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
物
專
訪

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6 │No.112│ October, 2016 整理：黃渡根 ‧ 攝影：詹朝陽整理：黃渡根 ‧ 攝影：詹朝陽整理：黃渡根 ‧ 攝影：詹朝陽

訪鐵路改建工程局局長   

胡湘麟
談 鐵路改建計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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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胡局長同時擔任鐵工局及高鐵局局

長，肩負我國軌道建設重大責任，過

往及執行中計畫己見成效；請問局長

對於我國未來鐵路發展之願景及方向

有何看法？

答：軌道運輸具有安全、可靠、高效率及節能

減碳等優點，國際間現正興起一股建設鐵路的

風潮，以期藉由軌道建設投資振興國內經濟、

降低運輸成本並增加就業機會，其中又以中國

大陸及美國近年大幅加碼投入鐵路建設最為

明顯。我國鐵道近年來由於高鐵及捷運陸續加

入，已提供安全、穩定、潔淨、友善的服務，

雖然鐵道密度仍有改善空間，但鐵道設施在

世界經濟論壇(WEF)年度排名近幾年來持續往

前，已逐漸提高在國際鐵道的地位。

　　臺灣軌道運輸包含高鐵、臺鐵、捷運及輕

軌，雖然屬於不同的軌道系統，但應給予各自

的定位，高鐵為西部中長程運具，臺鐵則服務

壹、前言

　　胡湘麟局長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歷經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工程司、高速鐵路

工程局科長、副組長、組長等職務，於96年1月起升任高鐵局副局長，多年來致力積極推展高鐵

後續工程及各項都會捷運建設計畫案，以及鐵路營運監理等業務，不遺餘力，始終秉持優良的

工程專業精神，如期如質完成各項使命。並於103年9月25日升任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局長並

代理鐵路改建工程局局長。

　　胡局長從高鐵成立籌備處就全程參與推動高鐵建設計畫，包括催生辦理BOT的法源依據─獎

參條例之立法作業、辦理各項先期規劃作業、徵求民間投資招商作業、招標甄審作業、興建營

運合約之議約、融資協助、簽訂合約等，直到監督興建完成與通車營運，局長無役不與，見證

高鐵從無到有，完成歷史性的任務。

　　而自102年6月代理高鐵局局長期間即領導全體同仁，全心全力投入執行高鐵財務改善及

處理機場捷運機電系統進度落後的艱鉅任務，歷經努力，獲致突破性進展；並以其學養俱豐，

積極任事與創新思維，帶領兩局同仁，賡續推動交通部交付的各項政策，致力執行各項工程業

務，積極推動交通公共建設。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5年9月1日專訪胡湘麟局長，以下是訪談紀

要。

整理：黃渡根 ‧ 攝影：詹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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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鐵路現況容量的不足，無法增加列車調

度彈性，影響旅客搭乘的便捷性及舒適度，且

部分單軌路段也因交會待避導致的延誤而降低

車輛運行的穩定性。容量不足的問題目前以北

部及東部地區較為明顯，因此下一階段以改善

北部通勤的鐵路運輸路廊以及花東地區鐵路雙

軌化為主，未來可以隨著交通需求增加，接著

再進一步觀察容量不足之路段，適時提出改善

計畫。

四、鐵路立體化並非改善都市機能的唯一方式

　　以往市區發展以車站為中心向外擴展，鐵

東部地區及中短程城際及區域運輸，捷運及輕

軌為都會區內的主要軌道運輸系統，各軌道系

統彼此相輔相成，從軌道路線到建構一個完整

的軌道路網與改善市區鐵路環境，再與觀光列

車相結合，應為未來推動重點：

一、強化軌道系統連結轉運

　　臺灣各運具系統間的無縫運輸一直是整體

運輸規劃努力的方向，因此，臺鐵規劃銜接高

鐵或捷運以完整全國鐵路路網為首要工作。目

前大部分高鐵車站已利用與臺鐵車站共站(或

共構)、鐵路支線連通、或以其他運輸系統(例

如BRT)連結，但去年高鐵苗栗、彰化及雲林新

站及今年南港站開通後，新站的軌道聯外運輸

仍是未來要推動的方向。

二、完成環島動力一元化

　　臺鐵目前現存電力及柴油兩大動力系統，

而柴油動力其服務效能不及於電力機車，且對

環境造成影響，在臺鐵營運行車調度上也造成

很大的限制。刻正辦理的南迴鐵路電氣化，為

完成鐵路動力一元化的最後一哩路。

三、改善臺鐵路段容量瓶頸

　　臺灣鐵路運輸需求持續增加，而臺鐵也因

 (左1)陳彥均經理      (左2)林啟豊協理                                                                                           (右4)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3)胡湘麟局長  (右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1)黃渡根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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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鐵路支線帶動觀光收益

