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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

公路才是回家最便捷的路，更是一

能直接到家的道路，蘇花公路是

花蓮對外交通聯繫的主要道路，但經常因豪大雨及不特定

因素所造成的破壞，而致使蘇花公路交通被迫中斷，花蓮

的正常發展因此受到嚴重影養，蘇花公路改善工程是花蓮

鄉親及遊客日夜引頸期盼的道路，中央政府有責任更有義

務將該條公路盡速通車，還給花蓮民眾應有的「平安回家

的路」。

　花蓮因地理環境特殊，三面環山一面臨海，主要對外道

路大都仰賴中橫公路、南迴公路及蘇花公路，在該三條對

外聯繫道路中，最重要的道路就屬蘇花公路；因蘇花公路

除了是花蓮地區民眾及遊客前來花蓮旅遊的主要道路外，

更是花蓮地區農特產品銷往西、北部的主要運輸道路，是

農民及各項產業業者生存所依賴的道路。

　因蘇花公路地質特殊，遇雨則坍，是經常的事，尤其是

在八月初「蘇拉颱風」風災之後，公路總局為確保通行民

眾的安全，經常在颱風警報發布時，立即將蘇花公路「封

閉」，更有「無預警」封閉的情形，造成花蓮地區觀光業

者及遊客的不便。

　俗話說「交通為觀光之母」，花蓮是以觀光立縣的縣份

，對外交通除了要安全外，更要便捷，所以蘇花改的工程

何時能通車？攸關花蓮的整體發展，希望中央能重視，盡

速開通蘇花改。

攸關花蓮發展 盡速開通蘇花改

交通為建設之母，更是

發展觀光不可或缺的

因素，花蓮縣因受到地形的

影響，對外交通非常不便，

更經常因豪雨、風災成了孤

島，地方的經濟發展因此受

到限制，不僅是民眾的痛，

更是地方政府長年的苦。

　由於經營藍色公路，不僅

要投入龐大的資金，更需要

多方的考量，絕非民間一般經營考量就可，一定要

有政府的支持才行。中央政府對於花蓮的虧欠，該

是償還的時候了，難得有企業主願意投下資金，促

成花蓮對外藍色公路的航行，希望中央政府協助，

促成該計畫的早日實現。

花蓮是以觀光立縣，交

通愈便捷、愈發達，

才能吸引觀光人潮，引入

大批錢潮。

　但蘇花改通車後的配套

措施，地方政府一定要未

雨綢繆，率先進行評估及

因應對策，尤其「藍色公

路」即將開航，其所帶來

的龐大客源也應重視。

　蘇花改通車後，勢必帶來大批人潮與車潮，對於

人車分道、大眾運輸、大型收費停車場、大型旅店

的設置，地方政府應就蘇花改開通後將帶來的衝擊

提出因應政策，更需提前規劃、設計，讓蘇花改開

通後立即獲得應有的經濟效益。

先進行通車後措施評估中央應該協助藍色公路

希望蘇花改的工程能

愈快愈好。花蓮的

很多子弟長年離鄉背井，

長久以來沒有一條安全回

家的路可以讓他們常常返

鄉。另外，每次颱風一來

就造成了災害，路就中斷

了，我們實在不知道該怎

麼辦？我很高興的聽到最

近麗娜輪和藍色公路有好

消息，這是花蓮的另一個機會。但是無論如何蘇

花改也要做好，花蓮地區可以有多元化的交通，

如果蘇花改的工程可以更早完工，不要真的一定

非得到一○六年才完工，若還能有藍色公路的推

動，東部在交通方面有好消息是令人興奮的。

海陸齊下搞好花蓮交通

為求蘇花改如期通車，

俾利花蓮整體發展，

花蓮更需要藍色公路提供

產業以及觀光業界舒適便

捷的交通服務。

　蘇花改施工期間，中央

應該在蘇花改施工期間，

給花蓮人另一條對外交通

的選擇，海上藍色公路更

形重要，希望中央能聽見

地方心聲，在蘇花改施工期間，透過海上運輸給

產業以及觀光業界一條不會中斷的藍色公路，透

