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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公路改善工程通車前後對鄰近環境影響分析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法』）第 4 條第 2 款：「環境影響評

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

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其中自然環

境、文化及生態等已於許多文章多所著墨，因此本篇係針對「台９線蘇花公路山

區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以下簡稱『蘇

花改』）對於生活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等，於通車前、中、後進行統計資料之

比對說明。 

一、經濟產業（礦砂土石產業） 

自統計之民國 90 年以來，宜花兩縣礦區數均呈下降趨勢，宜蘭縣減少一半

以上，花蓮縣約僅於 4 成，研判礦區所在大致以山區為主，自然度高，環評法審

查越難以通過，另礦業法修法壓力強大，修法方向亦為礦權更難以延續或鬆綁，

因此造成礦區持續開採之意願降低。 

另水泥產量有類似趨勢，總產量近年來均呈下降趨勢，其中水泥減少 3 成，

熟量部分減少 2 成，宜花地區水泥廠之主原料對公路運輸依賴度較低，主要鐵路

花蓮港線與公路間機動調配運量，目前花蓮港線上有運能，未來可能因蘇花改通

車並容納大貨車使用，造成鐵、公路運量有所變化。 

另統計資料顯示於花蓮縣政府採取八不政策後，花蓮縣土石採取區快速減少，

碎解洗選場則於民國 100 年前、後呈現增、減趨勢。東砂西運之運具主要為海運

運量，自 98 年起鐵路漸漸取代通路運量部分，因此後續鐵路運量可在提昇之幅

度有限，而蘇花改之通車，可能使運具之選擇亦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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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宜花地區礦砂土石產業發展趨勢與特性統計圖 

 

二、蘇花路廊 

(一)交通特性 

依據相關資料統計，特殊民俗連續假日（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

秋節等）因假期天數較長，返鄉特性明顯，車流具有顯著方向性，大量車流

湧入，道路容量無法負荷，亦對地區造成交通影響。連假尖峰主要多發生於

連假首日，南下凌晨 0 時～3 時車流湧現，最大尖峰發生於 5 時～7 時，收

假日前一天北上塞車狀況亦持續至連假後之日 2 時～4 時。 

交通量除返鄉因素外，疏濬、礦業原料及觀光等均為重要交通源，南澳

溪水系及和平溪疏濬期間，常造成南澳以北及和平以北之台 9 丁線車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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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礦權或其他礦業因素，常造成礦原料出土位置不定，而有不定期間之

貨運增加，另環島觀光團以逆時針環島為主，因此每日 10 點～12 點為主要

大客車，而政策因素，亦可將大客車數量減少一半。 

蘇花改分三階段通車後，對於台 9 丁線亦可見顯著轉移作用，為連續假

日車流量亦有增加狀況。 

 

 

 

圖 2 蘇花公路與蘇花改歷年連續假日交通特性 

 

(二)安全度 

統計蘇花公路肇事地點，主要位於 

1.路口：蘇花公路起點。 

2.彎道：106k、111k、114k～120k、127k、153.6k、159.8k 

3.市區聚落直線段：東澳、南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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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景點：大清水遊憩區 

5.隧道前後：新澳隧道、錦文隧道、和仁隧道、崇德隧道 

聯結車肇事研究部分，主要於疏濬期間，大量聯結車於台 9丁線上行駛，

因車流量約 306 車/日～472 車/日，因此肇事之數量亦隨之增加。 

機慢車與小型車肇事區位重疊性高，對於彎道、市區聚落直線段及隧道

前後，蘇花改通車後，平行於蘇花改之台 9 丁線作為觀光景觀大道，車流量

亦因穿越性車流轉移至蘇花改，因此蘇花改已三階段完整通車之〝蘇澳～東

澳〞路廊，台 9 丁線肇事量大幅降低，而蘇花改亦少見肇事事件。 

 

 

 

圖 3 蘇花公路 104 年～107 年事故肇事區位分布 

 

(三)可靠度 

蘇花公路近年災情件數多受颱風及豪雨之影響，易發生路段以〝南澳～

和平〞段最高，其次為〝蘇澳～東澳〞段，阻斷天數以 99 年梅姬颱風及 101
年蘇拉颱風及豪雨阻斷日數最長，102 年～107 年因持續針對蘇花公路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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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邊坡整治、局部路段截彎取直等，阻斷天數及災情件數相對 96 年～101
年已大幅下降。 

坍方類型多為颱風所致佔 74.1 %，其次為毫大雨約 19.6 %，近年受氣

候變遷影響，豪雨次數相對往年增加，故豪雨影響之坍方比例有漸增趨勢。 

依據圖表發現，以 6 路段區分，蘇花改之路段確實為災害分布最高之 3
路段，包括〝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未改善路段

依次為〝大清水～崇德〞、〝東澳～南澳〞、〝和平～和中〞，若未能持續近改

善，則全路廊仍可能受局部路段災害，而無法全線通行，僅東澳可通行至蘇

澳，南澳與和平互通，和中～和仁互通。 

 

 

 

圖 4 蘇花公路災害分布、件數及阻斷天數 

 

三、交通運輸 

(一)公共運輸使用情形 

宜花地區整體公共運輸人次成逐年成長趨勢，至 103 年為最高峰，此後

逐年下降，往返花東主要運具以台鐵為主，往返宜蘭則為國道客運，減少人

次以台鐵為主，主要原因為宜蘭縣及北迴線搭乘人次皆有下降。宜蘭地區國

道客運自開放大客車通行後，搭乘人次大幅成長，106 年已達 1,074 萬人次，

年均成長率高達 17.68 %，雖 103 年～106 年行車次數逐年減少，但班次承

載率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顯示減班提高承載率措施有效，並降低國道客運

營運成本。 

台鐵為有效提昇行駛速率，分別於 96 年及 102 年加入太魯閣號及普悠

瑪號等新自強號，103 年完成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後台東線運量上升，宜

蘭縣客運人次於 103 年達最高後逐年下降，經由下降較高之台鐵車站及北宜

國道客運停靠站比較，可推論為受國道客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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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機場運量持續委縮，另麗娜輪自 102 年 8 月開始營運，104 年起因

