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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環狀線DF112設計標(後續文簡稱為本計畫)為臺北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亦

即「南環線」)之一部份。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主要分為三個區段，可概略分為Y6至Y7站

及機廠即DF111標(新店)，Y8-Y14站即DF112標(中和)，Y15-Y19站即DF113標(板橋、新

莊)，DF112標路線範圍位於路線中段，長約6.3公里，包括7個高架車站，並與營運之中

和線，以及未來萬大線、南北線連接。本段路線車站部分位於八里新店快速道路上方，

部分位於狹窄道路(約20-22米)，如何維持捷運車站正常營運並減低對週遭環境衝擊，為

本段車站設計的最大議題。

1 2 3 4

壹、前言

台北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路線，以台北盆

地西南區的7條捷運路線(含機場捷運)，連結

新北市各區域，透過大眾交通建設，創造城市

新意象，並希望每一位旅客充份感受到無隙縫

轉乘的流動感，縮短原有對於城市的疏離及陌

生，而能自在優遊於城市的不同場域。台北捷

運環狀線為中運量高架捷運，最大的好處在於

提供旅客更多的城市旅行體驗，以過去的經驗

為本，確保車站的設計可以通透、精細、多陽

光、少炫光等較佳的景觀適宜性(Amenity)。在

此前提之下，將車站的站體，視為城市中的大

型視覺作品，以全貌性(Holistic Design)的設計

手法，從站體的內裝及外觀著手，使之成為流

動的藝術作品，並整合土木建設、系統標示、

景觀、燈光、公共家具、建築造型及捷運藝術

等，讓捷運設施作為城市行銷的最佳利器。關

於環狀線全貌主題，以「流水行雲．龍騰千

里」為概念，一方面描述環狀線跨越河川，高

架於城市上空的特色；另一方面，彰顯了捷運

交通的流動感，使乘客能夠自在逍遙地移動於

城市之中，體驗不同場域、文化的氛圍。這般

理念將會具體落實在高架捷運車站的減量，以

及減少壓迫感的環境意識下，創造旅程的清明

意境。

貳、基地環境與車站型態

DF112標路線範圍除板新站位於板橋區

外，其餘車站均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與永

和常合稱為中永和或雙和地區。中永和位於台

北盆地西南隅，台北市的西南方，東端隔新店

溪與台北市景美區相鄰，東南依橫路里鹿寮山

地與新店區交界，西與土城區、板橋區交界，

北端隔新店溪與台北市萬華區相望，因為此地

域關係，而成為台北市的衛星都市，境內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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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車站型式

車站 站體型式 交會車站 轉乘方式 出入口土地開發 出入口數 區位

Y8秀朗橋站 側式 南北線Y44站 站內轉乘 土開大樓 2 中和區

Y9景平站 側式 無 無 土開大樓 1 中和區

Y10景安站 側式 中和線景安站 站內轉乘 聯開大樓 1 中和區

Y11華中橋站 疊式 萬大線LG06站 站內轉乘 土開大樓 1 中和區

Y12橋和站 疊式 無 無 土開大樓 1 中和區

Y13中原站 疊式 無 無 土開大樓 1 中和區

Y14板新站 側式 無 無 土開大樓 1 板橋區

大量通勤人口，是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平

均每平方公里高達3萬人左右。

中和地區早期以農、礦業為主，1950年代

因大量軍、公、教人員遷入，人口急速增加，

逐漸發展成為台北市的住宅區。以國道三號中

和交流道附近為主要聚集地，近期開始發展高

科技產業與金融業進駐，其餘大部分地區則以

商業、服務業為大宗。由於人口稠密，因此區

域內的喧囂街市、商店市集、夜市等成為顯而

易見的地方特色。近年來更有泰越等其他民族

族群的遷入，各自形成具有文化特色的街巷，

而更添多元文化氣息。

本計畫路線前半段計畫里程9k＋500以前約

有1.9公里與八里-新店高架道路共線，必須在現

有高架橋上方建構高度高於地面20m以上之「高

架橋梁及Y9、Y10車站」；而本計畫路線後半

段路線所在之道路寬度狹窄，如景平路及中山

路約24m寬、板南路約20m寬等，且道路上交通

繁忙、路面下管線密佈。由於人口密集道路狹

窄，捷運車站對現有都市環境與景觀造成非常

大的衝擊，車站的設計亦需將外在環境做整體

之考量與解決，故將位於狹窄道路處車站改採

疊式月台設計，以縮減車站量體，減低都市景

觀衝擊。相關車站形式如表1所示。

參、設計概念

本計畫之車站設計概念，隱喻「環狀」線

如「回」字形環繞台北都會區，與各地域進行

「交流」、「衍生活動」，如圖1所示。旅客利

用捷運游移於都市中，高架車站由地面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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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在水份獲得充足滲

