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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雲

193縣道拓寬計畫經費來自交通部4年

600億的「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環境學者表示，公路總局去年

11月6日舉辦現場勘查，承認委員會只進行了書面審查，即

核定這項計畫經費；過程完全沒有任何公民參與的機制，民

眾被告知拓寬的好處，卻未被告知所須付出的代價，包括解

編、砍除用來保護海岸、國土安全的保安林。攸關「開發行

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去年12月17日送交

環評會議審查，僅有半頁A4之篇幅，雖審查委員一致認為無

法審議，決定全案退回，但當這類計畫以「公共建設」或「

國家重要建設」要求解除全台各地保安林時，林務局是否應

該主動捍衛保安林？還是被動配合「公眾利益」辦理呢？

　事件引發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系副教授李光中投書媒

體指出，「2618號防風定砂保安林」編定目的為：「阻滯太

平洋季節強風、風砂、鹽害、潮害之危害，以保護新城鄉北

埔、大漢內陸一帶村莊居民及農耕地之安全暨保護193號縣

道之行車安全，並增進七星潭海岸風景特定區之自然景觀」

。以193縣道北段2～5K的海岸林帶，包括含縣道兩側的濱海

林帶和內陸林帶消長為例，說明「天災人禍」無所不在。

　未來若同意道路拓寬施工，將造成海岸林帶更加縮減及破

碎化，衝擊現有海岸林帶防風、防潮、防鹽害和生態保育功

效；拓寬後帶來大量車潮之空氣污染、更多侵占破壞以及廢

棄物、排污水和垃圾傾倒等問題。

　任何一個涉及眾多權益關係人的公共建設，在決策階段應

該以嚴謹程序的方式納入各方見解，以尋求盡可能調和各方

權益的最佳方案，193線北段拓寬案，在環境衝擊、破壞生

活品質的層面上引發重大爭議，縣政府應以更謹慎的態度和

程序去處理疑慮，在爭議未解決之前，該段應停止建設。

　有關於193線南段(自南濱到光華社區)，交通流量已超過

舊有道路承載量，砂石車與汽機車爭道車禍頻傳，實有拓寬

和改善之必要，讓大型車與機踏車分道行駛，以降低該路段

的交通意外，南段道路應盡速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廣納見解 尋求調和各方權益最佳方案

