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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台鐵局計畫調漲太魯閣

號及普悠瑪號列車的

票價，其用意明顯是為解

決營運盈虧的問題，但北

迴線是該局賺錢的黃金路

線，為了彌補虧損的西部

幹線，要東部地區民眾來

分擔，不僅不公平，也影

響東部人的權益。

　北迴線這條黃金路線讓

台鐵大獲其利，比照西部幹線的嚴重虧損真的是

天壤之別，而台鐵為提升整體的營利有意調漲太

魯閣號及普悠瑪號列車的票價，此舉是將該局的

盈虧壓力硬加在東部民眾的身上，要在賺錢的地

區再剝一層皮，不公平也不合理。

虧損轉嫁東部太不公平

調漲太魯閣號及普悠瑪

號列車的票價，在萬

物皆漲之際，不僅增加民

眾的負擔，也將影響觀光

客前來花蓮旅遊的意願，

對花蓮產業造成嚴重的打

擊，個人反對火車票漲

價，希望台鐵局聽見民眾

的心聲取消此一計畫。

　近年來各項物資漲聲

連連，讓多數民眾的日常生活深受影響，如今連

想要紓解身心的出外旅遊也將因火車票的漲價而

受阻，日子可真的是愈來愈難過了。車票漲價了

增加旅遊經費的負擔，降低前來意願，遊客量減

少，觀光相關產業的收益相對受害。

漲價嚴重打擊花蓮產業

在這經濟不景氣、萬物

均漲的時候，台鐵局

還要跟進調漲太魯閣、普

悠瑪號的票價，對普遍收

入較低的花蓮鄉親而言，

生活上將受到影響，實在

欠缺考量，相當不妥，無

法認同，希望政府先平穩

物價、增加民眾收益後再

來考慮票價的問題。

　花蓮的鄉親平均收入遠低於西北部的民眾，當

外地鄉親想返鄉探視家人，或是出外拜訪親友、

進行一趟散心的旅遊相當不易，難得出門也希望

搭乘較舒適、高級的太魯閣、普悠瑪號列車，一

旦受阻於高票價，而無法成行，相當不公平。

增加民眾收益後再考慮

台鐵局不應調漲太魯閣

號及普悠瑪號列車的

票價，反而應先調降老舊

車廂的自強號列車票價，

公平、合理的對待乘坐新

舊車廂的乘客，同時直到

民眾不易購得北上車票的

問題獲得解決，再來談調

漲票價的問題。

　東部民眾購買北上火車

票不易問題已久，抱怨不斷，雖然新的普悠瑪列

車加入運輸行列，還是無法滿足鄉親的需求。

　因此，台鐵應先站在公平的立場調降老舊車廂

的自強號列車票價，接著解決購票不易以及座位

分配混亂的問題之後，再研議票價的調漲。

應先調降老舊車廂票價

花東交通建設長期落後

，中央對花東居民有

虧欠，與其調高普悠瑪號及

太魯閣號票價，不如調低其

他如舊自強號、莒光號或其

他停靠站較多的列車票價，

以凸顯二者間的服務品質與

差異。

　各國也有很多是考量同型

列車、車行距離或停靠站等

因素而有差別費率。台鐵在重新檢討調整票價過程

中，應考量花東地區交通長期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況

，與其調高新的普悠瑪號及太魯閣號票價，不如調

低其他如舊自強號、莒光號或其他停靠站較多的列

車票價，以凸顯二者間的服務品質與差異。

應該調低舊自強號票價

交通部日前宣布計畫

調漲普悠瑪號票價

，引起東部民眾強烈反彈

，認為交通部忽視東部民

眾行的權益。

　台鐵規劃七月將推動票

價差別費率，普悠瑪號票

價擬漲五％，實施區域為

台北往返花蓮、台東等東

部區間。交通部調漲計畫

引起東部民眾強烈的不滿與反彈。

