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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宣布要興建「

蘇花替」，我和絕大多數的花蓮鄉

親們都同感振奮，希望交通部能趕快將全案規畫好，並早

日動工，也希望所謂的「環保」人士，不要再從中作梗，

讓花蓮人擁有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其實，原先規畫好的「蘇花高」，從通過環評到立法院

通過預算，再到九十年三月要動工時，卻突然喊停，接著

就一再拖延，一再擱置，一再做環境差異分析，到了選舉

才被關心，花蓮鄉親們心中的無奈與痛苦，絕不是三言兩

語可以交代；交通是未來花蓮發展成敗的命脈，鄉親要的

只是一條不會中斷的快速道路，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西部的交通網四通八達，高速公路山線、海線一條接著

一條的開，看在花蓮鄉親的眼中，只有眼淚往肚子裡面吞

。花蓮是全國失業率最高的地方，工商不振，農產品遇上

蘇花公路坍方就無法運送到台北，造成農民嚴重損失，難

道大家不清楚嗎？

　蘇花公路歷年統計下來，就是一條高風險的「死亡公路

」，早就需要另闢一條安全快速的道路，來一次解決花蓮

的交通問題；環視全台，只有東部這一大段尚未完成，現

今一些自稱「環保」的人士，一再漠視花蓮鄉親的心聲，

更不肯親自體會花蓮鄉親的無奈與痛苦，這是沒有道理的

。

　雖然目前暫時沒有「蘇花高」，但「蘇花替」至少能先

解決蘇花公路最危險路段的問題，未來只要「蘇花替」能

順利動工，就能直接「銜接」完成「蘇花高」，我相信絕

大多數的鄉親們和我一樣，一定能接受新政府的這項規畫

案。也請大家拭目以待，看看新政府能否在最短的時間內

動工。

拭目以待 看看能否盡快動工

興建「蘇花替」，我可

以接受，我相信鄉親

們也可以接受；我更相信

，「蘇花高」絕對會興建

，畢竟人命關天，馬團隊

沒有人敢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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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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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　

　現在，馬團隊上台了，也對「蘇花高」有了回應

，至少先興建「蘇花替」。希望馬團隊能繼續加油

，未來的任何施政作為，都要想到花蓮。

相信蘇花高絕對會興建

我很高興，新政府對「

蘇花高」終於有了正

面回應，雖然名稱叫作「

蘇花替」，但花蓮鄉親們

應該都不會介意，因為大

家都清楚知道，劉揆宣布

蘇花替代道路的規格提升

至「高速公路」，「蘇花

替」其實就是未來的「蘇

花高」。

　新政府上台，第一張「

七月四日兩岸週末包機直航」的支票，果然如期兌

現。　　　

　而宣布興建「蘇花替」，對花蓮鄉親而言是第二

項利多；我相信以馬團隊的魄力與效率，「蘇花替

」一定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工。

蘇花替就是未來蘇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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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花蓮現階段最需要的

三項事情，第一就是開放

花蓮機場為兩岸週末直航

包機的定點機場。這點，

馬蕭團隊做到了，並在七月四日正式啟航。　

　第二，宣布動工興建「蘇花高」。這點，行政院

劉揆在七月上旬以「蘇花替」回應，我相信多數鄉

親們也都能接受。

  第三，開放在花蓮設置觀光賭場。這點，還未見

蹤影，希望中央也能夠盡快定案。

我在五月份的議政專刊

中，曾套用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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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以這

