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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新增購四列傾斜式

列車調度為一列於西

部幹線使用，三列則行駛

於彰化－花蓮區段，對於

這樣的調度安排，令人無

法接受。

　現在台鐵北迴線車票一

票難求，連基本的「選

擇」權力都沒有，花東鄉

親連回家都很困難，竟還

將適合行駛花蓮鐵道的列車調往鐵道較直、各式

車種都可行駛的西部使用，實在不合理！將配合

縣議會向台鐵表達抗議，要求台鐵審慎調整規劃

傾斜式列車之配置狀況，務求在現行軌道運能可

負荷之運量下，增加車班，保障花東居民最基本

的「回家」人權！

配合縣議會向台鐵抗議

行政院交通部、台鐵局

究竟在幹什麼？普悠

瑪是台東的名字當初就是

要跑花東，現在竟然要跑

屏東，令人太生氣了，台

鐵局漠視花蓮需求，他要

拜託立委緊盯台鐵，換一

個台鐵局長，才會對花蓮

會更好。

　當初太魯閣、普悠瑪

列車專為花東、北迴線打造，還取了台東人的名

字，台鐵竟犧牲花蓮人的權益，讓普悠瑪去跑屏

東，實在讓花蓮人太生氣了。中央政府雖然是看

守內閣，但也不能欺負花蓮人，讓花蓮火車票一

票難求的狀況更雪上加霜，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拜託立委換個台鐵局長

台鐵要將普悠瑪行駛台

北到屏東，漠視花蓮

人權益，台鐵局長應該下

台謝罪。

　花蓮火車一票難求，原

本就該行駛花東地區的普

悠瑪，台鐵竟然漠視花東

民眾需求，將車輛調度跑

屏東這樣的安排，令花東

民眾無法接受。

　台鐵針對花蓮人基本需求以及觀光發展，更應

該增班、車次，反而將普悠瑪調度跑屏東，實在

太令人失望與痛心。

　這個台鐵局長太令人失望，交通部也不關心花

蓮人的需求，花東居民最基本「回家」人權都要

被剝奪，台鐵局的作為實在太令人痛心與失望！

台鐵局長應該下台謝罪

北迴線車票一票難求，

花蓮人公共運輸連

基本選擇權利都沒有，蘇

花是落石不斷，花蓮人外

出與回家的路都很困難，

台鐵竟還將適合行駛花蓮

鐵道的列車調往屏東，身

為花蓮民代要表達強烈抗

議！

　台鐵應該針對花東線鐵

路，花蓮人基本需求以及觀光發展、增加車次，

但卻將普悠瑪調度跑屏東實在太令人失望與痛

心。

　花蓮人最基本「回家」人權都要被剝奪，台鐵

局的作為實在太令人痛心與失望！

台鐵作為令人痛心失望

台鐵局將花東專屬普悠

瑪調度跑屏東，這樣

的作法漠視花東民眾權益

與心聲，實在很不合理，

新政府上台應該要重新

評估並且提高花東鐵道運

能，讓花蓮民眾返鄉更便

利。

　花蓮車票一票難求，花

蓮人連基本的選擇權都沒

有，花東鄉親連回家都很困難，竟還將專屬花蓮

普悠瑪調往屏東，實在不合理！

　我願意配合縣議會團體行動向台鐵表達訴求，

要求台鐵調整規劃傾斜式列車狀況，以花蓮人需

求為優先，增加車班，保障花東居民最基本的

「回家」人權！

新政府應提高鐵道運能

普悠瑪、太魯閣號列車

要行駛台北、高雄

線，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

事！馬英九總統不是說虧

欠東部鄉親很多嗎？這真

是讓花蓮人大大的失望；

我認為目前花蓮人老是買

不到車票的問題還沒有解

決，這兩列班車就不應該

移到西部去行駛；縱然以

後東部鄉親買不到車票的問題解決了，西部幹線

的列車，在命名方面也應該與東部有所區隔，不

要掠東部原住民之美。花蓮人口嚴重外流、產業

不振、欠缺足夠的工作機會，政府應該用普悠

瑪、太魯閣的優勢來解決花蓮的弱勢才對，而不

是本末倒置、製造民怨

政府本末倒置製造民怨

我要提出嚴正的抗議，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正

本清源，普悠瑪、太魯閣

為什麼會如此命名？為什