透到內部的同時，藉陽光的傳訊，透過葉綠素

的取納，轉換為養分，而在貯存的過程中創造

出氧氣。設計概念轉換如圖3所示，各車站設計

矗立於陽光中，旅客在捷運沿線各車站進出，

與各地域互換、交流，如同行「光合作用」的

分子，都市便成為有機體植物，不斷地成長茁

壯，如圖2所示。

圖1 設計概念說明

渾天之氣，天地相承。

天周地外，陰陽五行，回轉其中也。

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五代南唐

光合方程式(作用進行式) Photosynthesis equation (Progressive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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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植物光合作用的「七個自然反應過程」隱

喻環狀線與各地域的交流，再轉換為各車站的

設計主題與造形發想，如圖3所示。

肆、車站建築設計

車站建築設計是以下面四個原則作為主要

發展方向，整體部分即是以綠建築概念為出發，

發展車站主體的設計對策，依基地環境限制發

展車站型式，並以同中求異、異中求同作為不同

車站間的設計原則，內裝部分則是以介面設計

的整合及友善空間的融入，貫穿車站的設計。

一、綠建築設計

(一) 最綠的能源，是節省下的能源

 「型隨機能」－將車站量體作最合理

設計：依空間實際功能需求，形塑車站外

圖2 設計概念說明

圖3 光合方程式-設計概念與主題之轉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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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車站依站體型式分為側式車站及疊

式車站，車站結構亦採2種模矩化設計，車

站的高度與寬度均相同，結構採立體桁架

式鋼結構，可縮小結構尺寸，減少鋼材使

用量，降低造價，並達到CO
2
減量目的，如

圖5所示。

觀量體，讓外觀造型、結構量體與工程造

價獲得最佳平衡，如圖4所示。

(二)  CO
2
減量設計－站體結構模矩化、輕 

量化

圖4 外觀量體需求概念說明

圖5 CO
2
減量設計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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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車站日常節能－月台局部空調、節能

燈具與分區照明

 高架車站屬開放式車站，月台採局部

空調方式以達節約能源，同時也能照顧到

旅客舒適性。車站照明燈具儘量採T5型日

光燈為原則，並配合燈具作內外周區開關

配置，並引入自然光以達節約能源之效，

如圖6所示。

圖5 CO
2
減量設計說明(2)

圖6 日常節能設計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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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分道路寬度過於狹窄，設置捷運車站

將影響鄰房救災與民眾開發權益。

 側式月台寬度約20米，中山路、板南

路寬度均不足25米，設置捷運高架車站對

都市救災、都市景觀及民眾權益等，都會

造成嚴重影響。為將「車站瘦身」，故改

側式車站為疊式車站，車站寬度可縮減為

9米，可大大降低上述問題的影響，如圖8

所示。

三、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設計原則

(一)  依車站區位不同分為側式、疊式車

站，將站體尺寸、結構模矩化，可達

成車站造型統一、自明性高、方便施

工、方便維修等優點。但為使車站有

較佳的辨識性，便仿效自然界植物，

僅在外表上做些許差異，以達同中求

異、異中求同，如圖9所示。

(四) 廢棄物減量－車站管線採明管設計

 考量建築物生命週期為建築設備週期

的4倍，為減少管線更換造成結構體損傷，

設備管線均採明管設計。

 利用帷幕牆與結構柱之間的空隙設

置屋頂雨水排水管，除美觀外亦對車站寬

度縮減有助益；月台上的空調管、電線纜

架、系統機電纜架等整合為設備帶，方便

維修且利於美觀，如圖7所示。

二、基地環境限制與設計對策

(一)  部分車站位於八里新店快速道路上

方，車站柱距受限於原有快速道路35

米跨距。

 側式車站(Y9、Y10)建位於八里新店

快速道路上方，考量日後車站裝修維修不

便，儘量避免過度設計；車站柱距則以

35/4＝8.75米為模矩，採17.5米柱距設計。

圖6 日常節能設計說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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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廢棄物減量設計概念說明

