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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南市政府副市長   

張政源
談 樂活交通‧幸福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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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大臺南自合併以來，即以「文化首

都、科技新城、低碳城市、觀光樂

園」為城市發展願景與目標，在此發

展方向上，有多項施政主軸逐步推

壹、前言

　　臺南市政府張政源副市長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學系，並取得泰國亞洲理工學院運

輸規劃暨交通工程碩士及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學位，歷任臺灣鐵路管理局運務處

台北站站長、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 主任秘書、臺灣省政府交通處主任秘書、臺灣省政府交通

處旅遊局 局長、交通部觀光局主任、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交通部觀光局

駐紐約辦事處主任、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長、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等重要公職。

　　張副市長長年參與交通相關領域要務，資歷相當豐富，尤其在擔任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任內，首創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逐步推動公車捷運化、臺鐵捷運化、轉運站開發、彈性運

輸、票證整合及先進運輸系統等六大計畫。其中以公車捷運化為首發，採窗花設計及顏色識別

大台南公車，除外觀上讓人耳目一新外，並以捷運化新主張翻轉大台南公車，整體成效與服務

更深獲好評並大幅提高運能及運量，更於105年度以此改革計畫獲得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傑出公共

運輸計畫獎。透過完善之規劃，在智慧樂活與人本科技發展上，為臺南交通奠定了長遠發展的

基礎。

訪臺南市政府副市長   

張政源
談 樂活交通‧幸福臺南

動，其中有關臺南市交通建設部分之

發展，您看法為何？

答：臺南市是臺灣第一個都市，擁有全國最

豐富文化資產，全國94個國定古蹟，臺南就有

基礎。

台南市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推動圖

結合臺南傳統劍獅意象
的文化型候車亭

六大幹線採用全新低地
板公車及窗花圖裝

關廟轉運站結合在地特
產鳳梨及綠竹筍形象

林鳳營火車站前公車候車
亭結合在地特色火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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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慧交通方面未來的亮點將朝向建置

大臺南智慧交通中心，整合交通控制、公共運

輸、停車管理、運具共享及雲端平台，提供市

民與遊客更便利與優質的交通環境。

　　臺南市於101年即通過「低碳城市自治

條例」，為全國第一個以低碳城市為施政規

範的直轄市。為推廣低碳交通，自102年起推

動「大臺南低碳綠能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

畫」，引進電動車作為公務及環保稽核等用

途，也規範路外停車場至少應有2%的低碳專

用格位，並訂定相關補助辦法鼓勵停車場業者

22個，足證文化首都之名。由於發展甚早，市

區交通特性呈現道路狹小、街廓短促及人車擁

擠，蓬勃的古都觀光及美食小吃，亦使觀光熱

點每到假日更顯停車格位不足。有鑑於此，市

政府以推動公共運輸及擴大停車供給等2大方

向著手，前者除規劃88安平線、99台江線兩條

台灣好行公車路線引領觀光客巡遊古蹟、漫遊

古城，另導入創新的「交通美學」文化思維，

透過嶄新的大臺南公車識別意象與車體窗花設

計，以及建置融合古蹟形象的文化型候車亭與

結合在地特色的公車轉運站，帶給市民與遊客

耳目一新的感受；後者則於景點匯萃的市中心

增闢停車空間，並引進智慧化停車管理系統，

讓遊客不再一位難求。

　　此外，臺南不僅承襲了文化的傳統思維，

也帶入了科技發展的元素，許多高科技產業

(如台積電全球第一座3奈米晶圓代工廠)即坐

落於臺南科學園區發展生根；而市政府也積極

將科技導入市政應用，自103年IBM智慧城市

大挑戰起確立了「文化古都 智慧新城」的方

向，104年與電信業者攜手合作「文化首都4G

智慧城市」計畫，將智慧科技融入城市營運、

水利、交通、教育、健康、觀光等6大面向，

106及107年均獲得ICF智慧城市評比全球Smart 

21的肯定，顯示臺南的智慧轉型確實是看得見

的。

 (左1)鄭子玔計畫經理  (左2)李文騫經理  (左3)馮道亨協理                                       (左中)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中4)張政源副市長  (右3)謝惠雄主任秘書 (右2)黃柏彰科長  (右1)楊家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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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在擔任交通局長任內大力推動捷運

