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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張  峻

當獲知普悠瑪號台北至

台東專列不停靠花蓮

站時，心中就有一股又被

欺騙的氣衝上來，當初不

是為了改善一票難求的狀

況而添購新車組、車廂嗎?

如今新車組上路，卻出現

不停靠花蓮站的車班，讓

花蓮民眾、各界心又冷了

一半，為此，向台鐵局提

出最嚴重的抗議，要求該局立即尋求改正之道。

　花蓮人長期為一票難求所苦，所獲得的「善

意」回應竟然是火車「過門而不入」，更何況花

蓮站升格為特等站已顯現它的重要性，難道又要

民眾走上街頭才會受到重視嗎?

台鐵必須立即尋求改正

花蓮站升格為特等站就

顯現它的重要性，這

麼重要地位的車站竟然出現

有列車過站不停，真的是笑

話一則，也讓花蓮人有不受

尊重及不公平對待的感受，

更引發議員同仁的不滿。

　自從傳出台鐵局普悠瑪號

台北至台東專列不停靠花蓮

站消息後，就接到許多地方

鄉親的反映指出，花蓮現在不是已被升格為「大

站」（特等站）了嗎？按理說列車都應該在花蓮站

提供乘客上下車的服務，何以會發生列車過站不停

的情事，讓升格之事名不符實，同時也影響地方對

外交通的運輸，希望台鐵局盡速改善，免遭民怨。

過站不停真是笑話一則

大眾運輸系統的設置，

目的是要嘉惠全體民

眾，不是只為了方便少數乘

客，台鐵局普悠瑪號台北至

台東專列不停靠花蓮站，引

發了多數民眾的不滿，抗議

之聲不斷，顯現台鐵的此一

措施既不聰明，同時大有讓

人詬病之處，應立即改善。

　東部花蓮的鄉親仍依靠

不穩定的公路及有限的鐵路班次對外運輸，經多年

的大聲疾呼，獲得逐步改善，最明顯的即是鐵路系

統，包括電氣化、增購車組、車廂等，鄉親正在興

奮之餘卻發生列車「過門不入」情形，毀了當初提

升運輸效能的美意，台鐵應立即檢討。

台鐵措施不聰明惹民怨

普悠瑪號台北至台東專

列竟然不停靠這個特

等站，令人不可思議，也

質疑所謂特等站的意義，

若台鐵是因為車程快、慢

的考量，就應加速雙軌化

工程的執行，而不是減少

靠站的次數，降低花蓮乘

客的服務品質。

　台鐵購置車組及車廂，

投入東部地區的載運乘客，藉此解決一票難求的

困境，現在車組開始運行，卻因為有部分班車不

停靠花蓮，讓民眾只感到乘坐空間較舒適，但運

輸的效能似乎不見多大的改善，建議台鐵該停的

站也是要停，同時加速雙軌化的執行，藉此發揮

鐵路效能。

應加速執行雙軌化工程

假如這班台北至台東直

達的列車因為滿載，

當然是不能強迫台鐵一定

要在花蓮停靠搭載客人，

但是在還有兩成空位的情

況下，台鐵過花蓮站不停

靠，這可就說不過去了。

台鐵在交通運輸的目的，

除了讓旅客安全抵達目的

地之外，最主要也是以營

運為主，因此希望台鐵對於所謂直達車的定義不

要如此僵化，而能站在大眾運輸工具帶給人民便

捷的交通立場，給予花蓮人公平的乘車制度。

兩成空位豈能過站不停

總統馬英九公開表示中

央政府虧欠花蓮鄉親

，尤其是交通的開發一定會

加速促成，但是漠視花蓮人

權益的事卻屢屢發生？花蓮

人怎能不憤怒！

　花蓮因受到地形的限制，

雖然對外聯結道路均已開闢

，但品質一直受到考驗，對

外交通大都仰賴鐵路聯繫。