句話和新政府共勉。劉揆

宣布將興建「蘇花替」；

我認為，新政府已對花蓮

鄉親有了善意的回應。

　花蓮人到底還需要什麼？憑良心說，新政府應該

都心裡有數，否則有什麼資格執政？包括北迴鐵路

一票難求、台九線花東公路及台十一線東海岸公路

的拓寬、設置觀光賭場等，現在只看新政府給不給

？什麼時候給？給多少？如此而已。

把蘇花公路最危險的路

段優先興建「替代道

路」加以改善，我非常支

持，但也請新政府一定要

注意，對生態的衝擊一定

要降至最低；我也相信以

目前的工程技術可以做得

到，因此絕不能偷工減料

。　

　另外，花蓮是觀光大縣

，除了需要安全的陸運交通外，透過舉辦大型活動

招攬觀光客，更是一種好方法，但「錢」是關鍵，

沒有中央的經費挹注，都是白搭。　

　馬蕭團隊把今年的國慶晚會移師至花蓮舉行，算

是一項對花蓮鄉親的善意回應；希望未來中央還能

挹注更多的經費，在花蓮舉辦更多大型的活動。

以目前中央政府「蘇花

替代道路」的規畫，

係由宜蘭的南澳至本縣和

平，反而把容易發生危險

的崇德路段暫時擱置，不

免令人起疑，到底「蘇花

替」的興建，是為花蓮人

著想?還是在為和平工業區

內設廠的財團服務?

　現今蘇花公路和平至南

澳段，其真正的危險不是來自道路安全性，而是多

輛南來北往滿載砂石的大貨車，但「蘇花替」規畫

卻非改善危險的崇德路段，而是為和平工業區內財

團所設立的工廠，增加其運輸便利性，到底「蘇花

替」是否真是為花蓮鄉親著想，值得再行探討。

蘇花高速公路是花蓮鄉

親所期盼能帶動地方

發展的重大建設，這從屢

次在花蓮所舉辦的民意調

查都逾九成支持度可顯而

易見，而花蓮人這個小小

的期盼，卻因非專業的因

素而受阻，頗令花蓮鄉親

氣餒。

　如今中央政府提出「蘇

花替代道路」的構想，選擇避開爭議較高的路段，

而先進行部分路段的施工，並以高速公路的規格來

動工，待爭議排除，再行銜接成完整的「蘇花高速

公路」，這種做法，應該是目前爭執不下的正反兩

方，先行尋求平衡點的最佳方式。

就我目前勤跑基層所聽

到的聲音，對於「蘇

花替」都持肯定，但是肯

定之餘，也不禁會想究竟

「何時」可以「實現」？

其實花蓮鄉親要的只是一

條安全、可行、可靠，一

條可以「全天候」通行的

道路。

　新政府對於花蓮鄉親的

冀求有了正面、善意的回

應，但是否又是畫一塊「吃不到」的大餅，光說不

練？用屬不盡的環評、機關團體意見來搪塞、掩飾

「做不到」的事實，我們期望，「蘇花替」盡速動

工，讓花蓮鄉親看到新政府的作為。

蘇花高興建案，竟然變

成「蘇花替」計畫，

民眾無法接受，因為，民

眾均不滿的表示，「蘇花

高」就是「蘇花高」，還

要什麼「蘇花替」，根本

是中央的推託之詞，民眾

不但要「蘇花高」，而且

強力要求中央務必加快腳

步來執行。

　日前的「卡玫基」颱風在一次顯現蘇花公路的不

穩定性及不安全性，行政院所提的「蘇花替」計畫

，基本上就是分段施工，還是無法解決民眾對安全

回家公路的需求，甚至認為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又將是一場遙遠、難以實現的夢，因此，「蘇花

