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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蘇花改興建工程正全面

的施作中，但據了

解，有部分已發包工程仍

未動工，原因出在廢土堆

置場、水土保持作業等問

題，希望縣府不僅只是監

督工程進度，也應協助承

包商解決難處，讓整個工

程得以多面向的施工，順

利如期通車。

　蘇花改目前雖然進行得相當順利，但仍有屬花

蓮路段的工程得標業者因廢土堆置場、水土保持

作業等問題尚未解決無法動工，希望縣府在監督

工程進度之際也能向相關單位反映，以「國家重

大工程建設」專案的方式協助業者解套。

要協助承包商解決難題

蘇花改工程勢在必行，

可是我認為工期過

長；花蓮縣目前唯一聯外

公路交通就是蘇花公路，

可是颱風、暴雨一來就往

往因為柔腸寸斷，而讓花

蓮頓成孤島，觀光客不

來、果菜無法順暢運銷到

北部和西部，如此周而復

始，每年都造成花蓮鄉親

難以估計的損失，花蓮人最期盼的就是一條「安

全回家的路」，政府應該縮短工期，將人民心口

永遠的痛早日解決，最好能夠提早完工，用行政

效率來解除中央政府不照顧偏鄉花蓮的現況。

政府應該設法縮短工期

傅縣長最近剛剛前往視

察蘇花改工程，並

在議會提出施政報告，指

稱公路總局的施工能力已

達國際水準，不能夠因為

施工會減少幾隻鳥，施工

就因此停滯。我也覺得蘇

花改對花蓮人的重要性不

言可喻；蘇花改工程應該

以「人」為重，而不是以

「鳥」為主，不應該用環保議題來阻礙；蘇花改

工程應該按工期來施工，並且如期完工，如此才

對得起花蓮人。另外花東快速道路也應該早日進

行規劃，縮減沿途偏遠鄉鎮的城鄉差距，用交通

建設來帶動偏鄉的地方建設。

勿用環保議題阻礙施工

花蓮對外交通因受限於

天候，只要天候變化

，蘇花公路就會立即發生

變化，經常因天候而中斷

，也因此使花蓮的發展落

後了西、北部近三十年，

就連總統馬英九也認為中

央虧欠了花蓮三十年。

　花蓮除了要一條平安回

家的路，更需要一條快速

、便捷又安全的道路――蘇花高速公路，而中央因

有層層顧慮，僅同意將蘇花公路改善，一向老實又

不奢求的花蓮人，對於中央政府的決定也只有支持

、認同，但是，希望一定要依預定工期如期完工，

不要有任何延宕，好讓花蓮趕上開發之林。

一定要依工期如期完工

交通建設是觀光發展之母，標榜以

觀光立縣的花蓮對外交通卻不如

預期，對外交通雖有航空、蘇花公路、中橫公路、花東公

路及北迴鐵路，但是一遇強風、豪雨，蘇花公路、中橫公

路隨時都有中斷的可能，經常因此使花蓮對外交通中斷，

形同一座孤島，也因此使花蓮落後西部三十年。

　在花蓮鄉親引頸期盼及民意代表積極的爭取下，終於獲

得中央政府的「垂憐」，應允開闢「蘇花改」，同時定於

民國105年完工，但是，以目前蘇花公路改善工程的進度，

最早完工通車的時間也需在105年，在安全的大前提下，只

好默認，但也希望施工單位不要再延宕。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計畫推動係以安全、可靠運輸服務及

