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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張  峻

三十分鐘一班列車這是

全民的期待，若能如

高鐵般安穩、快速行駛更

好，尤其以花蓮來說，交

通是最大問題，目前只能

依賴海運及火車兩大主要

交通選項，若火車能增加

班次必定能為花蓮觀光更

上一層樓。

　而台鐵局則需考量到車

輛調度的情況，花蓮以發展觀光為主，交通的便捷

是推動觀光主要動力，因此台鐵局若要調度車輛，

不能將老舊廢棄車廂投入運輸，否則民眾認為東部

交通如此不優良，進而影響到民眾遊玩意願。

勿將老舊車廂投入運輸

若能確實定案，站在花

蓮縣民的角度來看，

是非常好也相當支持，這不

僅可改善民眾訂票的問題，

也能為花蓮帶動觀光人潮，

人潮進來了，整體經濟效益

也能提升。但鐵路局方面，

是否會受到影響，則需請鐵

路局自行評估、規劃，至於

是自強號、莒光號進行運輸

，或是有其他規劃，都需更進一步研議。

改善訂票帶動觀光人潮

今年下半年度起每天

自早上六點至晚間

十一點隔三十分鐘開一班

列車，這是一項有利地方

發展、方便民眾的建議，

眼見暑期旅遊旺季即將開

始，希望台鐵局從善如

流，盡速規劃，在最短的

時間內付諸實現。

　花蓮縣大力推展觀光產

業、積極招商進駐，便捷、緊密的交通網絡為首

要，尤其是質、量均占重要地位的鐵路系統，更是

不可缺，但是一票難求、逢假期花蓮火車站萬頭鑽

動的驚人景象，讓有意前來的民眾望而卻步，也導

致花蓮經濟成長無法突破此一瓶頸。

希望台鐵盡速付諸實現

傅縣長向台鐵局提出下

半年度起每天自早上

六點至晚間十一點隔三十

分鐘開一班列車的建議，

是有利地方的議案，希望

透過火車運輸質量提升，

為花蓮帶來經濟成長。

　花蓮主要還是依賴公路

及鐵路這兩項陸上交通，

又因為蘇花公路的不穩定

性高，更顯現鐵路的重要性，可是受限於班次的

問題，長久來一票難求，導致不僅民怨不斷，花

蓮發展也有限。未來每隔三十分鐘開出一班列車

的計畫實現，對花蓮交通有如注入一股新動力，

一定會帶來極大正向改變，開創更美好願景。

花蓮交通可注入新動力

搭乘火車常見訂不到座

位，可是上車後卻又

發現空位不少現象，如今雖

有每天自早上六點至晚間十

一點隔三十分鐘開一班列車

的計畫，但是售票系統若不

改善，這又是一種資源浪費

的狀況，毫無意義。

　花蓮人因純樸、善良的本

性，極少對不公平的事物大

聲抱怨，因此，不受中央重視，尤其是殘破的交通

設施更是遠落後外地縣市，台鐵局在縣長傅崐萁的

建議下計劃隔三十分鐘開一班列車，這是該局補救

東部交通建設嚴重不足、照顧偏遠民眾應負的社會

責任，沒什麼好稱讚的。

台鐵須先改善售票系統

台鐵班車愈多，對地方

愈有利，但除了量的

增加，也應該有質的提升，

也就是不能將西部老舊車廂

送到東部來的，應相對增多

新的高級列車班次，以及座

位數量，這樣才能符合東部

民眾的需求。

　從早上六點至晚間十一點

每隔三十分鐘開一班列車，

當然是樂觀其成，長期來花蓮推動觀光產業，因

一票難求，而無法再創新高，如今有此計畫，希

望盡速執行。同時絕不能由老舊、西部汰換下來

的車廂行駛北迴線，而車站出售座位的數量也要

相對增多，不然買不到座位的情形無法改善。

車站出售座位也要增多

花蓮要發展首先要發展

交通，尤其是聯外道

路的闢建與健全，北迴鐵

路是影響花蓮長期發展的

最直接因素，如何強化北

迴鐵路的營運結構是花蓮

進步與繁榮的關鍵。

　北迴鐵路一票難求的問

題，長期困擾花蓮鄉親與

遊客，尤其是每逢星期假

日更甚，北迴線增班是每一名花蓮人所殷切期望的

，令人不解的是北迴線是台鐵的黃金路線，是台鐵

唯一賺錢的路線，被譽為「金雞母」路線，基於地

方發展需要及台鐵營運需要，增開北迴線列車，不

僅是需要更是必要，台鐵沒有拒絕的理由。

沒有理由拒絕增開列車

長年的苦花蓮人都忍受

了，難道還要承受不

公的待遇？花蓮長年缺乏

中央關愛的眼神，一直想

把花蓮當成西部民眾的後

花園，所以一直不願意編

列預算開發，交通尤甚。

　北迴鐵路已成為花蓮對

外聯繫的重要交通，但卻

屢屢發生一票難求的情事

，常年困擾花蓮鄉親，更影響花蓮的發展。

　如今北迴鐵路新添購普悠瑪自強號，北迴鐵路運

能大增，沒有再發生一票難求的理由，對北迴線早

上六點到晚上十一點，每三十分鐘發一班車次，希

望台鐵能實現承諾。

希望台鐵能夠實現承諾

北迴線每三十分鐘一班

車次，絕對可以解決

花蓮交通問題，對於這項

政策相當贊成。要外地遊

客來到花蓮，首要就是交

通要便捷，民眾才會願意

來，花蓮對外交通既無高

速公路，相較之下，鐵路

就顯得格外重要，若是能

夠三十分鐘一班車，不僅

可改善民眾一票難求問題，對於蔬菜運輸也是很有

幫助。

  整體來看，增加班次對花蓮而言，好處多多，不

僅帶進人潮、錢潮，也能幫助花蓮在地農戶，將農

