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單趟車資 往返車資 備註

宜蘭 190NT$   380NT$    

花蓮 393NT$   786NT$    

台東 735NT$   1,470NT$  

107年火車來回車資計算

基隆火車站至羅東站

基隆火車站至花蓮站

基隆火車站至台東站

起訖站點

經國學院

宜花東地區補助返鄉車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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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導覽│回首頁│English│한국어│日本語│簡体│兒童網站│PDA│局長信箱│

分類檢索 中英詞彙對照表 時刻表、台鐵、普悠瑪 

最新公告 旅客服務 場地租售 車站專區 鐵道旅遊 關於臺鐵 資訊公開專區 便民服務

旅客服務

 
車票資訊

消費者資訊專區

票價試算

語音操作說明

乘客安全指南

乘車指南

小汽車上火車

包裹託運資訊

超商訂、取票及郵局取票服

務

各車站自動存物箱寄存服務

蒸汽觀光列車專區

平交道安全影音宣導

禁止攜帶危險品乘車宣導

自我安全防護

本局經管車站停車場收費標

準一覽表

 
 

HOME > 旅客服務 > 票價試算

票價試算

票價試算系統 (試算結果僅供參考)    ﹝列車時刻表﹞ 新增

票種 起站 迄站 車種 張數 票價 刪除

單程票 092-基隆站 070-羅東站 自強號 全票  1 張 190 刪除

總票價：190
本系統係以最短距離試算票價，實際票價應以列車實際運行里程為準；團體票票價不適用

確定   回上一頁   列印

 
本票價試算僅提供試算現行窗口售出票種為原則，有關電子票證之票價規定，請參照本局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營運規定第五

條之票價計算辦法：

五、 票價計算

 
電子票證票價計算方式與本局現行乘車票計算方式相同，依搭乘車種對應之票價計算方式計價，成人(全票)按下列票價

全額計收；兒童、敬老及愛心票按下列票價半價計收：

 

(一) 搭乘莒光號、復興號及區間車旅客：按起、迄站區間車票價9折計價。

(二) 搭乘自強號旅客：

 1. 乘車於70公里(含)內，按起、迄站區間車票價9折計算。

 2. 乘車超過70公里，票價分為以下2段計算後加總計價：

  第1段：前70公里以區間車票價9折計算。

  第2段：超出70公里部分，超出里程以自強號費率(每公里2.27元)計算。

(三) 自強號乘車70公里(含)內之認定：

 

非指自搭乘自強號起算70公里，而是總合各級列車之搭乘及轉乘在70公里以內，均收取區間車票價並享有電子

票證優惠。搭乘自強號於迄站時總里程超過70公里以上(包含所有轉乘)，即就超過里程加計自強號與區間車差

額，莒光號(含)以下列車不額外補收。

 

機關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三號 （郵遞區號10041）機關電話：(02)2381-5226（總機） 統一編號：07524729
 

客服電話（一般服務諮詢及旅客申訴）：0800-765-888（限市話） (02)2191-0096（市話、手機）   
 

24小時緊急通報電話：0800-800-333（僅限發現軌道、平交道、橋樑及隧道等有障礙物之通報專用）
 

最佳瀏覽解析度為 1024 * 768   更新日期：2016-02-2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版權所有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MOTC On www since March 8 2007~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宣告│資訊安全政策│著作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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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導覽│回首頁│English│한국어│日本語│簡体│兒童網站│PDA│局長信箱│

分類檢索 中英詞彙對照表 時刻表、台鐵、普悠瑪 

最新公告 旅客服務 場地租售 車站專區 鐵道旅遊 關於臺鐵 資訊公開專區 便民服務

旅客服務

 
車票資訊

消費者資訊專區

票價試算

語音操作說明

乘客安全指南

乘車指南

小汽車上火車

包裹託運資訊

超商訂、取票及郵局取票服

務

各車站自動存物箱寄存服務

蒸汽觀光列車專區

平交道安全影音宣導

禁止攜帶危險品乘車宣導

自我安全防護

本局經管車站停車場收費標

準一覽表

 
 

HOME > 旅客服務 > 票價試算

票價試算

票價試算系統 (試算結果僅供參考)    ﹝列車時刻表﹞ 新增

票種 起站 迄站 車種 張數 票價 刪除

單程票 092-基隆站 051-花蓮站 自強號 全票  1 張 393 刪除

總票價：393
本系統係以最短距離試算票價，實際票價應以列車實際運行里程為準；團體票票價不適用

確定   回上一頁   列印

 
本票價試算僅提供試算現行窗口售出票種為原則，有關電子票證之票價規定，請參照本局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營運規定第五