化公共運輸系統，算是全台首創，能

否分享其歷程及未來發展願景。

答：為改善臺南市公共運輸及提昇其使用率，

市府於102年度起著手推動執行「捷運化公共

運輸系統」計畫，將捷運化思維、捷運化經營

及高品質服務、安全可靠、無縫接駁與合理票

價之概念引入臺南市公共運輸系統，發展適合

臺南市之完善公共運輸服務。

 (左1)鄭子玔計畫經理  (左2)李文騫經理  (左3)馮道亨協理                                       (左中)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中4)張政源副市長  (右3)謝惠雄主任秘書 (右2)黃柏彰科長  (右1)楊家郡秘書

設置充電設施。

　　在觀光樂園部分，市府以「提升產業服務

品質」、「打造優質旅遊環境」及「加強觀光

旅遊行銷」三大面向為主軸，持續推動觀光軟

硬體建設，落實觀光事業管理，營造優質旅遊

環境，加強國內外行銷推廣，塑造臺南市觀光

品牌形象，並躍上國際舞臺，讓臺南市成為觀

光客首選的旅遊勝地，讓市民感受觀光產業帶

來的幸福經濟，達成「觀光樂園」城市發展之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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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內容包含「公車捷

運化」、「臺鐵捷運化」、「轉運站開發」、

「彈性運輸」、「票證整合」及「先進運輸系

統」等六大項目，執行成果如下：

一、公車捷運化

　　以捷運思維創新建立「大臺南公車」識別

系統，將原公路客運路線需求大且重疊路段，

整併為6大幹線公車，提昇路網直捷性，另根

據地方需求規劃75條支線公車服務區里所需，

並透過設置轉運站規劃無縫轉乘，強化各生活

圈公共運輸網絡。

二、臺鐵捷運化

　　整合與臺鐵車站接駁之公車路線，配合台

鐵班表調整公車時刻，縮短轉乘時間。目前已

完成善化、新營、後壁、林鳳營、新市及保安

等站轉運設施，明年將陸續完成永康及隆田二

站。此外，為增加民眾轉乘誘因，臺南市另提

供2小時內臺鐵轉乘公車享9元轉乘優惠，平均

每月可嘉惠4萬5,000人次。

三、轉運站開發

　　臺南市提出30分鐘公共運輸生活圈之構

想，於每一生活圈至少設置一處轉運站，提供

良好轉乘接駁設施，以鼓勵民眾使用公共運輸

完成日常生活旅次。轉運站共規劃17處，目前

已陸續完成新化、玉井、新營、佳里、白河、

保安、善化、麻豆及關廟等9個地區型轉運

臺南市六大幹線公車路網圖

台鐵站前公車轉乘優化設施

大臺南公車轉運站整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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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源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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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未來將持續辦理新營綜合轉運站、臺南轉

運站（兵配廠）興建工程、和順轉運站、開元

交通中心及仁德轉運站設計建造及委外BOT等

作業。

四、彈性運輸

　　針對公車路線未及且有運輸需求較不集中

之地區，為了兼顧資源有效利用與維繫偏鄉地

區民眾行的權益，嘗試新型態的交通運輸模式

「彈性運輸」，針對偏遠地區接駁路線深入鄰

里，依民眾需求因地制宜規劃班次時刻，並因

應道路環境導入9人小巴，提高公共運輸可及

性。除定班定線的公車系統外，市府也規劃以

「T-Bike公共自行車」扮演最後一哩路重要角

色，目前共計有53個站點，1520輛自行車上

線服務，利用BBW(Bus、Bike、Walk)新型態的

交通方式，為營造低碳的生活環境共同努力。

五、票證整合

　　為增加民眾搭乘公車使用電子票證之誘

因，大臺南公車推出電子票證多種優惠活動，

例如幹支線公車基本里程8公里免費、市民卡

特殊優惠、臺鐵及公車轉乘優惠及學生電子票

證專屬優惠等，以票價折扣方式鼓勵民眾使用

電子票證搭乘公共運輸，使用率從縣市合併元

年(民國99年)的5%，成長至105年已達84%。

六、先進運輸系統

　　自102年3月開始進行公車系統改革以

來，經過路線整併之後，運量已有顯著提昇，

自99年縣市合併前的749萬人次，至公車捷運

化首年運量1,191萬人次，至105年已達2,003

萬人次，較縣市合併前呈倍數成長。然而單靠

公車系統仍是無法徹底解決市區交通問題，因

此將進而逐步規劃並建設臺南市先進運輸系

統。

　　為強化整體公共運輸效率，辦理「臺南市

九人座小巴肩負偏遠公車路線營運

T-Bike扮演最後一哩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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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公共運輸系統(含BRT等)可行性評估及先

