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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花走了 23 年的環保路—陳重吉 

對內對外，我都是烏鴉的角色 

——專訪陳重吉 

台灣世曦工程水及環境部計畫經理 

 

面對工程同仁順利達成進度， 

歡喜之情感同身受， 

也明白施工過程中的辛苦與壓力， 

可是我絕對不會說： 

「你們環保做很好，因為環保做好是應該的！」 

我的角色就是烏鴉。 

 

拉開近代臺灣東部公路建設的時間軸，這條筆直的線上只出現兩個

點，民國 87 年的蘇花高速公路計畫（簡稱蘇花高）、民國 97 的蘇花

公路改善工程（簡稱蘇花改）。糾結了 20 年，蘇花改全長 38.8 公里

的道路，其中 9.7 公里終於完工開放通車。 

這 20 年來的 9.7 公里，環境工程師「陳重吉」扎扎實實走了一回。 

民國 87 年，蘇花高開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陳重吉正是其中一員，經

過縝密的調查與探訪，當時已完成工程規劃並通過環評，最後仍因環保因

素糾結，民國 92 年蘇花高宣布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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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眼 10 年過去，蘇花改浮上檯面，民國 97 年開始進行可行性調查，

擁有參與蘇花高時，累積多年的環境資料與經驗，陳重吉再次投入東部的

公路建設計畫，這一走又是下一個 10 年。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一見到陳重吉他便指著自己的髮型，「為了今天被訪問，特別去剪頭

髮，結果被我老婆笑說像餅乾盒上的小瓜呆」，有著燦爛的笑顏、爽朗的笑

聲，陳重吉給人隨和、好相處的印象，但對於環境保護監督工作，他可就

沒這麼好說話！ 

環境工程師是運用科學、環保科技的方式來改善環境、整治污染，但

是當環境工程師接到環境影響評估的任務時，表示開發的啟動準備；開發

行為多少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如何在規劃設計階段就避開影響因子；倘若

無法避免時，要採取何種措施將風險降到最低，讓開發和環保兼容，這是

環境工程師的重要任務之一。 

「從意見領袖、專家學者、民眾團體，分三個階段舉辦說明會以及溝

通會議，同時我們也拜訪了將近 30 個與這條路相關的團體，像是宜蘭縣

和花蓮縣文化局，聆聽他們的需求和建議。」蘇花改的推動就此展開！公

共工程的進行從環境影響評估與工程規劃開始，必須通過環保署的環評審

查，工程才得以進行。因此，蘇花改沿線的環境生態、文化資產、施工安

全、交通運輸…等等，陳重吉與團隊都必須一一了解，避開敏感區域，降

低破壞與污染的風險。 

風吹雨淋做監測不累，與人溝通才困難陳重吉停頓了一下，「要…要…

講出他們嗎？」，問句伴隨著笑聲被丟出，「那不講人，講過程？」他依然

泛著淺淺的微笑談起，為了降低蘇花改工程對環境的影響，環評審查前到

處收集資料、拜訪調查的那段日子。 

「 其 實

機關的拜訪

狀況比較好，

可能比較多

是自然科學

或是工程界

的人，語言比

較相近，但在

針對民眾的

大型說明會

上就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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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陳重吉和團隊準備充足的資料，來說明隧道對環境的影響其實比

較低，「蘇花改用隧道的方式，比現在蘇花公路直接把山的山腳挖掉更環

保！可以看到蘇花公路一邊是海、一邊是山壁，路把承受整座山壓力的地

方整個砍掉了，當然會垮下來，所以用隧道方式通過，反而在安全上以及

生態的影響是比較低的。」在許多有既定立場的民眾代表面前，許多反對

的意見還是難以調整。 

「所以先針對意見領袖或專家學者，做小團體的討論最有效果。」讓

對方沒有壓力的闡述意見，甚至採取一問一答，有任何疑問團隊立即提供

資料和說明，雙方直接對話，設法取得平衡點。舉行大大小小說明會的同

時，陳重吉還必須收集統計環境監測資料，「從蘇花高環評開始，我們對這

地方的環境背景已經有很深入的調查，再加上從 97 年就開始啟動，一季

兩次最高頻率的調查，一直到現在每年有 8 次調查，已經累積了 10 年的

環境調查資料，對這區域環境的掌握與影響我們可以說是最高的。」對於

蘇花改的環境影響調查工作，陳重吉很有信心，但媒體報導給了他重重一

擊。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史上最快環評審查 22 天過關」、「環評 22 天過關 安全惹議」一個

個新聞標題，讓總是掛著笑容的陳重吉也略顯無奈之情，「報導說我們 1、
20 天就通過，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正式審查之前我們已經先到環保署做 1
次預審、2 次諮詢會議，所以在開始之前已經被審查 3 次了。」 