高」仍是民眾最大的意願和期盼。

行政院所提出的「蘇花

替」興建計畫，讓民

眾相當錯愕、也無法接受

，因為，花蓮民眾強烈要

求的「蘇花高」，首要目

的是解決蘇花公路的危險

性，而政院的「蘇花替」

只是讓和平至崇德路段獲

得安全上的保障，但是其

他路段也具危險性，依然

威脅著民眾的生命，問題

還是存在，因此，「蘇花替」計畫讓民眾認為中央

有推延之嫌。

　我建議將「蘇花替」興建工程的路線延長，計畫

中的南澳至和平路段，延伸為蘇澳至崇德。

不懂為什麼政府要用「

蘇花替」來包裝「蘇

花高」？其實兩者並無不

同，花蓮鄉親要的是一條

安全、便捷的道路，這樣

的要求很難達到嗎？

　蘇花公路每年有長達五

十天以上的時間是「封閉

」的狀況，花蓮的產業、

農產都被鎖在這個「孤島

」。難道花蓮人不是台灣的公民嗎？花蓮人沒有繳

稅嗎？花蓮永遠是別人的「後山」嗎？花蓮鄉親要

求的是平等的對待，我們不一定要向西部一樣，密

密麻麻的交通網絡，我們只要「唯一」的一條聯外

道路「不會中斷」。

從北部到東部，如果走

陸路，除了唯一的台

鐵北迴幹線外，只有一條

危險的死亡道路－－蘇花

公路，而北部到東部的空

運價格昂貴且班次不多、

海運又缺乏，北迴線也一

票難求。

　隨著時代的進步及民眾

的需求，蘇花高是東部民

眾長期以來的希望，但是因少數所謂「環保團體」

的杯葛，花蓮人的「命運」卻無法掌握在花蓮人的

手裡，是花蓮人的悲哀，為使外界確實了解「蘇花

高」對花蓮人的重要性，只要給花蓮人一條「安全

」回家的路，蘇花高或「蘇花替」都不是問題。

花蓮地區由於受到地形

的影響，東臨太平洋

、西有中央山脈，交通非

常不便捷，花蓮人多年來

一直都為交通所苦，不僅

生活、事業無法如西、北

部民眾有「正常」的發展

，尤其是「親情」也要加

倍的維繫，對於改善蘇花

公路，確保行車安全，增

加行車速度是花蓮人日夜所冀盼的事。

　對於少數環保團體的杯葛，不要佔了便宜還賣乖

，對於花蓮人冀盼多年的蘇花高速公路，除不要意

識形態的杯葛外，更應給予鼓勵與支持，使花蓮人

能與全台各縣市同享國家資源，進入開發之林。

萬事起頭難，花蓮縣多

數民眾企盼已久的蘇

花高速公路闢建工程，爭

取了十餘年光陰迄無著落

，難得行政院長劉兆玄提

出替代方案，準備要動工

了，總算有個起頭，我當

然接受「蘇花替」。

　耗費龐大的「蘇花高」

工程，既然要以「蘇花替

」取代，節省下的不少經費，我主張應移作加速拓

寬、改善花東公路之用，政府才不會虧欠東部民眾

，而且目前花東公路的路況，比西部的產業道路都

不如，造成死亡車禍不亞於蘇花公路，早就應該進

行改善工程了。

我當然支持「蘇花替」

工程，且希望早日動

工，否則「夜長夢多」，

不知道環保人士會搞什麼

花招，又把蘇花替搞掉封

殺了。

　我不知道環保人士為什

麼老是拿花蓮的交通建設

開刀，是瞧不起花蓮人?還

是花蓮人好欺負!算算近十

幾年來，因被指有破壞水土、生態保育之虞，而遭

扼殺停建的花蓮重大交通建設，包括新中橫公路玉

里玉山線闢建工程、東海岸公路花蓮縣境路段拓寬

改善工程等等，真是於心何忍。

我本來就強力主張早日

興建蘇花高速公路，

俾能加速東部發展，如今

政府計劃改以「蘇花替」

，我抱著「沒魚、蝦嘛好

」的心情，「勉予」支持

。

　我很納悶，西部地區高

速公路一條一條建、雙線

鐵路、高速鐵路、地下鐵

也陸續完成，這些重大交通建設興建過程，從來沒

有聽到有環保人土提異議的聲音，為什麼花蓮人請

求興建一條平安回家的路，竟掀起環保的聲浪，我

希望能追究其中背後原因。

政府應知花蓮人要什麼 蘇花替工程路線應延長 尋求平衡點的最佳方式 快讓鄉親看到政府作為

早日動工以免夜長夢多 追究環保人士反對原因 蘇花高或蘇花替都可以 加速拓寬改善花東公路

對生態衝擊要降至最低 馬蕭要為花蓮做三件事 花蓮鄉親要求平等對待

中央務必加快腳步執行 不應擱置危險崇德路段 期望少數環團別再杯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