期規劃案」，針對臺南市軌道運輸系統整體路

網、優先發展路線及系統型式、建設經費、期

程等進行通盤評估及整體路網先期規劃。並已

擇定優先路網並完成「臺南市大眾捷運系統府

城橫貫線(綠線)及中華環線(藍線)建置可行性

研究」，依路網交通特性及需求選定其系統型

式為高架跨座式單軌系統，現階段將依捷運審

查作業要點接續辦理陳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此外，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於推動過程

也多次獲得獎項殊榮，包含104年政府服務品

質獎、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傑出公共運輸計畫

獎」及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暢行獎

等。建築意象設計均融入在地元素與特色的轉

運站工程也獲獎連連，麻豆、關廟、善化及保

安轉運站均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及公共建築景

觀類建築園冶獎的雙重肯定。

問：各大都會區大都朝智慧城市發展邁

進，其中智慧運輸是重要的一環，有

關臺南市智慧運輸系統建設也發展了

一段時間，並將建置智慧交通中心，

針對本中心之建設，您有何期許？

答：市府在推展智慧城市的方向上是採循序漸

進，可從推動過程、執行成果及未來展望三方

面來說明與分享：

一、推動過程

播種：2014年IBM「智慧城市大挑戰」

　　藉由IBM專家學者在臺南為期21天的實地

參訪後，提出了智慧城市發展的具體建議，也

確立了本市「文化古都」轉化為「智慧新城」

的方向。

臺南入選2014年IBM「智慧城市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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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2017年「ICF Smart 21」

　　臺南近年來智慧城市推動的成果於全球

城市中亦獲得肯定，在2017年ICF全球智慧城

市評比入選Smart 21，2018年也已入選Smart 

21，正積極爭取入圍Top 7。

二、執行成果

　　就像每個人都有不同

的DNA一樣，每個城市也存

在屬於自己的DNA，臺南的

DNA就是「文化」。臺南的

智慧交通發展，就是在文化

的基礎上添加「科技」、

「智慧」的元素，創造出

別於其他城市的「智慧交

通」，這些階段成果包含公

共運輸、交通控制、停車管

理等服務。

三、未來展望

　　智慧交通中心的工程建

置標已由交通局發包並完成

決標，對於未來的展望大概

有兩個部分，包括交通管理

與服務營運及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

耕耘：2015年「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

　　市府與遠傳公司合作爭取經濟部工業局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約10億元補助，

將智慧科技融入城市營運、水利、交通、教

育、健康、觀光等六大面向，其中智慧交通就

是重要的一環。

 2015年遠傳合作「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

    2017年獲得「ICF Smart 21」殊榮



智慧公共運輸 (1/2) 智慧公共運輸 (2/2)

智慧交通控制 智慧停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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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管理與服務營運

　　大臺南智慧交通中心將成為複合型式的

交通管理與服務營運重心，包含「智慧交通

控制」、「智慧公共運輸」、「智慧停車管

理」、「智慧運具共享」及「智慧雲端平台」

等系統，目前也正在建置當中，預計107年6月

完成，屆時本中心將成為本市全方位智慧運輸

業務之服務平台。

2.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

　　未來是多元運具整合的趨勢，MaaS強調

以公共、大眾運輸為服務主軸，再輔以其他運

具（例如計程車、車輛共乘、小汽車共用、公

共自行車）整合方式，提供公共運輸及共享運

具之多元整合服務，再結合手機APP等行動裝

置，滿足個人旅運需求，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

交通服務理念。

問：您在擔任交通局長任內大力推動無公

車專用道之公車優先號誌系統，算是

全台首創，能否分享其歷程及未來發

展願景。

答：這問題也可以從推動過程、執行成果及未

來展望三個方向來談:

一、推動過程

　　大臺南公車自從102年3月推出「公車捷

運化」以來，一直努力推廣市民朋友能多加搭

乘公車通勤與旅行等，這幾年大臺南公車也一

路在進化：

1.大臺南公車服務1.0版：「公車捷運化」。

2.大臺南公車服務2.0版：「公車輕旅行」。

3.大臺南公車服務3.0版：「公車新文化」。

4.大臺南公車服務4.0版：「公車優先化」。

二、執行成果

1.臺南市囿於過去都市發展限制，道路路幅狹

窄，無法像其他都會設置公車專用道，為解決

路寬不足問題，臺南以公車優先號誌系統因

應，綠幹線就是第一條應用於非公車專用道上

執行的系統，而公車優先號誌系統運用於非公

車專用道在全世界也屬少見之案例，臺南的成

  大臺南智慧交通中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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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達10%。

4.106年正執行黃、棕、橘等幹線之優先號誌

系統建置，預計年底前完成。

5.經估算，綠、紅、藍幹線優先號誌系統全年

約可節省57噸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節能減碳目

的。

6.榮獲106年道安創新貢獻獎(交通工程類)分組

第2名肯定。

果實屬不易。

2.104年完成綠幹線公車優先號誌：　　　　

綠幹線自臺南火車站至新化，全長約36.7公

里，經實測結果單趟約可節省3至4分鐘旅行時

間，改善比率達10.1%。

3.105年完成紅、藍幹線：　　　　　　　　

紅幹線自安平工業區至龍崎，全長約25.6公

里；藍幹線自安平工業區至佳里，全長約27.7

公里，經實測結果單趟可節省4至5分鐘，改善

1
人
物
專
訪

公車優先號誌運作示意圖 公車優先號誌6大幹線路網圖及上線時程

綠、紅、藍幹線優先號誌執行成果彙整

綠幹線 紅幹線 藍幹線

起訖點 臺南火車站至新化站 臺南火車站至關廟轉運站 臺南火車站至佳里轉運站

距離及路口數 12公里／64處 15公里／97處 22公里／110處

整體績效

● 減少10%旅行時間

● 縮短3-5分鐘車程

● 碳排放年減少23噸

● 年貨幣效益1400萬

● 減少10%以上旅行時間

● 縮短4-5分鐘車程

● 碳排放年減少17噸

● 年貨幣效益1100萬

● 減少10%以上旅行時間

● 縮短4-5分鐘車程

● 碳排放年減少17頓

● 年貨幣效益1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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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9年12月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惟

原核定計畫範圍只限於原臺南市區，並未將

永康、新市、善化等高度發展地區納入，本府

遂提出「鐵路立體化向北延伸至善化地區計

畫」，該計畫業獲匡列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預計於可行性研究核定後9年完工。

三、未來展望

　　期透過公車優先號誌系統的推動，增加公

車行駛的效率及準點率，提升民眾對公車的信

賴度進而增加公車搭乘率，以達到節能減碳、

永續發展的願景。

問：在城距運輸方面，鐵路地下化或高架

化將衍生空間再造之機會，請問市府

之構想如何？

答：大臺南地區長期以來台鐵都是市區內長途

移動之重要公共運輸，然隨著人口急速成長及

科技快速發展，使得鐵路軌道與道路相交的平

交道形成臺南市區的交通瓶頸，例如青年平交

道及東豐平交道等等；市府考量台鐵路軌與車

站地區長期以來對都市所造成的空間分割，亦

已嚴重影響沿線兩側的均衡發展，成為都市更

新與土地開發的障礙，為消除鐵路沿線對都市

所造成的交通與空間阻隔，而積極推動鐵路立

體化(含地下與高架)。

一、地下化與高架化

　　市區鐵路地下化部分，行政院於98年核

定，計畫範圍北起臺南市永康區臺鐵大橋站

南端(即柴頭港溪北岸)，至仁德區亞航社區附

近，工程建設範圍全長8.23公里。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範圍圖

鐵路立體化北延善化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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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臺南擁有許多觀光資源，在智慧樂活

與人本科技議題上，未來先進運輸系

統是否將扮演重要角色，您的看法如

何？

答：臺南市是歷史文化古都，許多古蹟林立於

街道巷弄內，是個非常適合散步觀光的城市，

在捷運化公共運輸與T-BIKE的推動下，目前已

具備完善的BBW(Bus-Bike-Walk)網路，未來在

最後一塊拼圖-先進運輸系統完成後，臺南市

將與世界接軌，成為BBMW(BUS-BIKE-METRO-

WALK)的先進城市。我們的作法有四點:

一、人本需求，觀光與生活並重

　　臺南市是六都中唯一沒有捷運系統的城

市，但在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的推動下已培養

出相當的潛力。以臺南市觀光公車88、99的經

驗來看，假日的運量可達平日的2.4倍。因此

在公共運輸的路廊設計上必須兼顧通勤生活和

觀光需求。

二、重新規劃都市空間

　　我們一直針對空間再造這個議題與交通

部溝通，希望利用鐵路地下化所騰出的地上空

間打造出貫穿臺南市區的綠園道，銜接臺南車

站、未來的林森站及南臺南站，除可提供市民

更便捷的交通，也可以透該綠園道的空間設計

舒緩原市區較擁擠的都市空間配置。

　　另外市府對於未來的臺南車站也有一番想

像，希望古老的臺南車站可藉由臺南站區的整

體開發，掌握景觀再造的契機蛻變成為古今融

合新車站，站區開發未來將以舊站再生、新舊

融合、軸線一致、地下層相互連通及地上層預

留空橋機制作為規劃主軸。以動線規劃整合新

站與古蹟車站，型塑以人為主之開放空間，以

良好的動線設計確保人行安全與活動的串連，

配合騰空路廊之公園道空間軸帶，佈設適宜之

廣場、人行步道等來串聯周邊活動節點。

臺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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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紫線（新營環線）、粉線（佳里—玉

井）、墨綠線（和順—鹽水），共97.2公里。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重大建設，啟於

規劃」，我們期望今天的先進運輸規劃，可以

為臺南下一個世代的都市公共運輸奠下良好的

基礎，更重要的是融合文化古都的交通特性，

規劃結合觀光和生活通勤需求的系統，藉由

提高公共運輸使用翻轉民眾交通習慣和生活模

式，營造「樂活便利」、「宜居永續」的幸福

城市。

二、因地制宜，以科技配合環境

　　臺南是歷史文化古都，道路與街廓設計

已定型，城市的紋理不容許大規模的改建和開

發。因此臺南先進運輸系統勢必配合府城都會

區交通環境及路幅窄、街廓短等道路特性，因

此初步規劃係採用高架跨座式單軌系統。

三、分期推動，審慎規劃路廊

　　目前擇定的優先路線有2條(第一期，已獲

前瞻計畫匡列)：藍線第一期全長8.6公里，行

經本市中華東路；而綠線全長11.9公里﹙府城

橫貫線﹚則連接本市東區、中西區與安平區，

長度共39.2公里。

四、整體發展，邁向樂活永續

　　二期路網初步規劃有5條路線，分別為橘

線（高鐵臺南站—南科管理局）、紅線（和

順轉運站—高捷大湖站）、黃線（臺鐵新營

站—鹽水岸內糖廠）、綠線（平實轉運站—歸

仁）、藍線延伸線（仁德轉運站—歸仁），共

70.6公里。

　　未來路網則包括紅線延伸線（和順—臺鐵

善化站）、棕線（新營天鵝湖公園—柳營奇美

臺南市先進運輸整體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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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後，預期將蛻變為智慧樂活與人本科技的

新古都，而這些正是智慧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

要素。

　　本次專訪特別感謝張副市長提供各項市政

建設及公職歷程經驗之分享，讓訪問小組在融

洽的氛圍中獲益良多，此外對於其間相關府轄

單位提供協助，促使訪問過程圓滿順利，亦在

此一併致謝。

後記

　　承蒙張副市長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本公司

專訪，在本次融洽的訪談過程中，據張副市長

表示，有關市建設方面，臺南市是六都之中唯

一尚無捷運建設的都會區，然藉由多年的市政

經營成果據以積極向中央爭取，已獲同意興建

有別於其他各都之單軌捷運，其他尚有智慧公

共運輸、智慧停車、智慧交控、運具共享及雲

端平台等建設均已陸續進行發展，在可見的將

來，身為文化古都的臺南，除了既有的人文風

采外，藉由科技的鋪陳及應用，在穩紮穩打的

(左1)鄭子玔計畫經理  (左2)李文騫經理  (左3)馮道亨協理  (左4)吳榮煌副總經理  (左中)張政源副市長
(右3)謝惠雄主任秘書  (右2)黃柏彰科長  (右1)楊家郡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