麼會用原住民語來命名？

道理很簡單，就是要營造

臺灣東部原住民的故鄉花

蓮、台東的特色，其目的

就是要解決花東地區居民

一票難求的問題，如今花

東地區居民一票難求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地方民

眾怨聲載道，在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之前，政府

憑什麼把屬於東部的交通工具拿到西部去用？我

希望政府三思，不要在民怨上火上加油，請趕快

把屬於東部的資源歸還給東部的可憐鄉親吧！

快把資源歸還東部鄉親

普悠瑪、太魯閣號又是

以原住民的名字來命

名，怎麼可以移到以漢人居

多的西部去行駛呢？如此一

來豈不是「開交通倒車」、

「倒行逆施」？東部鄉親老

是買不到火車票的問題一直

沒有解決，我認為普悠碼、

太魯閣號不僅不應該移到西

部去，而且還應該在東部增

開才對，交通建設帶動地方

建設，藉以振興地方產業發展，搭乘有「原鄉」味

道的火車，然後振興花蓮原鄉的特質與文化，這有

什麼不好？我認為如果普悠瑪、太魯閣號如果要行

駛到西部幹線去，那麼乾脆就不要取名普悠瑪、太

魯閣好了！

行駛西部是開交通倒車

東部花東地區只有不穩

定的蘇花、中橫公

路，加上長期一票難求的鐵

路系統，若不能增加運能，

花蓮的發展將淪為空談，而

中央交通單位不力求改善，

反而要將新購的普悠瑪、太

魯閣號列車行駛台北至高

雄，再次剝奪地方鄉親的權

益，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

措施，個人表達最強烈的抗議。

　花蓮地區長期受到交通瓶頸無法突破，導致發展

嚴重受阻，產業不興旺，子弟離鄉背井討生活，進

而延伸出許多家庭、社會問題，而當初採購普悠

瑪、太魯閣號列車也是希望提升鐵路運能改善這些

問題，因此，強烈要求把新購列車「還」給花蓮。

要求新購列車還給花蓮

台鐵將於四月二十一日起規劃普悠瑪

列車行駛西部幹線，屆時台北到屏

東不到四小時，新購買的兩台普悠瑪列

車日前在台北車站首航前往花蓮，首批乘客欣喜若狂，這兩

列新普悠瑪也立刻加入春節疏運，春節期間東部幹線增加二

十二個班次，台鐵預計最快在今年三月底前，就可以行駛西

部幹線，讓台北到高雄、屏東可以更省時。

　這兩組新普悠瑪號一列有八車廂，兩列總共十六個車廂，

在今年春節增班二十二列次先以東部疏運為主。至於西部幹

線，台鐵表示最快清明節前就可運行，新普悠瑪若是加入西

部幹線，台北到屏東的行駛時間原本要五小時就可大大縮短

一小時，讓往來南北的民眾可以有更便利的選擇，乘客紛紛

表示比搭高鐵再轉乘台鐵更省時，而票價部分是否更動台鐵

還得開會研議。

　由於台鐵的普悠瑪西部班次規劃中，僅考慮與高鐵的競爭

，沒有注重東台灣的需求，台北至高雄和台北至屏東的規劃

，引發花蓮鄉親的反彈，面對一票難求的普悠瑪，迄今仍沒

有完善的解決，而現在又僅考慮南北的縱向快速列車，而未

能將東部車站一併列入考慮甚表遺憾。北迴線一直以來都是

台鐵最賺錢的行駛路線，但來往台北和花蓮台東的後山鄉親

，卻沒有得到與西部線同等的權益和對待，花蓮鄉親希望台

鐵在規劃普悠瑪的西部路線時，也要同時考量花蓮人的需要

，假日一位難求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南北縱貫交通已經有高

鐵、國內航空、高速公路以及四線道省公路，民眾有這麼多

項的選擇，而往返北部和花蓮除了航空和藍色公路，還有柔

腸寸斷的蘇花公路以外，北迴幹線的普悠瑪列車是最快速便

捷且安全經濟的交通工具。花蓮人不是次等公民，所有優越

的交通建設都獨厚北中南，後山人的要求不多，在蘇花改尚

未開通之際，至少讓我們有足夠的普悠瑪列車班次和座位，

東部的交通建設一直以來總是遠遠落後於西部，尤其花蓮的

對外交通更是乏善可陳，北迴鐵路成了花蓮人最為倚賴的聯

外交通，如無法盡快的打開對外的便捷交通，加強花蓮人出

