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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黃治峯
談 建設桃園優質工程、
打造智慧友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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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局長在臺北市政府擔任副局長及兼任

新建工程處處長期間，對於忠孝橋引

橋拆除等大型工程，皆如期甚至提前

完成，展現高效率作為，是如何辦到

的？

壹、前言

　　黃治峯局長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

所、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系，歷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科

長、簡任技正、養護工程處總工程司、水利工程處總工

程司、水利工程處副處長、臺北市政府參議、工務局主

任秘書、水利工程處處長、新建工程處處長、及工務局

副局長等職務，公務經歷超過25年，於105年7月經桃

園市鄭文燦市長延攬擔任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黃治峯局長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兼任新建工

程處處長任內，除持續推動路平專案外，並於104年7月

成立「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推動道路挖掘整

合挖補，藉由道管中心跨領域之整合平台，以智慧化、

源頭化管理方式整合挖掘申請案件，協調由單一管線單

位進行統一挖補，或由各管線單位依序施工進行分挖齊

補，以避免道路重複挖補情形，更以超前進度完成拆除臺北市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忠孝橋引

橋等工程，表現亮眼，行事風格極具效率，經桃園市鄭市長誠懇相邀，同意返鄉服務，鄭市長

借重黃局長在工程上的綜合能力，未來市內的各項道路、橋梁、重劃、及公有建物等工程，將

交由黃局長來執行推動。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5年9月2日專訪黃治峯局長，以下是訪談紀要。訪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黃治峯
談 建設桃園優質工程、
打造智慧友善城市

答：柯市長上任後，推動多項都市再生計畫，

考量臺北車站是台鐵、高鐵、捷運六鐵交會

的國家門戶，市府全面啟動西區門戶計畫，而

拆除忠孝橋引橋即是改造西區門戶的關鍵第一

步，忠孝橋引橋全長約750公尺，橋墩共計30

處，拆除量體高達8,554立方公尺，忠孝橋位

處交通要道，且因北門古蹟緊鄰忠孝橋引橋，

更加深工程難度，新建工程處為如期達成拆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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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原有完整面貌的臺北城門，為避免影響北

門古蹟完整保存，近接古蹟之橋梁拆除需採行

機械切割工法、北門廣場作業地面鋪鐵鈑、架

設保護鋼架隔屏、實施安全監測管控等必要措

施。

■ 順利且提前完工、圓滿達成任務

　　忠孝橋引橋拆除工程在新建工程處及施

工團隊的努力之下，除了依原規劃之工法進行

外，現場也有許多臨機應變的決策，所以比

預定8天工期提前48小時完成，對於能圓滿達

任務，除邀集處內專業工程人員、設計顧問、

及施工專業廠商密集參與討論外，並採用BIM 

3D模擬各項工法，順利施工完成任務，關鍵因

素分享如下：

■ 縝密規劃、BIM模擬工法

(一)拆除工法依橋梁上部、下部結構類型，以

及鄰近建築物、台鐵、捷運板南線、松山新店

線地下隧道等因素，採行整跨全面支撐及配合

原節塊採單元分割吊移拆除、整梁分割吊移工

法、全跨鑿切吊移工法，以避免就地打鑿致混

凝土塊墜落地面產生震動，影響鐵路及捷運營

運安全。

(二)全區橋梁節塊採大尺寸切割吊離後運往洲

美國小舊址堆置後破碎，施工現場噪音及震動

影響較小，減少妨礙市民健康及環境安寧，並

縮短施工影響期程。

(三)全面封閉拆橋工區，一次拆除完成，無須

二次調整工區，縮短施工影響期程。

(四)由於集中8天全區拆除，大幅增加破碎

機、吊車、板車等機具及工班動員需求，需於

採購資格中限定廠商動員能力。

(五)北門為自1884年完成臺北舊城牆中，唯一

 (左1)陳聖堯正工程師   (左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4)黃治峯局長  (右3)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2)施亮輝協理  (右1)周振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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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桃園市剛升格為「直轄市」，陸續規劃重

