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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迴鐵路一票難求問題未獲得改善

之前，誰都無權破壞政府對花蓮人

「專車專用」的承諾，破壞承諾只會凸

顯政府無能，更何況普悠瑪號、太魯閣號是為行駛彎曲度

高的北迴線而設計，一句「要與高鐵競爭」，這是不負責

任更是缺乏經營理念的做法，值得三思。

　民眾的需求是政府的責任，尤其在公共建設、交通建設

更不容忽視，在蘇花改未完成前，所有普悠瑪及太魯閣號

沒有單獨行駛西部幹線的權利，東部交通問題一籮筐，增

加北迴鐵路及東部幹線運能是交通單位應克服的問題。

　台鐵北迴線一票難求一直是花蓮人的夢魘！在中央民代

及輿論的壓力下，中央交通單位為解決此一問題，投入鉅

資添購城際列車，希望增加運能紓緩花東地區一票難求的

問題。孰料，台鐵局竟有意將新添購，專為北迴鐵路彎曲

路況而設計的城際列車行駛於北高線，不僅浪費資源更對

不起花東民眾，中央民代該好好把關。

　為紓緩一票難求的窘況，交通部投入龐大鉅資添購四列

次嶄新傾斜式列車，並將於近期加入營運。

　「普悠瑪號與太魯閣號專車專用，行駛於北迴線與東部

幹線」！這是當年交通部長毛治國對花蓮鄉親的承諾，此

話言猶在耳，但是台鐵局又將對花蓮鄉親失信了。台鐵局

新購置的四列次將在四月二十一日行駛於台北、高雄間，

民眾不解，北迴線一票難求尚未獲得紓緩為何又要將北迴

線專列移往西部幹線？

　普悠瑪號決不會行駛西部幹線！這是交通部對東部民眾

的承諾，言猶在耳，如今卻要在四月二十一日開行由台北

至高雄及屏東的普悠瑪號，令東部民眾擔憂，一票難求現

象將更嚴重。

　前行政院長毛治國在交通部長任中，視察花蓮時曾明白

的指出，普悠瑪傾斜式列車是為配合北迴鐵路彎曲路況考

量所添購的高速列車，主要行駛北迴線及花東線，決不會

行駛在西部幹線，如今台鐵決定將普悠瑪號行駛於西部幹

線，引起民眾不滿，更對中央的承諾打折。

破壞專車專用承諾 只會凸顯政府無能

花蓮人真是二等公民?花

蓮人的心聲，中央政

府真的聽不見?

　當初太魯閣、普悠瑪列車

專為花東、北迴線量身打造

的美意如今卻變了樣!究竟

交通部是怎麼了?

