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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長期來產業不興、

人口外流嚴重、企業

投資意願低，首要問題出在

交通的不便利，因此，要突

破目前的困境，就必須加速

陸、海、空交通改善工作。

　花蓮早期也曾風光過，但

隨著工商、製造產業的興盛

，讓花蓮風光不再，反而遠

落後其他縣市，家鄉子弟出

外討生活，讓地方人口逐漸減少，但觀光產業一度

帶來新契機，不過又受到交通不便的影響，無法再

求突破，企業界也因而卻步，要改善此一困境，唯

有賴交通網絡的改善，包括蘇花改工程能如期完工

，花蓮港設備的提升，以及鐵路運能的增加。

為配合政府所推動的五大新興產業與

四大智慧產業之政策，希望未來以

創新的思維與理念，應用技術，發展智慧化的資訊與服務，

透過「資訊整合」與「主動服務」概念，提供即時的適地性

交通旅遊資訊，以及優質的無縫公共運輸，透過整體資訊系

統、交通與觀光資訊服務之規劃建置，以及相關公共運輸、

停車管理與低碳觀光服務等，盼花蓮縣觀光遊憩區全面導入

智慧交通與創新觀光旅遊應用服務。

　在觀光產業裡，有一旅遊型態，自然旅遊其所指民眾因自

然歷史吸引所產生的旅遊行為，通常具備休閒、冒險與教育

之特性，像是到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休閒農業區、

自然公園或其他被保護的溼地區域，進行高強度活動，如飛

行傘、攀岩、獨木舟、溯溪、輕航機、熱氣球等，或緩和、

舒適活動，如賞鳥、賞螢火蟲、釣魚、露營等活動。自然旅

遊景點之價值為非市場財貨，衡量依據於其存在與功能。另

一種深度旅遊則是針對社區部落所發展出來的文化、自然景

觀、生態和融入農家生活的農事體驗。而更具規模及需要龐

大資金投入的度假村、大型遊樂園等，就須仰賴縣外的資金

進駐投資，多元的旅遊選項更能延長遊客留在花蓮的時間，

進而提升觀光旅遊的周邊產業效益。

　舉凡輔導民間業者成立觀光產業聯盟、結合公私部門資源

共同規劃行銷觀光遊憩據點與行程計畫、建構花蓮全區WIFI

無線網路環境計畫、推動智慧觀光發展與電子旅遊套票服務

計畫、改善縣內主要交通要道及到達各休閒旅遊景點道路聯

結、景點的停車規劃等，這些軟體和硬體設施均須並重，才

是發展觀光旅遊產業的重要基礎。主幹線和景點道路動線的

整體改善規劃與智慧型觀光支援建置，將成為未來旅遊發展

成功與否的關鍵，完善準備才可以為花蓮人帶來更高的觀光

旅遊經濟產值，如何建構便捷交通網，促進業者投資進而優

化花蓮的觀光發展，讓旅遊產業日益蓬勃，創造花蓮經濟利

多，這都需靠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才能達成。

創新思維 導入智慧交通創新旅遊服務

要加速陸海空交通改善

在蘇花改終於開工之

後，花蓮人期盼的

就是東西向交通也能一併

獲得改善；國道六號公路

從埔里延伸到花蓮的後期

工程，其重要性等同蘇花

改，花蓮美其名是台灣的

後花園，但是花蓮人所受

的待遇卻是次等公民一

般，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

府怎能放任花蓮人為了返鄉之路，為了搶台鐵北

迴線車票而與遊客站在對立立場，情何以堪？

　如果在公路上獲得南北向與東西向暢通網絡，

加上海上的藍色公路發展，相信花蓮的觀光建設

也好，甚至整體經濟發展將獲得大幅提升！

暢通海陸交通提升發展

花蓮不願意再當後山！

籲請新政府展現新思

維，擺脫舊民粹包袱；花蓮

不僅需要蘇花改、也期待六

號公路後期工程趕緊開工

的消息，唯有便捷的交通

網絡，才能吸引企業家進

駐，請政府鼓勵企業到東部

投資，以帶動地方發展。

　懇請中央政府重視地方沒

有建設就沒有進步，東部的交通建設改善，除了