嘗鮮體驗熱度已過，運量已大幅下降。 

 

 

 

圖 5 宜花地區公共運輸使用統計 

 

(二)朝向軌道發展變化 

東部於軌道為主，公路為輔之交通政策下，新購傾斜式、通勤列車、花

東縣鐵路瓶頸路段雙軌化、全線電氣化、花蓮港線及號誌工程改善等，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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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改善東部鐵路運能。統計顯示旅客數假日平日比，〝台北～宜蘭〞為 1.49
倍，〝宜蘭～花蓮〞為 1.47 倍，〝宜蘭～花蓮〞逆時針旅客大幅增加。 

〝台北～宜蘭〞間因 96 年開放雪隧國道客運，客座利用率約 40 %，後

因新自強後加入營運，及國 5 國道亦有塞車，因此客座利用率已提高至約 60 
%。〝宜蘭～花蓮〞間客座利用率常大於 100 %，106 年整體運量下降，客座

利用率約 95 %。 

於路線利用率，以〝蘇澳新～和平〞之利用率 87.37 %最高，主要為此

區間為花東往返北部之孔道，肩負東部礦砂水泥貨運運輸，路線容量未能擴

增下，將導致客、貨運能難以大幅增加，因此蘇花改之營運，若導引部分運

能轉至蘇花改，則方能提高蘇花路廊之客貨運量。 

 

 

 

圖 6 軌道運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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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外交通特性 

國 5 於 95 年 6 月開通後，大幅縮短大台北地區往來宜蘭旅行時間，由

於車流增長，導致假日塞車頻傳，雖陸續提出因應策略，但仍無法有效抑止

尖峰時段增加之交通量，自 103 年起，平假日北上車流增加，塞車狀況逐漸

由「平日不塞、假日必塞」轉為常態週期性之「平日易塞、假日必塞」。 

國道 5 號平、假日流量及速率峰態穩定，具重現性。平日平均速率維持

80 公里/小時以上，星期六 13 點前車流量集中於南向，北返車潮集中於星期

六 13 點後及星期日，星期日車潮更集中午後，尖峰時段出現於 15 點高承在

管制前及 20 點高承載管制後，當流量高於 2000 量時，速率則大幅驟降。 

106 年為紓解國 5 擁塞問題，交通部整合相關單位建置交通管理資訊平

台，推出「預約旅行」APP，並於 107 年 4 月正式上路。另因國 5 國道安全

性及道路速度相較台 2 線及台 9 線佳，故多數用路人寧願選擇更為安全之國

道 5 號，也不願改走替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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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道 5 號平假日車流變化 

 

(四)現有蘇花路廊交通特性 

蘇花路廊車流量變數除全國性政策影響外，以疏濬及礦業變更使用源為

最大影響，並且發生於平日，主要為南澳溪及和平溪疏濬。 

蘇花改〝蘇澳～東澳〞段通車後，南下方面平日車流尖峰小時集中於 11
點～12 點，假日則為 10 點～12 點及 15 點～16 點，北上方面，無論平、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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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集中於 17 點～18 點，就行駛速率而言，均可維持路段限速 60 公里/小
時，而 109 年 6 月提高蘇花改速限後，行駛速率平日均可達 65 公里/小時以

上。 

於整體蘇花路廊車流變化上，平日增加 10 %～50 %，假日增加 0 %～

40 %，加權平均約 27 %。另就台 9 丁線之轉移率，平日為 50 %～90 %，假

日為 60 %～90 %，加權平均約 75%，顯示蘇花改部分路段之營運已大幅提

高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流量，增加返鄉及旅遊次數，另蘇花改之安全、舒

暢及速度已獲得用路人肯定，使用路線大幅轉移結果，台 9 丁線確實可修養

生息並為觀光旅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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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蘇花改 A 段通車後車流變化及特性 

 

(五)景點趨勢與遊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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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觀光遊客數大幅成長，惟成長幅度於 103 年起趨緩，原以大陸遊客

為最大觀光客來源，但因政府政策因素已大幅下降，其餘各國來台人數持續

成長，東南亞地區遊客數並已超越日本，惟其行程特性及造訪人次仍須政府

積極行銷，以吸引國人及他國觀光客願意造訪花蓮。 

另經由觀光遊憩景點遊客問券調查顯示，遊客主要來自於北北基，其次

為桃竹苗與中彰投，惟經由台灣北部地區之北北基及桃竹苗，以及宜蘭地區

等，經由國道及蘇花改進入花蓮地區之比例，以高達近 70 %，因此可預期

未來蘇花路廊及蘇花改等將承擔花蓮地區觀光重要交通樞紐。 

國人到訪花蓮使用運具以台鐵為主，佔 40 %，遊覽車及小客車次之，

惟遊覽車佔比持續下降，外國遊客部分亦漸由遊覽車轉為採用台鐵，於花蓮

地區之觀光工具則本國人以小客車及租車為主，外國人則採遊覽車及計程車，

後續預期蘇花改完全三階段通車後，可能誘使小客車及遊覽車之使用率增加。 

 

 

 

圖 9 觀光旅客源及交通運具使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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