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發展誰決定？以茄萣濕地 1-4 道路開發案為例
李至堉
位於高雄市西濱最北邊的「茄萣濕地」（Jiading Wetland），近年來因為開路
議題導致爭議四起，相關團體紛紛採取行動以求未來濕地的發展方向符合自身期
待，包括政府機構、民意代表、環保團體、地方居民、在地青年、學術研究圈等，
呈現出多方角力競逐的關係。彼此之間的相互對抗、合作、牽制等行動耐人尋味，
尤其是事件中最為顯眼的開發派，總是能打破「環境保護」乃政治正確的普遍認
知，硬是翻轉社會上普遍對於濕地保護的共識，影響執政者將政策推往對其有利
的方向。本文將從發起反對運動的守護茄萣濕地青年聯盟參與者經驗和視角出發，
描繪出關於「地方發展」的政治權力關係，並以此為基準，發想運動切入的角度
與適切性。

圖 1 茄萣 1-4 號道路開發議題上，各團體的身分關係。（作者自繪）

事件背景介紹
茄萣濕地所在位址為茄萣區內的崎漏里與部分下茄萣，早期有人類活動紀錄
時，這裡便是西南沿岸三大內海──「蟯港內海」的一部份，專用來進行簡單漁
作以及運送商貨等。後來蟯港內海逐漸陸化，到了 1938 年日本政府因發展化學
工業，將此地開闢成竹滬鹽田的一部份，開啟了長達約 40 年的產鹽歲月。隨著
工業化的腳步逐步趨近，竹滬鹽田漸漸被用來堆置工業廢棄物──煤灰或爐渣，
直到 1987 年廢曬之後才被完全荒棄不再產鹽。1990 年代開始，因為遠洋漁業港
口的不敷使用，政府將茄萣的興達漁港浚深做成遠洋漁港，並於 1997 年完工，
浚深所挖起來的廢土則堆棄至荒廢的濕地上面。配合遠洋港口的建置，當時的高
雄縣政府劃設了一塊「興達港漁業特定區」，將包含茄萣濕地的這一大塊土地施
以都市計畫，規劃街道、使用分區等，其中，
「1-4 號道路」便是從興達港漁業特
定區計畫中首度登場。
誰知興達遠洋漁港完工後，卻因遠洋漁業的沒落，再加上整體配套措施的不
完善，導致興達港依然作為近海漁業使用，而且使用頻率越來越低。「興達港漁
業特定區」原本預計會有 8 萬人進駐，結果茄萣全區總合也才 3 萬人，遠遠低過
於政府當初的規劃。為了挽救頹勢，2004 年的遊艇產業專區與 2005 年的情人碼

頭相繼出現，卻仍然挽回不了沒落的命運。弔詭的是，2009 年在楊秋興縣長任
內，竟然要將「興達港漁業特定區」中的 1-1 和 1-6 號道路實現打通，明明已經
沒有如計畫預期般相應的人潮，但依然施行開發，導致茄萣濕地在還沒劃為國家
重要濕地前，就已經被劃過兩條道路。根據採訪茄萣生態文化協會前理事長鄭和
泰指出1，1-1 與 1-6 號道路會被開發，與地方上的強力支持有關。當時有許多茄
萣的有力人士出面呼籲開闢 1-1 與 1-6 號道路，但因當時茄萣濕地尚未被劃歸為
國家重要濕地，也還沒有具規模的組織串連行動，所以並無引起太大關注，導致
這兩條道路很快就被開闢，於 2011 年底通車，諷刺的是，當年也透過台灣濕地
聯盟的協助，內政部總算將茄萣濕地劃歸於「國家重要濕地」內。