　　鐵路建設是否僅以交通運輸容量為主要

目的？這是可以再思考的問題。如何將鐵路建

設與我國近年來推動觀光產業相結合，即從服

務角度將臺灣美麗與特有景色，融入鐵道之旅

應是另一不同思維。讓旅客可以悠遊於美景之

中，慢活於路線之美。不再要求行駛速度的提

升，多營造在車廂內與路線環境美的享受，應

是另一種方向。如阿里山鐵道就是最好的例

子，旅客要的就是那鐵道與山林結合加上那懷

舊的感覺。後續恆春支線亦將以鐵路帶動觀光

角度來思考。

 (左1)陳彥均經理      (左2)林啟豊協理                                                                                           (右4)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3)胡湘麟局長  (右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1)黃渡根經理

路造成沿線兩邊的都市阻隔，且平交道也會嚴

重降低地區的交通安全性及行車效率，對於區

域都市發展仍有改善的空間。然而，鐵路立體

化僅為解決上述問題的策略之一而非唯一，例

如還可藉由重新規劃車站前後站的連通方式以

降低兩側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或利用電子票證

以及加強車站轉乘的便利性來提升民眾使用大

眾運輸的意願等，以改善目前臺鐵在都市所造

成的負面效果。改造都市鐵路可先由整體都市

發展進行規劃，瞭解地區對於鐵路的需求並配

合都市設計及規劃，期能讓車站及鐵路融入當

地生活，同時改善區域交通安全及效率下，為

老舊的車站重新打造一個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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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鐵路改建為國內近年來重大公共工程

