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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每逢星期例假、連

續假期及節慶除固定

的加掛車廂、加開班車外

，更衍生出「返鄉專車」

名義，要求台鐵增開加班

車，但依然無法滿足消費

者需求。以此次台鐵所推

出的花東地區「實名制」

專車而言，雖然嘉惠了部

分花東鄉親，但卻擠壓到

一般遊客權益，更因此擠壓花東觀光業者權益，所

以這種做法也只是「順嫂意，逆姑意」，無法獲得

全面性的掌聲，應該繼續設法來改善，而提升運能

才是關鍵，讓人人無論何時都買得到車票，是解決

問題的不二法門。

花蓮受限於交通問題，台鐵這兩年

來針對北迴鐵路從兩軌變成三軌

制在做可行性研究。舊北迴線的路廊、地基都還在，已經委

託綜合規畫，評估將舊路廊做為貨物列車的道路，避免現在

貨物車與客運爭道的狀況，讓貨運和旅客的運輸可以分開來

，貨運如果有一個專用軌道，旅客的承載可以增加班次，以

達到最佳的運能，更能讓花蓮的農產品可以順利運輸出去。

　北迴鐵路以三線區間處理運輸，以達客貨分離的運能提升

，才可能解決目前鐵路運輸壅塞的問題。花蓮鄉親支持道路

改善，也贊成減少開發和降低環境的衝擊，呼籲公路總局應

全方位思考，不要匆促定案，以利東部交通的永續發展。

　北迴鐵路自一九八○年二月正式通車營運以來，堪稱是當

時台鐵最賺錢的黃金路線，也因此帶動了中央山脈東西側的

經濟活絡與觀光發展，隨著東部地區的天然資源陸續開發，

客貨運量的急速增長，致使原有單線鐵路不敷使用，每逢重

要節慶及假日，總是一票難求。北迴線由於沿線重山峻嶺，

舉凡隧道開挖，橋樑搭建，其開通的過程可謂既艱難又辛苦

，一九九二年起，北迴線開始進行雙軌化、重軌化、電氣化

與號誌控制改良工程，目前雖已得到部分的紓解，但仍有未

盡之空間。北迴線是全台灣最為特殊且使用密度高的省級道

路系統，他肩負著後山極為重大的經濟發展運能。北迴鐵路

由兩軌變成三軌，不僅可令旅客及貨物的運輸分流，更能達

成客貨專軌的運輸效益，是東部鄉親所引領企盼的未來北迴

鐵路藍圖，建請中央相關部會審慎評估，倘能成全將是後山

民眾之福。

客貨運輸分開 北迴線需變成３軌

搶手車種太魯閣號、

普悠瑪號一票難求

的狀況，是許多來訪花東

遊客、返鄉民眾的共同回

憶，若民眾不趕時間，也

可以選擇速度稍微慢一些

的自強號或莒光號等，甚

至復興號及區間快也都是

平安回家的選擇，實際增

加班次或增加車廂，在硬

體設備上要付出的相對高，鐵軌的運能負荷量也

是有其限制，為鼓勵民眾搭乘一般列車，台鐵可

以朝向票價調整進行，將速度不是最快、舊式車

體列車的票價適當的下降，在票價上反應搭乘品

質，提供民眾做比較及選擇，也能分擔熱門車種

的負擔量，減緩一票難求的狀況。

舊式列車票價適當下降

便利的交通一直是花蓮

人的寄望，對於台鐵

長期供應不足及交通不便

的狀況，一直是困擾著花

蓮的發展，我認為長途列

車班次的增加是必要的走

向，適當的減低復興號、

區間車等車程較長的班

次，增加車程短的班次，

並提高單趟載客量，增加

車廂等跟進，直接的改善座位不足的狀況，將停

靠站較多的區間車、復興號等班次作為縣內觀光

列車使用，也改善縣內大眾交通工具班次不足問

題，增加遊客縣內觀光的便利性，促進地方觀光

產業發展。

長途列車班次應該增加

如果要台鐵增加列車也

不難！請台鐵在平常

日或連續假期時，加掛車

廂或增加班次，而且在安

全範圍內可以賣站票。

　以前沒有買到車票時，

我們也是用站著回家，當

時並沒有不能賣站票，為

什麼現在不可以賣站票。

　我認為如果台鐵不能增

加班次或加掛車廂，就讓民眾選擇自己要不要買

站票，這也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不是嗎？

　當然如果運輸工具方便民眾搭乘的話，我相信

所有的民眾都會想來花蓮旅遊，這樣對於花蓮的

各行各業是一件好事，這也是我們樂見不是嗎?