大建設計畫，未來工務局除了將臺北市政府一

些制度或經驗引進桃園市，也開始導入新創產

業或智慧城市概念，以及中央政府政策亞洲矽

谷計畫，這些都要融入我們的工程建設，未來

的施政構想：

一、桃園市全市都市計畫未來將整併為桃園都

會區、中壢都會區、桃園航空城、龜山台地等

4處都市計畫區；以及鄉村發展地區、生態遊

憩地區等2處都市計畫群，在辦理前述都市計

畫同時，工務局將推動共同管道，以大幅降低

 (左1)陳聖堯正工程師   (左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4)黃治峯局長  (右3)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2)施亮輝協理  (右1)周振發經理

成此號稱臺北市史上最難的拆橋工程的關鍵因

素，誠如柯市長在臉書上所說「一個偉大城市

的前進來自於每一位基層同仁的奮鬥」，林欽

榮副市長也感謝本工程之參與團隊本著「縝密

規劃、日夜趕工、速戰速決、工進神速、貫徹

始終」精神，犧牲春節假期，終能提前完工通

車。

問：桃園市政府目前積極推動「智慧城市

計畫」、「航空城計畫」、「亞洲矽

谷計畫」，請問局長未來的施政構想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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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道路挖掘問題。

二、為完善桃園市道路系統，提升整體生活機

能，規劃自103年12月至111年12月開闢或拓

寬19條道路，總計約22公里；並將投入10年

新台幣100億的經費改善道路不平的情形，另

將參照臺北市推動「路平專案」經驗，計畫於

風禾公園成立「道路管線挖掘資訊中心」，推

動道路挖掘整合挖補，藉由道管中心跨領域之

整合平台，以智慧化、源頭化管理方式整合挖

掘申請案件，針對不同管線之埋設路由及路面

修復範圍進行案件整合，同時在考量地下管線

複雜及交通特性等施工環境因素下，協調由單

一管線單位進行統一挖補，或由各單位依序施

工進行分挖齊補，以避免道路重複挖補情形。

三、「航空城計畫」同時也是「智慧城市的

示範計畫」實驗場域，未來與中央合作的「亞

洲矽谷計畫」，將會以桃園青埔特區做為示範

點，桃園市將藉由國際城市交流方式參考其他

先進城市的經驗，讓青埔成為桃園推動智慧城

市的起點，市政府將推行先導計畫，委託顧問

公司進行規劃評估及成立諮詢委員會，目前規

劃優先於青埔特區試辦智慧路燈系統，智慧路

燈系統除將燈泡改為LED節能街燈外，並在路

燈上架設微型氣候站，可蒐集空氣懸浮物、風

速、風向等資訊，將數據傳送至後端管理系

統，同時也會與新創團體研商，納入可形的構

想，落實以協助改善城市生活品質，如果試辦

結果成效不錯，將逐步推展至全市，以建構智

慧友善的城市。

問：桃園市政府升格為六都後，積極推動

「健康城市」，請問局長如何推動相

關建設？

答：為了提供市民更優質的運動場域，市政府

正陸續建設棒壘球場、國民運動中心、體育園

區等各項體育設施，打造桃園成為健康城市，

未來推動重點： 

一、規劃在青埔慢速壘球場加裝夜間照明設

施，讓這座球場，可以全天候使用。另外，也

在觀音、楊梅及八德分別設置棒壘球場，讓喜

歡棒壘運動的市民朋友，都能有更優質的運動

場地。

二、桃園市升格後，積極建立新一代「直轄市

級」市立圖書總館，並於105年1月確定選址

於桃園市桃園區的藝文特區，規劃一座樓高8

層、地下2層的建築物，內部規劃有電影院、

文創廣場、主題餐廳等設施，預計106年動

工、109年完工。完工後樓地板面積將超越高

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為全國最大的地區性公共

圖書館，並將成為僅次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國

想，落實以協助改善城市生活品質，如果試辦

結果成效不錯，將逐步推展至全市，以建構智

問：桃園市政府升格為六都後，積極推動

「健康城市」，請問局長如何推動相

為了提供市民更優質的運動場域，市政府

正陸續建設棒壘球場、國民運動中心、體育園

區等各項體育設施，打造桃園成為健康城市，

規劃在青埔慢速壘球場加裝夜間照明設

施，讓這座球場，可以全天候使用。另外，也

在觀音、楊梅及八德分別設置棒壘球場，讓喜

歡棒壘運動的市民朋友，都能有更優質的運動

桃園市升格後，積極建立新一代「直轄市

級」市立圖書總館，並於105年1月確定選址

於桃園市桃園區的藝文特區，規劃一座樓高8

層、地下2層的建築物，內部規劃有電影院、

文創廣場、主題餐廳等設施，預計106年動

工、109年完工。完工後樓地板面積將超越高工、109年完工。完工後樓地板面積將超越高

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為全國最大的地區性公共