強化維生幹道抗災性為目標，並針對路段災損阻斷及交通

肇事頻率高路段進行改善，採雙向雙車道規劃為原則。

　該項工程共分土建標、基點標及交控標三項，其中土建

標分為九標，目前已有五標施工中、一標決標、一標發包

中及二標設計中；機電標分為三標及交控標一標，目前都

尚在設計中。

　該工程處為趲趕工程進度及減輕汛期施工對河道影響，

南澳北溪河川橋及南澳南溪河川橋同時進場三組全套管鑽

機進行基樁施作，對於隧道的施工，更採取全天候施工方

式，對此除了代表花蓮鄉親給與感謝外，也希望工程一切

順利。

在安全前提下 工程不要再延宕

二十年前，我擔任客運

駕駛，曾在蘇花公

路討生活，也曾因路段的

不穩定而發生過車禍，幸

好沒有造成乘客的傷害，

因此對於給花蓮鄉親一條

安全回家的路，我的感受

度比任何人還要強烈。我

希望蘇花改工程能在全民

共同監督檢驗之下，盡快

完工，並期盼有更多企業進駐花蓮招商，讓在外

鄉工作的原住民鄉親可以因為這條路的興建與開

通，而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希望盡快完工嘉惠鄉親

改善蘇花公路脆弱度

及交通危險瓶頸，

提供用路人一條安全回家

的道路是首要之急，但花

東地區位處地震帶，地震

頻繁，安全為人們第二大

需求，因此我希望交通部

公路總局首重用路人的安

全，應將工程品質管理標

準大大提高，著眼在隧道

安全及道路品質維護，並且兼具施工安全維護工

作。蘇花改完工後，在交通便利之下，將有助於

東部地區的觀光發展，希望能帶領更多無污染產

業及觀光遊客進入花東地區，創造在地人更多的

就業機會。

提高工程品質管理標準

我希望施工單位能夠按

照工程進度盡早完

工，因為早一天完工，花

蓮的交通流暢程度和交通

安全都能更上一層樓，花

蓮的發展就能大步向前。

可是，絕不可因為要趕

工，而疏忽了品質，這是

長長久久的一條路，也關

係到未來用路人的安全，

所以施工單位要超越進度，也要注意品質，我知

道這樣是有難度，但是一定要做到才好。未來我

會持續的做好監督的角色，花蓮的未來和蘇花改

有密切關聯，所以馬虎不得，希望施工單位和交

通部能用心用力的把這條道路做得盡善盡美。

不可因趕工疏忽了品質

現在花蓮縣已經成立了

蘇花改的監督委員

會，大家都希望工程能盡

快的按既定工期來完工，

無論是縣長、議員各級民

意代表，甚至每一個老百

姓都非常重視蘇花改的工

程。當然因為整體的工程

十分浩大，難度也很高，

但是相信在許多交通工程

專家的參與下，一定能夠克服所有的困難。我希

望中央以及施工單位，能夠定期的把施工的進度

向監督委員會報告，讓我們能夠確實的了解進度

以及施工時遇到的一切問題，相信在真誠和充分

的溝通下，施工單位也可獲得我們的支持。

最好定期公布施工進度

所有花蓮的原住民都對

蘇花改抱以很大的

期望，一方面我們的農產

品要運到西部去銷售，如

果沒有一條通暢的道路把

大家辛苦的果實送到消費

者手上，對農民的收益會

產生很大的損害，如果有

一條安全的道路，對農民

的努力才有助益。另一方

面，很多原住民的子弟都在西部，沒有一條安全

的道路可回家，不但在花蓮的父母十分掛心，也

對原住民子弟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因此，我衷

心希望蘇花改可以盡快完工通車，我想信通車之

後，安全的路將對花蓮的未來產生很大的幫助。

通車對花蓮有很大幫助

希望蘇花改若有部分路

段完工，就部分先行

通車，這樣可以讓用路人

提早使用到蘇花改帶來的

方便及效益。第二是，施

工單位一定要避免施工期

間造成的意外，雖然花蓮

各界都希望這條路能快一

點通車，但是施工人員的

安全也非常重要。第三，

期望蘇花改的施工進度能夠正常，甚至最好是加

快進度來完工。第四是希望蘇花改施工的資訊能

公開揭露，讓全民都可以透過網路的瀏覽來了解

蘇花改、關心蘇花改，相信經過資訊透明化，將

會獲得更多人的支持。

部分路段完工就先通車

蘇花改的施工是花蓮人

四五十年來共同期

待，期許工程能在全民共

同監督、檢驗之下，盡早

完工、開放通車。十月中

旬傅縣長邀集縣議員、媒

體以及蘇花改監督委員，

前往谷風隧道（B3）、觀

音隧道（B2）等新建工程

進行工程會勘；這是一項

創舉，也表達地方對於蘇花改工程的期待。

　除了要落實「全民監工」外，也希望中央在海

上藍色公路方面加把勁，從航空到海運、鐵路運

能提升與蘇花改施工齊頭並進，改善花蓮的交

通，終結花蓮後山的悲情。

海陸空交通要一併解決

目前施工單位以「新奧

工法」施作，地方都

期待工程如期完工，但後

續的經費支援以及資源的

連結都是一樣重要。

　花蓮發展不能等，蘇花

改施工期間，中央應該思

考透過鐵路運能提升、海

運交通的便利性服務地方

產業，照顧花蓮農業，

「藍色公路」的運輸與交通服務，都是增加花蓮

鄉親對外交通的選擇項目之一，中央應該在蘇花

改施工期間，提供花蓮人多一種選擇，藍色公路

的推動與蘇花改的進行並不違背，中央應該盡快

開放藍色公路，讓花蓮的觀光與產業都能受惠。

施工期間發展藍色公路

全力施工中的蘇花改興

建工程，日前在施

作現場聽取公路總局對蘇

花公路改善工程處的簡報

時，該處表示目前施工進

度超前，工程單位的努力

值得肯定，希望在地方大

眾的期盼以及施工單位的

積極執行下，蘇花改能如

期甚至提前完竣。

　「一條平安回家的路」是花蓮人長期的心願，

經多年的反映、爭取，終於動工，而施工單位也

按計畫積極執行，目前工程進度超前，希望能如

期完工，不僅讓鄉親的期盼得以實現，更能透過

該路的通車帶動地方的經濟繁榮。

期盼如期甚至提前完工

對
蘇花公路
改善工程
的期許

蘇花改目前正在進行，

希望能夠按照工程進

度，愈快完成愈好，然而

在完成之前還有幾年的時

間，而這段期間內，花蓮

對外的交通也應該有個解

決方式。

　蘇花改雖為省道，但規

格如同國道，未來應該朝

國道方式處理，可以升等

就該升等，此外，工路局必須緊盯預算，絕不能

任意刪減。另外，目前積極推動的藍色公路替代

性高，對運輸有幫助、對觀光更有獨特的吸引人

之處，希望能在一年內規劃成行，至少在蘇花改

完成前，花蓮人就能有方便、安全的對外道路。

盼一年內藍色公路成行

蘇花改要早日完成！

未來除了紓解運輸

瓶頸，也能夠讓觀光客玩

得安心，此外，蘇花改道

路不但要安全、便捷，也

應該是個能夠提供行經者

欣賞美麗風景的地方，不

只觀光客愛看海，花蓮的

民眾更對故鄉美景念念不

忘。

　這條路應該如期完成，協助運輸功能，讓觀光

客能夠自由行走，讓花蓮人安全回家，此外，道

路規格也應提升，必須時時可以掌控整條道路的

路況，比照國道規格，讓民眾有即時訊息，平安

上路。

道路應該比照國道規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