立法委員蕭美琴努力

推動花東居民實名

制購票，這是增加花蓮人

購票的選項，應擴大到設

籍在花蓮的鄉親，讓住在

花蓮的人都能順利買到車

票。

　台鐵實名制購票的推

動，是因花東人回家長期

買不到車票，一票難求問

題非常嚴重，用實名制保障跟優先購票權益在端

午節的加班專車試辦，反應不錯，希望可以擴大

到在花蓮住很久的、嫁來花蓮的、在花蓮工作很

久且設籍在花東的，我也認為台鐵只要在購票系

統欄增加一個戶籍選項，就可以讓設籍花東的居

民優先購買，台鐵應該朝這方向去努力。

實名制應擴大適用對象

台鐵應該針對普悠瑪、

太魯閣號運能受限

的角度去思考，在連續假

日運能量大時，加開可以

加掛以及出售站票的自強

號列車，甚至用直達車每

小時一班的方式來疏運旅

客，這才是上策。

　我認為台鐵應該加開接

駁花蓮到宜蘭、羅東區間

車，用優惠價格提供消費者多一項選擇，甚至以

每半小時開一班來輸運人潮，到宜蘭、羅東，這

都是可以解決的方法，花東線一直是台鐵金雞

母，但花蓮人還是一票難求，台鐵不重視花蓮人

權益，真是令人失望又生氣。

假日加開可售站票列車

台鐵應該在連續假日增

加運能與運量，加掛

車廂或增加班次，利用區

間車多開直達車，這樣就

可以有效疏運旅客。

　以前花蓮人搭火車，站

回花蓮也開心，但現在普

悠瑪與太魯閣號連站票都

會被罰錢，在交通流量大

時，為何不開放讓民眾站

回家，時間與效率是民眾需要的，台鐵應該要體

恤民意，是台鐵運能與運量不足，在趕時間的情

況下，不是花蓮人愛站火車，實在是無可奈何。

　台鐵應給大家便利、有效率的搭車服務，旅遊

與觀光是花蓮發展的基礎，台鐵增加運能對於花

蓮的各行各業都是福音，希望台鐵善待花蓮人。

台鐵應給有效率的服務

要解決花東火車運能不

足的狀況，不單單

只靠加開火車車次，畢竟

硬體設備沒有解決，如台

東目前仍是單軌，就算想

加開車次也有限。但長期

來說要解決花東運能唯有

在七年後的全縣鐵道雙軌

化有效提升，預估可達現

今運能的三倍，花東鐵路

運能一天將可運載近萬人次旅客。現在花東的太

魯閣座位數五七六人、普悠瑪座位數三七二人，

兩種車皆無法販售站票，造成能搭乘火車人次減

少，而PP自強號的座位數有五七四人，加上站票

運量可達上千人，能有效加強花東的運能供應。

現階段可靠賣站票解決

從事實面來看，任何人

都知道供與需非常

不平衡，台鐵是掌管全花

東交通營運的主要單位，

幾十年來只著重於調度班

次而不思真正的原因在於

運能不足，如何增加運輸

的功能、增加供給量，才

是真正之道。如增加班次

或列車、增購列車等，尤

其是暑假期間，民眾對於交通運輸更是渴望與期

待。做為有作為的政府應著力於交通運輸的長遠

考量，方能促進地方發展，目前的一票難求問題

已經不是台鐵單位所能獨立解決的，而是政府經

濟層面的整體考量，應由政府出面整合以增加運

能，而非讓台鐵做無謂的搪塞所能處理的。

政府出面整合增加運能

台鐵莒光號上月在花蓮

段發生出軌意外，造

成數千名旅客不便，即使台

鐵將軌道換成傾斜四十五度

的伸縮軌道，若該路段尚未

換新，應透過其他的技術來

防範未來可能再度發生的類

似事故，並考量是否提前換

新，避免於運能負擔已相當

大的東部鐵路，產生更大的

問題。此事件也凸顯花東鐵路雙軌化的必要性。

此外，北迴鐵路一票難求，事實上南迴鐵路也一

樣不敷使用需求。若能解決運能問題，讓花東客

運從地方運輸提升到區域接駁角色，才能將鐵公

路接駁串聯起來。

