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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花蓮因受到地形及環境的影響，工

商業並不發達，幸好也因開發較

晚，保留一些天然美景，成為目前國內少有的重要觀光景

點，但是卻因對外交通的不便，使縣政府有意將花蓮開發

為觀光縣的願望遲遲無法實現，如何加速開發花蓮對外的

交通成了縣政府主要的施政目標。

　花蓮因受到對外交通路線品質的限制，道路品質經常因

大豪雨或地震而發生重大損壞，尤其花蓮的對外交通除北

迴鐵路較穩定外，中橫公路及蘇花公路可說是「逢雨必斷

」，穩定性非常脆弱，對外交通可說是完全仰賴鐵路運輸

。

　由於花蓮對外交通都仰賴北迴鐵路維持，在無從選擇的

情況下，北迴鐵路「炙手可熱」，一位難求造成花蓮鄉親

生活上的不便，也影響花蓮觀光事業的正常發展，如今，

花蓮鄉親即將「媳婦熬成婆」之際，北迴鐵路新添購的136

輛城際列車――「太魯閣號」即將於10月份起陸續交車，

徹底解決花蓮人多年來交通上的問題，交通部長毛治國卻

表示，新添購的17列次136輛城際列車，除一半以上會依計

畫行駛於北迴鐵路上外，另有部分太魯閣號列車，將行駛

於西部幹線，令人不解與錯愕。

　中央政府不要再對不起花蓮人了，不要忽略了花蓮人的

權益，更不要浪費公帑，將原設計行駛彎曲路線的高價位

列車行駛於一般路線上，讓落後西部30年的花蓮有機會趕

上西部的繁榮。

中央政府不要再對不起花蓮人了

這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在

欺負及欺騙花蓮人，

當時添購的136輛列車，是

以花蓮太魯閣號做為預算

編列的名目，應運用在東

部的交通疏運，現在卻被

拿去用在西部幹線，實在

不符合預算編列的精神與

原則，花蓮人不該淪為二

等公民，希望花蓮的立委

能夠善盡嚴格監督中央的責任，為花蓮民眾爭取

權益，並追回花蓮因此而損失的差額，而中央政

府也不要只會說愧對花蓮，卻一直做出欺負花蓮

人的作為。

花蓮立委必須力爭權益

對於新添購的太魯閣號

是否要挪去西部使

用，我認為應該要追溯到

當初購買時的規畫數量如

何運用，若最初預計的數

量沒有那麼多的話，多的

部分給西部使用也無妨，

但若一開始就全部要運用

在東部地區的話，那確實

有損花蓮人的權益，中央

應嚴加考量。

不能損及花蓮人的權益

馬政府無能的大官是

不是頭殼壞掉了？

憑什麼要把東部的資源拿

到西部去用？既然名稱是

「太魯閣號」，很明顯的

就是要用在東部改善交通

之用，動不動就把東部鄉

親當成三等國民、五等賤

民，馬政府實在既無能又

可惡！天秤颱風來襲，

蘇花公路又不通了，一名遊覽車司機開車從花蓮

到宜蘭，本來只要兩小時，如今走了12個小時才

到。東部交通嚴重落後西部30年，馬政府只會說

對不起東部，可是話剛講完卻又幹起對不起東部

鄉親的勾當，真是可惡透頂的一個爛政府！

可惡透頂的一個爛政府

政府要把新添購的太

魯閣號列車分一半

去行駛西部，這樣子很沒

有道理，對東部鄉親很不

公平。既然名稱是「太魯

閣」號，就是要用來改善

東部的交通，如今卻說要

弄到西部去，簡直就是欺

負東部人！我們東部人就

不是人嗎？唯一的蘇花公

路逢雨必斷，弄得東部產業重創、民不聊生，而

