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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花蓮人需要平安回家的道路，台灣

人需要安全的公路，我們要蘇花

高，蘇花高，蘇花高。

　先求環保團體別擋蘇花高吧！如果真的建了蘇花高，希

望花蓮人的事，由花蓮人來當家作主，花蓮以觀光立縣，

要的是，廣大的觀光客，因為只要一開通外縣市的遊客就

可當天往返，建造一日生活圈，蘇花高不興築，對於高投

資的遠來飯店也是一大損失，財團加集團，要闢建蘇花高

真的很難，而且花蓮人自己也都知道，搞政治的都是那幾

口子人，不是親戚就是官官相護，數十年的搭檔，除非哪

天真的讓政黨輪替，讓沒有人情包袱的人做做看才有可能

。

　每當大雨來襲，打開電視總會看見主播報著蘇花公路哪

裡又發生道路坍方，有幾輛車子被土石掩埋，有幾人受困

等消息，經學者指出蘇花公路自開通七十八年以來死亡人

數已超過一千人以上，受傷人數已不可數，行走蘇花公路

的民眾生命真的如糞土嗎？

  難道還要選擇岌岌可危的蘇花公路，繼續造成無數的傷

亡，犧牲可貴的生命換取環保意識嗎?響應環保就必須犧牲

生命嗎?百姓的生命安全竟是如此的不值錢?