鐵公路接駁須串聯起來

台鐵訂票系統跟高鐵做

比較的話，顯然高鐵

的滿意度較高，為什麼？

因為高鐵較符合人性。尖

峰與離峰時間票價不同、

指定席與自由席票價不

同，服裝、服務甚至進出

驗票設備不同，台鐵連購

票證明還停留在客人自己

去蓋章的五十年前措施，

實在搞不清楚每站派一個人收票的意義是哪招？

老狗玩不了新把戲，把高階管理階層換一批人

幹，限期完成改善各項為民服務項目，做不好換

人，真的沒人，我委屈點，去幹局長，一年內幹

不好換人。

台鐵管理階層換一批人

我有三點建議，第一是

可預期規劃的旅行

觀光客，因為蘇花改善工

程尚未完成，建議台鐵規

劃花蓮到蘇澳對開列車；

第二點是北迴線是台鐵最

賺錢的路線，台鐵的傾斜

式列車是針對北迴線，而

台鐵將此列車增加到西部

幹線，是否會影響花蓮的

班次，台鐵應深入檢討，因為西部有高鐵再加上

直線平原的幹線，有需要把北迴線的運能延伸到

西部幹線嗎？第三點則是視尖峰與離峰時段和特

定假日做充分規劃，和所有過去售票紀錄的數字

分析，增加或調控班次，如此對花東運能才有幫

助。

３點建議台鐵改善問題

北迴線一票難求長年困

擾花蓮鄉親，台鐵局

也想方設法、絞盡腦汁還是

無法獲得有效、明顯的改

善，每逢週休假日或連續假

期，訂購不到車票返鄉的民

眾哀嚎一片，台鐵應該以增

加班次、加掛車廂來因應。

　而為了解決地方民眾購票

困難的困境，近日台鐵提出

實名登記的措施，但在端午節連假實施後，似乎未

達到原有的目標，也引發不少設籍花蓮，身分證字

號非屬花蓮民眾的爭議，同時也讓其他縣市民眾認

為「獨厚」花東縣民，因此，台鐵應以增加班次、

加掛車廂為優先考量，提升運能。

應該增加班次加掛車廂

我認為政府降低團體票

效果有限，取消或降

低火車團體票，無法解決一

票難求問題，應增加購買普

悠瑪或太魯閣號，增加花東

縣往返座位數，提高運能才

能徹底解決。

　游淑貞說，團體票會讓國

內國外觀光與消費者，因火

車或交通等運能不夠便利而

止步，對花蓮食衣住行各行各業，一定會有很大損

失，請台鐵與中央不要扼殺花蓮的觀光業。

　游淑貞說，西部鄉親有高鐵、台鐵，高速與快速

等道路，花東鄉親有的是什麼，另台鐵唯一會賺錢

的線是花東線，台鐵這樣對待花東人，試問中央政

府與台鐵，對花東人的關懷在哪裡？

應該增加購買新自強號

政府實施花東居民身分

證字號U、V開頭優先

購買火車票，但是卻漏失很

多人移民到花東，身分證字

號開頭不是U、V，因此無法

享有這項優惠。

　其實政府應該將設籍在花

蓮、台東及在這兩縣工作

者，優先給票這樣才是真正

照顧到真正需要的鄉親，不

只設籍花蓮戶籍地都可以優先買車票，還要八折優

惠，不能給旅行社獨享。

設籍花東應可優先購票

台鐵為國營事業，滿足

民眾需求是經營的主

要目標，更何況北迴鐵路

的經營是台鐵唯一賺錢的

路線，台鐵沒有不處理的

道理。以目前北迴鐵路情

況而言，無論台鐵做法如

何，只要讓人人有車坐，

才是根本之道，「實名

制」、「返鄉專車」都會

發生排擠現象，絕非花東之福，建議除北迴鐵路

第三軌應積極規劃施設外，增加運能方面除加開

列車外，對於現有太魯閣、普悠瑪自強號列車，

應將現有每列次八節車廂增為十二節車廂，讓運

能增加滿足消費者需求。

北迴鐵路快施設第３軌

提升運能隨時買得到票

在安全範圍內可賣站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