產品運輸到外地，增加收益。

增加班次十分有益花蓮

我認為每三十分鐘發一

班車，只要花蓮市

火車站有的，在玉里火車

站也都應該要有，因為在

玉里上下車的旅客，除了

玉里鎮民外，還包括周邊

的卓溪鄉、瑞穗鄉、富里

鄉、豐濱鄉，甚至台東長

濱鄉民也都在玉里火車站

就近上下車；至於如何解

決中南區火車站一票難求的問題？我認為只要加

掛車廂就可大半解決，因此我強力要求開到花蓮

市火車站的列車，都應該也開到玉里火車站，然

後每一列車都加掛車廂，有了車廂就有了車位，

就可以大大紓緩玉里火車站一票難求的問題。

應加掛車廂開到玉里站

我們中南區的火車站，

也很需要每三十分鐘

一班，為什麼中南區人口

會嚴重外流？為什麼中南

區產業會振興困難？為什

麼大陸遊客很少到中南區

觀光旅遊？答案很簡單，

就是因為交通不便嘛！買

不到車票、班次過少，自

然無法前來中南區，結果

如此一來惡性循環，自然「北繁榮、南蕭條」的

情形就出現了。因此我認為每三十分鐘的建議和

理想，不能夠只在花蓮北區實施，而應該延伸到

中南區各火車站，惟有南北平衡發展，花蓮產業

發展、觀光旅遊才不會「頭重腳輕」。

中南區也需要增加班次

在交通尖峰每三十分鐘

發車一個班次，應可

解決一票難求問題，不過

這應該只能夠應用在旅客

進出較多的大站，譬如花

蓮火車站應該就適用，可

是其他小站呢？譬如花蓮

中南區的小站，有許多都

是自強號沒有停靠的站，

連列車都沒有停了，哪來

的每三十分鐘發車一個班次？因此我覺得應該使

用「大站有大站的做法、小站有小站的辦法」才

對，在花蓮中南區各小站方面，視旅客流量來機

動加掛車廂，讓每個小站都買得到車票，因地制

宜才是全面解決一票難求的根本之道。

不能忽視中南區各小站

花蓮以觀光立縣，便捷的交通更是觀

光之母，時間也成了觀光發展不可

或缺的一環，尤其是對外交通更需滿足民眾的需求，全天

候的交通網是花蓮發展的重要環節。

　花蓮雖然擁有路海空運輸優勢，但對外交通的聯繫，在

陸路方面有中橫、蘇花、花東及海岸公路，空運、海運則

有麗娜輪及北迴鐵路，但因公路暗藏許多不確定因素，危

機四伏，遊客懼行，對外交通需仰賴北迴鐵路，但卻出現

一票難求的現象，嚴重影響花蓮的發展。

　花蓮在縣政府的積極努力下，觀光發展已受到各界的注

目，便捷的交通網更趨重要，對於縣長傅崐萁企望交通部

鐵路局於下半年度，確切落實備忘錄中之內容約定，原則

上北迴線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一點，每三十分鐘發一班車次

，確實紓解一票難求的問題的期盼，縣議會一定給予全力

的支持。

　北迴鐵路一票難求的問題一直困擾著花蓮鄉親，更是花

蓮人認為阻礙發展的元凶，如今配合北迴線彎曲路線的普

悠瑪傾斜式列車已悉數交車，北迴線理當有效運用此一交

通機具，讓它發揮預期的效果，徹底解決花蓮對外交通的

問題，讓花蓮也能邁入北花一日生活圈，將花蓮帶入觀光

開發之林。

議會支持 讓花蓮邁入北花一日生活圈

鐵路系統是花蓮交通命

脈，但是一票難求、

每逢假期花蓮火車站萬頭

鑽動的驚人景象，導致花

蓮經濟成長無法大躍進，

遊客鄉親進出花蓮，都備

受買不到火車票的苦痛，

花蓮要發展觀光真的一開

始就吃盡苦頭，一票難求

真的難解嗎？

　這次縣長提出增加班次與座位呼籲，大花蓮鄉

親一定拍手叫好，交通愈便利、台鐵班車愈多，

對地方愈有利，但是除了量的增加，也應該有質

的提升，也就是不能將西部老舊車廂送到東部來

的，應增多新的高級列車班次，以及座位數量。

量要增加質也應該提升

中央關切地方，站在

民代立場，當然支

持，只是每三十分鐘發一

次車，要考量的問題卻很

多，包括假日、尖峰時段

等的車輛調度，若是在離

峰時段也一樣每三十分鐘

發一次車，搭乘人不多，

是否會造成虧損的情形，

這些都要慎重考量；普悠

瑪號與太魯閣號的確為交通帶來許多方便，不

過，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決一票難求

的問題，因此鐵路局可以考慮在尖峰時段像是過

年或是連續假期期間以增加班次或加開列車的方

式來調度，才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重點還是解決一票難求

暑假是花蓮觀光旅遊旺

季，縣長要求台鐵每

隔三十分鐘開一班列車，

這是振興觀光與產業的積

極作為，我認為台鐵在實

施後，也應該精算搭乘人

潮加強尖峰時段服務與離

峰時段規劃，我也認為這

項區間服務列車概念，應

延伸到中南區，嘉惠中南

區產業與鄉親。

　台鐵增加班次與座位，相信這是花蓮人共同期

待，也希望台鐵在運載量增加的同時，提供更多

工作機會給花蓮子弟，讓花蓮子弟可以就近回鄉

服務。

區間車應延伸到中南區

對傅縣長企望鐵路局

落實北迴線

早上6點到晚上11點

每30分鐘發1班車次

是否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