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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督促政府

開闢６號國道

促進花蓮發展

東部區域地形封閉，開

發程度遠比西部區域

遲緩，為平衡本島東西部區

域均衡發展，臺灣省政府公

路局一九八六年開始辦理中

橫快速公路可行性研究（埔

里—花蓮），並於一九九○

年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可

是卻以埔里至花蓮段因尚存

地熱、斷層、岩爆、湧水等

不確定因素而擱置。其實以國內的現代工程科技水

準，國道六號公路早就足以克服一切困難來開發

了!台十八線玉里至埔里因環保停了，而國道六號

卻一拖再拖，導致花蓮交通建設落後西部三十年，

一交通中斷就成為孤島，真是花蓮人的悲哀啊！

現代科技可以克服困難

當然勿庸置疑，盡速

開！國道六號又稱

中橫高速公路，簡稱中橫

高，是臺灣中部一條服務

廣域交通的橫向高速公

路，整個路線分為先期的

霧峰－埔里段，以及遠期

的埔里－花蓮段，先期路

段已在二○○九年三月二

十一日通車；花蓮目前進

出交通過度依賴蘇花公路，可是由於地形破碎，

逢雨土石崩解，造成交通中斷，因此很需要另闢

其他交通要道，既然國道六號前段已經通車，足

見這條道路有其開通的充分必要性，希望政府能

夠趕快開通後段，一來克盡全功，二來造福花蓮

建設發展。

該道路開通有充分必要

總統蔡英文在參選總統

時，曾經要求國道

新建工程局，把國道六號

南投霧社延伸段－－花蓮

吉安延伸段，列為她當選

後第一、二階段優先興建

的國道之一，國道新建工

程局也隨即同意列為一階

段、二階段優先興建國道

之一，通車後從台十四改

走國道六號更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路線與地

域特性相融合，保留自然地貌；目前花蓮縣最欠

缺的就是交通建設，希望國道六號開通後，除了

能夠強化現有的交通運輸功能，更能夠繁榮花蓮

中南區。

開通能夠強化運輸功能

國道六號「南投縣埔里至花蓮縣銅

門」應早日闢建，這條國道比花

東快還重要，堪稱是花蓮東西向交通動脈！

　瑞士阿爾卑斯山全長約五十七公里「戈特哈德」隧道（造

價約台幣七六四五億元），已完工通車；國道六號——「南

投縣埔里至花蓮縣銅門」距離僅廿點八公里，絕對可以技術

來克服相關問題；謝社長也表示贊同，蘇花改二期及國道六

號埔里至銅門段實在應該早日推動。

　國道六號的遠期路段計畫現在是擱置中，規劃從埔里向東

延伸到花蓮，在吉安興建系統交流道，與國道五號相連接。

依未來預定路線來看，沿途會興建數座隧道與橋樑，其中在

穿越中央山脈需建造一座十五點一公里的長隧道（計畫名：

能高隧道），從能高山的山腹通過，因此在面對數千公尺厚

的地層岩覆所帶來地熱、岩爆、湧水、地質破碎帶（包含斷

層）、通風豎井的施作等問題，再加上生態保育的爭議，使

得遠期路段的工程暫時遭到擱置。

　舊政府期間，前行政院長毛治國擔任交通部長任內，曾對

國道六號進行評估，估計二○．一公里需約七千億元，還需

克服地熱、岩爆等問題，對此，我非常質疑，希望新政府能

夠重新辦理評估。

　另外，去年四月總統蔡英文參選期間表示，當選後將要求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把國道六號南投霧社延伸至花蓮吉

安，列為今年起第一、二階段優先興建的國道之一，期盼能

實現。

　　　