圖 2 茄萣 1-1 與 1-6 號道路位置圖。（圖片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

1-1 與 1-6 號道路通車後不久，隨即引來茄萣居民的罵聲，有人認為道路彎
角過大設計不良、有人認為寬度太寬、也有人認為使用率太低，更因政府徵收時
的程序草率，惹怒原本將祖先墳地設於此的鄉親，而道路施工中主張開路的議員
意外往生，以及當時也力主開路的區長突然中風，都令 1-1 號道路的開發影響蒙
上一層神秘的陰影。但是，接任的高雄市政府卻似乎沒有記取教訓，又要在茄萣
濕地上開闢一條 1-4 號計畫道路，並於 2013 年開始送往環保局專案小組審查。
預計在茄萣濕地開闢的第三條路：1-4 號道路
1-4 號道路開發議題上與 1-1、1-6 號道路相似的是，也有許多地方人士出面
倡議，希望政府盡速開發 1-4 號道路。較為常見的有地方議員、里鄰長、農漁會
執事以及部分地方居民等，各自使用不同的論述與方式進行訴求。首先由地方議
員陳明澤於質詢時「力爭 1-4 號道路開通」2，以「剃光頭，表決心」的方式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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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廳中傳達鄉親心聲，說明媽祖婆顯靈指示，若 1-4 號道路沒有打通，地方就不
會發展，更在會中表示，地方鄉親將動用超過 40 台遊覽車前來市府抗議。2013
年時，茄萣區長曾石城、農會總幹事楊至穎、茄萣環保協會理事長郭芳春、開闢
道路陳情人代表鄞浩名、茄萣文史協會理事長曾逢中、茄萣金鑾宮主委施金水、
吉定里里長薛賢成、大定里里長薛金成、崎漏里里長邱美麗、嘉賜里里長葉宏信、
萬福里里長蘇永南、白雲里里長郭麗華、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地方民意代表
與意見領袖，共同拍攝一部「打通茄萣區莒光路(1-4 號道路)專題報導3」影片，
各自論述為何要開闢這條 1-4 號道路。筆者從影片中歸納出最主要的三個原因：
一為政府應當不能失信於民，這條 1-4 號道路所銜接的是早在 1970 年代即開闢
完成的莒光路，承諾打通接往南邊已經喊了 40 多年，應當盡速施工莫再蹉跎；
二為 1-4 號道路打通後有助於交通改善，除了紓解原有交通之外，還能改變現有
路網不安全的現況；三為開通 1-4 號道路，有助於茄萣的經濟發展，正如同影片
中最後說的：
「路 kah 打乎通，經濟才會通」
。由上面三點分析，第一點會出現主
要是對於政府協助地方經濟發展的寄望，所以其實可以歸納至第三點經濟因素，
第二點的交通因素相信也非主因，因為政府其實一直有 4 個替代方案可供選擇，
況且 1-4 號道路是否能紓解交通也有待深入觀察，所以，第三點經濟因素才是訴
求開闢的主因。另外，在 2014 年時，國民黨議員李長生也帶領 700 多名茄萣鄉
親到高雄市政府抗議，當天陳菊親自接見，表達支持興建立場，同為國民黨籍的
議長許崑源也表明支持民眾4的訴求，可見市府方也是希望能迎合居民訴求，盡
速打通 1-4 號道路。

圖 3「打通茄萣區莒光路(1-4 號道路)專題報導」影片中，地方頭人與意見領袖共同呼喊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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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盡速打通 1-4 號道路，茄萣的「經濟才會通」
。（作者翻攝自「打通茄萣區莒光路(1-4 號道
路)專題報導」
）

1-4 號開闢道路的地方權力關係
我們可以從以上新聞及影片發現，1-4 號道路開發議題與 1-1、1-6 號道路
相似的是，有許多地方人士、意見領袖出面支持，甚至常因選票之爭而在議題
上立場對立的國民兩黨，雙方也出現罕見的合作，共同倡議道路開闢，究竟是
何種原因使得這些人願意站出來大動作串連並發聲呢？筆者與團隊曾數次訪問
幾位開發派人士以及地方意見領袖，製作出一幅 1-4 號道開發方的權力關係地
圖，嘗試從個人與個人的關係，聯繫到團體與團體的交集，以找出 1-4 號道路
議題的關鍵人物。由於議題尚未落幕，以及團隊多數成員仍居住於茄萣的關
係，為了怕引起不必要的紛爭與對立，權力關係地圖在此只簡單呈現，並將不
適宜曝光的人物匿名處理：

圖 4 支持 1-4 號道路開闢的權力地圖

由圖 4 可知，主要訴求 1-4 號道路開發的有力人士，與政治和地方重要機構脫離
不了關係。無論是官派的區長、具有民意基礎的立委、議員和里長，還是位於茄
萣權力核心的農漁會等，都支持 1-4 號道路的開闢。所以，很自然的媒體便會將
鎂光燈聚集在這些不僅擁有權力與抬頭，也付出實際行動去爭取，更有「在地居
民」身分的人身上，與另一方面環保團體和在地青年聯手的陣營形成對立。至於
這些開發派會如此大聲疾呼，是否 1-4 號道路開發之後會對他們有何實質利益呢？
在此作者雖有想法，但因無憑無據，也不願擅自推測任何利益輸送或求財行為，