圖書館，並將成為僅次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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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治峯局長談風禾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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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環及綠網，擺脫過度人工化及水泥化的舊市

區都市景觀，提升為具有高度串連性的都市綠

色景觀，以及連續舒適的生態人文活動空間，

並以公共交通導向發展概念(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結合都市計畫及都市景觀，

以期不久之將來因應交通旅次移轉，形成車道

寬度縮減、人行道加寬、無障礙設計、及林蔭

植栽綠化之歐洲先進城市風貌，未來推動重

點： 

一、打通桃園前後站交通、亮化周邊車站、順

暢人行通道

　　快速改善前後站地下道，使前後站無縫接

合，改善車站周邊人行系統、地下道、及消弭

各死角空間，使車站周邊明亮。並以TOD整合

車站周邊新建設，利用新計畫創造出良好的步

行空間，提升車站周邊環境品質、都市景觀、

及親和力車站。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的

第四大圖書館。

三、市府規劃打造一區一運動中心，其中南

平、桃園、中壢三座國民運動中心已陸續開

工，蘆竹、平鎮、八德等國民運動中心將陸續

規劃施工。國民運動中心有溫水游泳池、體適

能中心、羽球場、韻律教室、桌球場、綜合球

場等多種功能。工務局未來在規劃國民運動中

心階段，將邀請並徵詢委託經營(OT)廠商先行

參與規劃構想，將OT廠商經營經驗回饋至新設

之運動中心，並採一運動中心一個主題運動項

目及符合國際級運動場地標準的方向規劃，可

供日後舉辦國際級運動賽事。

問：桃園市政府目前全力推動桃園鐵路地

下化建設，請問局長對於未來鐵路地

下化之路廊，以及後站之都市計畫規

劃、城市景觀再造及工程建設之願景

為何?

答：過去平面鐵路的穿越，往往因阻隔形成不

利鐵路兩側發展的風貌。此外，現有桃園市各

中心普遍存在綠化及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不

利於都市綠網系統的建構。市府目前全力推動

桃園鐵路地下化建設，未來在地面上之路廊將

提供大型開放空間、道路綠化等綠資源的都市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 圖／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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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都市計畫開發、打造綠意廊道

　　配合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道路開闢及都市

更新改善工程，推動台鐵綠廊道整合計畫，整

合前後站並串聯桃園及中壢，形成都會綠帶。

問：在臺灣各縣市中，桃園市的陂塘最

多，有千湖縣的美譽，但自從桃園大

圳、石門大圳陸續開鑿，石門水庫供

給充分的灌溉水源後，多數的陂塘喪

失了原始的灌溉功能；請問局長推動

市政建設，對於都市計畫內之陂塘將

賦予何種新面貌或功能？

答：桃園市政府升格後，鄭市長特別重視陂塘

水圳的發展與活化利用，上任至今舉辦過「陂

塘之介-國際大師工作坊」、「陂塘工作營」

等活動，以國際觀點、在地視野來發掘陂塘的

歷史及文化連結。市長表示，桃園陂塘文化屬

在地特有文化，市府將持續推動「一區一陂塘

公園」以發展各地特色，並持續活化陂塘，妥

善保存桃園的陂塘文化。

　　針對市內具發展可行性之陂塘，進行環

境綠美化並規劃作為後續環境教育生態場所，

配合一區一陂塘政策，已開闢25座陂塘公園，

目前正在進行規劃的陂塘公園有大園5-8號陂

塘、桃園2-5號陂塘、八德2-1號陂塘、新屋陂

塘、觀音10-8號陂塘、觀音8-15號陂塘、新屋

桃園嵌津大橋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 圖／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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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桃園市政府目前規劃將桃林鐵路活

化，請問局長如何利用桃林鐵路路廊

打造更優質的綠色廊道或替代道路，

讓桃園成為健康城市?

