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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廣告

為什麼二十五年前的北迴鐵路可以

開通?現在鼓勵搭乘台鐵，而沒有

環保問題，為什麼沿著北迴鐵路再開蘇花高(替、改)就有環

保問題?現在的科技倒退二十五年前了嗎?蘇花公路應該讓他

休養生息，變成觀光道路而不是唯一的聯外道路，蘇花一斷

要開車到台北只好往南繞台灣一圈，你願意嗎?如果台鐵再

斷，你是花蓮人作何感想？西部的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多如

蛛網還會開到迷路，花蓮只有一條要人命的斷路，如果公路

和環保取得一個平衡，蘇花高為何不可？如果以環評的理由

，北迴鐵路是不是也該停駛？因為環評比人命重要，你逼花

蓮人要獨立嗎?

　蘇花公路是花蓮人的痛，更是花蓮人的悲哀，中央政府不

能將花蓮人視如同樣的國民嗎？連要一條最基本「安全的路

」都這麼困難嗎？

　花蓮人忍氣吞生多少年？蘇花公路的改善當然是政府必須

盡速完成的事，也是照顧花蓮「善良百姓」應做的事，千萬

不要因花蓮的選票「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而忽視花蓮的權

益，藍色公路、國際機場都是花蓮鄉親殷切期盼的事，尤其

發展藍色公路更能促進花蓮的產業急速發展，中央政府能輕

視嗎？

奉勸中央 別輕視花蓮人

任何一個縣市要蓬勃發

展，交通一定要便捷

，尤其花蓮是觀光立縣，

除必須擁有網狀的公路、

鐵路系統外，海、空交通

也必須同時發展。

　花蓮對外最主要的蘇花

公路，遇雨則坍，嚴重威

脅花蓮的觀光及農特產品

的運輸，在對外鐵路對號

列車「一位難求」，空航空間的限制及成本的顧慮

下，更凸顯「藍色公路」的重要，而且開發「藍色

公路」不只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地方政府是否關切

與重視才是關鍵，只要地方政府多用點心思，開闢

「藍色公路」不是夢。

地方政府要多用點心思

所有交通中公路才是最

重要的，花蓮要發展

一定要將中橫公路及蘇花公

路的「等級」提升，蘇花改

的工程進度也需要加速，縮

短施工期。

　對於花蓮開發藍色公路的

問題，由於花蓮地理因素的

影響，東北季風也較強，是

否適合開發，有待深思。

　對於目前花蓮對外交通，最需重視的蘇花改工期

的縮短，在蘇花改尚未完成前，鐵路必須擔任此一

重任，隨時注意花蓮地區遊客、鄉親及農民所需，

擔任花蓮對外交通及觀光、農特產品的輸運重任，

確保花蓮人的權益。

最需要縮短蘇花改工期

發展藍色高速公路，這

是花蓮的黃金航程，

一定會賺錢！如果藍色公

路可以引進嶄新的快速船

做為花蓮對外交通的另一

項選擇，發展屬於東部的

海洋旅遊新文化，這是花

蓮人可搶得先機讓花蓮成

為太平洋左岸明珠的機

會，中央應全力支持。

　從觀光、產業、未來發展遠景看藍色公路，對

花蓮都是加分。其實從人道關懷的角度看藍色公

路，更是花蓮人救命的要道，蘇花公路因為大雨

中斷，農業、交通嚴重受創，中央政府應該主動

積極幫助花蓮發展藍色公路，這是花蓮的活路。

藍色公路是救命的要道

花蓮颱風頻傳，風災大

雨過後道路中斷，花

蓮更需要增加安全快速的

對外要道，藍色公路是產

業生機，更是安全出發與

平安回家的重要通道。

　透過藍色公路航行，不

