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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花蓮縣政府所提的

公投條例，個人認為

有其必要性，但是希望不

要將公投條例與任何議題

相互綁在一起，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聯想與猜疑。

　花蓮縣政主權在縣府，

縣府提公投條例一定要有

方向，公投條例內法律問

題是否完善？是否與現今

法律相牴觸？不要模糊焦點，值得縣府三思。

　花蓮縣長傅崐萁在競選初期就一直以「公投蘇花
高」為競選主軸，如今順利當選，他向議會提出「

蘇花高公投」議案，有其正當性與誠信。但，個人

還是希望單就公投提出，不要與蘇花高綁在一起。

公投條例勿與議題互綁

花蓮縣的公投條例已經

通過，對於蘇花高的

興建應能有正面幫助，希

望花蓮縣未來對外連絡道

路系統都能落實改善加強

，因此對於蘇花高的興建

也是非常期待。

　花蓮縣議會日前就已經

將花蓮縣的公投條例給予

通過，但是將來能為蘇花

高的興建有多少的助益還需要觀察。

　公投條例的通過後，將來對花蓮地區的發展應該

會有正面加分效果，無論是對於爭議性的交通建設

議題，或是其他部分都能夠有所依據得以解決，只

要符合地方民眾的發展，縣議會也將會全力爭取。

希望有助於興建蘇花高

興建蘇花高我一定贊同

，但是，若要為興建

蘇花高而舉辦公投，我不

會支持，因為，這是跨縣

市的工程，光是花蓮縣多

數民眾的意見，也只屬區

域性的決議，對結果不會

產生多大的成效，反而耗

費了社會資源。

　花蓮縣的公投條例雖然

通過，僅是屬於地域性的條例，只能解決地方性的

事務，而蘇花高的興建是跨縣市的工程，關係著全

國性的政策推動，不會因地方的決策來更改，造成

程序上的瑕疵。因此，興建蘇花高我一定全力支持

，但是，若要因而來舉辦公投，我則不認同。

花蓮縣公投條例可以預

期能夠全數通過，對

蘇花高興建的幫助與否還

有漫漫長路，但公投條例

通過後，對蘇花高以外的

議題也能有正面影響。

　公投條例的通過，代表

將來能為蘇花高的興建加

強更多的利基點，中央政

府希望他們也能了解地方

民眾真正的需求，藉以提升花蓮及東部的發展。

　將來對花蓮地區的發展在公投法的通過後應該會

有正面幫助，尤其是交通建設方面的議題希望能夠

突破現況，未來凡符合地方經濟發展的事，相信縣

議會將會全力去配合，共同為花蓮發展努力。

公投條例過關十分重要

蘇花高到底建不建？中

央似乎一直都在敷衍

花蓮縣民，一下子蘇花改

、一下子又蘇花替等等，

還保證今年底動工，改來

改去，令人無法相信。

　記得民國七十九年時，

政府就已經通過蘇花高的

環評，當時還說要把蘇花

高列為「環島高速公路網

」的一環，可是一晃二十年過去了，依然還在原地

踏步，真是欺負我們三十五萬善良的花蓮鄉親。

　這次立委補選，花蓮是唯一勝選的區域，如果不

是大家連夜固票，說不定還會輸掉，希望中央政府

記取教訓，趕快開通蘇花高。

希望中央快興建蘇花高

身為花蓮人當然非常希

望花蓮縣未來對外的

道路系統能夠改善提升，

地方民意代表當然對於蘇

花高的興建樂觀其成，但

是對於公投條例的通過與

全線的興建還有許多問題

尚待解決。

　花蓮縣議會已將公投條

例表決通過，但是這項條

例做為蘇花高的興建卻只限於花蓮縣地區，因此將

來蘇花高興建到其它縣市的部分還有許多難關需要

突破。公投條例的通過對未來花蓮地區的發展絕對

有正面的幫助，對於其他的交通建設議題也是相同

，或許能夠逐步解決。

蘇花高仍有難關需突破

原本我對興建蘇花高抱

持遲疑態度，我認為

倒不如先爭取闢建花東快

速道路更重要，我覺得與

