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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通對政府來說，

當然是正面的，不過

，就在大家將重心擺在如

何吸引大陸的觀光客之際

，相關業者及單位應該也

將旅遊品質放在首要。

　我曾經從入出境管理局

提供的數據發現，去年到

台灣觀光的大陸民眾，選

擇到花蓮的意願並不多，

就算有也都是將花蓮安排在倒數最末的旅遊地，我

不禁要問，花蓮不是號稱觀光勝地嗎，為什麼無法

被觀光客列入第一旅遊優先考慮呢？因此，希望花

蓮縣政府深入檢討，加強行銷。

業者要搞好旅遊品質

自民國八十年政府將兩岸經貿納入正

式規範以來，「直航」及「三通」

問題一直是國內各界及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八十一年九月

十三日陸委會曾發布「兩岸直航的問題與展望」，如今木已

成舟，中央政府已開放兩岸三通，並進行直航作業，對台灣

發展觀光及企業的經營，的確產收了不少「動力」，但是要

如何配合及掌控，是目前主要的議題。

　惟近十年來，國內、外經濟情勢快速轉變，兩岸經貿關係

亦出現不同以往的新局面，「直航」問題因此更備受關注。

在政黨輪替後，政府鑑於全球化趨勢及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ＷＴＯ）的新形勢，乃以更積極務實的態度，面對處理