南北向，東西向也刻不容緩，中央對花蓮縣民虧

欠太多也太久了！國道六號從埔里延伸到花蓮段

必須明確告訴縣民開通期程，莫讓人民空等待！

南北東西向交通須兼顧

長期以來，政府建設的

重點都著重在北部都

會區，導致造成城鄉重大

差距，國家資源未能盡其

用，對於花蓮的規劃並不

以經濟層面來進行考量，

當然對於交通網的建構也

就不太重視，這樣經營後

山的思維，既做不到從前

的「交通為實業之母」，

對於未來「運輸是為生活之父」，恐怕也做不

到。其實，絕對相信政府一定了解建構交通網可

以促進投資，但是如上述政府的態度與考慮的方

向，顯然與在地鄉親所思考的有顯著的差異，這

種差距如何接軌，才是能推動政府建構交通網，

促進投資的最基本方法與方向。

盼推動政府建構交通網

因應未來蘇花改通車

後車流、積極爭取

經費、解決大花蓮市交通

問題，建議結合縣府東西

（海岸路停車廣場及中央

路停車廣場）兩大停車區

規劃，利用陸上捷運中型

巴士色線系統，採定時對

開方式。紅線――為觀光

導覽及金三角、日出大道

商圈為主。橙線――以花蓮市民字里區域為主。

黃線――以花蓮市國字里區域為主。綠線――以

花蓮市主字里區域為主。藍線――以大花蓮市環

狀周邊為主。隨招隨停一價到底，以因應蘇花改

通車後之交通問題。

建構捷運中型巴士系統

在一黨獨大時代，花

蓮後山的交通一直

未被重視，等到民進黨執

政，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

時，實質編列蘇花改預算

並且經立法院通過，就在

要動工前夕，未料前縣長

謝深山告知中央，花蓮有

不同的聲音，請中央暫停

施工，導致蘇花改工程一

等就是多年。好不容易在有共識之下，蘇花改終

於動工，卻又遇上漢本遺址，行政院做成三個原

則，第一個蘇花改仍以在民國一○八年通車為目

標，第二個蘇花改工程不進行路線變更，第三個

是蘇花改必須依循最小工程破壞與最大遺址完整

保留來進行，因此期待蘇花改能順利通車。

期待蘇花改能順利通車

雖然花蓮對外陸、海、

空交通網絡已經積

極改善，包括蘇花改工

程、鐵路運能提升、機場

增加亞洲直飛班機、藍色

公路啟動，都需要政府挹

注資源，讓業者能夠永續

經營，不管是陸、海、空

等提升交通運能，都有賴

新政府提出獎勵與優惠

措施，提高業者投資意願，也增加花蓮鄉親利用

陸、海、空交通載具的誘因。

　花蓮受限於交通因素造成產業不發達，但是文

創與原住民都是花蓮的特色，希望政府朝向文

創、特色產業發展，鼓勵青年回鄉，帶動地方產

業熱絡與發展。

陸海空交通需政府獎勵

沒有便捷交通網絡，就

不會有企業界前來

投資，導致花蓮經濟長期

不振，人口外流嚴重，交

通建設是地方首要之務，

地方期待蘇花改的如期完

工、鐵路運能的提升、花

蓮港埠設施的加強、藍色

公路增加航班，透過這些

交通設施的提升與改善，

相信可以增加產業進駐與觀光客到訪。

　不過花蓮對外交通受到天候與颱風、地震影響

很大，希望政府加強鐵、公路、航空海運運能提

升以及對企業的支持，才能讓海、陸航運業者願

意投入資源在花蓮，花蓮未來才有未來發展。

政府應該支持交通業者

政府要振興花蓮產業，

首重花蓮對外交通的

改善與提升，除了提升鐵

公路、航空運能外，海運

也應加強，但是花蓮對外

交通容易受到天然災害的

影響，期待新政府加速進

行改善，提升交通運能的

穩定性，才能獲得產業界

的信賴，增加投資、進駐

地方意願，花蓮未來也才有發展。

　讓花蓮對外交通有更多選項與連結，提供便

捷、穩定的交通系統，包括鐵路提升運能、班次

增加，政府獎勵航空、海運增開班次，蘇花改早

日完工，希望新政府加快腳步改善花蓮對外交

通。

交通運能穩定性待提升

花蓮早期以農立縣，但

隨著觀光、製造產業

興盛，讓花蓮風光不再，

受限於交通不便，謀職不

易，花蓮子弟只好選擇出

外討生活，地方人口逐漸

減少。