其爭取「安全回家的路―

―蘇花高」，不如先爭取

「平安上路的花東路」。

　但是最近我已改變蘇花

高的看法，因為花蓮縣許

多原住民子弟出外謀生，

逢年過節才返鄉與家人團聚，卻遇上火車「一票難

求」、蘇花公路中斷或塞車問題，使許多子弟難圓

歸鄉夢。而且如果不建蘇花高，如何完成全國高速

公路網?所以我認為，如果「蘇花高公投」能促使

政府早日興建蘇花高，就應該快舉辦蘇花高公投。

應該快舉辦蘇花高公投

我長期從事農業經營，

深刻體會花蓮縣農業

營運的困境，就是對外交通

不便，無論肥料及生產資材

由於交通運輸成本高，花蓮

縣售價都要比外縣市高，使

本縣農產失去市場競爭力。

　花蓮縣剛通過「公投條例

」，當然可進行「蘇花高公

投」，但是興建蘇花高原本

就已獲得縣民高度共識，要不然打著「公投蘇花高

」競選訴求的傅縣長怎麼會得到高票當選?所以我

認為不必「蘇花高公投」，只要積極向中央爭取早

日動工闢建，就能實現大多數縣民的願望，如再勞

師動眾、曠日費時舉辦公投，反而增添變數。

舉辦公投反而增添變數

興建蘇花高是花蓮民

眾長年來的心願，

也是花蓮未來發展的關鍵

建設，工程延宕迄今讓花

蓮人已經無法再忍受，因

此，若發起「蘇花高」公

投，一定全力支持，公

投後中央是否執行「再

說」，至少展現了地方民

眾的心聲。

　地方民眾高喊興建「蘇花高」已有多年，歷經

政黨輪替也未見成果，為了讓中央重視花蓮民眾

的心聲，民眾發起「蘇花高」公投一定全力支

持。

用公投展現花蓮人心聲

為了蘇花高的興建，中

央與地方已經歷經

協商、爭取、抗爭多年，

但是，仍未見有具體的成

果，若發起蘇花高公投，

我抱持不反對的態度。

　蘇花高公投，基本意義

是要突顯絕大多數花蓮民

眾的心聲，縱然中央有意

改善東部地方的交通瓶

頸，提出「蘇花替」、「蘇花改」等不同名稱的

方案，問題是民眾要的是全套、安全、完備的蘇

花高速公路，而議會也強烈表達民情。

　除了表達心聲外也是給執政者一個警訊與壓

力，讓執政者重視地方民眾的需求、了解民意。

表達心聲給執政者壓力公投無效反而耗費資源

公投是普世價值，當初

議會不過關的原因是

因為縣府沒有說明清楚，

縣府遊說人員沒有表達出

公投條設立的目的。這次

公投條例過關也並非外界

以為的「政治分贓」，我

認為，民眾透過公投，能

夠直接表達出需求，尤其

蘇花高的環差評估報告明

年就要過期，如果在那之前蘇花高沒有動工，花

蓮縣民又要落入漫無止境的等待，如果有「蘇花

高公投」決議當民眾最後的靠山，可以向政府表

達花蓮民眾的強烈需求，要中央正視花蓮民眾的

意見，也透過公投對抗行政院、立法院的蠻橫。

透過公投對抗中央蠻橫

公投是人民對於政府

施政的最後一道防

線，也是人民的基本權

利，花蓮縣議會通過花蓮

縣公投自治條例，未來只

要是攸關花蓮縣民的重大

議題都可以透過公投連

署，表達民眾心聲。

　中央數十年來漠視花蓮

縣交通建設，蘇花高付諸

公投，可以讓政府正視花蓮卅五萬鄉親的需求，

也是展現花蓮縣民意志最好的方法。我認為，過

去關於蘇花高興建與否的民意調查結果，沒有受

到立法保障，公投條例通過後，未來只要經過公

民投票統計出的民意，中央就不能等閒視之。

讓中央勿輕忽花蓮民意

我認為特地通過公投條

例根本是「白費工」

的行為，尤其蘇花高所牽涉

到的民眾與地點已經超過花

蓮縣的範疇，「蘇花高」公

投是不是要把蘇澳民眾的意

見納入？蘇澳民眾是否也參

予投票？投票結果又能改變

什麼？這些都是顯而易見

的。

　我認為沒必要配合縣長傅崑萁的競選政見與個人

意志，花蓮縣議會不是「橡皮圖章」，花蓮縣民也

不是傅崐萁說什麼就照著做什麼！都說花蓮縣政府
財源困窘，花大錢辦蘇花高公投，只是浪費時間、

金錢的行為。

蘇花高公投將是白費工

「根本 是 狗 吠 火

