊樂設施等工程，包含盪鞦韆、划船機、跑步機等，供親

子休憩使用，預計97年10月開放。此外，縣府97年度補助

宜蘭市公所700萬元，辦理宜蘭市兒八公園闢建，增加都

市兒童遊憩空間。另在宜蘭運動公園增設遊樂與戶外體健

設施，充實活動設備，增進親子遊戲互動空間。

蘭陽青少年搖滾公園
縣府規劃於舊縣府址之「人文創意大街」計畫，結合

「南門林園」及即將開放之「新月廣場」三個廊帶，置入

青少年搖滾公園先期理念之元素，提供青少年有個安全、

FUN心的舒展空間。

另宜蘭河都市段環狀綠廊工程內，將戶外表演場地納入

規畫建設，另積極規劃宜蘭河濱公園表演場、宜蘭火車站

行口、九芎廣場及站前廣場等公共空間給予青少年搖滾表

演團隊（含縣內立案演藝團體暨街頭藝人）演出之機會，

提供青少年表演場地，展現青春與活力。

人文創意藝術大街
我們把古早的「關瓶仔」變成藝術殿堂了！

在未來人文創意藝術大街的規劃上，宜蘭舊監獄門廳部

分將作為公共藝文創作的展示空間，並結合商業機制提供

輕食餐飲，創造休閒藝文商機。97年10月將辦理「蘭城新

月」觀光旅遊計畫，排定南門林園由本縣街頭藝人演出，

將縣內各族群之文化展現串聯，形成文化廊道。98年也將

推動延長設治紀念館開放時間，增加夜間創意藝術燈飾，

以形塑夜間休憩之歷史空間，創造本縣人文藝術廊道的新

景點。

阿里史冷泉休閒區
天下第一奇泉，再創活力新蘇澳

宜蘭自然資源得天獨厚，不但擁有全國唯一的平

地溫泉，更有世界獨一無二的泡湯冷泉，縣府

為進行大蘇澳冷泉資源調查及開發利用，已向交通

部觀光局爭取300萬經費，獲納入擴大內需方案，以

拓展冷泉觀光旅遊的經濟效益。

縣府補助南澳鄉公所辦理「東岳湧泉公共設施增設

工程」及「碧侯四區溫泉鑽探工程」各200萬元，

增加基礎建設，逐步完成部落溫泉再造。另96年度協助

大同鄉梵梵溫泉永續發展計畫，獲中央補助200萬元。

96、97年補助南澳鄉330萬元辦理溫泉開發許可。歡迎

大家來感受汩汩山泉、裊裊清煙，泡出一身濃濃泰雅人

情味。

縣府基於對多元族群的尊重，於97年1月1日特別

成立原住民事務所，並爭取將兩原鄉納入行政院

「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挹注中央資源，落實縣府

對本縣原住民同胞的照顧與服務。

硬體部份，96年度補助大同及南澳鄉：道路環境設施經

費1,800萬元、部落新風貌改善經費1,081萬元、聯外道路

經費2,656萬元，以強化原住民部落生活環境改善。

軟體部份，縣府投入經費599萬進行大同鄉泰雅生活

館開館及展示，並辦理「2007年宜蘭縣第一屆阿美原漾

ilisin聯合豐年祭」活動，提升部落建設與文化傳承。

吃喝玩樂住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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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宜蘭國際蘭雨節武荖坑冒險園區

五星級國際休閒飯店陸續營運

觀山觀海觀自在、蘭情蘭雨「蘭」忘懷，只怕你不

來，不怕你不想「LONG STAY」。據國稅局統

計，二年來，宜蘭的住宿與餐飲業銷售額增加新台幣9億

多元，成長幅度約2成3。自今(97)年起，每年陸續將有2

至3家國際五星級飯店正式營運，其中包括：

97年將營運的蘭城新月豐華酒店、蘇澳福朋飯店；

98年則有喜來登宜蘭渡假酒店、遠雄集團豐富五峰旗旅

館、理歐海洋溫泉渡假中心；

99年也有礁溪長榮鳳凰酒店、春秋礁溪渡假酒店、翡翠

長堤（香格里拉渡假村）將正式營運。

縣長表示，國際級渡假飯店進駐宜蘭，除吸引國際遊客

帶來觀光收入外，更重要是創造在地就業機會，減少人口

外流的實質效益，也開創宜蘭觀光資源走向國際舞台的契

機。

商圈再造  形塑蘭陽風味小吃城
為強化特色小吃推廣，縣府於「97年度北臺區域合作

產業發展與行銷」、「北部八縣市產業聯合行銷計畫」辦

理美食嘉年華活動，以推動「蘭陽風味小吃城」計畫，縣

府也與蘭城新月共同合作，打造東台灣最大特色美食小吃

城，佔地2000多坪，讓宜蘭的創意美食小吃行銷出去，敬

請餮客「垂涎以待」。

除營造縣內特色小吃商圈外，縣府也積極輔導各鄉鎮

「小鎮商街再造計畫」，以改善既有商圈環境，96年度已

補助「東門人文美食商街」及「羅東鎮商圈活化計畫」，

經費340萬元，以活絡在地商業發展。

原鄉溫泉部落水噹噹

泰雅文化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