　台鐵為了與高鐵在西部幹

線尬輸贏，竟犧牲花蓮人的

權益，花蓮人的基本需求，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卻遭台鐵如此欺矇、漠視對待。

　花蓮縣政府應該要有更積極作為，向中央政府單

位反映民情，爭取「太魯閣、普悠瑪號專車專用，

行駛於花東、北迴線」，別讓花蓮火車票一票難求

的狀況「雪上加霜」。

縣政府應有更積極作為

交通部、台鐵局漠視花

蓮人需求，實在令人

太氣憤！

　普悠瑪列車當初就是要

跑花東，現在竟然要跑到

屏東，台鐵局漠視花蓮需

求，他要拜託立委蕭美琴

緊盯台鐵，撤換台鐵局長

才會對花蓮更好。

　當初太魯閣、普悠瑪列

車專為花東、北迴線量身打造，台鐵一票難求還

沒有解決，竟犧牲花蓮人的權益，讓普悠瑪去跑

屏東實在太欺負花蓮人。

　將太魯閣、普悠瑪號專車專用行駛於花東、北

迴線的車，調往跑屏東，這會讓花蓮火車票一票

難求的狀況更加雪上加霜，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要拜託蕭美琴緊盯台鐵

台鐵普悠瑪、太魯閣

號列車要被弄到西

部去行駛，這完全是政治

考量，根本不把花蓮、台

東縣民當人看，完全不合

理，如果國民黨政府再亂

搞一通，我準備號召鄉親

拉白布條展開強力抗爭行

動，爭取我們花蓮縣三等

國民應有的權益。兩年前

普悠瑪號也搞過一次不可思議的事，就是從台北

直開台東，花蓮站、玉里站不停靠，後來經抗議

後才停靠花蓮站、玉里站，反正國民黨政府老是

搞分裂、擺烏龍，既然要官逼民反，那麼我們這

些三等草民還客氣什麼？抗議、造反就對了，而

全部的搞分裂的後果，台鐵必須負完全的責任。

官逼民反就要抗議造反

我堅決反對政府把普悠

瑪、太魯閣號拿到西

部去行駛北高線；如今東

部交通還沒有看到有多大

的實質改善，就突然間很

唐突的要把當初用東部原

住民命名的普悠瑪、太魯

閣號送到西部去營運，如

此一來，政府豈不又要背

上背信棄義的罵名？國民

黨有很多政策都背離民意，因此在這次總統大選

才會徹底大敗，如今新敗不久，不思改過遷善，

又開始亂搞一通，實在是令人失望；希望政府能

夠痛定思痛，不要說一套、做一套，如此反反覆

覆、言而無信，以後怎麼翻身？難到要弄得國民

黨窮途末路、走入歷史嗎？

國民黨言而無信怎翻身

太魯閣、普悠瑪號是否

行駛在西部幹線上？

這對於花蓮縣、台東縣的

整體發展影響太大了！如

果冒然移到西部幹線去行

駛，等於把花蓮、台東的

文化和命脈給斬斷了，也

等同把花蓮、台東當做化

外之地，花蓮將繼續落後

西部二十年。

　花蓮鄉親早就有共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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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回來。普悠瑪、太魯閣必須限定在東部行駛，