兩岸經貿政策及「直航」等相關問題。

　如今中央政府已同意開放直航，花蓮港及機場也列入直航

機場與港口，這對花蓮的整體開發可說是邁進一大步。但是

，花蓮一向以開發觀光為主，如何引進大量觀光人潮，才是

重點工作。

　一個人意見，要吸引遊客前來，除原有的硬體觀光資源作

「誘因」外，交通網的連結及周邊硬體設備的配合，都需改

善與加強。

　諸如，花蓮港至今尚無一座「像樣」的碼頭，遊客下岸均

須受到烈日、雨勢及強風的摧殘，根本不是觀光地區應有的

規格，希望政府能積極興建一座花蓮港郵輪碼頭，嘉惠遊客

。

　至於花蓮縣境各風景據點的維護及硬體設施的加強，縣府

也須重視，儘早做出規劃，使遊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希望積極興建花蓮港郵輪碼頭

我覺得，雖然花蓮機場

列為兩岸直航點之一

，但至今仍未有任何的兩

岸包機起降，沒有充足的

客源是很大的致命傷，對

花蓮不利，大陸客從台北

至宜蘭一路下來，都已經

消費完了，根本就不會在

本地有顯著的消費行為，

願能規劃大陸客首站就來

到花蓮，第一天就從天祥再到東海岸一路玩下去，

花蓮才有受益的可能，再者，觀光旅遊處的數據顯

示，花蓮一年有四百多萬個旅客，數據很顯然的有

誤，如果是這樣，那麼花蓮一天就會有一萬五千多

個旅客湧入，這些人在哪裡？

規劃陸客首站來花蓮

兩岸包機直航最大的問

題是，「花蓮準備好

了沒」？花蓮現在並無良

好的觀光基礎建設，更沒

有最基本的三語觀光指標

，雖然東海岸是一個很好

的景點，但遲遲未有良善

的路線規劃跟指引，捫心

自問，就連我們有朋自遠

方來都不曉得要把他們往

哪裡帶了，要怎麼把大陸客留在這裡消費？我認為

，現在開放兩岸包機直航，受益最大的反而是大陸

，逆向成為台灣人湧入大陸觀光的狀況，並不樂觀

。

反而是大陸受益最大

兩岸直航我一向抱著樂

觀其成的態度，因為

，計畫的成行對雙方在經

濟發展上均能達到有利的

層面，但是，在理想面及

實際面仍然還存在一定的

差距，如何在平衡點上均

獲利益，值得深思。

　我認為，兩岸通航第一

要件就是要互蒙其利，以

花蓮地方來說，全縣人口數三十六萬，有意到大陸

定點旅遊的人數，相對於大陸前來旅遊者一定有相

當的差距，而交通業者是否願意配合，有待考量，

因此，兩岸通航之際，如何在誘因上「勝券在握」

方是最佳的「贏家」。

第一要件是互蒙其利

如果兩岸直航能為花蓮

縣帶來陸客人潮、錢

潮，當然絕對樂觀其成，

但地方政府不應忽略「用

人」的問題，對相對弱勢

的原住民，公部門及民間

觀光業者，應該多多晉用

原住民籍的歌者、舞者，

並善用即將開幕之原住民

文化館，培養年輕一代的

表演人才，用絕美的傳統歌舞來吸引陸客觀賞，形

成不可取代的地方特色，炒熱地方觀光產業。

應善用原住民文化館

在中央的全力促成及地

方的積極配合，兩岸

直航順利成行，雖然說是

數十年的等待，但是卻是

最好的時機，因為，兩岸

互通絕不能只有單面的需

求，一定要在雙方供需平

衡的基點上來推動，方能

達到大家都有利的局面。

　長期來，台灣有資金、

技術及專業的資訊，大陸

方面則有廣大的消費人口市場，又逢此一全球不景

氣之際，因此，現階段推動兩岸間通郵、通商及通

航的經貿交流，將會帶來商機，對花蓮的觀光、農

產、交通及工商界均屬「利多」。

對花蓮各界都是利多

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

衝擊各項產業，力求

振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

商機，而日前正式啟動兩

岸直航，對台灣、花蓮正

是最佳的「商機」，以花

蓮來說，由於交通的便利

，提升大陸旅客前來花蓮

觀光的意願，相對的增加

地方相關產業的利潤，也

就創造就業率，解決不少的社會問題。

　但是，在面臨「陸客」、「陸貨」可望大舉進入

花蓮之際，任何的人、事、物絕對要做到不能具有

「政治意味」，讓經濟歸經濟、觀光歸觀光，在此

一原則下相信對兩岸的成長都會帶來幫助。

直航是花蓮最佳商機

延宕已久的兩岸直航，

終於塵埃落定，開始

三通，雖然花蓮港與花蓮

機場均被列為直航點，但

是個人認為，該機場與港

口均與國際標準有段差距

，如無法改善，直航並無

法為花蓮帶來任何好處。

　花蓮因開發較晚，許多

天然景觀均未遭人為破壞

，所以成為台灣重要的觀光景點，也因此吸引許多

國外青睞，將觀光重點放在「花蓮」。

　但是礙於交通因素，花蓮雖然擁有許多得天獨厚

的景點，但依然人煙稀少，如今開放兩岸直航，希

望政府重視航點建設及景點的建設。

機場與港口必須改善

花蓮一向以觀光立縣，

觀光事業是政府建設

首要目標，希望藉由觀光

事業的發展，帶動花蓮商

機與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花蓮雖然擁有許多名勝

古蹟及天然景觀，但礙於

交通因素，一直無法吸引

廣大民眾前來，造成觀光

事業開發的瓶頸。

　如今，兩岸開放直航，花蓮港與機場也都被列為

直航機場與港口，但是花蓮港硬體設施根本無法滿

足遊客需求，希望政府積極改善，使花蓮港真正成

為國際旅遊港，為花蓮觀光事業盡一份心力，加速

花蓮觀光事業的蓬勃發展。

　