　中央政府基於對花蓮承諾

，終於添購了十七列，一三六輛普悠瑪城際傾斜式

快速列車加入北迴鐵路營運，彌補對花蓮的虧欠。

　孰料，台鐵竟突發奇想，竟創普悠瑪過特等站不

停的創舉，花蓮人能不怒吼嗎？

台鐵創舉使花蓮人憤怒

普悠瑪自強號是台鐵因

應北迴鐵路彎曲軌道

所規劃添置的北迴鐵路專

屬列車，孰料，該傾斜式

列車全數加入北迴鐵路及

花東鐵路營運後，台鐵竟

然「突發其想」，推出台

北至台東間的直達車不停

靠花蓮，令花蓮人傻眼。

　花蓮站於七月十九日才

經交通部核准晉升，由一等站升等為特等站，竟然

有列車過特等站而不停靠的情事，令人不解，更令

長期遭到一票難求所苦的花蓮人怨憤。

　希望台鐵做出如此的決策是短暫的、是暫時的，

暑假過後應立即恢復該直達車停靠花蓮站的決定。

暑假過後應停靠花蓮站

花蓮站營收是台鐵各站的第二高，僅次於台北站，基於

公平正義的原則，在各級民意代表積極爭取下，花蓮

站在今年七月十九日奉交通部核定晉升為特等站，運能理

應相對提升，孰料台鐵竟然公布自八月六日起逢週一至週

四，每天加開一列次普悠瑪號直達台東專列，花蓮站雖停

靠三分鐘更替司機員，但不開放遊客上下車，如此行徑如

何向花蓮鄉親及遊客交代，台鐵應三思。

　交通為觀光之母，觀光要蓬勃發展就必須有便捷的交通

網絡，運能須滿足遊客的需求，否則就成了觀光發展的阻

力。

　花蓮站運能高居全國第二，僅止於台北站，為此在各方

民意代表的積極爭取下，花蓮站終獲得交通部的認同在七

月十九日晉升為全台第四個特等站。

　正當花蓮鄉親與遊客雀躍時，台鐵竟然公開表示每週一

至週四加開一列次普悠瑪號台北至台東站的直達專列，而

該專列僅停靠松山站後就直達台東，花蓮站是過站不停，

令花蓮人錯愕不解。

　依目前台東站與花蓮站每天的運能相比，台東站每天約

在三千人次，而花蓮站的歷史紀錄約在二萬人次，足足多

出台東站七倍之多，為何花蓮站會有過站不停的情形，台

鐵應給花蓮人一個交代。

過站不停 台鐵應給花蓮人一個交代

普悠瑪列車只停靠台東

，這對花蓮民眾相當

不公平，當初普悠瑪的行駛

，就是為了改善花蓮、台東

兩地交通，花蓮極力、努力

的去爭取，普悠瑪終於行駛

了，但為什麼要跳過花蓮呢

？當初花蓮這麼努力的爭取

，改善東部民眾的交通，現

在卻只停靠台東，這對花蓮

民眾相當不尊重。花蓮的客運量是台東的好幾倍，

花蓮更有交通上的需求，中央應該看見民眾的需求

，調整普悠瑪列車的行駛，理應台北、花蓮、台東

都需停靠，不能只停靠台東，應該尊重花蓮的人民

。

北、花、東都必須停靠

希望台鐵局能將載運功

能發揮到最大效能，

也讓到台東縣民、遊客皆

可買到車票，台北到台東

只售出約三成多的車票，

空缺太多座位，太浪費國

家資源，也讓台北到花蓮

或玉里的乘客無法搭乘。

台鐵雖要嘉惠台東縣民，

但是人口數、遊客並不多

，不能因政策問題浪費資源，台鐵需盡快評估乘客

量，改善交通運輸問題，且普悠瑪開往台東，需在

花蓮停靠三分鐘換司機，何不加停二分鐘，同時讓

民眾上下車，若是台鐵局要優惠台東縣民，可保留

車票，供台東民眾購票，如此才不會產生民怨。

勿因政策問題浪費資源

這又是政府長期漠視

東部人權益的一個

具體明證。每列普悠瑪有

座位近四百個，可是每趟

只載一百多人，由此可見

空位還是很多，有空位擺

著不用，就是不在花蓮站