建設的項目之一，建設成果除了國人

可共享外，對於推進國內產業升級亦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懇請局長分享

相關推動構思。

答：

一、成立軌道技術研究及認證中心

　　目前國內正積極推動成立軌道技術研究及

認證中心，希望能成為產、官、學、研平台，

以法人形式，從事軌道技術研究與認證制度建

立，以協助政府進行鐵路事故調查、與鐵路車

輛駕駛及行車人員訓練與證照頒發等相關監理

作業，甚或藉由軌道技術研發，協助國內軌道

產業發展。舉個例子，國內各軌道系統之駕駛

皆由各事業單位自行訓練，並未有證照制度。

高鐵初期亦曾因無訓練場所致初期引進外國

駕駛，然各單位自行訓練亦有球員兼裁判之現

象。本中心成立後希望建立相關訓練及證照制

度，讓想要擔任駕駛工作的人員，經由學科、

術科的訓練，再以學習執照方式至高鐵、臺

鐵、捷運實際駕駛，經考試合格後頒發執照，

使駕駛員的養成能有一完整訓練作業。相同的

道理，亦可引用於產品、零組件之認證，對於

各項研發成果或產品，若可藉由本中心認證，

即可將研發成果應用到國內軌道工程，給予廠

商實戰之機會，方可確實推動國內軌道產業本

土化。再舉一例，高鐵車廂椅套國內其實可以

製造，但因防火、防煙的安全需求，如果沒有

經相關認證就沒有辦法被採用。

二、掌握軌道產業發展趨勢

　　國際間對於鐵道運輸越來越重視，鐵道建

設的需求也逐漸成長，無論是整組系統輸出，

或是車輛製造組裝，還是電車線系統更新、號

誌系統開發等，都有著無限商機，然軌道運輸

的安全性要求相當高，其產業特性是需要高度

技術、投入大量資本及技術人才，門檻高且回

收期長，遠非一般中小企業所能負荷，在目前

國內軌道市場並不大的環境下，應研究國內產

業哪一部分可以受惠，並可取得相關技術生根

臺灣，而集中培植國內某些軌道產業，以期能

進而展望國際。

　　若能掌握此一趨勢，在建設國內鐵道的同

時培植該項產業，厚植國內廠商競爭力，不僅

能改善臺灣鐵道產業市場，更能增加國內就業

機會，創造更多的國內經濟產值，進而培植鐵

道相關的國際型企業，成為特定軌道技術輸出

國。

商實戰之機會，方可確實推動國內軌道產業本

土化。再舉一例，高鐵車廂椅套國內其實可以

製造，但因防火、防煙的安全需求，如果沒有

國際間對於鐵道運輸越來越重視，鐵道建

設的需求也逐漸成長，無論是整組系統輸出，

或是車輛製造組裝，還是電車線系統更新、號

誌系統開發等，都有著無限商機，然軌道運輸

的安全性要求相當高，其產業特性是需要高度

技術、投入大量資本及技術人才，門檻高且回

收期長，遠非一般中小企業所能負荷，在目前

國內軌道市場並不大的環境下，應研究國內產

業哪一部分可以受惠，並可取得相關技術生根

臺灣，而集中培植國內某些軌道產業，以期能

若能掌握此一趨勢，在建設國內鐵道的同

時培植該項產業，厚植國內廠商競爭力，不僅

能改善臺灣鐵道產業市場，更能增加國內就業

機會，創造更多的國內經濟產值，進而培植鐵

道相關的國際型企業，成為特定軌道技術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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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強度，更可增加美觀，兼顧花東線鐵

路觀光特性及降低員林、臺中鐵路高架化

區段對都市景觀之衝擊。

建置以電腦化系統及光纖通訊為架構之電‧ 

力監控(SCADA)系統，可提供易使用的人

機介面、減少養護作業，亦預留後續擴充

之彈性機制。

號誌系統採用高可靠度之電子聯鎖，取消‧ 

軌道電路改建置雙計軸器系統，提升抗電

化干擾能力，降低環境因子對號誌系統可

用度之影響。

電訊系統部分，為符合抗電化干擾需要並‧ 

配合臺鐵環島通訊系統逐步光化政策，於

問：鐵路改建計畫推動過程中，如何與臺鐵

局辦理的核心系統機電更新與永續發

展等計畫有效連結，達到相互整合與

共同升級之目標？

答：鐵路設施係屬高資本額投資，除營運單

位之使用需求外，亦應兼顧財政健全、有效經

營、永續發展等，故在推動鐵路改建計畫時，

應納入下列策略性考量： 

一、整合系統新需求

　　鐵工局職掌鐵路電氣化、多軌化、立體化

等改建工程及支線鐵路新建工程，於可行性研

究階段便以旅客安全為前提，考量臺鐵局營運

需求，將各重大建設計畫範圍內之核心系統機

電更新工作整合納入，並順應科技發展趨勢，

依據臺鐵局最新核心系統機電技術規範辦理規

劃設計，避免重複投資建置，並與臺鐵既設或

更新的系統予以整合考量，有效加速環島鐵路

系統更新進程。

　　以鐵工局甫完成及執行中計畫為例，包

括：

電車線系統主吊線使用95 mm2硬抽銅線，‧ 

可減少斷線機率、增加可靠度；平面段及

高架段電車線系統採用圓鐵桿，除可提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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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計畫範圍內敷設光纖纜線，並改善區

段內行車調度無線電通訊品質。

二、考量全生命週期成本

　　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包括可行性評估、

規劃、設計、招標、施工、驗收至接管及營運

階段，其中營運階段成本佔比相當高，加上營

運階段時間相對長遠，若過去未持續蒐集統計

資料，常被規劃設計者忽略，而落入控制建置

成本優先的思考盲點，而以最低價標方式辦理

工程採購，縱然可於施工階段通過品質查驗，

卻殘留營運階段故障率高、養護成本高等風險

因子。故設計時應將未來之管理維護需求一併

考量，並思考如何與營運之觀點整合，舉例而

言，電扶梯依規定應有政府委託機構定期每年

之安全檢驗認證，設計者即應將其納入未來營

運規範內供營運者遵循，就可降低意外事故之

風險。

三、建置自動化管理機制

　　臺鐵運量逐年提昇，若發生故障常造成嚴

重延誤，加上夜間養護時間不足，員工於路線

上搶修又有安全疑慮，為合理配置養護人力，

資通訊技術應用是鐵路現代化的重要課題。利

用設備遠端監視及維修管理資訊整合之機制，

由系統即時偵測設備狀態，可於設備發生狀

態異常但尚未故障時產生警告，由養護人員採

行預防性保養維護。以自動化及智慧化管理方

式，可減少搶修之情形、降低對營運之影響，

並改善員工之勞動條件與環境。此外，藉由大

量歷史資料庫逐步建立，未來更可藉由大數據

技術分析，建立更有效率的預防性管理與保養

制度。

四、導入系統保證制度

　　鐵路運輸一旦發生故障，其影響層面極

廣，若發生意外更可能造成重大傷亡，但鐵路

核心系統機電之可靠度及安全性會受規劃設

計、施工安裝、營運、養護之情形影響，是一

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僅靠施工階段的品質管理

尚不足以有效控管風險。台灣高速鐵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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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個人曾參與多個鐵路事故調查，由過程中