如果要在西部幹線行駛，應該用別的名字，不要

與原鄉特色魚目混珠。

不惜走上街頭爭回權益

對台鐵

普悠瑪、太魯閣號

行駛

北高線看法

長期來一票難求的困境

已讓花蓮鄉親感覺到

未受中央重視，如今又要

將新購的普悠瑪、太魯閣

號列車行駛台北至高雄，

再次讓花蓮人的權益被漠

視了，個人強烈反對此一

不公平的做法，希望中央

取消這項措施，提升地方

對外的交通品質。

　另外，對於台鐵計畫北迴線，將逢連續假期取

消團購車票措施，個人也認為此法不妥，畢竟花

蓮的觀光產業是地方的經濟命脈之一，一旦在連

續假期取消團購，因為購票的不便，勢必降低國

內外遊客前來的意願，相對的會讓觀光產業大受

影響，導致受益大減，希望相關單位深思。

希望中央取消這項措施

當初採購普悠瑪、太魯

閣號列車，是依北迴

線沿路彎曲而設計的傾斜式

列車，才能發揮其功能，且

專門供東線行駛，如今卻要

行駛台北至高雄線，不僅與

原設計不符，同時也讓長期

運能已不足的北迴線無法獲

得改善，這種做法，又要讓

花蓮人為一票難求所苦。

　對於改善北迴線運能不足情形，個人認為應該

要增設運送物資的專軌，因為，貨物的運輸已占

去了相當大的運能，而大排長龍的物資列車讓原

有的雙軌更顯擁擠，有了物資專線，不僅提升運

客效能，也同時讓花蓮北送的蔬果不會因天災發

生，公路中斷而受到影響。

應該增設運送物資專軌

為了解決北迴線一票難

求的困境，花蓮鄉親

長期來呼籲中央重視地方

對外交通議題，一時之間

相關單位增購列車提升運

能，讓民眾雀躍不已，結

果新購的普悠瑪、太魯閣

號列車竟然要行駛台北至

高雄，消息傳出大家深表

不滿，又被中央騙了，既

然這些傾斜式列車是為行駛北花而設計的，就應

該優先供應北迴線。

　西部交通網絡便捷，而東部花東地區只有脆弱

的蘇花，加上運能不足的鐵路系統，中央若要達

到東西部經濟均衡，就應優先考量地方的需求，

讓新購的普悠瑪、太魯閣號列車行駛北迴線。

中央須顧及東西部均衡

台鐵局計畫將新購的普

悠瑪、太魯閣號列

車行駛台北至高雄，個人

認為此舉相當不妥，花東

地區只有不穩定的蘇花公

路，加上長期一票難求的

的鐵路系統，若不能增加

運能，花蓮的發展不僅淪

為空談，而且真的是永遠

的「後山」。

　北迴線是花蓮的交通命脈，不僅是鄉親主要的對

外交通，更是國內外遊客進出花蓮的必要通道，若

不能大幅提升運輸效能，將使花蓮的觀光產業發展

大受限制，無法提升層級，因此，把該給的「利

器」優先讓地方使用，同時達到交通便捷，發展經

濟的雙重目標。

不增運能侈談花蓮發展

北迴鐵路一票難求長年

一直未獲得解決，影

響花蓮觀光發展外，也影

響花蓮人天倫夢，經常因

一票難求而造成親情融合

上的遺憾。

　台鐵以北迴鐵路運能已

發揮至極限，普悠瑪、太

魯閣號城際列車行駛西部

幹線，難以服眾怨，北迴

線增闢第三軌，人員擴編是台鐵目前的重點工作，

東部幹線目前僅單軌，為滿足東部鄉親的需求，台

鐵應撥二列次普悠瑪行駛於台東花蓮間，滿足台東

旅客需求，並增開北迴線班車，讓平時北迴線運能

再增加，創造台鐵營運利潤。

馬英九也承認，尤其是

交通方面，他也公開

表示將對花蓮有所彌補，

但是卻一直未見中央關愛

的眼神，在蘇花改未完成

通車前，專屬於北迴線的

普悠瑪及太魯閣號沒有行

駛西部幹線的理由。

　北迴鐵路一票難求問題

一直困擾花蓮鄉親與遊客

，多年來一直無法解決，姑且不論旅行業者如何搶

票，大前提是民眾及遊客對北迴線的需求是迫切是

急需的，政府就有解決的義務。

　北迴鐵路是台鐵唯一賺錢的黃金路線，台鐵似乎

並沒有重視這條賺錢路線，心態令人不解，台鐵一

天不改變心態，花蓮就沒有發展的機會。

台鐵不改花蓮就沒發展 北迴線平時運能要增加

對於台鐵普悠瑪、太魯

閣號行駛北高線，我

表達強烈不滿，花蓮都不

夠用了，逢年過節返鄉鄉

親不是搶不到票，就是搭

乘人擠人的站票返鄉，過

去普悠瑪、太魯閣號也多

半被來訪花東的遊客佔滿

滿，連夜搶票的戲碼已經

習以為常，搶不到票就只

能退而選擇冷門時段的班次或取消返鄉行程，花

蓮人還不夠委屈嗎，台鐵非但沒有解決竟反其道

而行，繼續剝削花東人民，實在過分！

台鐵剝削花東實在過分

中央帶頭失信！普悠

瑪、太魯閣號的命

名來自花蓮地名，也是中

央承諾將以花蓮需求為優

先，以補足花蓮交通為目

的購買，若要更改行駛路

線也應先補足花蓮需求，

普悠瑪、太魯閣號不是用

來搭乘體驗，而是花蓮人

回家的列車，中央應基於

信賴原則施行對花蓮人的承諾，而不是嘴巴上說

愧對花蓮而沒有作為。他也指出，行政院長張善

政近年來利用休假來訪花蓮，也深刻體會到台鐵

訂票的困擾，盼執政政府能真正重視花蓮交通不

便之問題，並給予實質的協助。

中央應信守對花蓮承諾

如果台鐵能徹底解決北

迴線一位難求的現

況，普悠瑪、太魯閣號調

度到西部幹線加入營運，

我都沒有意見，但現階段

花蓮鄉親無論是北上或搭

車回到花蓮，想買到有座

位的票就已難上加難，更

不要說連續假期或節慶訂

位秒殺的無奈。每次在網

路看到花蓮鄉親留言抱怨，守在電腦或電話前，

就為能在零時起訂火車票，但往往時間一到點進

系統，回應的卻是該班次沒有座位，台鐵難道不

知花蓮人的痛嗎？因此我堅持在未解決現況之

前，請台鐵勿擴張普悠瑪、太魯閣號的營運路

線。

台鐵難道不知花蓮人痛

不公不義！鐵路局虧待

花東太多了，若再將

普悠瑪、太魯閣號移轉至

北高線，簡直是瞧不起花

蓮人，視花東人民為三等

公民，花蓮人的公路建設

處處碰壁，鐵路光是應付

大批觀光客都不夠用，現

在連唯一對外的鐵路交通

都要分給西部使用，花蓮

鄉親好可憐，要一條安全、舒適回家的權利都沒

有，她嚴厲的指責，資源不該通通傾向西部，難

道北高線還不夠用嗎，有比花東更需要普悠瑪、

太魯閣號嗎，盼鐵路局還給花東鄉親回家的列

車，別再視我們為三等公民了！

台鐵簡直瞧不起花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