停靠，就是不給花蓮人使

用；還有花蓮南區第一大

站－－玉里站，鐵路局一

直不肯興建電扶梯，漠視偏鄉草民又一樁。如果

政府繼續把花蓮當成「三等國民」來看待，選舉

快到了，選民們一定會用選票來唾棄先背棄選民

的政府。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時代已經不同

了，希望政府不要再繼續愚民、騙來騙去！

選民會用選票唾棄政府

台鐵普悠瑪列車從台北

直開台東在花蓮站不

停靠，更遑論在花蓮南區一

等站玉里站停靠了，這完全

是政治考量，根本不把花蓮

縣民當人看，完全不合理，

我準備號召鄉親拉白布條展

開抗爭行動，爭取我們花蓮

縣三等國民應有的權益。

    玉里站除了花蓮縣南區的鄉

親搭乘之外，更有來自台東縣北區關山鎮、池上鄉

的乘客，既然台鐵要把乘客區分成台東、花蓮，那

麼我們玉里站以後就不再歡迎台東縣北區民眾來玉

里鎮搶位子，全部搞分裂的後果，台鐵必須負完全

的責任。

準備號召鄉親展開抗爭

普悠瑪號有沒有在花蓮

站停靠？這對於花蓮

縣的整體發展太重要了！

對於花蓮縣三十五萬名鄉

親實在太重要了，交通仰

賴它、觀光仰賴它、農業

仰賴它、經濟仰賴它，如

果不停靠，等於把花蓮當

做化外之地，花蓮將繼續

落後西部二十年，永遠是

「後山」。花蓮鄉親早就有共識，普悠瑪非停在

花蓮站不可，如果中央不重視，那麼我認為就算

是走上街頭抗爭，也要把這項權益爭取到手。尤

其是地處特別偏遠的花蓮縣南區，普悠瑪除了要

停在花蓮站，也要停在玉里站。

不惜走上街頭爭取權益

台鐵局普悠瑪只停靠台

東站，對花蓮人實在

太不公平了，花蓮站並非小

站，上下車人數眾多，而且

花蓮站將升為特等站，豈有

列車不停靠的道理，若普悠

瑪都不停靠花蓮站，又怎能

稱為特等站。花蓮、台東長

年來受到交通不便所苦，兩

縣市都有交通上的問題，為

何普悠瑪終於行駛了，卻又不停靠花蓮站，台北、

台東的直達車，時常未坐滿，實在太浪費了，台鐵

局需盡快改正，不排除九月份提出專案，要求台鐵

局改善。

不排除提專案要求改善

暑期某些普悠瑪列車，

到特等站花蓮站竟過

門而不入，且車上還有空

位，這規劃令許多遊客與

鄉親錯愕及不解，身為花

蓮縣籍議員也將會跟民眾

站在一起，據理力爭，希

望台鐵要重視花蓮人心聲

與民意。

　據了解，台鐵允諾將調

查調整，希望台鐵快速進行，保留部分座位給花

蓮站，讓運能發揮極致，讓花蓮旅客上車，也沒

有影響到行車總時間，台鐵應該站在服務遊客角

度，讓在花蓮候車旅客可以搭乘、便捷快速的火

車。

台鐵要讓運能極致發揮

一票難求，是花蓮人共

同的痛，現在竟然遭

遇花蓮火車站升格為特等

站，台東專列在花蓮換司

機，不讓遊客上車，這是

實在是欺負花蓮人。

　台鐵購置新車組、車

廂，正在大家享受到台鐵

服務同時，竟然發生列車

過門不入情形，打擊花蓮

人對台鐵的信任，也毀了當初提升運輸效能的美

意，台鐵對不起花蓮鄉親。

　大眾運輸系統就是要方便全體民眾，而不是獨

厚部分地區，花蓮人難道是二等國民嗎?令人氣

憤，身為地方民代一定跟民眾站在一起抗議。

會與民眾站在一起抗議

對
台北―台東
普悠瑪

不停靠花蓮站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