　雖然蘇花公路的改善勢在必行，不管中央政府對蘇花公

路的改善，要採取高品質、高規格的蘇花高、蘇花替或最

基本的蘇花改，花蓮人真的沒有選擇的餘地，但是，最起

碼的「安全的路」是絕不容漠視的。

　台灣是一海島的國家，發展藍色公路也是一重點工作，

讓遊客多一項選擇，對發展觀光絕對是正面的，希望能在

興築蘇花改的同時，也一併考量藍色公路的開發，使花蓮

的交通同時獲得解決。

要蘇花高 也要藍色公路

花蓮要的是公平，爭的

是正義，綜觀全國各

縣市的交通網，獨有花蓮最

落後，連一條快速公路都沒

有，向中央爭取一條平安的

路，竟然遭到如此的對待。

　花蓮會落後，還不是因交

通不便，工商業不發達，為

了生存，為了養家活口，只

好離鄉背井。

　花蓮已被遺棄多年，經濟落後西部許多，呼籲中

央政府善用花蓮優渥的資源，海、陸、空同時加速

開發，尤其是藍色公路，只要政府開放航權，一定

會有許多業者爭取，讓花蓮早日擁有一條無紅綠燈

的藍色公路，也是花蓮人的期盼。

海陸空應同時加速開發

花蓮到蘇澳間區域性的

藍色公路，不僅可以

緩解蘇花公路安全問題，

更可在蘇花公路施工期間

以及路況不穩定時，及時

發揮交通運輸的功能，公

路、鐵路及藍色公路並行

才能創造花蓮新榮景。

　花蓮的交通問題一直是

花蓮人的痛，政府雖不斷

提出鐵路電氣化、雙線化及蘇花公路改善等相關

政策，民眾還要忍受施工期間的交通黑暗期，

「藍色公路」對於花蓮交通有很大助益，不僅可

以輔助公路與鐵路，更可以活絡花蓮交通與產業

發展。

可活絡交通與產業發展

發展藍色公路提供旅客

多一種選擇，對發

展花蓮觀光絕對是有極大

的助益，個人支持此項構

想，也希望政府在初期給

予投資者輔導與補助。

　發展藍色公路，對政府

而言是投資最少的交通建

設。

　藍色公路的設置對鐵公

路有相輔相成的效應，而遊客更有選擇行的安全

之自由，開放藍色公路，讓遊客多一層的選擇，

是發展觀光事業必備的條件，所以，開發藍色公

路除鼓勵業者投資外，政府也應負起輔導與補助

的義務。

可以與鐵公路相輔相成

設置藍色公路對花蓮來

說，不論是觀光或民

眾對外交通、工商業原物

料及產品、農作物運輸均

會帶來正面的效益，個人

表示贊成。

　遊客搭乘豪華郵輪經藍

色公路，一路欣賞東部海

景到花蓮旅遊是極佳的遊

覽規畫，而大型船隻的運

載量不輸給鐵公路運送，但是數個月的颱風季及

冬天的東北季風，均不利於船隻的航行，也影響

航運業者的營運，因此，一定要在各項因素都充

分考量完備下，才來辦理，以免又是一項「勞民

傷財」的不當政策。

必須充分考量各項因素

開闢「藍色公路」確實

有急迫性，日前一

場豪雨，又再度造成蘇花

公路中斷，嚴重影響花蓮

的觀光業及農特產品的運

輸，縣府除積極促成蘇花

改的工程早日通車外，對

於「藍色公路」的開發也

是重點工作。

　縣府可以獎勵投資的方

式進行招商，吸引業者經營，賞鯨豚及天然海景

成為觀光一大賣點，還可變更大型船隻，載運貨

櫃、車輛、蔬果等，開闢一條「藍色公路」除災

期可支援運輸外，平時更可讓遊客多一種觀光的

選擇，串聯陸、海、空打造新的願景。

縣府可以獎勵投資招商

興建藍色公路，我舉雙

手贊成，蘇花公路遇

雨則斷的事故頻傳，更加

凸顯花蓮民眾迫切需要蘇

澳至花蓮之間另一條聯外

道路――「藍色公路」的

重要性，相信不分黨派都

是極力支持藍色公路的完

成。希望公部門盡快有更

具體的定案，而立委也能

在法規及中央政策上協助推動，積極爭取經費並

監督行政單位盡速落實。

　即使目前蘇花公路改善工程已經動工，但其施

工期程卻長達六、七年以上，為緩解這段交通黑

暗期，「藍色公路」便是一項最好的選擇。

可有效緩解交通黑暗期

我支持藍色公路，現在

不僅是琉球，或是任

何島嶼國家，都有類似藍

色公路的機制，它雖不能

完全替代公路，但可疏解

運輸的困難與壅塞，再加

上前陣子路又斷了，農民

叫苦連天，火車又塞爆，

感到困擾與不便的民眾非

常多，如果有一條藍色公

路，能夠解決民眾的困難，是很好的一條路。

　另外，藍色公路也可結合運輸，適合觀光客旅

遊路線，遊客在往返的過程中，就能夠接觸到花

蓮得天獨厚的美景，就能讓觀光效應大幅提升，

也能為地方帶來更多的效益。

可疏解運輸壅塞的困難

在逆來順受的環境下，

花蓮人希望有自己要

的生存條件，在蘇花公路

遇雨成災愈來愈頻繁，是

該冷靜和務實討論，給花

蓮人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陸路受限天然屏障和地

理環境，海上道路也就是

藍色公路，不失為一條可

以考慮的實用道路，除了

發展高量運輸同時兼顧觀光的藍色道路，不至於