　蘇花改未完工前，花蓮亟需聯外的替代性交通

，建請交通部應該等到民國一○六年蘇花改完工

，東、西部整體交通建設差距縮小後，再行討論

票價調漲事宜，才是妥善的作法。

等蘇花改通車再行討論

針對媒體報導台鐵局計劃將普悠瑪

、太魯閣號票價調漲五％、ＰＰ

電聯自強號調降五％、DMU柴聯自強號調降一○％，並將規

劃東部鐵路以普悠瑪為主力車輛，DMU柴聯自強號為輔，以

及ＰＰ電聯自強號將退出北迴線的行駛。

　楊文值認為，在花東鐵路電氣化等攸關東部民眾交通大事

完成之前，太魯閣、普悠瑪號票價應凍漲。楊文值強調，倘

今年六月花東鐵路電氣化後，普悠瑪與太魯閣自強號價格調

漲，台鐵也應對花東地區民眾有所回饋，比照返鄉專車模式

，不對花東出生及居住於花東的民眾調漲。

　北迴線是台鐵賺錢的金雞母，花蓮人長期以來忍受交通的

不便，蘇花公路動不動就坍方，唯一的交通只剩下鐵路，但

是數十年來政府忽視東部交通建設，台鐵長期將西部不要的

舊車行駛東部，讓東部民眾忍受奇差的乘車品質，現在更換

適合東部地形、速度快的普悠瑪及太魯閣號行駛，是政府本

來就該做的事，還給東部人民基本權益而已，怎可要東部民

眾付出更高昂的費用，將成本轉嫁給東部人民？

　時代在進步，列車科技也在進步，這次台鐵用太魯閣、普

悠瑪號是新車、速度快，以要跟舊自強號區別分流等理由來

漲價是說不通的，難道以後台鐵要汰換西部用了二十年的老

舊自強號時，新車也要漲價嗎？人民繳稅給政府，台鐵用人

民納稅錢汰換新車、給人民更高服務品質，這不是台鐵基本

的責任嗎？

成本轉嫁給東部人民 毫無道理

政府不是虧欠花東人民

很多嗎？馬英九總

統不是要加強花東地區的

交通建設嗎？怎麼突然之

間要漲價了？如此一來豈

不是說一套、做一套？為

政者豈能夠失信於民？就

算是要漲價，花東地區也

不能夠漲，政府目前應該

在開創花東交通新局方面

多多著墨，而不是與民爭利，花東地區是目前臺

灣唯一還沒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窮鄉僻壤，

導致工商不振、人口外流，政府應該好好來建設

花東地區的交通建設，藉以帶動地方上的全面發

展，太魯閣號、普悠瑪號漲價之說，萬萬不妥！

漲價就是失信於東部人

政府本來就不應該調漲

太魯閣號、普悠瑪

號的票價，關於此事目前

已經有立委出面制止，想

必短時間內不會漲價，但

若過一段時間，等風頭一

過，還是要漲的話，屆時

我建議全民一起站出來反

對和抗議，尤其是花東弱

勢家庭比比皆是，好不容

易有了本意是用來照顧花東地區鄉親的太魯閣號、

普悠瑪號，沒想到還是要漲，根本就不知民間疾

苦，馬總統說過：「政府虧欠東部鄉親很多！」，

既然如此，就不應該言行不一、騙來騙去，就讓東

部鄉親都免費搭乘太魯閣號、普悠瑪號吧！

台鐵局若調漲太魯閣及

普悠瑪號列車票價，

將降低觀光客前來花蓮旅遊

的意願，也造成花蓮在地鄉

親對外的不便，對花蓮經濟

發展、大眾生計影響不小，

因此，個人反對台鐵調漲。

　花蓮以推動觀光產業為發

展主軸，觀光客到花蓮旅遊

搭乘火車為首要交通工具，

一旦調漲票價，增加旅遊支出，將影響遊客前來的

意願，對在地觀光也產生負面效應。

　而火車也是花蓮人對外的主要交通工具，在這萬

物齊漲，所得不增的時候，調漲票價，勢必加重了

鄉親們的負擔，因此，對台鐵漲價計畫持反對態度

。

讓東部鄉親免費搭乘吧漲價有損花蓮經濟發展

在花蓮交通問題沒有改

