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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馬總統可以給花蓮

人新的希望！延宕已

久的，「蘇花高」興建與

否，被環評委員會退回交

通部，我希望馬總統給花

蓮人一線生機，給我們最

需要的安全回家的路。

　此外，花蓮縣幅員狹長

近兩百公里，卻有超過一

百多處交叉路口的紅綠燈

，嚴重影響南區民眾至縣政府洽公時間，要經過兩

個多小時的舟車勞頓才可抵達，耗時耗力，加上不

合理的速限，大幅限制行車速度，如果可以在花蓮

開闢一條「沒有紅綠燈」的快速道路，不但節省時

間，更可以減低車禍機會，對花蓮將是一大福音。

為發展南花蓮經濟，應

爭取興建玉山國家公

園東區高山纜車，沿途的

原始森林、八通關古道、

布農族石板屋舊部落都可

設停靠站，世界級水準的

景觀、加上全球罕見的長

程高山纜車，絕對能吸引

國際觀光客。

　此外，花蓮縣還應爭取

花東快速公路、東幹線鐵路雙線化兩大建設，雙管

齊下改善南花蓮偏遠不便的宿命。另須增列預算挹

注觀光局東管處和縱管處，使之可大力建設及維護

花蓮縣各主要觀光景點的基礎公共工程和遊憩設施

，成為名副其實的「觀光大縣」。

我認為，花蓮建設一直

被漠視，交通不便，

導致缺乏就業機會，人口

流失嚴重，衍生許多問題

，吉安鄉農會每天生產的

蔬菜達好幾十公噸，但蘇

花公路遇豪雨即坍方，讓

農產品無法順利運出去。

　新政府上任後，我認為

要積極爭取蘇花高速公路

及大陸客來花蓮觀光，花

蓮因缺乏一條快速便捷的道路，因此長期無法發展

。如果「蘇花高」還需透過環評等討論，政府應積

極改善蘇花公路的安全問題，而花蓮機場及港口都

是國際級的，因此需積極爭取大陸客來花蓮觀光。

馬英九總統獲得多數選

民的支持，除個人給

予由衷的祝福外，也呼籲

民眾尊重全民民意的選擇

。但是馬英九政府也要落

實參選政見，好好執政，

勿辜負選民期望。

　馬英九總統確實擁有七

百五十餘萬選民的支持，

相對的也須對這些選民的

期許負責。我認為，對於國民黨執政後一定要滿足

民眾的期許，不要辜負民眾的期望。

　對於花蓮迫切的建設，諸如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

，希望縣府積極爭取，突破萬難，加速花蓮的繁榮

，使花蓮民眾生活更安定。」

新政府領導人在花蓮以

七成七的得票率，出

線完成二次政黨輪替，自

當重視花蓮民眾的需求，

回饋花蓮民眾的肯定。

　我希望縣府配合優先爭

取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

使花蓮的產業能暢流，觀

光人口增加，對於一向被

視為「死亡公路」的台九

線花東公路也應盡速拓寬。

　花蓮地區因受到交通的限制，觀光事業經縣府多

年的促銷，也一直無法突破瓶頸，造成觀光業者「

週休五日」的不正常現象，在交通不便捷的情況下

，唯有發展「博弈」事業才能吸引觀光客前來。

只要中央政府有經費、

有心協助花蓮經濟成

長，優先要執行的建設就

是興建「蘇花高」，也唯

有「蘇花高」才會為花蓮

帶來突破及正面效益。

　觀光產業屬花蓮重要經

濟命脈，除了「好山、好

水、好空氣」是主要誘因

外，有便捷、安全的交通

更是遊客考量是否前來觀

光的因素，北部一家四口的家庭，搭火車到花蓮光

是車票就要花上將近四千元，自行開車油費不到一

千元，若有「蘇花高」，省下的三千元可在花蓮消

費，他們一家多出的採購經費，花蓮的觀光相關產

業也相對得利。

我認為，「蘇花高速公