僅可以解決花蓮對外交

通，也可以讓大家通行更

安全便利，中央政府應該

用人道的觀點，來加快藍色公路政策的落實。

　花蓮需要一條不會因為天候、交通不便影響農

民生計與產業脈動的安全公路，利用安全、舒

適、便捷的快速船行駛在藍色公路，不僅為農

民、產業搶時效，也成為行銷花蓮產業的利器！

增加行銷花蓮產業利器

花蓮人需要救命的藍色

公路、花蓮產業更需

要帶動區域經濟活絡的藍

色公路、花蓮是觀光大縣

更需要藍色公路。花蓮早

就應該發展藍色公路，如

今蘇花公路再度中斷，打

亂花蓮對外交通，影響到

花蓮農業、產業、觀光發

展。

　中央政府應該主動、積極，以區域發展均衡為

考量，重視花蓮人爭取藍色公路的需求，花蓮對

外有藍色公路，鐵、公路、航空以及海上交通齊

頭並進，花蓮未來會更好，花蓮觀光產業真正起

飛。

早就應該發展藍色公路

脆弱的蘇花、中橫公路

及班次有限的鐵路、

航班均會影響遊客前來花蓮

的意願，因次，設置藍色公

路，個人原則上支持，但是

，細部的配套措施例如抵達

地點後的接駁、轉運等作業

完備，才能達到設置目的。

　藍色公路的設置有利於地

方的發展，增加遊客前來花

蓮觀光時搭乘交通工具的選擇，但是也有不便之處

，例如抵達地點後的接駁、轉運問題，遊客下船後

前往景點的交通一定要順暢，包括旅遊團、家庭觀

光、甚至個人的自由行等，均要有詳盡的規劃，一

旦造成不便，產生反效果，反而違背設置的意義。

應該做好細部配套措施

每次選舉國民黨在花蓮

的選票總是全國第

一高，但建設卻是最落後

的，花蓮是觀光大縣，藍

色公路早就該做了，花蓮

光是海岸美景即可為花蓮

帶來極高的觀光效益，藍

色公路完成後，觀光人數

絕對倍增，更可有效改善

並提升花蓮居民聯外交通

的便利性與安全性。

　中央政府對於花蓮交通政策總是光說不做，表

面上說會體恤人民，卻始終一拖再拖、敷衍了

事，中央政府對花蓮民眾有莫大虧欠，應盡速以

確切的行動來展現愛民的決心。

交通政策不能光說不做

我覺得 在 花 蓮 發 展

「藍色公路」立意

甚佳，但是先決條件是

必須以「先興建蘇花高

（改）」為基礎，因為蘇

花高（改）是花蓮產業、

經濟、交通、生活等等連

外唯一的通路，「藍色公

路」有需要，「蘇花高

（改）」更有需要。

　因此我認為，應該先把蘇花高（改）興建起

來，然後再來開闢「藍色公路」，而不是爭取開

闢「藍色公路」，就輕忽了蘇花高（改）非建不

可的重要性。

海陸交通建設不能偏廢

花蓮如果能夠開闢「藍

色公路」，將讓觀

光事業在發展上多了一項

選擇，因此我認為很好，

值得大力開發。不過觀光

歸觀光、產業歸產業，花

蓮聯外的鐵公路可不能輕

忽，像蘇花高（蘇花改）

就應該趕快興建完成。

「藍色公路」在經營上，

我建議採用BOT的方式來辦理，政府站在管理、監

督的地位即可，然後讓民間企業去經營，政府可

以增加稅收，又可以光大觀光事業，一舉兩得。

而民間企業則可以引進日本、歐美等國，在經

營、信譽上良好的企業來經營。

藍色公路值得大力開發

我覺得藍色公路是可以

開啦，個人樂觀其

成。但是政府應該要規劃

好，以免藍色公路一開叫好

不叫座？我的意思是說，平

常是要想辦法讓人來搭乘

的。聽說一年要虧兩億，這

是要注意的，不要像花蓮輪

一樣，以前大家都搭乘呀，

後來就愈來愈沒人搭了，最

後不得不收起來了，前車之鑑要注意，以免開了

這個藍色公路造成了浪費。所以我的看法是，藍

色公路是可以開的，但是政府要有多元的規劃，

才能達到效果，根本上講起來，我個人覺得還是