在蘇花公路受阻，北上只剩鐵路，對於點對點

運輸要繞行四分之三台灣才可將農產品送到北部

市場，即耗時又耗油資。東西出不去遊客也進不

來，再美的好山好水也只能孤芳自賞！

海上道路兼顧運輸觀光

從海上看台灣沿岸景觀

氣勢磅薄，尤其東

部海岸更讓人感受造物者

的偉大，這些美麗的旅遊

資源白白浪費似乎有些可

惜，尤其在蘇花公路中斷

時，海上替代運輸讓人感

覺特別真實和迫切需要。

　海洋國家發展藍色公路

為天經地義的政策，以船

運迅速載運農產品，便捷安全又有效能，屆時紛

擾多時的蘇花高也可以獲得紓緩，特別是三十七

年前花蓮輪的經驗，可以做為經營和營運的參

考，如果一切順利，我們還需要蓋一條在山中穿

腸剖肚的蘇花高嗎？

海上運輸確有迫切需要

我覺得藍色公路只能夠

用在觀光休閒和娛

樂之用，如果要用來取代

蘇花公路的交通運輸，目

前還不可能，這兩條交通

動線的載運量相差過大，

此外藍色公路在營運上也

受限多多。譬如澎湖九月

過後東北季風增強，船隻

就很難動彈，花蓮的藍色

公路也一樣，每年勢必要面臨長達將近半年的東

北季風影響，此外會影響藍色公路正常運作的因

素，還包括：颱風、下大雨、掀大浪等等。過去

花蓮輪行駛在花蓮藍色公路上，最後虎頭蛇尾的

結局，值得借鏡與三思。

花蓮輪的結局值得借鏡

我認為在花蓮，「藍色

公路」有需要，蘇

花高也需要。有許多人都

認為「藍色公路」在發展

上，會受限於東北季風、

載運量有限等等困難，其

實在日本、歐美等許多濱

海國家，都有許多面臨諸

多困難，但是發展「藍色

公路」成功的例子。像日

本發展「藍色公路」就做得很成功，也是克服了

港口結冰、天候惡劣等等因素，將來花蓮如果真

的要開闢「藍色公路」，其實可以委託外國經營

成功的船家企業來經營，或是採用海內外合作的

模式。

可以委託外國企業經營

我過去搭乘過花蓮輪，

說實在的，花蓮的海

上風光真的很美，如果藍色

公路可以開闢，花蓮的另一

項有特色的觀光可以立竿見

影。蘇花改通車後將使花蓮

的對外交通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藍色公路除了交通之

外，觀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

的。台灣的海岸線很長，是

上天給台灣的瑰寶，而花蓮的美麗海岸更是美不勝

收，我過去搭乘過花蓮輪，海上的美景至今猶在眼

前，沒有見過的人是不知道海上風光的美和特色。

我個人是很支持藍色公路，但是權力是在中央，我

們在地方很支持，也不知道中央到底想些什麼？

希望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上個會期我也針對藍色

公路的問題提出質

詢，我是非常贊成藍色公

路的開闢。如果藍色公路

可以開闢成功，對於花蓮

未來的交通壅塞有疏解的

功效。

　現在蘇花改還沒通車，

如果通車之後，大量的車

輛如果擁入花蓮，一定會

造成大塞車，但如果大家能有第二個選擇，就是

搭乘海上的遊輪到花蓮，那麼交通壅塞的狀況就

會改善。另外，藍色公路對於花蓮的觀光是有

幫助的，無論是陸上的觀光或者是海上的觀光都

是有助益的，因此，我認為藍色公路是一定要開

的。

有效疏解未來交通壅塞

中央政府施政「重北輕

東」，這是花蓮人長

年以來所懷疑的事，如今

獲得證實，因為花蓮連一

條「平安」的路都沒有，

更遑論一條快速公路了。

　花蓮人是理性的，但

是，理性不代表沒脾氣，

更不是傻子，許多民眾認

為花蓮人口數少，對於大

選的選票數「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也就是花

蓮的選票是「不值錢的」。

　為了還花蓮人一個公道，最重要的是重新開放

藍色公路，對花蓮的觀光發展才有正面的幫助，

我呼籲中央政府應早日成全花蓮人的「夢」。

中央應成全花蓮人的夢

來花蓮旅遊的國外觀光

客，但對於蘇花路段

安全不放心，有不少旅客

打消來花蓮旅遊念頭，因

此藍色公路的開設，或許

可以給這些想來卻擔心的

遊客另一個心動的選擇。

　開闢藍色公路，以高速

渡輪做為運輸接駁，雖然

耗費時間會比高速公路稍

長，但效益與安全性卻是蘇花公路難以比擬的。

因為高速渡輪可立即改善目前空運的高成本與北

迴鐵路對號列車的一位難求，對於興建起碼需要

耗時五年以上的蘇花高速公路來說，更有其絕對

的便利性與替代性。

高速渡輪安全又有效益

由蘇花公路中斷

談

藍色公路

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