路」的興建對花蓮民

眾的幫助非常大，對於經

濟、觀光及產業發展等，

都能帶來極大的貢獻，希

望新政府上任後，能深刻

了解花蓮人的需求，盡速

興建，定可大幅提升整體

花蓮經濟發展。

　以目前花蓮整體的交通

運輸功能，根本不符實際的需求，私人產業常因花

蓮的交通狀況而裹足不前、投資意願低落，長此以

往，將形成惡性循環，使得東部發展更加落後於全

台灣其他地區，為了使全台均衡發展，也惟有「蘇

花高速公路」的開通，才能讓花蓮人迎頭趕上。

蘇花高才能帶來突破 經濟發展要靠蘇花高

發展博弈吸引觀光客

開闢無紅綠燈快速路

設法加速花蓮的繁榮興建東玉山高山纜車

先改善蘇花公路安全

恭喜馬、蕭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我也

很欣賞新內閣成員有四分之一是女性，這是馬蕭團隊

兌現的第一張支票；至於其他的承諾，尤其是關係到花蓮未

來發展的支票，期盼馬蕭團隊也都能一一實現。　

　觀光和「蘇花高」是花蓮未來發展的兩項重點，馬蕭團隊

允諾上任後每天將開放三千名大陸遊客到台灣旅遊，我非常

支持，因為花蓮是大陸團必定停留住宿的一個旅點，花蓮的

觀光飯店、旅館、餐廳、藝品店與名產店等，都必然受惠；

這張「觀光支票」，希望馬蕭團隊在七月四日兩岸週末包機

直航正式啟動時，就能先兌現。　

　至於「蘇花高」，馬蕭團隊在競選政見中雖未直接表態支

持興建，但至少已答應在「蘇花高」未興建完成時，應優先

改善其他陸運交通，包括花東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增加「

太魯閣號」班次、台九線花東公路及台十一線海岸公路拓寬

，以及蘇花公路改善等，這些承諾也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開

始動作，以彰顯馬蕭團隊對花蓮交通建設的誠意。　　

　至於「蘇花高」，就不必再贅言了，馬蕭團隊應該非常清

楚花蓮鄉親們的期盼，希望馬蕭兩人一定要特別重視，並能

快速形成政策，然後責成交通部長毛治國盡速將全案送交環

保署環評委員會審議，花蓮鄉親都非常期盼馬蕭團隊能盡速

宣布動工興建「蘇花高」。

舉辦大型活動，是招

攬觀光客的一種好

方法，花蓮當然需要舉

辦，但「錢」是關鍵，

沒有中央的經費挹注，

都是白說；馬蕭已經上

台，對於長期被藍綠漠

視的花蓮，馬蕭自己看

著辦吧。　

　尤其，新政府提出的

三○○億元「觀光產業發展基金」，花蓮可以分

配到多少？固然要看縣府能夠提出什麼樣的計畫

，但我認為，馬蕭的「態度」才是關鍵。

　總之，還是一句話，馬蕭自己看著辦吧。

花蓮是馬蕭在台灣本

島得票率最高的一

個縣市，花蓮人提出的

任何需求，只要是合理

的，馬蕭都應該想盡辦

法做到，才對得起花蓮

人。　

　花蓮現在最需要的有

三項，第一就是開放花

蓮機場為兩岸週末直航

包機的定點機場。第二，宣布動工興建「蘇花高

」。第三，開放在花蓮設置觀光賭場。這三點若

新政府做得到，花蓮以後就能自給自足，不僅不

需要仰賴中央的補助，還有盈餘可以上繳中央。

恭喜新政府上台，我想

套句中國大陸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向在四川救災

的解放軍講的話，「是人

民在養你們，自己看著辦

」，我也以這句話和新政

府共勉。　

　過去八年的台灣，百廢

待舉，花蓮也一樣，得不

到中央關愛的眼神，進步

有限。

　現在，新政府上台了，「藍天」再現，花蓮人到

底需要什麼？憑良心說，新政府應該都心裡有數，

否則有什麼資格執政？現在只看新政府給不給？什

麼時候給？給多少？如此而已。