馬總統只會一再道歉，道歉有什麼用？拿出實際

解決的誠意來才有用，我建議總統「少道歉、多

建設」，每次選舉東部總是義無反顧的支持國民

黨，而國民黨卻老是冷落東部人，這樣子對嗎？

這簡直就是欺負東部人

花蓮目前還是一位難

求，全新太魯閣號竟

然一半要行駛西部，交通

部實在頭腦秀逗，讓花蓮

人再一次嘗到不受中央重

視、三等國民的命運。

　監察院應該啟動調查，

交通部是否以花蓮人的需

求去編列預算，最後竟然

是提供給北部鄉親搭乘。

　交通部真的不了解花蓮嗎?花蓮只有一條鐵路以

及隨時會落石砸死人的蘇花公路花蓮人如此需要

太魯閣號火車，交通部輕忽花蓮人的需求，

　像極了馬政府一貫的作風，花蓮人應該要團結

抗議，爭取我們自己的權益。

花蓮人應該要團結抗議

中央都在欺騙我們，說

是說太魯閣號如何如

何，事實上到現在完全不

是這樣，所有要回花蓮的

鄉親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買不到車票，像我兒

子在台北上班要回花蓮就

是買不到票。一位難求的

問題始終都沒辦法解決，

中央根本就是看輕花蓮，

把我們看成後山。大家都知道花蓮站是最賺錢的

車站，但是花蓮人卻得到這種待遇，中央實在是

太對不起花蓮人。我覺得各級民意代表應該要團

結起來，立委應該要出來做一點事吧，縣議會也

應團結起來，民意代表總要為花蓮做一點事吧。

中央根本就是看輕花蓮

臺鐵局引進之傾斜式電

聯車TEMU1000型開行

的特快車，初期只規劃行

駛宜蘭線、北迴線。太魯

閣列車將可縮短至1小時59

分，為目前花蓮到臺北間

陸上交通最快的工具，花

東線尚未電氣化，讓很多

花蓮鄉親還沒有搭乘過。

交通部將新添購的136輛太

魯閣號，挪一半去行駛西部幹線，這是很荒謬的

政策決定，傾斜式電聯車最適用的路線為北迴線

和南迴線，花東鐵路即將完成電氣化，建議太魯

閣號經宜蘭、花蓮、台東行駛台北至高雄，成為

新的南北鐵路黃金路線。

打造南北鐵路黃金路線

太魯閣號傾斜式電聯車

每天往返花蓮、台北

各7個班次，載運5200百餘

人，花蓮站目前進出旅運

量平日約1萬8000人次，假

日約3萬人次，如此當然一

位難求。

　東部鐵路電氣化將於102

年通車，太魯閣號將行駛

花東線甚至經南迴線開往

高雄，未來東線的運量需求將大大提升，新添

購的136輛太魯閣號屆時可能都無法滿足東線使

用，何來一半行駛於西部幹線！請決策單位仔細

思考，當年購買太魯閣號是在改善東部的鐵路運

輸，不是滿足西部幹線的享受！

不應滿足西部幹線享受

針對

交通部長毛治國表示

新添購的136輛太魯閣號

將有一半行駛西部幹線

的看法

這件事我有問到鄭天財

立委，鄭立委說他並

不同意毛部長所說的，他也

答應我要為花蓮地區的民眾

爭取到，新增的太魯閣號都

能在花蓮來行駛，解決花蓮

一位難求的嚴重問題。

  這次蘇拉颱風對蘇花公路

造成重大的創傷，大家也都

知道花了很多天的時間才搶

通，而且現在中央政府也不蓋蘇花高速公路了，花

蓮已經落後西部很多年了，既然有一個專門為花東

地區準備的新增太魯閣號，我希望中央政府聽到我

們地方民意的反映，就不要再挪用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想這也是花蓮地區所有同胞的希望。 