蘇花高比較好。

多元規劃才能達到效果

如果有藍色公路，讓民

眾有更多的選擇當然

是非常好的事情，過去有

花蓮輪，我只坐了一次，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慶幸

自己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因為景色優美，也是花蓮

人共同回憶，如果藍色公

路成行，一定可以喚起不

少老一輩花蓮人的記憶。

　藍色公路除了運輸還能觀光，而且大小型車都

可以上船，非常方便，而花蓮除了蘇花公路外，

也應該有其他合適的道路，不管什麼路不能走都

有替代的選擇，可是蘇花公路不能走的話，想開

車回花蓮的民眾就沒辦法回家，因為無從選擇。

讓花蓮人有多一種選擇

我支持藍色公路，除了

能替代公路運輸外，

還兼具觀光功能，前陣子

蘇花公路斷了，只有鐵路

的日子真是許多人的夢

魘，未來若是有了藍色公

路，能夠具備大量運輸的

功能，在蘇花改興建的這

段時間，或是未來道路必

須修繕等，花蓮仍有對外

聯結的管道。

　另外，縱使藍色公路沒有辦法完全取代公路，

但卻能吸引許多遊客至花蓮遊玩的意願，如果一

連串的活動都能符合遊客的需要，這條藍色公路

將有無限可能。

藍色公路可以吸引遊客

花蓮沿岸景觀頗多可看

之處，因國人習慣於

陸上活動，對於海上休閒

活動的開拓值得重視。花

蓮要的藍色公路除了休閒

娛樂功能之外，最主要有

高運能運輸功能。

　以前花蓮輪晚上由花蓮

開航，凌晨到基隆；白天

再由基隆開到花蓮。因可

搭載大小汽車，一度為東

部帶來海運觀光熱潮。三十七年前的海上運輸經

驗可為未來開拓海上藍色公路為依據，再創花蓮

海陸空交通便利旅遊契機。

再創交通便利旅遊契機

隨著蘇花公路中斷頻率

愈來愈頻高，東部民

眾北上就只剩鐵路和航空兩

種交通選擇，如果要到北

部，常須駕車往南繞過半個

台灣才能到達，除了增加運

費也增加運輸旅程。

　藍色公路可提供東部民眾

更多的交通替代選擇，尤其

是在蘇花公路中斷時，藍色

公路可發揮替代功能，讓駕車民眾和農產品方便用

海運轉往北部。據研究估計，花蓮到蘇澳的海上航

運時間約只需八十分鐘，花蓮至基隆約需二百分

鐘，一般汽車或貨車可連人帶貨直接上船；藍色公

路的海運接駁可說是相當經濟，政府應該推動。

海運接駁相當經濟方便

蘇花公路帶來長年的

危險，已造成多少

家庭因此破碎，多年來，

花蓮人只要求中央政府給

花蓮人一條「平安回家的

路」，竟遭到如此的對

待，花蓮人怒吼了！希望

中央政府能聽聽花蓮民眾

對該條道路的殷切期盼。

　蘇花高的興建經費是九

百四十六億元，而蘇花改

卻只有四百億元，剩餘的五百餘億元，希望能利

用在東部，將這筆預算運用在開闢藍色公路，讓

東部的交通兼具運輸之外也有觀光的功能。

政府應該挹注藍色公路

海島國家發展藍色公路

是無可厚非之事，但

是應以觀光為主，交通為

輔，同時需重視安全、價

格、航次及時間等問題。

　交通問題一直困擾著花

蓮的觀光發展，蘇花公路

經常中斷，觀光及農特產

品業者不知如何經營，蘇

花改許畫雖然有獲得通

過，但是，施工期間的交通黑暗期，花蓮要如何

因應？如何尋求配套措施，都是花蓮人關切的。

　藍色公路的開發必須重視安全問題，海象因素

絕對應列入考量，航次多寡？價格問題？及縮短

航行時間都是考量的因素。

藍色公路應以觀光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