過藍色公路疏運旅客以及車輛，讓工程人員全心

投入蘇花改的進行，現階段花蓮更需要藍色公路

來服務、滿足遊客以及鄉親的交通、運輸需求！

施工期間需要藍色公路

過去花蓮對外交通處處

受限，火車票不好

買，航空票價太高，蘇花

公路路況不佳大家害怕，

中央應該積極開放海上藍

色公路，尤其在蘇花改施

工期間，「藍色公路」的

啟動同時也帶動區域經濟

的熱絡。

　最近在《東方報》上看

到「麗娜輪」停泊基隆港的消息，實在太帥了！

台灣東岸從立霧溪到大港口一百多公里海岸線，

早就應發展海上交通，政府應該要獎勵投資，提

出各項優惠減免，鼓勵業者投入藍色公路經營，

才能讓花蓮邁向永續、環保、國際健康城市。

應該獎勵投資藍色公路

許多鄉親憂蘇花改是

否 能 如 期 完 工 通

車，蘇花公路改善工程攸

關花蓮整體的發展，希望

蘇花改工程能在全民共同

監督、檢驗之下，儘早完

工、如期通車。

　目前交通部公路總局蘇

花公路改善工程處設有官

方網站，希望大家透過

網路線上直播，了解施工路段的進度及情形，花

蓮鄉親一起來追蹤、關心蘇花改工程，全力督促

蘇花改如期完工，也希望規格能比照國道辦理，

提供鄉親一條安全回家的路，促進花蓮的整體發

展。

大家全力督促如期完工

從蘇花高到蘇花替再到

蘇花改，給花蓮人一

條平安回家的路總算有了

著落，雖然不是很滿意，

但還可以接受，也樂觀其

成該路的動工，為了盡快

完成地方鄉親的心願，希

望施工單位縮短工期，早

日讓「蘇花改」通車。

　長期來花蓮交通不便，

已是鄉親們的悲哀，蘇花公路相當脆弱，颱風、

豪雨即發生坍方使交通中斷，農產品運送至北部

市場需遶經南部，費時費力，也常造成人命損傷

的事故，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蘇花改」，希望能

加速施工腳步，縮短施工期程，早日通車。

希望能夠加速施工腳步

花蓮聯外的鐵公路可不

能輕忽，每次豪雨風

災侵襲花蓮，花蓮就很容

易因為蘇花公路交通中斷

而成為「孤島」，如果蘇

花改能夠趕快興建完成，

這些問題就可以迎刃而

解，這也是花蓮鄉親振興

觀光事業、產業發展的一

條生路，也是給卑微花蓮

人的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政府應該克服一切

困難，展現行政效率，早日完成。然後再加上開

闢「藍色公路」，讓花蓮觀光事業在發展上多一

項選擇，讓花蓮多出一條生計之路。

蘇花改工程能夠按預定

進度施工最好，花蓮

鄉親多年來殷盼的只是一

條「安全回家的路」，目

前的蘇花公路，經常動不

動就在颱風、豪雨中變得

柔腸寸斷，對花蓮鄉親的

產業發展造成嚴重障礙，

對於花蓮子弟往返北部、

西部求學、就業更是很不

方便，希望政府不要以任何理由再拖延，蘇花改

應該以花蓮人為第一考量，沒有交通，就沒有建

設，花蓮要從「孤島」蛻變成國際都市，就看此

舉。

政府勿以任何理由拖延

台灣在前總統蔣經國時

代，因為推動十大

建設，而把台灣推向經濟

繁榮、傲視全球的鼎盛新

時代；目前正在興建的蘇

花改，與十大建設有異曲

同工之妙，蘇花改關係著

花蓮的生存與發展，也是

花蓮鄉親殷盼的一條「安

全回家的路」；感謝中央

政府願意興建，但是我認為既然有心要做，就應

該趕快去完成，不能夠以任何理由來延宕，更不

可再欺騙花蓮鄉親，或是無疾而終。另外我覺得

蘇花改路幅過窄，應該再寬一些，把眼光放遠一

些，以免沒過幾年又要拓寬。