新政府上台，給花蓮

的第一項利多，就

是每天開放三千名大陸

觀光客來台；這項利多

，讓花蓮的觀光相關產

業通通都受惠，因為，

花蓮是「陸客」必定停

留的一個點，至少住一

夜、吃兩餐，還要逛藝

品店和名產店，再買包

花蓮的優質米帶回大陸「犒賞」親友。

　馬蕭團隊承諾，七月四日就要啟航，這張支票

只要能兌現，一年一一○萬人次的大陸遊客，至

少每年為台灣注入七○○億元台幣的活水，台灣

的經濟在短期復甦，就非常有希望了。

過去幾十年，花蓮像

「棄嬰」，藍營執

政時，不用給資源，照樣

有選票，因此不用給資源

；換綠營執政，就算給資

源，還是沒有票，乾脆也

不給資源。這算是花蓮人

「憨直」？還是花蓮人的

「宿命」？　

　新政府上台了，花蓮絕

大多數鄉親們依舊給予熱切的期待，希望馬蕭團

隊的任何思考方向，都要想到花蓮；任何的施政

作為，都要讓花蓮分杯羹。人在做，天在看，花

蓮人更在看；花蓮人正在看馬蕭如何在最短時間

內，實現政見中對花蓮的所有承諾。

新政府自己看著辦吧

中央須挹注花蓮經費 應滿足任何合理需求

直航支票要準時兌現

實現對花蓮所有承諾

這幾年政府對山區產業

道路、農路的新建或

維護工程，因地方財源不

足，中央又不肯補助，因

此幾乎已完全停擺，出入

山園的道路不通，農產運

輸不便，增加山區農園經

營成本，農產利潤微薄，

迫使耕種山園的原住民不

得不放棄經營。

　近幾年山坡地及原住民保留地，幾已呈現荒園一

片，不僅浪費土地資源，也影響山區居民的生計，

我建議新政府應檢討山區運輸交通政策，給原住民

一條生路。

　我當然支持闢建蘇花高及花東快速道路。

我對新政府有五願：

　一願：蘇花高趕快

開通，路線要經過崇德。

　二願：增加地方分配及

補助款，這樣縣府及鄉鎮

公所才有財力維修產業道

路、農路及維護社區居住

環境，改善基層的生活。

　三願：東海岸山脈西側

的193線縣道應拓寬改善。

　四願：加強河防建設，花蓮山高水急、颱洪頻繁

的環境，完善的河川整治及堤防建設，才能確保居

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五願：原住民保留地的開發利用，法令限制應鬆

綁，否則原住民承領的土地只是一張廢紙罷了。

我認為， 改善花蓮的

對外交通為首要任務

，包括蘇花高早日動工、

花東公路拓寬為快速道路

等。交通獲得改善，花蓮

發展觀光、促進產業投資

才有機會。

　花蓮縣居民以農業為主

，最近燃油、肥料、農藥

價格都將上漲，勢必造成

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大大增加農民負擔，新政府應

重視這個問題，或採取補貼政策，或提高農產收購

價格，否則農業生產血本無歸，農民難以維持生計

，不僅影響民眾對新政府的信心，可能因而動搖國

本。

中央實在要多加關心花

蓮的需求，花蓮觀光

業力求突破瓶頸交通占第

一位，既然「蘇花高」遙

遙無期，也應該兌現「兩

岸飛機直航」的承諾，否

則在花蓮人長期支持國民

黨，如何交代？

　馬蕭上任後對光華工業

區閒置多年土地的利用也

應列入優先協助之一，當年光華工業區的開發，是

因為美崙工業區已容納不下石材業的擴大，因此，

開發該區並指定屬石材專業區，但隨著原料、工資

成本的提高，中央應予協助，做地盡其利的規劃，

而闢建為原住民傳統技藝專業區，則值得考慮。

改善交通照顧好農民 五個願望須全力達成

要兌現兩岸直航承諾

應檢討山區運輸政策

啟動直航 優先改善花蓮陸運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