所以在此不筆。
高雄市政府的態度與做法
由於茄萣濕地劃定為重要濕地，道路開發工程必須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茄萣濕地的環境影響評估由高雄市環保局負責，但由於施工單位為高雄市工務
局，明顯具有「球員兼裁判」的嫌疑5。尤其在市長、副市長、環保局長、工務
局長等行政首長對開發派的支持之下，不免令人懷疑是否真的從中立第三方的
角度去施作環評？翻開高雄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會議的委員組成，24 位委員裡
面，共有 8 位是由高雄市政府的局處首長出任，那不就代表若審議高雄市政府
自己的開發案，是否就有 1/3 的票數是保證取得的呢？
2014 年 7 月 17 日，茄萣濕地 1-4 號道路面臨第一次的環評會議，當次會
議依照不具民的與會委員指出，政府機關首長完全沒有迴避，而是高雄市政府
事先擬定好一份「有條件通過」的決議，再詢問在場委員是否有任何意見，最
後，部分委員認為此舉不妥，應當進入二階環評或退回專案小組，但由於時任
主席的陳金德環保局長（現為高雄市副市長）主張今日便要產生決議，才納入
部分委員意見做成第一次環評會議的結果。由此可見雖然環境影響評估號稱是
中立、第三方、專業的會議，但上述粗暴的行政流程卻活生生上演在響名民主
聖地的高雄市，也因此，以詹順貴律師為首的律師團經由委託提起訴訟，高雄
市政府在 2016 年被判敗訴，環評會議結論無效。但是，高雄市政府立刻捲土重
來，馬上再將 1-4 號道路開發案送往專案小組以及環評大會，並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召集審議 1-4 號道路開發案的環評大會，令人驚訝其行政效率。在第二次
環評時，一樣由時任副市長的陳金德擔任主席，卻仍然重蹈覆轍，在 8 名政府
機關首長的代表委員中，只讓開發單位工務局長退席迴避，其餘人等包括副市
長本身，同樣留在環評會議內參與討論與決議。果不其然，本次會議無條件通
過，全案經由公民團體連署，在進行行政訴願與行政訴訟，目前正在審理中。
結論
由此可見，1-4 號道路的開發方，其實不單單只有地方居民的串連而已，市
府方也在各處直接或間接顯露出想要開發的意圖。我們猜想，這是因為地方居
民開發派的串連裡，有太多民意代表與地方頭人的組成，讓市府顧忌樁腳與選
票的穩固與否。但是，這些民意代表與地方頭人所組成的開發派，代表的是真
正的民意嗎？翻開高雄市政府委託製作的民意調查，可以發現地方上支持 1-4
號道路開發的比率逐年降低，從 2014 年最一開始的 76%，到最近一次（2016
年 5 月）已經下降到 58%的比率，相當接近五五波6。這 3 年下來，茄萣濕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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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號道路的議題漸漸發酵，顯示出只要將濕地資訊與開發利弊完整揭露，人民
選擇的會是傾向保留濕地。相信未來若透過更多經營手法跟倡議行動，將會有
更多人以不同管道認識到這項議題，進而影響地方民意的展現。由上可知，若
執政黨只願聽信地方權力核心的單方面話語，而不是深入民間蒐集民意的話，
很容易會被表象所騙，就如同現在茄萣其實是支持濕地保留的聲音漸佔上風，
執政者卻誤以為地方只想開路，若依然執迷不悟，早晚會因為錯估形勢而失去
汲汲營營的權力和位置。
茄萣濕地的議題深入地方政治結構，將「地方－中央」的關係緊密嵌合在
一起，是觀察群眾動員與地方權力關係相當適切的案例。理想的地方發展是由
地方居民與行政方共同協商出來的，從溝通中互相理解彼此的需求，但在茄萣
濕地 1-4 號道路議題上，卻沒有看到這樣的理想狀況，而是透過權力與關係，
意圖創造對自身最大的利益，「地方發展」恐怕只是名義上的藉口罷了。

區 1-4 號道路(莒光路南段)開闢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 11）：
1、第一次（2013/06），樣本數 205，贊成 1-4 號道路開發 76％（國立成功大學統計調查中心執
行）
。
2、第二次（2014/01），樣本數 339，贊成 1-4 號道路開發 77％（十方民意與政策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
。
3、第三次（2016/05），樣本數 207，贊成 1-4 號道路開發 58％（國立成功大學統計調查中心執
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