蘇花改路幅應再寬一些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是花

蓮人最為期待的重大

工程，這項工程雖然比照

國道的規格，但實際仍屬

省道，因此我希望能增加

醫療救護的據點，因為無

論是往北或往南，都有段

距離，若能在適當地點設

置救護站，備而不用，萬

一災害意外發生時，能立

即因應救援，讓災害降低，也保障用路人的生命

財產安全。

希望增加醫療救護據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曾強調，要將蘇花改

做成模範工程，因此將協

助公路總局技術專業的指

導。我希望這項工程如期

完工外，也期待工程單位

對施工品質更要重視。我

擷取去年《土木技師報》

734期社論的一段內容做

為建言，「『蘇花改』工

程在其生命周期中的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等階

段，應該是要被記錄及檢討的，所有歷程去蕪存

菁，保留最佳思維及作法，也就是最優的基因，

也可作為台灣其他工程借鏡。」因此，要成為模

範，就要創造發展新世代工程的新基因。

對於施工品質更要重視

在地方政府、民代、社

會大眾及民間團體

的積極爭取下，蘇花改動

工，但需長達五年才能完竣

通車，讓盼望多年的地方鄉

親有不耐之感，希望能在兼

顧施工品質、安全考量的原

則下提前完工。

　數十年來花蓮民眾深受對

外交通不便所苦，尤其一旦

颱風等天然災害發生，對外道路全數中斷，讓花

蓮有如孤島，如今蘇花改動工，地方各界大為振

奮，但面對長達五年的工期，讓鄉親有苦候的不

耐，也擔心雪山隧道事件在花蓮重演，因此，期

盼施工單位積極施作，在預定工期前通車。

希望在預定工期前通車

日前與傅縣長及蘇花改

監督委員會成員一

行，前往谷風、觀音等施

工現場了解進度，對施工

單位全力施工的狀況深為

滿意，為了早日發揮該路

效能，建議除縮短施工期

程外，也希望每完成一階

段的工程路段，即先行開

放通車，供大眾使用。

　蘇花改預定在民國一○六年通車，但依目前的

施作執行效率似乎一年半至二年即可全線完工，

當然不能排除不可預期的障礙，因此，建議施工

單位在全力克服困難的情形下早日完工，同時朝

每完成一階段工程，即先行開放通車方向努力。

完成一階段即先行開放

希望蘇花改早日完工，

當路一通花蓮人就

有希望，花蓮經濟才不會

愈來愈蕭條，現在蘇花公

路每逢大雨就封，做生意

的、農民、漁民全都拉緊

褲帶在生活，每次路一

斷，花費成本就得飆升好

幾倍，變成多賣多賠，對

花蓮人不公平。

　在西部地區有許多替代道路，花蓮也應該一

樣，除了讓觀光客安心，最重要的是能讓百姓安

居樂業，連基本的道路都沒有，對不起民眾，此

外，目前積極推動的藍色公路也應該早日規劃，

在蘇花改完成前提供民眾便捷的運送方式。

也該早日規劃藍色公路

蘇花改應依照工程的時

程如期完成，因為這

是政府的承諾，交通是地

方發展的要件，如果沒有

便捷、安全的道路，民眾

沒辦法將貨物輸出，連生

活都有困難，總不能讓花

蓮形如孤島，政府應兌現

承諾，讓花蓮有一條通暢

的平安路。

　人要發展，貨要暢其流，除了平安的道路外，

現在正在積極推動的藍色公路也應盡快規劃成

行，讓民眾有更方便的生活，

　例如，農民的農產品，如果沒有快速輸出，就

會造成他們更大的傷害與損失。

應讓藍色公路盡快成行

蘇花應該搭配藍色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