圖8 基地限制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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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車站外觀採低明度、低彩度顏色，減

少視覺壓迫。以三角形單元組成，增

加活潑性，如圖11所示。

(二)  側式、疊式車站車站主要結構不變，

僅在外表上做些許差異，如顏色方塊

配置方向、配置比例等，以達同中求

異、異中求同，如圖10所示。

圖9 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設計說明

圖10 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設計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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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設計說明(2)

圖11 車站外觀色彩設計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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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驗票口處之天花板展現，如圖12、13

所示。

(四)  車站內裝色彩計畫

 由各車站環境特色與設計概念結合之

主題，轉換為具像圖形並配合色彩，於車

圖12 車站內裝色彩計畫說明

圖13 車站內裝色彩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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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車站內裝創意設計

 在主要動線的電扶梯牆板上，利用平

行或垂直等牆板色塊疏密排列，呈現人群

的流動感，如圖14、15所示。

圖14 車站內裝創意說明

圖15 車站內裝創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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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停靠位置設立，月台門分割則配合結

構柱調整，設計介面緊密結合。牆板上之

營運設施及設備高低不同，視覺上較為零

亂，故整體牆面分割在一定高度以格柵式

材質統一，使立面更加美觀，如圖16、17

所示。

四、設計介面整合及友善空間

(一)  月台設備帶、月台門、牆板高度整合

 整合月台上的空調管、電線纜架、

系統機電纜架等合而為一連續設備帶，方

便維修且利於美觀。月台門支撐結構配合

圖16 設計界面整合說明

圖17 設計界面整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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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通用設計說明

 在通用設計上，配合之標導引系統及

牆面圖案設計，方便旅客辨識及導引，如

圖18所示。

各車站之設計成果茲分述如下：

1. Y8秀朗橋站

(1) 基地環境分析

 Y8車站位於中和區景平路、成功南

路交叉口西北側，目前為國軍雙和福利

站，尖山及板橋憲兵隊中和分隊對面，

鄰近秀朗橋。現況為國軍雙和福利站、

軍用房舍及軍用油庫，周邊則為住商混

合使用之集合式建築為主。與規劃中的

捷運南北線Y44地下車站採站內轉乘方

式交會，景平路南側並設置一座高架人行

天橋供對側旅客跨越道路。本站東臨新店

溪、東側為秀朗橋中和端，南面96公尺

高之尖山及後備司令部，往西為新店八

里快速道路，地處寬闊之區，接收日照

量充足，基地位置及現況如圖19所示。

(2) 設計主題與概念：吸收-綠呼吸

 Y8站鄰近新店溪畔，山水綠意，開

闊幽靜，提供民眾視覺上的閒雅情趣；

車站造型及外牆顏色象徵葉子表面氣孔

開口，讓車站內部可以充份吸收了寬廣

的綠意視野。

(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8車站型式為高架側式月台車站，

共有出入口二處，地面層為捷運主要出

入口、土開大樓出入口及地下停車場車

道；二層為備勤室、現金室與自動收費

設備室緊急發電機室、牽引動力變電站

及電池室；三層為站務室與捷運員工空

間，四層為月台、通風機房、電池室、

不斷電系統室、設備變電站、通訊號誌

設備室、公共廁所及哺乳室。車站月台

層主體結構長92.6公尺，寬21.3公尺，

月台長80公尺，如圖20、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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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Y8車站基地位置及現況圖

圖20 Y8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3
專
題
報
導

160 │No.114│April, 2017

2. Y9景平站

(1) 基地環境分析

 Y9車站位於中和區景平路保二總隊

123號內之空地 ，車站對側為摩天東帝

市大樓及天空之城與大潤發流通事業中

和景平店(景平路182號B1)，本區域仍以

住宅使用居多。車站位於八里新店快速

道路上方，如圖22所示。

(2) 設計主題與概念：滲透-生命光流

 此站被三所學校包圍，並鄰近興南夜

市，大量的行人與車輛在此處交會。車站

造型及開口變化，呈現出擁擠的城市意

象，而陽光藉由天窗及開口滲入，宛若

生命的光流滲透於狹窄城市中。車站造

型同時展現此起彼落之人車喧囂作為滲

透環境主題，創造出動感之設計語彙。

(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9車站型式為高架側式月台車站，

僅有出入口一處，地面層為捷運主要出

圖21 Y8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圖22 Y9車站基地位置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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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10景安站設計構想