善之前，交通部應該

全面性檢討海、陸、空交通

票價，台鐵票價沒有調漲空

間，反而離峰時段更應該大

幅度調降！

　 我認為交通部虧欠花蓮

人太多，花東線更是台鐵營

運的金雞母，但是花蓮民眾

非但沒有享受到買票的快

速、搭車的便利，還常常讓花蓮子弟一票難求，所

以我強烈要求交通部應該訂出回饋花蓮鄉親方案，

除了太魯閣號、普悠瑪號火車價格要調降之外，其

他對號與不對號列車更應該大幅度降價，紓解尖峰

時段人潮。

離峰時段反該大幅降價

國內目前景氣那麼差，

還漲什麼價？尤其是

花蓮原住民，有七○％都

是弱勢家庭，雖然有的老

人、殘障人士每個月領幾

千元補助，但是請問區區

幾千元又能夠幹什麼？吃

不飽、餓不死嘛！太魯閣

號、普悠瑪不是用原住民

語言來命名，是用來照顧

原住民的嗎？政府不好好照顧原民，農路八○％

都還是爛泥路，花蓮聯外交通只有一條台九線花

東公路，政府不思好好建設花蓮，政府應該好好

來我們花蓮多開幾條路，我們原住民連走路的地

方都快沒有了，還漲什麼價？

景氣太差根本不該漲價

我堅決反對太魯閣號、

普悠瑪號價格調漲。

　我認為，交通部應該更

重視東部地區觀光與產業

發展需求，在花蓮市以外

各鄉鎮包括：吉安、壽

豐、鳳林、光復、瑞穗、

玉里、富里增停自強號，

方便遊客上下火車。

　 鐵路是產業命脈，花東

鐵路熱門時段班班客滿，台鐵局應該針對花蓮民

眾推出購票優惠方案，除了太魯閣號、普悠瑪號

火車價格要調降之外，其他對號與不對號列車更

應該大幅度降價，讓花蓮民眾選擇想要搭乘的車

次與車種，享受到台鐵對花蓮人的福利與照顧。

花蓮民眾應享購票優惠

調漲太魯閣號及普悠瑪

號票價是一件相當不

智的行為，而且也是對花蓮

人相當不公平。北迴鐵路是

台鐵的金雞母，但花蓮人在

交通方面的待遇卻不及外縣

市，台北到台南有快捷舒適

的高鐵交通，又有多條高速

公路拉近城鄉距離，反觀花

蓮，交通建設相當貧瘠，

蘇花公路動輒癱瘓、火車票一位難求，台鐵若執意

調漲票價，除非能提出彌補方案。政府行事一定要

全盤考量，尤其在花蓮對外交通的政策更要小心謹

慎，絕對不能把花蓮人看扁。

漲價必須提出彌補方案

花東線是台鐵的金雞

母也是最賺錢的線

路，但長期以來台鐵重西

輕東，對花蓮站的軟體建

設草率，地下道到候車月

台的電扶梯，經常故障停

擺，花蓮在外工作、就學

的遊子年節假日回鄉和返

崗時，總是面臨一票難求

的困境。花蓮地方一再反

映，籲請台鐵正視和改善，卻始終得不到成效，台

鐵虧欠花蓮縣民甚多公道，如今卻以提升運能增加

班次的理由，意圖調漲太魯閣號與普悠瑪號的票

價，對此，我堅持反對，除非花蓮站改建完成或是

蘇花改通車六年後，方才是票價調漲的時機點。

蘇花改通車六年後再漲

萬物皆漲，只有收入沒

漲，政府又要帶頭漲

價，難道要官逼民反！執

政黨是要把臺灣搞垮嗎？

經濟已不活絡，民眾收入

停滯，政府對物價把關不

力，還要帶頭調漲火車票

價，實在很難令人接受。

　火車票沒有調漲的道

理，政府應該考慮到花東

民眾交通的不便利，提供優惠與福利，現在還想

調漲價格實在讓人生氣，這樣的執政黨與領導

人，難怪滿意度只有九％。

　如果交通部沒有傾聽民意，我絕對會串聯鄉親

與民代發起大規模抗爭，為花東民眾爭取權益。

串聯鄉親抗爭爭取權益

對交通部有意調漲

太魯閣、普悠瑪號票價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