興建困難問題 盼新政府重新評估

天下沒有無法完成的事

，是否能成功主要在

當權者與決策者的決心與

毅力，國道六號高速公路

能否成為花蓮與台中的一

日生活圈，端賴中央交通

單位看法。

　花蓮美景天成，是台灣

最後一塊瑰寶，為何所有

的建設與開發都落後給西

部？尤其是觀光產業雖然擁有獨特的天然條件，但

卻因交通問題遲遲無法改善，花蓮人何辜？

　國道六號高速公路雖然專家指稱，路過的山道均

為易碎的頁片岩，但是，只要有開發的決心，開發

技術絕不會有問題，希望中央為花蓮長遠發展盡早

作成決定。

決心開發技術不是問題

支持國道六號延伸，進

出花蓮多一個選擇。

　國道六號公路從台中霧

峰經南投埔里到花蓮是東

西兩地人民高度期盼的交

通建設，這條只有三十多

公里的東西橫貫國道，早

一日開通，對東西部的發

展可以預見，尤其讓孤立

於山城之內的花蓮人多一

條出入的選擇。

　國道六號延伸到花蓮，把南投埔里到花蓮吉安

間的三十多公里路段打通，花蓮與西部各縣市就

形成一日生活圈，國道五號也不會再塞車。

早日開通有助東部發展

連結中台灣與東台灣，

國道六號延伸到花

蓮是最便捷的交通要道，

地方殷殷期盼，但我認為

要有中立的、不預設立場

的可行性評估，在不影響

環保的前提下延伸國道六

號，這是對台灣中南部民

眾和東部來往有益的交通

要道。

　花蓮人對外交通多一條路的選擇，是地方殷殷

期盼，延伸國道六號闢建到花蓮，縮短東、中部

距離，加速東部發展，但一定要兼顧環保與國土

安全。

不影響環保前提下延伸

國道六號的興建刻不容

緩，它不僅提升臺灣

東西部交通的便捷性，更

能因而形成東西部的一日

生活圈，除了對花蓮的觀

光、經濟帶來極高的效益

外，全台都將因而受益，

同時也對國防軍備具有相

互支援的效應，因此，呼

籲中央正視，盡速辦理國

道六號的興建。

　針對國道六號的興建個人在多年前已積極向中

央反映，但所獲得的回應均是「考量地質因素，

需再研議」，但眼看著颱風一來蘇花、中橫落石

頻傳，實在需要國六的開通來提升花蓮對外交通

的多元性，中央不應再以各項理由搪塞了。

中央不應再找理由搪塞

國道六號的延伸已不是

新聞，早在國道六

號開通至埔里就已規劃，

礙於當時施工技術無法支

援，工程計畫停擺至今，

以花蓮人的立場，打通東

西橫向交通的必要，也能

從中橫公路上多處無法修

補的路段獲得驗證，中西

向唯一道路中橫公路多處

路段常態性坍方，僅能以被動性修復應對，路況

極不穩定也成為其特色，目前施工技術也在日漸

齊全，蘇花改若能如期在一○八年順利通車，那

相信國道六號的延伸也大有希望，盼中央能為花

蓮注入另一條新命脈，提供安全的往返道路。

東西橫向交通必須打通

國道六號的開闢，中央

勢必要挹注關心，

花蓮千呼萬喚才終於動工

的蘇花改，已讓縣民們深

刻感受到身為次等公民的

無奈，對外交通的不便，

讓出入都成問題了，何況

是產業、農產品銷售的方

式，即便縣內有再好的產

品，也只能侷限在縣內販

售，若是幸運銷售出去，也因為運送成本而拉低

收入，觀光產業更是因交通不便擠壓縣民車票不

足的現況，長期下來造成縣民與觀光客的對立，

若南北、東西向公路開通，安全的交通環境，必

能紓緩台鐵實際運載量，期盼中央能在蘇花改通

車後，接手進行東西橫向交通的改善。

國道六號全長三十七‧

公里，橫跨台中霧峰

到南投埔里，未來若能延伸

至花蓮，打通台中至花蓮道

路，成為往返東西兩地的安

全捷徑，盼中央不僅能站在

對外交通不便已為常態的後

山花蓮的角度思考，真正能