(1) 基地環境分析

 本站貫穿商業複合式住宅區，位於景

平路、中正路、景安路交接快速道路之

上，並與捷運中和線景安站相交，並共

用橘線景安站原有出入口，為捷運高架

與地下交會轉運站，如圖25所示。

入口、土開大樓出入口及地下停車場車

道；二層為緊急發電機室、牽引動力變

電站；三層為環控控制室、通風機房、

電池室及不斷電系統室，四層為捷運辦

公室與現金室、自動收費設備室、公

共廁所及月台。車站月台層主體結構

長92.6公尺，寬21.3公尺，月台長80公

尺，月台高度距離地面約14公尺，利用

通廊與出入口銜接，如圖23、24所示。

圖23、24 Y9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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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主題與概念：傳訊-節點之光

 環狀線在此站與南勢角線交會，作為

此地區重要的交通轉換節點。以傳訊為

題，創造出交會站車站造型及室內設計

主題。車站造型及外牆以連續性線形開

口，傳送都市的繁忙動線信息。

(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10車站位於臺北縣中和市景平路、

景安路路口東側，為環狀線與臺北捷運

中和線景安站交會站，車站型式為高架

側式月台車站，共有出入口一處，地面

層為主要出入口層，二、三層為主要機

房層，五層以空橋通往月台區。車站

月台層主體結構長94.9公尺，寬21.3公

尺，月台長80公尺，月台層距離地面約

20公尺。景安路地下因有捷運橘線隧

道，車站結構除須避開隧道外，尚須避

開八里-新店快速道路橋墩，及複雜的地

下既有雨水、汙水、電力管線，經評估

車站如跨越景安路，車站結構將影響快

速道路行車淨空，故將車站東移至景安

路口東側，另以通廊銜接聯開大樓預留

之出入口。如圖26、27所示。

4. Y11華中橋站

(1) 基地環境分析

 Y11車站位於中和區景平路與中山路

二段之交叉口，現況原為一棟4樓冷凍

廠。基地東側以住宅及住商混合使用為

主，西側至中正路則多為工業及工商購

物中心使用(威力廣場大樓：家樂福量販

店、HOLA家飾、特力屋及燦坤等)，其

周邊多為3-5層RC建物，近年來，基地

周邊亦有許多15層以上的高樓層建築相

繼完工。現況為一繁榮的住商混合區。

因中山路過於狹窄，車站改為9M寬疊式

車站，以縮小車站寬度降低都市景觀衝

擊。車站座落於中山路二段上之中央綠

帶，融入熱鬧的商業區，西臨中和橋通

往工業區，站體將貫穿狹長的街道，並

與都市步調融為一體，如圖28所示。

(2) 設計主題與概念：取納-聲光集結

 此站鄰近中和廟口，地方小吃攤販集

圖25 值Y10車站基地位置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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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11車站位於臺北縣中和市景平路、

中山路二段路口，為環狀線與萬大中和

樹林線LG06車站交會站，車站為高架疊

式月台車站，共有出入口一處，地面層

結，人聲鼎沸，十分熱鬧。將當地市區

十足的活力與活潑氛圍引入。車站外牆

造型設計擬捕捉活潑都市景象，同葉子

葉綠素於外牆六角分割及開口中，傳達

出取納集結週遭聲光能量的意圖。

圖26、27 Y10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圖28 值Y11車站基地位置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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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出入口層，二、四層為機房層，

三層為穿堂層及月台區。車站月台層主

體結構長106.8公尺，寬9.06公尺，月台

長80公尺，如圖29、30所示。

5. Y12橋和站

(1) 基地環境分析

 Y12位於中和區板南路東側、中山路

二段、橋和路間。鄰近多為工廠及廠辦

大樓，並有一些一般服務業，如便利商

店、小吃餐飲、汽車買賣等，分佈於道

路兩側。車站位於板南路道路上方，板

南路原為10M寬，現已拓寬為20M但道

圖29、30 Y11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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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長121.8公尺，寬9.06公尺，月台長80