確實理解到有許多事故之避免與預防，可以於

新建或改建之過程中，藉由新的資通訊技術引

進，若管理或使用面可行，應可能有相當良好

的效果。 

一、車站監視系統智慧化

　　臺鐵汐科站曾發生旅客進站後長時間滯留

於月台，因神智不清行走時不慎落入軌道區，

而遭列車撞擊之不幸事故。雖該車站為簡易通

勤站，依規定於車站月台免配置站務人員，但

若當時能及時發現旅客落入軌道，由相關人員

給予協助，便可避免憾事發生

　　無論是一般車站或簡易通勤站、招呼站，

旅客的安全都不能打折，車站的人力配置不足

之處，應以智慧化監視系統予以補足。除依車

站內旅客動線配置攝影機，避免產生死角，更

應思考如何利用影像辨識技術自動分析監視畫

面，於月台、電梯口、電扶梯等易發生攸關安

全事件之處所偵測異常，提供可疑事件自動告

警功能，即時通知站務人員處理，相信能有效

的提升車站營運安全。

二、高風險邊坡、橋梁及路線之監測

　　通過山區、河川之鐵路，應利用工程將

時，即參考歐盟先進國家執行鐵路工程計畫之

作法，導入系統保證及獨立驗證與認證(IV＆V)

制度，成功完成高鐵建設，並於通車營運養護

階段持續推動此制度。

　　鐵工局亦參考相同作法，陸續引進系統

保證及獨立驗證與認證制度，藉由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並研擬減緩對策，回饋修正設計並

於施工階段持續控管風險，確保所有風險都

在可接受之範圍內，符合營運單位對於安全

性（Safety）之需求，並合理配置系統可靠度

（Reliability）、可用度（Availability）、可維

修度（Maintainability）。

　　因風險評估涉及對過往案例之瞭解及對

未來各種可能性的合理預測，設計、施工單位

之系統保證作業除由鐵工局審查以外，另委託

國際鐵路安全專業機構執行獨立驗證與認證

（IV&V），借重該機構專業能力與過去參與各

國鐵路、捷運新建或改建工程之經驗，減少系

統保證作業之盲點，確保建設完成後旅客安全

及營運穩定可靠。

問：胡局長多年參與軌道建設與營運稽

核，對於軌道運輸安全的要求都是以

最嚴謹的態度面對，若從管理與服務

角度，如何運用資通訊技術以提升安

全，您是否有相關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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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告警，將監視器及影像分析技術利用於軌道

線形變動情形之監測，亦是值得思考發展的方

向。

後記

　　承蒙胡局長於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在訪

談過程中，我們深切感受到局長非常深入了解

鐵路工程，對於鐵路建設也有甚多具體務實構

想，身兼高鐵局及鐵工局之局長，對於兩局成

功執行案例及優異作業制度，依其嫻熟工程經

驗及前瞻視野，引領兩局同仁相互交流，逐步

落實於各項建設中。藉由本次專訪，我們當可

從中學習甚多鐵路建設思維，更能周詳參與未

來鐵路建設服務。

路線予以加固，並實施定期巡檢及補強，但邊

坡及橋梁之穩定性易受豪雨侵襲而變化，風險

無法僅靠工程手法完全消除，更應隨時監測其

狀態變化，以確保行車安全。高風險邊坡、橋

梁及路線之監測應包括路線兩側向外延伸之範

圍，若有邊坡土石滑落、河水暴漲、林木倒塌

等可能危及鐵路營運安全之路段，利用傾斜

管、水位流量計及位移偵測器等設備監測，達

到預防告警功能。

三、軌道線形監測

　　受極端氣候影響，國內已發生軌道因氣溫

過高而變形之案例，而軌道亦可能遭受外力而

變形，除定期保養工作利用軌道檢查車輛確認

線形正常，還可利用溫度偵測器對異常軌溫產

 (左1)黃渡根經理 (左2)黃郁文資深協理 (左3)胡湘麟局長 (右3)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2)林啟豊協理 (右1)陳彥均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