充分的環境調查資料、詳盡的各方意見、完善的風險評估與規劃，陳

重吉的團隊必須在環評審查前全部整理好，「當時我們幾乎是一天過 12 小

時的在做這個工作，每天都到半夜才回家，洗個澡睡一下又進公司繼續

寫。」整個團隊已壟罩在高壓之下，無情的風災還投下一枚震撼彈。 

民國 99 年 10 月 21 日，梅姬颱風在蘇花公路上造成 26 人死亡的重大

事故，蘇花改的需求更顯重要，「當時這條路要通過的壓力非常大，所以環

評內容就必須更謹慎詳盡。」對於工作量不斷增加，陳重吉的家人也有了

意見。 

談及當時的狀況，陳重吉忍不住笑了出來，「當時我小舅子跟我岳母

說：『姊夫這樣子怪怪的，哪有人加班加成這樣？』後來我老婆就說她要跟

我一起來加班。」太太真的陪同他來到公司加班，到了晚上 10 點太太已經

打起瞌睡，等到發現大家真的都是加班到半夜，就再也不陪陳重吉加班了。

「當時我老婆不太相信這工作的壓力和緊迫會到這種程度，不過我們那 1、
2 個月都是這樣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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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碰！」陳重吉拍拍桌上一直放著的三本書，每一本都比辭海還

厚重，「這三本就是我們送去環保署審查的，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禮拜就會審

查一次，針對審查委員提出的問題與意見，逐一回覆或是修改。」反覆調

查或修改，陳重吉都能耐心面對，但對於不理性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質疑，

那才是最大的打擊。 

「曾經有委員提到，開這條路會把山裡面的病毒，像是漢他病毒或是

愛滋病毒帶出來。這種提問…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陳重吉

微微皺起眉頭，「當然我們還是得回答，只能用機率、距離去回答他。」的

確無法斷言中央山脈內有無有害的病毒存在，只能透過工區位置緊鄰現在

的台 9 線，並未深入山區，綜合工區距離推估病毒被帶出來的機率來回應。 

生態小組、監測小組、交通小組…，陳重吉需要掌握的團隊眾多，作

為領導者他必須快速整理自己的不愉快，因為還得安撫團隊同仁的各種情

緒，特別是在環評審查中遇到攻擊性提問的時刻，不時看到同事回應的文

字是帶情緒性的，「你們發洩完了吼？好啦，可以啦，可以開始修了，這邊

你修一下。之後同事乖乖修好再給我的內容，品質就正常很多。」陳重吉

非常認同讓同仁將不愉快的情緒先發洩在初稿上，「不然這麼長期接受負

面的聲音，我們的人生都變灰暗了。」 

地地地地地明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然而環評審查也不全是反面的提問與建議，為降低工程進行時對生態

的影響，其中一位環評委員建議制訂「生態停工機制」。針對蘇花改沿線的

陸域生態、水域生態和海域生態，以累積多年的環境監測資料做為參考，

分別訂定出指標物種，當指標物種連續兩次少於特定數量，立即召開會議

並停工調查。 

陳重吉對此建議表示

贊同，但對於媒體強調鳥

類少幾隻就停工的說法，

恐怕又淪為標題殺人的犧

牲者，「這個機制其實是針

對整個生態系，當生態系

發生改變，系統裡的生物

一定會被影響，指標物種

是一個協助判定的標準，

重點是它告訴我們環境可

能被破壞了，要去深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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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原因。」 

「這個要求是合理也是應該的！」、「它的用意及方向是對的！」陳重

吉不斷肯定生態停工機制，這也是臺灣工程史上首創的機制，蘇花改之後

有越來越多工程開始跟進，除了在環境保護上提供了指標性的標準，蘇花

改也在陳重吉的職場生涯中成為特別的存在，「我從事這個工作這麼多年，

蘇花改真的是所有人都全心投入的一個案子，像我們常工作到半夜，蘇改

處的公務員也跟我們做到半夜，一起打過仗才是真正的同志，這種情感是

很牢固的。」 

終於，蘇花改的環境影響評估通過了！ 

回想環評通過的那一天，陳重吉與當時的長官餐敘，為冷硬的工程編

織了些許柔和，「87308，民國 87 年第 308 個計畫，這是我們公司給蘇花

高的計畫編號。87308 已經過去，97191 要往前了。」 

97191 正是蘇花改的計畫編號！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原來，陳重吉是臺東人，對於能擁有一條快速又安全回家的路，從小

就有非常深刻的體會，「我父親在公家機關工作，以前都覺得我需要車票，

只要跟爸爸講就會有，還以為他能用關係拿到票，可是有天我特別早起才

發現，怎麼我爸媽不見了，原來他們是一早就在火車站排隊幫我買車票，

但我卻不知道。」長大後自己開車，以為一票難求、交通不便的問題能解

決，但每次從臺北回臺東至少 8 小時的車程，實在越來越吃不消，還得冒

著天上隨時可能掉下落石的風險，「小時候家人跟我說交通會改善的，但我

現在已經快 50 歲，就發現被騙了 20、30 年了。」對於這條路的需求有多

麼迫切，他的體會最深。 

這條路，它不只是工作也不只是工程編號，對陳重吉來說，是使命！ 

隨著工程的進行，環境

監測工作不容停止，「蘇花

改的環評是在我手上通過

的，我就努力讓影響降到最

低，環評內容說會做哪些措

施防範，實際執行狀況我都

必須掌握。」陳重吉不改一

貫溫和的語調，但神情明顯

嚴肅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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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工程，蘇花改的環境監測的規模更大、項目更仔細，一般

