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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沒有交通不僅不會有觀

光，更不會有發展，

花蓮因受地形限制，對外

交通非常不方便，公路遇

雨則坍，鐵路一票難求，

尤其在颱風季節經常淪為

孤島，民眾生活困苦，花

蓮要有長足的發展就要有

便捷、穩定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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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決不會有問題。

國道六號公路一定要請

中央政府關心施作，

未來蘇花改通車後，花蓮人

需要這條路來疏散車流量，

更需要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來

吸引企業廠商前來東部投資

建設，才有可能人口回流，

帶動地方發展。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新政府接手後，東部期

盼擺脫次等公民的對待，請蔡總統正視花蓮人殷切

企盼的對外交通改善問題，選前的承諾，請在當選

後實踐諾言，在蘇花改通車後，繼續接手東西向交

通的暢通。

花蓮
對外交通
之改善

國道六號公路一定要建

克服困難開發國道六號

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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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建工程局把國道六號南投霧社延伸至

花蓮吉安，列為一○五年起第一、二階段優先興建之國道

之一，期盼能實現，這條國道比花東快還重要，堪稱是花

蓮東西向交通動脈！

　國道六號預期效益有：一、可以解決東西部長期發展失

衡、東部人口外流、產業不興的嚴重問題。二、促進產業

發展、振興東部觀光效益、增加稅收及解決失業問題。三

、解決長期北迴鐵路一票難求問題，亦能解決東部鄉親安

全返鄉之困境。四、完成全島之高速公路網。

　瑞士阿爾卑斯山全長約五十七公里「戈特哈德」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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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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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進坤非常質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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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花蓮各項建設均能

正常發展及促進觀光

事業，國道六號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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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觀

光產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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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央政府早日闢建

觀光產業本就脆弱，

容易受天災等外界

因素所左右，就算克服

了交通問題，還需要中

央至地方的政府單位有

開闊的遠見，促使陸客

回流，即便有關單位提

出可朝東南亞推展觀光

旅遊資源，但成效畢竟

有限，不可否認台灣寶

島對陸客確實比較有文化吸引力。

　這段時日陸客短少已在各行各業造成影響，連

毛豬都因為供需不平衡，而銷售不出去。在此向

蔡總統帶領的新政府大聲疾呼，眼前如何讓人民

人人有飯吃，才是應該重視且刻不容緩的事。交

通問題與地方產業開發都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交通與產業都需要開發

國道六號是東西向動脈 盼中央重新辦理評估

國道六號公路往東延伸

計畫，未來如果能延

伸到花蓮，打通台中到花蓮

的道路，成為往返東西兩地

的安全捷徑，希望政府能以

人民的企盼為要，看見交通

建設帶給花蓮地方發展的影

響，花蓮的經濟發展仰賴往

返交通的改善。

　只要交通建設獲得改善，

未來花蓮發展不論是觀光業或是其他產業進駐投資

開發，都會獲得更多企業財團的青睞，如此一來將

可大大改善花蓮經濟體，就業機會增加，人口回流

不再是口號，青年返鄉創業成為在外學子們必定的

選擇，相信這也是鄉親們最希望看見的結果。

　

交通建設改善花蓮經濟

花蓮要成長，創造新契

機，吸引產業前來花

蓮投資，首要的就是能提供

便捷、穩定的交通系統，而

蘇花改是一條重要的運輸命

脈，讓產業的原料、產品得

以方便、快速的運送，包括

中央、地方等各級政府都應

正視此一議題，讓蘇花改如

期完峻、通車。

　不論是製造業或是觀光產業，都依賴交通系統來

提供，而花蓮現有的交通相關設施均相當不穩定，

容易受到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的影響，唯有加速

進行改善，提升穩定性，才能獲得產業界的信賴，

進而投資、進駐，花蓮也才有發展。

加速改善交通促進發展

花蓮要有發展，運送

人、物、貨的交通

網絡是最關鍵的設施，應

盡速進行改善與提升，除

了提升鐵公路、航空運能

外，海運也應加強，而啟

航已三年的藍色公路麗娜

輪，高額的承載量，以及

人、車、物同時運送的特

性，更是最佳、最成功的

例子，有關單位應該提供必要的支援，讓這條海

上公路發揮更高的效益，有助地方產業發展。

　近年來行駛藍色公路的麗娜輪，具有載運量

大，還有人車共乘的特性，方便旅遊、貨物運

送，已成為花蓮對外交通重要通道，值得政府單

位關注。

政府應該關注藍色公路

沒有便捷的交通網絡，

降低企業界前來投

資的意願，甚至止步不進

駐，因此，交通建設是地

方首要之務，目前已有興

建中的蘇花高，若能加上

國道六號的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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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一來蘇花、中橫落石中斷，實在需要國六