公尺，如圖32、33所示。

6. Y13中原站設計構想

(1) 基地環境分析

 Y13車站位於中和區板南路東側、

立言街及中正路間。鄰近多為工廠及廠

辦大樓，並有一些一般服務業，如便利

商店、小吃餐飲、汽車買賣等，分佈於

道路兩側，部分工廠已進行都市更新開

發為辦公大樓。車站位於板南路到路上

方，板南路原為10M寬，現已拓寬為20M

但道路仍過於狹小，故將此站修正為9M

寬疊式車站，以縮小車站寬度降低都市

景觀衝擊。本站座落於板南路上，遺棄

的工業區及新開發的住宅中，東臨新店

溪渠道，西接中正路，如圖34所示。

(2) 設計主題與概念：貯存-水文能量

 渠道歷經整治，近年來大大改善地區

颱風水災的問題。車站外牆以帶狀橫向

菱形開口，渠道儲存水的能量，傾聽著

路仍過於狹小，故將此站改為9M寬疊式

車站，以縮小車站寬度降低都市景觀衝

擊。本站位於街廓狹窄板南路上的工業

區中，大部分鄰房皆是4-5層樓高住宅，

車站北接橋和路，南接中山路二段，站

體將向東連接新建土開大樓，如圖31

所示。

(2) 設計主題與概念：轉換-科技之光

 此站以東多為住宅區，以商業、服

務業為主要產業，向西則在近年來逐

漸轉換為高科技產業。車站如同都市催

化劑，帶動都市發展，轉換為人潮聚集

地。車站外牆菱形斜向帶狀錯位開口，

表達出工業區緩慢轉換至多樣開發與科

技產業區域的景象。

(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12車站位於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

橋和路間之板南路上，車站為高架側疊

式月臺，共有出入口一處，地面層為主

要出入口層，二、四層為機房層，三層

為穿堂層及月台區。車站月台層主體結

圖31 值Y12車站基地位置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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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33 Y12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圖34 值Y13車站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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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36 Y13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鄰近河流生命之歌，象徵貯存未來發展

之能量。

(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13車站位於臺北縣中和市板南路、

中正路路口附近，近板南2號橋，車站為

高架疊式月台，共有出入口一處，地面

層為主要出入口層，三層為穿堂層及月

台區，四層為機房層。車站月台層主體

結構長121.8公尺，寬9.06公尺，月台長

80公尺，如圖35、36所示。

7. Y14板新站設計構想

(1) 基地環境分析

 Y14車站位於板橋區板新路、中山路

一段交叉口西南側。鄰近多為一般住家

居多，並有一些服務業，如診所、汽修

業、飲料店，多分佈於一樓店面。車站

位於25M板新路上方，為21M寬之側式

月台。車站北側跨越中山路屬DF113標

工程範圍。本站座落於板新路及中山路

一段交接處的複合式住宅區中，鄰近有

文教及商業區，如圖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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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主題與概念：創造-新城光華

 新市區的建設開發與縣政府的建設，

此區成為台北縣新都會區域。從擁擠之

都市，創造出具有寬闊新格局的板橋新

都心。以車站前後開口，向板橋延伸引

進開闊街道及鄰近綠帶，創造出一連串

承先啟後的景色作為表現想法。

(3) 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Y14車站位於臺北縣板橋市板新路、

中山路路口西南側，車站為高架側式月

臺，共有出入口一處，地面層為主要出

入口層，二層為樓、電扶梯轉折層，三

層為穿堂層及月台區，四層為機房層，

地下一至四層為主變電站及相關設施。

車站月台層主體結構長92.6公尺，寬

21.3公尺，月台長80公尺，如圖38、39

所示。

伍、結語

本計劃車站的設計由隱喻環狀線路線如

同「回」字，進而發想捷運在都市中「循環交

流」不息，旅客利用各地區的車站進出，如同

都市與地區間行「光合作用」，旅客是介質也

是養份，讓都市成長為都市綠洲。經由此概

念，再引出光合作用的七個主要過程吸收、滲

透、傳訊、取納、轉換、儲存、創造，將這些

步驟轉化為具像圖樣，並再予以轉化為幾何圖

案以應用於車站外觀與室內裝修主題。在設計

車站的同時，也將綠建築、節能減碳等概念引

入，以符合主流價值，並在狹窄路段設計高架

疊式車站，以滿足都市救災需求並避免影響民

眾開發權益。

本文為介紹臺北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

DF112標的車站設計理念，在複雜而侷促的都市

環境中，經由基地環境的了解、工程現況的條

件限制，除解決工程技術、都市景觀與都市防

災等課題，更揉合建築的思考創意，逐步發展

而成設計雛形，最後而臻純熟，期望在捷運工

程設計與技術上能再更上一層樓，成為未來捷

運工程更完善的基石。

圖37 值Y14車站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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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39 Y14車站透視及模擬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