答：桃園經歷百多年的城市發展變遷，其發

展軌跡中所遺留的文化資產已成為桃園的重要

元素。因此維持城市的歷史風貌、創造多元文

化體驗，已成為都市的重要指標。桃林鐵路沿

線可提供之都市綠帶與開放空間為建構永續城

市、發展健康城市的基礎及重要空間元素。未

來將以綠美化、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做為發

展主軸，主要的目的在於建構良善、安全之自

行車騎乘環境，藉由綠色無污染的自行車搭配

大眾運輸系統組成都市交通網絡，期能對都市

交通的壅塞、污染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以下是

「桃林鐵路低碳綠色廊道」全線發展構想：

一、保留現有鐵路記憶

　　永續經營之鐵路遺構風貌，朝向在地生活

及觀光休憩的一條旅行路線，保留各站原址的

鐵道特色空間，如月台、倉庫、鐵道標誌等美

化利用，以深化沿線特色風景。

二、結合南崁溪藍帶環境

12-1-2陂塘、新屋12-14號陂塘、及八德陂塘

生態公園環境教育種子計畫。

　　為了開啟一區一陂塘活化政策，以大園

「5-8號陂塘」作為示範點，藉由整體環境規

劃與設計，導入親和力設施並活化陂塘機能，

美化陂塘景觀，淨化陂塘水圳網絡，增進周邊

生活品質，展現陂塘獨特之活力與吸引力，成

為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內觀光、環境教育

及文化生態新地標，並且市府也預定將5-8號

陂塘正名為「橫山書法公園」，建置藝術館取

名為「台灣橫山書法藝術館」。待藝術館完

工，將成書法典藏、展覽、及教育場所，讓桃

園增添更多藝術氣息，提升桃園文化質感。

　　此外，為配合2017農業博覽會，位於新

屋氣象站旁，佔地25公頃的農博園區，除了舉

辦活動外，未來將發展為環境教育中心，作為

學生農業體驗和教育的場域，並針對園區基地

現有之景觀池環境加以改善，周邊環境施以綠

美化且設置導覽解說設施，打造教學環境。期

望於維護生態池與改善12-14號陂塘景觀之同

時也提高其教育解說功能，展現不同於農業體

驗區鄉村風情之自然生態景觀，使園區整體景

觀更加豐富多元，以期將桃園市打造成一個具

有在地文化、藝術特質的「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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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城市中藍綠帶自然環境的可及性，有

計畫擴大地區藍綠帶成長空間及提供多樣化的

活動空間選擇，藉以培育居民永續生態的認知

及提供探索在地生活趣味空間。

三、活化鐵路沿線生活機能

　　輔導沿線商家注入新活力，建築立面由反

變正的朝向經營，優先結合學校、機關用地、

閒置空間及公園整備活化使用，導入低碳交通

工具及加強鐵道兩側周邊環境整理。

四、串連相關活動據點

　　配合沿線鄰近的活動中心及廟埕廣場空

間，定期舉辦公益活動，並結合花市活動辦理

一日遊的套裝行程，獎勵沿線商家共同推動鐵

路消費觀光活動。

後記

　　承蒙黃局長在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除

分享臺北市成功經驗外，更暢談工務局如何配

合桃園市政府積極推動「智慧城市」、「航空

城」、「亞洲矽谷」等計畫，在訪談過程中，

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黃局長的熱忱、自信、專

業，相信必能協助鄭市長建設桃園成為優質、

智慧、友善的城市。

 (左1)陳聖堯正工程師 (左2)施亮輝協理 (左3)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3)黃治峯局長 (右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1)周振發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