我覺得縣政府應該先做

好相關的配套措施再

來拓寬一九三縣道。正如縣

政府建設處代理處長鄧子

榆在環差會議中說明，一九

三縣道北段路幅狹窄且有多

處連續彎道，明顯不符現行

公路規範；加上未來蘇花改

通車後，預期會有更多車流

進入花蓮，站在道路必須符

合民眾最基本需要立場上，縣府有必要拓寬改善一

九三縣道。既然拓寬有利於交通上的需求，那麼就

應該把眼光放遠，一九三縣道應該要拓寬；但是為

什麼現在談拓寬，阻力會那麼大？就是因為還沒有

確立完善的配套措施，因此我認為要拓寬一九三縣

道，先把配套措施規劃好再說。

先規劃好配套措施再說

交通建設是地方建設

之母。目前花蓮縣

的開發，為什麼都集中在

台九線花東公路兩旁，就

是因為便捷的交通，帶動

了地方的發展與建設；可

是花蓮縣的發展不應該只

是侷限在台九線花東公路

而已，而應該東（一九三

縣道）西（台九線花東公

路）均衡的發展，況且一九三縣道受到山勢影

響，崎嶇的彎路特別多，無形中影響到行車的交

通安全，因此我認為無論從地方建設或是交通安

全等各方面來考量，都應該趕快拓寬一九三縣

道。

為了地方建設趕快拓寬

花蓮縣政府指出民國八

十八年的環境評估

雖通過，但因當時建設經

費不足，因此沒有開發，

如今已申請到公路總局經

費補助，希望能以「健全

花蓮都會地區整體公路系

統、改善公路環境、提升

交通安全，因應未來旅運

車次增加造成衝擊」為

由，重啟一九三縣道拓

寬案，一九三縣道北段路幅狹窄且有多處連續彎

道，明顯不符現行公路規範；加上未來蘇花改通

車後，預期會有更多車流進入花蓮，站在道路必

須符合民眾最基本需要立場上，有必要拓寬和改

善一九三縣道。

拓寬符合民眾基本需要

一九三縣道拓寬工程個

人當然支持，雖然該

拓寬工程遇見環保團體的

質疑、抗爭，但工程有益

花蓮長期來受交通不順暢

的困境，縣府應與這些團

體溝通，並盡速執行。

　貫穿花蓮全境的台九

線，是地方主要的交通要

道，逢連續假期台九線

的車流暴增，導致壅塞狀況相當可怕，甚至步行

反而比搭車還快，嚴重影響遊客前來的意願，因

此，縣府有了替代道路的構想，進而計畫一九三

拓寬工程，紓解台九線的車流壓力，希望盡速執

行，改善地方交通瓶頸。

盡速執行改善交通瓶頸

一九三縣道以北七星

潭、南北濱路段拓寬

計畫，行政院已列入一○

四至一○六年預算內，但

花蓮大橋以南路段佔三分

之二長，沿花蓮溪及海岸

山脈一路往南，風景秀麗

為許多自行車愛好者的私

房路線，縣府也應著手改

善規劃，讓觀光客來訪花

蓮能有更多的選擇，也讓這條單車好手的私密景

點更有吸引力。

讓單車景點更有吸引力

一九三線拓寬案焦點集

中在花蓮大橋以北路

段，南區路線飽受忽略。

縣道一九三線北由新城鄉

懷恩橋起，南至玉里鎮玉

里大橋，總長一一一‧五

公里，目前拓寬案重心皆

集中在新城鄉等北區路

段，素有全臺灣三項之最

的一九三縣道擁有最長、

最美、最適合騎單車的美名，尤其是月眉至光復

一帶，每年吸引大批單車愛好者前來朝聖，但一

九三縣道南區路段多彎道、道路陡峭，缺少反光

鏡設立，安全上實在堪憂。

若不拓寬安全實在堪憂

地價稅漲幅高到民眾

受不了！希望花蓮

縣政府地政處要「苦民所

苦」，以台中市政府為例

建議修訂地價調查及查

估規則，特別於系統增加

「環域分析」及「批次自

動距離測量」功能，較能

接近現況，希望縣府能改

進及比照。

　花蓮縣地價四年來持續攀升，在全國二十二縣

市中調整幅度高居第七，由於地價成長幅度過

大，除影響民眾土地稅外，對於房屋稅、土地增

值稅、遺產稅均造成影響，民眾怨聲載道，希望

縣府「苦民所苦」，「視民如親」的心態為民眾

多想想，不要增加民眾負擔。

希望不要增加民眾負擔

一九三道路堪稱是全台

灣僅有海域最為壯

麗怡人的景觀道路，更是

中外遊客所嚮往的觀光美

景之一，這麼難得的太平

洋畔景觀大道，從聞名中

外的七星潭風景區起拓寬

至三棧段之外，希望在環

評通過後可以向北延伸通

過順安、新城銜接崇德蘇

花公路，相信必能真正發揮替代蘇花改的最佳功

能，更有效帶動花蓮觀光。

　一條道路的興設在先前作業上，應該就其路線

規劃、路寬設計等等做妥善審慎處理，我認為要

通過環評或改道都是保護環境與交通建設永續的

作法，只要對地方有益就會支持。

若對地方有益就會支持

縣政府執行縣轄十三鄉

鎮市建設要均衡，需

具前瞻性與廣泛性，一九

三縣道施設攸關蘇花改通

車後，車輛分流問題，也

將因此影響市區交通順暢

及交通安全。

　一九三縣道是替代台九

省道的「救命、救難大