　雖然花蓮極力發展觀

光，不過受到交通不便的

影響，無法再求突破，企

業界也因而卻步，要改善這樣困境，唯有賴交通

網絡的改善，包括蘇花改工程能如期完工，花蓮

港設備的提升，以及鐵路運能的增加、航空班次

的增加、藍色公路增加航班，都將有助於花蓮交

通的改善同時也服務遊客增加觀光產值。

改善交通增加觀光產值

花蓮受限於交通不便，

造成產業落後，但是

客家、文創、原住民都是

花蓮的特色，希望政府鼓

勵民間與聚落朝向文創、

特色產業發展，鼓勵青年

回鄉，帶動地方產業熱絡

與發展。

　花蓮擁有的好山、好

水、好空氣、好環境、

好人情，可是沒有便利的交通系統讓遊客與產業

界望之卻步，為了再創花蓮新契機，必須加速交

通設施的改善，從鐵路運能提升、班次增加、航

空、藍色公路增加航班，蘇花改早日通車，花蓮

交通改善的同時，相信也服務到遊客，增加旅遊

的誘因與交通選項，帶動花蓮發展。

鼓勵發展文創特色產業

未來，蘇花改若通車之

後，花蓮有了安全連

外道路，可減少企業對於

投資花蓮面對運距及天候

因素路況等考量，對於投

資花蓮相對樂觀，同時花

蓮拚觀光商機，當大量遊

客進到花蓮時，面對交通

動線不夠情況，應積極規

劃交通分流及配合縣政府

找到適合的停車空間，讓遊客及住在花蓮市的朋

友都能夠擁有親善的停車空間，而且感到便捷。

花蓮擁有許多百年景點，但是至今未能連結起

來，如果能將這些珍珠景點串聯起來，花蓮市就

可以提供觀光客一場很棒的回顧歷史之旅。

便捷交通串聯珍珠景點

近日新政府函示，無須

興建新科技圖書館一

案，對於中央漠視東、西

部城鄉發展差距，忽視花

蓮人權益，應該表達嚴正

抗議及不滿，並應該持續

爭取，不讓花蓮鄉親再淪

為二等公民。

　智慧科技圖書館空間約

二八四○坪，落成後將是

館藏豐富、擁有數位設計設備的多功能中心。以

所謂智慧科技克服在地交通及資源貧瘠劣勢，透

過閱讀與數位資訊，提升整體知識文化水準。智

慧科技圖書館與以往一般圖書館有別，不僅提供

閱讀空間，更是數位科技資訊交流、學習的園

地。

中央協助打造智慧城市

卓溪鄉境內的廢棄清

水農場，希望政府

能夠趕快重新開發出來，

我們布農族本來就是住在

山區，這裡本來就是我們

的傳統領域，政府說我們

原住民不能去住、不能去

開發，這是戒嚴時期的論

調，已經不合時宜了；而

且重新開發清水農場後，

目前卓溪鄉在梨山種梨、種茶，擁有這方面務農

技術的兩百多位鄉民，就可以回到故鄉來耕作，

讓外出的鄉民返鄉工作，更可以促進卓溪鄉的繁

榮進步，我希望政府能夠趕快來協助完成此一建

議案的早日完成。

重新開發廢棄清水農場

目前的火車、公車事實

上都是各自跑各自

的，時刻也沒連動，景點也

沒接續，沒有交通工具的遊

客我們還真的不能推薦他坐

公車，要發展觀光就要針對

觀光業的需求來走，目前交

通部觀光局已經有台灣好行

的觀光巴士在運行，但是對

於花蓮的部分最南端只有到

大榮大富平地森林公園，往南就沒了，要來花蓮南

區真的只能自己租車。期望政府能輔導業者開發針

對花蓮南區的觀光巴士，結合飯店、特產店開發套

裝行程（一、二日遊）來降低營運成本並增加遊客

的便利度及吸引度，景點活絡起來，當然商機、金

流也會跟著進來。

應該開發南區觀光巴士

花蓮南區的交通建設，

長久以來不僅一直是

落後花蓮北區，更是遙遙

落後西部和北部，前總統

馬英九過去曾經在花蓮南

區參訪時，說他對不起花

蓮鄉親，花蓮交通建設落

後西部十五年，如今馬英

九雖然卸任了，好在現任

總統蔡英文，在競選時也

承諾要好好建設落後的花蓮南區，本席建議蔡總

統不妨先擬出建設花蓮南區的相關方案，廣納民

意、趕快建設，否則每個領導人都說虧欠東部很

多，可是卻一直沒看到前來建設，不要老是說說

而已，應該趕快起而行才對！

廣納民意趕快建設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