條之票價計算辦法：

五、 票價計算

 
電子票證票價計算方式與本局現行乘車票計算方式相同，依搭乘車種對應之票價計算方式計價，成人(全票)按下列票價

全額計收；兒童、敬老及愛心票按下列票價半價計收：

 

(一) 搭乘莒光號、復興號及區間車旅客：按起、迄站區間車票價9折計價。

(二) 搭乘自強號旅客：

 1. 乘車於70公里(含)內，按起、迄站區間車票價9折計算。

 2. 乘車超過70公里，票價分為以下2段計算後加總計價：

  第1段：前70公里以區間車票價9折計算。

  第2段：超出70公里部分，超出里程以自強號費率(每公里2.27元)計算。

(三) 自強號乘車70公里(含)內之認定：

 

非指自搭乘自強號起算70公里，而是總合各級列車之搭乘及轉乘在70公里以內，均收取區間車票價並享有電子

票證優惠。搭乘自強號於迄站時總里程超過70公里以上(包含所有轉乘)，即就超過里程加計自強號與區間車差

額，莒光號(含)以下列車不額外補收。

 

機關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三號 （郵遞區號10041）機關電話：(02)2381-5226（總機） 統一編號：07524729
 

客服電話（一般服務諮詢及旅客申訴）：0800-765-888（限市話） (02)2191-0096（市話、手機）   
 

24小時緊急通報電話：0800-800-333（僅限發現軌道、平交道、橋樑及隧道等有障礙物之通報專用）
 

最佳瀏覽解析度為 1024 * 768   更新日期：2016-02-2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版權所有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MOTC On www since March 8 2007~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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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檢索 中英詞彙對照表 時刻表、台鐵、普悠瑪 

最新公告 旅客服務 場地租售 車站專區 鐵道旅遊 關於臺鐵 資訊公開專區 便民服務

旅客服務

 
車票資訊

消費者資訊專區

票價試算

語音操作說明

乘客安全指南

乘車指南

小汽車上火車

包裹託運資訊

超商訂、取票及郵局取票服

務

各車站自動存物箱寄存服務

蒸汽觀光列車專區

平交道安全影音宣導

禁止攜帶危險品乘車宣導

自我安全防護

本局經管車站停車場收費標

準一覽表

 
 

HOME > 旅客服務 > 票價試算

票價試算

票價試算系統 (試算結果僅供參考)    ﹝列車時刻表﹞ 新增

票種 起站 迄站 車種 張數 票價 刪除

單程票 092-基隆站 004-臺東站 自強號 全票  1 張 735 刪除

總票價：735
本系統係以最短距離試算票價，實際票價應以列車實際運行里程為準；團體票票價不適用

確定   回上一頁   列印

 
本票價試算僅提供試算現行窗口售出票種為原則，有關電子票證之票價規定，請參照本局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營運規定第五

條之票價計算辦法：

五、 票價計算

 
電子票證票價計算方式與本局現行乘車票計算方式相同，依搭乘車種對應之票價計算方式計價，成人(全票)按下列票價

全額計收；兒童、敬老及愛心票按下列票價半價計收：

 

(一) 搭乘莒光號、復興號及區間車旅客：按起、迄站區間車票價9折計價。

(二) 搭乘自強號旅客：

 1. 乘車於70公里(含)內，按起、迄站區間車票價9折計算。

 2. 乘車超過70公里，票價分為以下2段計算後加總計價：

  第1段：前70公里以區間車票價9折計算。

  第2段：超出70公里部分，超出里程以自強號費率(每公里2.27元)計算。

(三) 自強號乘車70公里(含)內之認定：

 

非指自搭乘自強號起算70公里，而是總合各級列車之搭乘及轉乘在70公里以內，均收取區間車票價並享有電子

票證優惠。搭乘自強號於迄站時總里程超過70公里以上(包含所有轉乘)，即就超過里程加計自強號與區間車差

額，莒光號(含)以下列車不額外補收。

 

機關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三號 （郵遞區號10041）機關電話：(02)2381-5226（總機） 統一編號：07524729
 

客服電話（一般服務諮詢及旅客申訴）：0800-765-888（限市話） (02)2191-0096（市話、手機）   
 

24小時緊急通報電話：0800-800-333（僅限發現軌道、平交道、橋樑及隧道等有障礙物之通報專用）
 

最佳瀏覽解析度為 1024 * 768   更新日期：2016-02-2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版權所有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MOTC On www since March 8 2007~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宣告│資訊安全政策│著作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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