道」，台九線花蓮往北的

部分路段都會塞車，一旦蘇花改通車，在七星潭

或沿線發生事故，救護、救援車輛被塞在台九省

道，將造成生命、財產等無以彌補的損失。

　未來一九三縣道不僅兼顧救災、救護功能，更

保有分流觀光及運輸的需求。

兼顧救災救護運輸需求

花蓮縣道一九三線拓寬

改善三棧至七星潭段

還未通過環差分析，縣府就

預定完工日？此外公聽會也

傳出要限制人數，他要求縣

府要多聽地方意見，在生態

保護與交通建設間取得平衡

點。

　莊枝財說，雖然部分地方

人士認為一九三縣道直接影

響地方經濟命脈，地方仕紳力爭拓寬，但一九三道

路防風林景觀一旦破壞就沒有回頭路，他認為在

景觀與交通建設間，一定要取得最大公約數，獲得

地方最大共識與支持，他反對拓寬一九三北段防風

林，建議政府應設置公共接駁系統，而不是大開馬

路。

生態與交通須取得平衡

一九三線連結壽豐鄉的

四座大橋相當老舊，

縣府應協助爭取經費設法改

善。

　一九三縣道從三棧至光華

外環道新闢工程，經費六億

多及南濱至花蓮大橋段拓寬

工程，經費七億多，但都沒

有針對壽豐縣境四條與一九

三連結的大橋進行改善，縣

府應該想辦法一起施作，不然道路開通，車流卻

擠在壽豐鄉四座舊橋上。

  道路拓寬是好事，希望縣府繼續努力，不論縣

府、民代或環保人士的聲音都要聽，但希望各方

了解地方的需求和開闢道路的目的，支持拓寬。

壽豐四座大橋應當改善

現今 流 行 的 「 棒 棒

糖」、「霧化器」、

「水菸」電子菸等近來在

校園、夜市及網路商店販

售，包裝精美且有多種氣

味打著時尚又可戒菸的廣

告詞，吸引消費者目光。

甚至有電子菸流入國中小

校園，暑假期間更成為學

生健康一大隱憂。電子菸

檢體送驗數逐年以十倍數增加非常驚人，加上政

府現行對於電子菸僅用函示對其製造、輸入、販

售禁止，卻獨漏吸食行為，造成吸電子菸沒法可

管。要求教育處、衛生局、警察局加強防止電子

菸流入校園與販售，保護下一代健康。

加強防止電子菸入校園

住在有太多捷運、高

速、快速道路等環保

團體及專家學者，他們所

在的城市沒有環保問題，

而沒有一寸捷運、高速、

快速道路的花蓮，這些沒

有住在花蓮的所謂環保人

士卻說花蓮的一九三道路

拓寬有環保問題，一九三

道路的拓寬是為全台灣來

花蓮不會遭遇塞車困擾而拓寬，不是為了花蓮人

拓寬，過去的蘇花高是台灣的高速連結網而不是

花蓮的蘇花高，高山峻嶺的瑞士高速公路沒有環

保問題，而台灣花蓮卻有環保問題，瑞士的58公

里隧道施工通車沒有問題，而台灣的國道6號隧道

卻有工程問題，其實我認為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環保問題實為政治問題

對於1 9 3縣道拓寬一

案，個人覺得北段拓

寬案在環境衝擊、破壞生

活品質的層面上已引發重

大爭議，縣政府應以更謹

慎的態度和程序去處理疑

慮，在爭議未解決之前，

該段應停止開發與建設。

另外在193線南段（南濱

到光華），交通流量已超

過舊有道路承載量，砂石車與汽機車爭道車禍頻

傳，實有拓寬和改善之必要，讓大型車與機踏車

分道行駛，以降低該路段的交通意外，因此南段

道路應盡速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若能順利完成拓

寬，將可保障花蓮鄉親和觀光車潮的行車安全。

爭議未解前應停止開發

193縣道拓寬之所以會有

爭議來自於雙方的認

知、需求、理念不同，也

因為對於資訊不夠了解，

不清楚哪裡要拓寬等等，

所以坊間人云亦云，也各

說各話。常接收到贊成與

反對拓寬都有的意見，而

且意見都非常堅持，也都

有各自的考量與需求。為

了降低鄉親的質疑與困惑，並達到最多數花蓮

人的期盼，希望縣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要以

嚴謹、合法的程序與方式，建設處也應該說明清

楚，讓鄉親知道詳情及未來會如何規劃與因應，

並廣納各方意見，以思考、調和盡可能合乎各方

權益的最佳方案。

應廣納意見提最佳方案

一九三縣道第二次環評

被限期補正，由此可

見仍有未盡周延之處。其

實以現在的工法，要兼顧

環境品質及環保生態，應

該是不困難的。但在這邊

要強調的是，我的消息來

源指出，北段除了周邊保

安林地之外，在地底層恐

有隱藏不為人知的秘密，

再加上拓寬後周邊土地的獲利，這些應只有當事

者最清楚了。

要兼顧環境與環保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