環境監測都在地表或是河川做生態調查，但為了防範山區崩塌，蘇花改在

天際使用飛機航拍來計算地表變化程度，再往上是以衛星資料來判讀路廊

植物的變化情形，主要監測是否因為施工而造成地下水匱乏，讓植物有枯

萎的可能。 

至於海洋的監測，起初團隊認為蘇花改工程對於海洋的汙染非常低，

若不幸發生汙染，團隊有信心在河川的檢測階段就已經能掌握汙染狀況，

「我們可以趁這時候建立起，蘇花路廊海上環境的基本資料，」即便判斷

對海洋影響低，陳重吉與團隊依然執行海域監測，過程中還有了意外收穫，

「我翻過國內一套科普教材《台灣珊瑚》是台大戴昌鳳教授撰寫的，其中

缺了蘇花路廊這一塊的珊瑚資料，他書面解釋因為這片海域複雜，峽谷深、

海浪威力很強大所以較難調查，但是我們補齊了，我們的環境監測除了對

工程的監督之外，也建立起附近環境的基本資料。」 

一般工程的環境監測多是公開招標，並以最低價格取得資格，但蘇花

改罕見地採用「公開評選」的方式來尋找廠商，「招標的廠商通常只專注在

監測數字，數字出來工作就結束了，不會主動對業主提出建議。但這次是

蘇花改選擇了我們，除了原有的環境監測工作之外，我們有責任對業主提

供更大的服務，這時候我們就是烏鴉了…」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除了環境監測，陳重吉還有一個重要的責任，要替業主執行工地管理

與工地環境檢視，不定期巡視工地，只要不符合規定，他會先要求現場工

程同仁改善，若一直沒有改進就會呈報蘇改處，這讓一些工程同仁對陳重

吉頗有意見，「有些人會說：『阿吉愛打小報告。』是，打小報告就是我的

責任，你們措施沒有做好，我就必須往上報。」溫和的陳重吉丟出這句話

時的反差，著實讓人震撼。 

《關鍵溝通》的作者戴雷在書中形容「壞消息傳播的速度，比太空梭

還要快！」 

這也是陳重吉絕不妥協的原因，「持續做不好的地方，如果我不往上報

將來變成環保事件。」除了會打擊蘇花改本身開發的正當性之外，他更憂

心會成為未來要推動後續工程的阻力。 

為了確保真實性，陳重吉多是臨時起意前往工地檢視，像是趁著到蘇

改處開完會後的空檔，他會請監造單位派車載自己巡視環境監測工作是否

確實執行，也順便檢視工地的狀況，就連回臺東老家也是沿路默默地檢查，

「他們也不知道我是哪台車，這時候是最真實的，所以通常回來就是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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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陳重吉以開玩笑的語氣說著，但依照他如此堅毅的性格，想必都

是實話吧！ 

對內陳重吉鮮少說好話，成了愛打小報告的烏鴉；對外他站在第一線

面對各方誤解，成了不討喜的烏鴉，對內對外都扮演著烏鴉的角色，陳重

吉一笑置之。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陳重吉的同事們戲稱蘇花高是實線工程，而蘇花改是虛線工程，民國

87 年的蘇花高從蘇澳到崇德是一條線，民國 97 年的蘇花改，蘇澳到東澳

一段、南澳到和平一段、和中到大清水一段，正好成為一條虛線，但這是

20 年努力之下的成果。 

這 20 載的光陰裡陳重吉都在，對於東部公路未來是否會繼續推動其

他工程，他抱持著期待的態度，「希望虛線工程能變實線工程」，但期盼的

眼神中帶著一絲感傷，「我估計蘇花改完成，包括營運後三年環境監測完，

我差不多可以退休了。所以開始在找年輕的工程師，他們還有 2 個 10 年、

3 個 10 年，我們也能趕快把經驗傳承下去。」 

每年 8 月，陳重吉團隊的環評組都會安排從蘇澳到花蓮的參訪行程，

讓新人能了解實際工地的狀況，最直接的感受現場與在辦公室寫環評的差

距，如果將來東部持續推動公路工程，年輕人才能順利接續下去。 

「這條路確實是我職業生涯上非常大的重點，我看著它從沒有到現在

真的做了一條虛線出來，雖然它是個虛線，但已經讓大家急著想要使用它

了，這是很大的成就感。」20 年的歲月都在做同一件事；20 年的時光都在

盼望同一件事，在環境監測中的數據都錙銖必較到零點零幾，但對於人生

陳重吉卻豪邁地只填上 20 和 1，20 年和一件事！ 

人，一輩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了！ 

這件事就是完成蘇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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