改善花蓮經濟狀況的，就是

長期被杯葛的交通建設。

　國道6號由埔里再往東延伸的計畫，因地方民眾

提出需求，國工局預定今年底提出國6東延到霧社

的可行性研究；根據初步研議方向，國6愈往東延

伸，遇到的山群更多，也就是必須開挖更多隧道，

考量成本及環保，隧道的長度應愈短愈好，相對道

路就必須墊高。

要以後山花蓮角度思考

為避免花蓮對外交通遇

雨則坍，隨時存不確

定因素危及用路人安全，

在交通為觀光之母的大前

提下，促成國道六號實現

，除能讓遊客前來花蓮的

交通有更多的選擇，更能

因此促成花蓮與中部地區

一日生活圈的實現，促進

花蓮觀光產業蓬勃發展。

　國道六號的遠期路段計畫現在是擱置中，規劃從

埔里向東延伸到花蓮，在吉安興建系統交流道，與

國道五號相連接。

　依未來預定路線來看，因施作技術等問題，再加

上生態保育的爭議，使得遠期路段的工程暫時遭到

擱置，為了花蓮希望中央政府能早日闢建。

對於政府開放含瘦肉

精、美國豬肉進口，

此舉勢必衝擊花蓮縣豬農

業者，建請花蓮縣政府

要做好配套措施，讓影響

減到最小。台灣人食用豬

肉數量高於世界各國平均

值，尤其有著食用豬內臟

的習慣，然而內臟瘦肉精

殘留量是最高的，因此民

進黨執政後，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口，無疑是殘害

台灣人民食安權益與健康。此外，目前國內豬肉

價格低廉，若開放美豬進口，價格將暴跌一半，

嚴重衝擊花蓮豬農生計，縣府應盡速做好配套措

施。

做好美豬進口因應措施

國道六號的興建是一

定要辦理的，這不

僅能大大提升東西部交通

的便捷性，更是打通了全

台交通的任督二脈，進而

讓台灣的交通網絡真正的

達到完整，對經濟、觀光

交流，人、貨、物的運送

都將會帶來極大的正面效

益，但在執行方面則須兼

顧環境、生態的保育，可借鏡歐美國家的最新環

保工法，並在開發後加強造林作業，讓國六成為

一條便利的環保公路。

　花蓮交通最為欠缺的就是與西部間的道路，一

旦有了這條國六，可縮短交通行程上的時間，促

進兩區域的各項交流。

在兼顧環保下盡速興建

對國道六號興建，個人

表示贊成，當初在公

路局任職時，每天開著客車

行駛在中橫公路，真的是

「玩命」的工作，而且因道

路狀況常須冒險前進，若有

一條安全的國道，可望提升

西部民眾來花蓮觀光、投資

意願，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花蓮到台中直線距離百

餘公里，但往往人、貨運送時間需耗上數個小時，

若往北再南下，所需的時間更要超過半天以上，人

力、物力、時程的花費相當巨大，花蓮若有國道六

號輔助，提升西部民眾來花蓮觀光、投資意願，花

蓮將更有發展。

興建後可帶動花蓮發展

國道六號的興建，可

望為東西部兩區域

帶來交通的便利，進而提

升花蓮產業發展，個人當

然支持此項計畫，但該路

線的開發勢必行經自然生

態區，也因此會傷及區內

的生態，一旦確定要辦理

該計畫，除了安全性的考

量外，也要兼顧生態的保

護，不能因人的需要，而破壞了物種的生存。

　另外，就是地層的探測一定要有明確、落實的

作業規範，不要再發生蘇花改「漢本遺址」事

件，耗時、耗財，且引發施工單位與考古、歷史

界的紛爭不斷，民眾觀感不佳，執行單位要以此

為鑑。

考量安全性並兼顧生態

希望中央政府早日闢建

蘇花改通車後立刻興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