不要再挪用新太魯閣號

總統馬英九多次表示

要解決花蓮一位難

求的困境，為改善此一現

況，交通部新添購太魯閣

號車廂，藉此提升運能，

讓地方不再為買不到座位

所苦，如今政策大轉彎，

讓地方鄉親大感失望，質

疑中央改善東部交通的誠

意。

　長期來東部民眾就為一位難求深為苦惱，加上

近年來開放陸客旅台後，買不到車票情形更加嚴

重，正當鄉親為交通部添購列車，改善困境而喜

悅之際，又傳出將有半數行駛西部幹線，心情再

次跌入谷底，希望新購車廂全數為東部服務。

東部鄉親心情跌入谷底

交通部添購136節太魯

閣號車廂，今年起陸

續交車行駛北迴線，如今

竟有意將半數列車改至西

部幹線使用，對東部民眾

太不公平，個人也反對此

項變更計畫。

　當初太魯閣列車是針對

北迴線的高彎度鐵軌而設

計的，若使用在筆直的西

部幹線既不符原設計，是否適當也值得考量，而

且讓民眾質疑的是「為什麼中央總是將新的好東

西送往西部使用，東部民眾就不能有一次優先享

用的權力嗎？」因此，個人反對交通部的變更規

劃，應給地方鄉親一次公平的待遇。

應該公平對待東部民眾

臺鐵西部幹線為了要提

升與高鐵的競爭力，

勢必得用品質較好的列

車，但是東部一位難求的

困擾是花蓮人長久以來的

問題，如果這些列車是花

蓮到台中、高雄等路線，

東部民眾一樣有受惠，想

要提升競爭力，又可以在

賺錢的東部地區增加北迴

線座位，我想這是可以接受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增加車次與座位，此外，

我們到台北雖也可以選擇鐵路與噶瑪蘭或首都客

運交替，但若有許多行李、老人或是帶著小孩，

對花蓮人來說就是一大困擾，鐵路的班次仍要考

慮到花蓮人的需求，別讓花蓮人淪為次等公民。

別讓花蓮人變次等公民

針對交通部欲將136輛

太魯閣號列車其中的

一半加入西部幹線行駛，

真是令人無法理解，花蓮

北迴鐵路一位難求的問題

多年來一直無法解決，好

不容易爭取了傾斜式列

車，竟然要被挪走一半給

西部地區，這真的是毫無

道理。

　每遇颱風，蘇花公路不是坍塌，就是預警性封

路，北迴鐵路成為花蓮對外交通唯一較為便捷的

道路，包括新鮮蔬菜也都可以藉由鐵路在當天北

運，因此中央政府應正視花蓮人的需求，該是北

迴幹線的列車，就別硬要強送出去。

中央應正視花蓮人需求

那時候是因為北迴鐵路

車票一位難求問題，

所以交通部才針對東部增

列136輛太魯閣號，如今

交通部卻決定只留一半傾

斜式列車在東部。對此，

我要反問交通部，是否已

精準計算花蓮只需要68輛

的列車就足以解決一位難

求，若是如此的話，應請

交通部長毛治國為中央「背書」，否則不要隨意

搪塞。

　重視人民聲音的我，只要這68輛傾斜式列車可

能解決一位難求，我全力支持，若不能，絕對會

代表民意強力發聲。

要保證能解決一位難求

北迴鐵路一位難求不

僅是花蓮人的痛，

也是花蓮鄉親的夢魘。

　雖然北迴鐵路是目前台

鐵唯一的一條賺錢路線，

然反觀北迴線目前的設備

，竟然都是西部幹線陸續

淘汰的老舊車輛，這對東

部鄉親及前來花蓮旅遊的

民眾是何等的不公平？

　如今，東部民眾引頸企盼的「城際列車」嶄新

太魯閣號即將於今年底陸續交車，加入營運，但

卻聽聞交通部有意將新添購的136輛列車，撥一

半行駛西部幹線，這是一極不合理及不應該的作

為，對東部鄉親更是不公平。

極不合理及不該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