加速打造國際旅遊港

兩岸直航後，台灣與大

陸間更能發展緊密關

係，我因為是原住民後代

，我從歷史紀錄中知道，

台灣的原住民屬海島民族

，與多數居住台灣的漢民

族一樣，都是飄洋過海來

到台灣的，既然都只是先

後不同的「外來客」，為

什麼在台灣本島會被區分

「統」、「獨」藍、綠兩派。其實真正「正港」的

台灣人應該是原住民，因為我們更早來到台灣。

　過去因為台灣島內政治因素，每當選舉時有些候

選人常藉著撕裂種族謀求選票，如果能在兩岸直航

後，或許可以消弭今後的政治歧見。

兩岸能發展緊密關係

我從報章中知道，海峽

兩岸發展直航三通，

在台灣是從促進島內民生

經濟為著眼，畢竟台灣是

海島國家，不能閉關自守

，必須採取開放全方位的

策略，才有發展的空間，

謀求台灣的整體利益。

　因為我是卓溪鄉選出的

縣議員，站在卓溪鄉原住

民立場，我希望開放兩岸三通直航後，能確實帶給

鄉內原住民的經濟利益，我是擔心開放直航後，因

大陸與台灣交通方便，大陸偷渡客及來台就業機會

更方便，可能會剝奪原住民的求職謀生機會，政府

應該擬定保障原住民就業的配套措施。

必須保障原住民就業

花蓮是發展觀光的最佳

環境，開放兩岸直航

如能為花蓮帶來大量的大

陸觀光客，為花蓮經濟創

造更多利基，當然是好事

，尤其花蓮國際機場被列

入兩岸直航的進出航站，

當然對促進花蓮觀光發展

有直接助益。

　但是我認為，花蓮本地

的商家業者應該有更周全的準備措施，迎接大陸觀

光客的生意，才能帶來永續的商機。台灣現有的觀

光資源比起大陸仍屬「小兒科」，因此民間及政府

如何營造與大陸不同的觀光內涵，吸引大陸客願意

永續來花蓮旅遊，才是花蓮人必須重視的課題。　

　　　　　

花蓮商家應周全準備

兩岸三通基本上對民生

應該有好的影響，尤

其對地方的觀光產業、就

業等，應都有正面的幫助

，至於是否有危及國家安

全，中央單位應該有管制

的機制，畢竟不能因為三

通傷害到國家安全。

　我認為兩岸三通後，有

關民間產業的發展應該會

比較好，其中就直接通航而言，因省掉許多航程，

便可降低成本，相對的即可提高競爭力，民間顯然

樂觀其成，不過，兩岸三通勢必也會帶來若干的問

題，由於各界關切的是國家安全是否因三通而降低

防備，因此，中央對此應該有管制的因應之道。

不能傷害到國家安全

以時間效益而言，的確

可以縮短，而花蓮更

是台灣的觀光首選，龐大

的觀光人潮，對於花蓮經

濟確實有正面效益，不論

是觀光、文化、農業及工

商企業都有幫助。

　但在資訊發達流通的現

代，我也希望花蓮的商家

自律，切勿漫天開價，讓

來花蓮的大陸遊客「嚇到」，回去做負面宣傳，這

無異「殺雞取卵」，為了長遠的經濟效益著想，規

劃完善的遊程、改善硬體設施，提供「物價相符」

的伴手禮，才是正道。

花蓮商家勿殺雞取卵

「未蒙其利、先受

其害」是我對

目前政府所推動兩岸三通

政策，所下的註腳。中央

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必須

把台灣人民的權益擺第一

，而從目前「兩岸三通」

相關政策上，看得出大陸

當局打壓、矮化台灣意圖

相當明顯，而政府仍持續

一味的「拍馬屁」，實在令人感到相當不解。

　我認為在兩岸三通直航上，要在「地位平等」及

「主權獨立」這兩個議題上，是最重要的「防守底

限」，而目前的政府只以「拚經濟」為理由，而輕

易撤守這個底限，反而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不能夠棄守主權對等

兩岸三通直航，已是一

定要推行的手段，往

昔民進黨政府所採取的「

全面反對」的做法，已經

讓國內經濟空轉八年，當

鄰國政府能以「退稅」回

饋居民時，台灣舉債率卻

快速增加，而現今大環境

不佳的影響下，更沒有「

走回頭路」的本錢了。

　當今政府最迫切要解決的課題就是振興經濟，兩

岸間三通直航，都能替彼此營造出更好的發展利基

，如再以「意識形態」掛帥，企圖阻撓或是停止雙

方互動往來，對台灣經濟的整體發展，將帶來非常

大的損害。

台灣沒本錢走回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