的開通來提升花蓮對外交通的多元性，呼籲中央

正視，盡速辦理國道六號的興建。

要提升花蓮交通多元性

陸客大減，花蓮觀光產

業陷入困境，這也是

業者轉型，吸引歐美遊客

的好時機，政府應該加強

旅遊相關資訊的提供，方

便他們做行程規劃，提升

前來遊覽的意願。

　事實上花蓮的美相當吸

引歐美遊客，但由於相關

資訊的不足讓他們疑慮，

尤其是數量相當大的背包客，不知道怎麼到花

蓮，到花蓮後哪裡有物美價廉的住宿、好吃的在

地美食、便宜、優質的租車店？進行深度旅遊、

體驗特色文化該去哪個部落等？建議縣府除了加

強觀光硬體設施外，也要重視相關資訊的完備，

為花蓮觀光業創造新契機。

完備資訊創造觀光契機

花蓮的對外交通一直是

花蓮人關切的問題，

既然總統、中央單位及地

方均有共識要改善花蓮對

外交通問題，即應該加快

腳步，克服重重險阻，達

成陸海空多元運輸目標，

包括蘇花改工程能如期完

工，花蓮港設備的提升以

及鐵路運能的增加、航空

班次的增加、藍色公路增加航班，都將有助於花

蓮交通的改善同時也服務遊客增加觀光產值。

　希望不要再有無辜的人命，犧牲在這種交通問

題上，畢竟憲法保障人民＂行＂的基本權利，就

不該讓這種危險加諸在人民身上，期盼政府能真

正解決花蓮民眾的問題。

要完成陸海空多元運輸

陸、海、空交通網絡的

串聯與連結，吸引產

業來到花蓮投資，交通問

題是首要，提供便捷、穩

定的交通系統，鐵路提升

運能，政府獎勵航空、海

運增開班次，讓花蓮對外

交通有更多選項與連結，

完備的交通網絡是提升企

業界進駐花蓮的一大誘

因，相信新政府會重視這項議題，加快腳步改善

花蓮對外交通。

　延伸國道六號公路到花蓮，不只是經濟的議

題，更是均衡區域發展、縮短城鄉落差、發展觀

光產業的當務之急。

國道六號不僅攸關經濟

花蓮唯 一 的 生 存 命

脈－－蘇花高速公路

建設應早日完成，還有花

東高速公路（國道五號）

也應盡快開闢，交通建設

是地方建設之母，有了便

捷的交通，才會有其他各

項建設的出現，沒有了交

通，自然是人跡難至，還

談什麼地方建設和樂利民

生；因此我強力要求政府應該以交通建設為主來

大力建設，多開幾條連外道路，否則動不動就交

通中斷，花東地區將會是一直是偏鄉孤兒，永遠

無法繁榮、永遠落後西部、北部一、二十年！更

遑論和中國大陸相比較、更不用講和世界接軌

了！

交通中斷永遠無法繁榮

花蓮真是孤島！颱風還

沒進來，台鐵又搶著

先宣布北迴停止發車！請

問如此這般要讓返鄉過節

的遊子如何回工作崗位？

老百姓的生計怎麼辦？農

產怎麼運輸？民宿、觀

光業怎麼辦？近日又發

現，花蓮的火車位子竟然

被大陸網站買走一千六百

多張，台鐵這樣的管理方式，真的是亂七八糟、

無能到家，為什麼會沒有人負責？為什麼會沒有

官員下台？臺灣難道都沒有人才嗎？非得讓這幾

個無能透頂的官爺霸佔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事情

卻又老是做不好？新政府應該檢討，再不重視花

蓮，連我這個深綠的人，都要上街頭去抗議了！

不重視花蓮就上街抗議

這一次莫蘭蒂、馬勒

卡雙颱連番攻台，

又再一次讓我們住在偏鄉

花蓮南區的人，深深體會

到交通的重要性。便捷的

交通就是觀光產業的命

脈，蘇花公路與火車，這

兩條主動脈在現今的極端

氣候下，時常同時預警性

封閉，兩條動脈都斷了之

後，花蓮的觀光業馬上變成真空狀態，南區更不

用說了，因此安全的蘇花改確實有其必須性；而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是，旅客來到花蓮後的交

通，事實上就是順暢兩個字。因此本席希望花蓮

北區的連外交通要大力建設，南區的更要加倍經

營，不可以重北輕南。

交通建設不可重北輕南

中央政府在2007年推動

長照十年1.0計畫，提

供有照護需求的長者八大項

長照服務。由於長照1.0受

限於預算少、限制多的侷限

，政府因而力推長照2.0，

將服務項目增加至十七項，

預計今年十月開始試辦。針

對長照體系的人力問題，花

蓮不只居服員不夠、護理專

業人員也不足，因此吸引更多人投入長照服務是相

當重要的課題。花蓮原住民部落多，各部落存有不

同文化和習慣，因此，建議花蓮縣政府透過在地外

籍配偶、原民婦女投入長照服務，建立以原民部落

為主體的長照模式。

建立原民主體長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