車」！如果公

投就能夠讓蘇花高得以實

現，花蓮人怎麼會空等待

數十年，前兩年東服中心

所做的問卷難道不足以表

達花蓮人心聲，還必須多

花上千萬元辦公投，才能

夠讓中央政府了解花蓮人

民對於蘇花高的渴望嗎？

　花蓮縣政府一直喊著「沒有錢」，但卻企圖用簽

發「議員工程款」交換公投條例的通過，屆時才有

冠冕堂皇的理由花大錢辦無效公投，站在為民眾荷

包把關的立場，我不願意看到民眾納稅的血汗錢被

浪費在無意義的事情上。

反對花大錢辦無效公投

徐雪玉 陳長明 魏嘉賢

花蓮縣公投自治條例僅

能就花蓮縣內公共建

設做民意表達，基本上是

無法凌駕於中央政策，但

是絕大多數民意的訴求，

不但可以擴大政府與民眾

的溝通，也可以讓花蓮縣

民直接參與公共議題，這

正是民主化的表現。

　至於蘇花高公投與否？

我覺得這不是重點，因為多年來，花蓮縣民早已向

中央明白陳述花蓮人需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因為

蘇花高的興建可以為花蓮帶動經濟提升，環保問題

其實是可以解決的。贊成與反對者不要意氣之爭，

透過協商與溝通，自能達成全民共識。

擴大政府與民眾的溝通

花蓮縣議會通過的公投

自治條例，我認為這

是議會送給縣長的「尚方

寶劍」，因此使用時一定

要審慎為之，不可輕易濫

用，否則會造成全民困擾

及勞民傷財。

　傅縣長提議「公投蘇花

高」，不過中央政策卻是

「蘇花改」，所以究竟該

公投哪個？好像也沒什麼定見，反倒有著「譁眾取

寵」的感覺。國道建設本就屬於中央政府的主導權

，地方根本無力使之，所以，我希望傅縣長能按部

就班經營縣政，別再提公投蘇花高，把施政重點放

在文化經濟深耕，為花蓮建立更好的軟硬體基礎。

公投自治條例不可濫用

公投法宛如一把「菜刀」，用得好可

料理出一道好菜餚，反之則可殺人

，主政者應善用，讓民主政治更落實。

　花蓮縣政府提出公投自治條例案交由縣議會審理，經多數

議員認同，通過該提案，雖然該案經過兩屆議員的審理，在

此次臨時會過關，但是鄉親不須憂慮，因為公投自治條例絕

對不會剝奪所有縣民的權益，反會增加所有民眾參予政治的

機會。

　花蓮縣政府所提公投案通過審查，並未加諸任何限制的法

條，也就是並沒有同時通過任何一件相關提案，未影響任何

一位鄉親的權利。

　實施公民投票不但不會影響議員職權行使，卻可彌補代議

政治的不足，鼓勵更多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增加民眾對民主

制度的信心，只要實行得宜，公民投票其實有助加強政治穩

定，很多時候，政府會藉公民投票賦予重要政治決定的合法

性。例如，是否興蓋垃圾焚化爐、設置博弈專區等，另外，

也可以用來解決政治危機，讓人民自己解決政治嚴重分歧的

社會問題。

　台灣在設計公投制度時，也必須考量政治文化與環境。公

民投票的發動，其實也是一種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如今台灣

藍綠的對抗以及年年選舉所造成民眾大規模且過度的動員，

已引發許多民眾的不滿，朝野也都有調整選舉時程的呼聲。

　太過頻繁的政治動員，對於社會整體來說都是一種負擔，

不僅可能會弱化民主代議體制之運作，對台灣的政治穩定度

一定會造成負面影響。美國堪稱民主成熟的國家，其民眾的

投票率與參與政治的熱情，遠較台灣為低。但是其對於公民

投票的發動，平均而言仍採取比台灣現行公投法更為困難的

發動門檻。以台灣部分民眾對政治的高度熱情，如再降低公

投發起門檻，其結果極易引發濫用直接民權的種種流弊，此

絕非台灣人民之福。

直接民權 主政者必須能善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