外的便捷性，對花蓮人而言猶如困坐死城，更加速了人口外

流的危機，中央應盡量拉近東西交通的發展落差，安全與便

捷的對外交通才能讓花蓮全力發展觀光。

安全便捷對外交通 花蓮才能發展觀光

交通資源應分配給真正

需要的花蓮人！最安

全、最快速、最便利的交

通資源通通在西部，花東

地區只有難訂到票的火車

跟常常落石的蘇花公路，

花東鄉親叫苦連天，好不

容易有了普悠瑪、太魯閣

號加入紓緩交通壅塞，現

在也被搶去交通順暢的西

部使用，不僅資源重複，也完全違背普悠瑪、太

魯閣號引進國內的使命，資源長期分配不均，花

蓮人不僅票搶不到，連列車都要被搶走了，實在

可憐！

交通資源應先給花蓮人

堅持反對！花蓮一票難

求的處境還不處理

嗎，觀光客人潮擠壓返鄉

鄉親，鐵路局應正視返鄉

人潮的權益，真正解決花

蓮交通問題，逢年過節必

上演一票難求、搶破頭的

戲碼，至今沒有一次真正

獲得妥善處理，在尖峰時

段的因應措施、加開班次

都不夠用了，台鐵普悠瑪、太魯閣號還有閒情逸

致行駛北高線，難道鐵路局長官們看不見花蓮鄉

親的交通噩夢嗎，盼鐵路局能站在民眾的角度思

考，真正解決花東交通問題。

盼能解決花東交通問題

針對台鐵西部幹線欲與

高鐵競爭，增加太魯

閣、普悠瑪號台北到屏東

的班次，鐵路局既然是國

家單位首要考慮的應是全

國的交通運能而非營利為

最優先，台鐵必須評估現

有傾斜式列車數量，因為

台鐵採購傾斜式列車就是

為提升北迴線速度，山路

過彎迴轉半徑為考慮，而非以西部平原鐵路為考

量，所以必須優先考慮花東公路困境，再加上西

部幹線有完整的公路系統以及高鐵列車，交通部

應彙整台鐵及高鐵，並考量全國公路系統整合性

的評估，為全民做出最有效的運能指揮，而不是

單考量台鐵的最大盈利。

不應僅考量台鐵的利益

花東地區一票難求是

眾所皆知的事情，

也是花蓮鄉親的痛苦。買

不到票這個問題遲遲尚未

解決，竟然還要花東線的

火車去行駛北高線，真是

太不可思議。再者，太魯

閣、普悠瑪號是傾斜式列

車，過彎速度比一般列車

可提高二○％以上，最

適合花東地區的交通工具不在最適當的地方用，

要開到西部，這擺明了就是不在乎而且嚴重影響

花東鄉親的權益，台鐵是真的不知道大家訂不到

票的憤怒與無奈嗎？如果這個訂不到票的痛苦沒

有解決，絕對強烈反對太魯閣、普悠瑪行駛北高

線。

解決花東一票難求再說

執政者沒有誠信是司空

見慣的事情，長期漠

視東部民眾的交通問題並

不新鮮，反倒是將這些問

題交給即將執政者來解決

的行政官員，為何要在敏

感時刻來提這些事情令人

不難理解，為保官位討好

未來主子的做法，政界、

學界、媒體……到處可

見，何足為奇。

保官位討好新主子做法

一票難求尚未解決，台

鐵卻將新購入的兩組

普悠瑪號列車挪為西部幹

線使用，此舉實在令人不

解。普悠瑪號是因應北迴

線彎曲路線所規劃添購的

快速列車，理當投入在東

部幹線的營運，增加疏運

量，來紓緩一票難求的困

境，所以普悠瑪沒有行駛

西部幹線的道理。蘇花、中橫經常坍方，普悠瑪

號是目前東部鄉親北上首選，也是唯一較為安全

穩定的選擇，若鐵路不夠運載，花東鄉親是連最

基本「行」的權益都被剝奪了，好不容易出現的

曙光，又要破滅，花東的交通問題要拖到什麼時

候才能被重視被解決。

普悠瑪沒道理行駛西部

在花東地區僅有一千

零一條的道路――

台九線及鐵路，難道花東

百姓要求台鐵新購買的普

悠瑪、太魯閣號多投入疏

運有錯嗎？台鐵為了與高

鐵競爭，竟一昧僅想著營

運利益，而疏忽了花東民

眾唯一的交通利器――火

車！花東線普悠瑪、太魯

閣號總是一票難求，想不到台鐵竟然為了營利而

調整普悠瑪與太魯閣至西幹線行駛，花東民眾聽

到如此的調度皆忿忿不平，並表示不願意當次等

公民，所以，請台鐵務必遵守「初衷」，專車專

用，勿影響旅客的疏運量。

台鐵務必遵守專車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