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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得天獨厚，立足於兩岸及北美航線之關鍵區位，憑藉著先天條件與後天努力，

桃園國際機場正朝向東北亞樞紐機場邁進。機場所在之桃園市係為全臺第一大工業科技

城市，其所蘊含的產業能量更是機場發展的堅強後盾。臺北港於2009年開港後，承接了

臺灣北部地區之貨源就近運送，除大幅節省島內陸運成本外，因其港區離桃園國際機場

僅約18公里，在進行基礎規劃時已考量與桃園國際機場之串接，希望整合既有海空優勢

資源，創造聯運環境，期在鄰近海空口岸強敵環伺的激烈競爭中，開創一片新天地。

台灣世曦長期參與臺灣地區主要港埠與機場整體規劃，關注海空運發展議題，本

文即彙整本公司參與之相關建設計畫最新資訊，剖析臺北桃園海空港及其骨幹道路所面

臨問題與改善對策，俾利大眾瞭解相關單位在交通骨幹建設上的努力，最後在既有基礎

上，提出未來聯運模式的推展方向與構想。

1 2 3 4

壹、前言

臺灣早在1984年開啟海空聯運模式，直至

2000年，隨著大陸市場急速成長、華東沿海機

場運能不足等因素，造就一波密集的境外航運

中心之海空聯運活動，即運用臺灣與廈門、福

州兩口岸間之密集船班，銜接桃園國際機場航

班續運往歐美國家，皆是以航空貨為主導。上

述前段海運、後段空運的海空聯運恰可利用空

運時間以及海運成本上的優勢，適時紓解了當

時大陸地區貨物出口的困境，搶得商機，雖然

經由此種海空聯運之貨量占比並不高，卻展現

了在傳統海空運市場以外的另一種營運型態的

可能性。長期而言，在既有的海空港發展下，

如能啟動整合機制，提供多元便利的海空聯運

模式，讓貨主多一種選擇與調配，將有助於提

升樞紐口岸的競爭力。

桃園國際機場正朝向東北亞樞紐機場邁

進，臺北港2009年開港後，因其港區離桃園國

際機場僅約20分鐘車程，在進行基礎規劃時已

考量與桃園國際機場之串接，希望整合既有海

空優勢資源，創造聯運環境，期在鄰近海空口

岸強敵環伺的激烈競爭中，開創一片新天地。

為使臺北港與桃園國際機場(以下簡稱臺北

桃園海空港)無縫串聯，實需仰賴良好的運輸、

管理及資訊等基礎建設，其中骨幹路網的落實

更是整合海空港建設的重要項目。為了讓臺北

桃園海空港之間人、車、貨暢其流，相關單位

近年來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在海空港間規劃充

足的聯絡孔道，並進一步提出細緻的瓶頸消弭

與客貨分離等改善計畫，希望在能量與品質效

率上一步到位，協助臺北桃園海空港奠定發展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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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長期參與臺灣地區主要港埠與機

場整體規劃，關注海空運發展議題，由臺北港

至桃園國際機場，乃至於航空城，以及相關聯

外道路計畫，分別配合臺灣港務公司、桃園機

場公司、桃園市政府、國工局、高公局與公路

總局等單位，進行相關規劃或是工程設計監造

工作。本文即彙整本公司參與之相關建設計畫

最新資訊，剖析臺北桃園海空港及其骨幹路網

所面臨問題與改善對策，俾利大眾瞭解相關單

位在交通骨幹建設上的努力與貢獻，最後則在

既有基礎上，提出未來聯運模式的推展方向與

構想。

貳、世界級的海空港計畫

一、臺北港整體規劃

臺北港位於淡水河出海口南岸新北市八里

區至林口區瑞樹坑溪口近岸海域，為一新興商

港，水域遼闊，未來可供開發空間相當充裕，

遠期規劃持續進行，期望發展成為臺灣北部地

區第一大港，與高雄港並列為我國南北兩大海

運轉運中心。臺灣港務公司辦理之「臺灣國際

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針對臺北港綜合

檢討港區範圍、水域設施、碼頭數量、倉儲設

施…等項目，據以提出臺北港整體規劃，彙整

如下。

(一) 近程投入與遠期藍圖

 臺北港近程發展計畫如表1所示，短期

內政府與公民營企業將持續投入162億元，

長期而言，將依據臺北港遠期發展藍圖

(如圖1所示)，以民國125年達散雜貨1,850

萬公噸、貨櫃238～270萬TEU為目標逐步

擴增。

(二) 臺北港自貿區設置概況

 臺北港自由貿易港區目前主要以東碼

頭區及北碼頭區陸域為主要營運範圍，未

圖1 臺北港遠期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民國105年，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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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北港近程發展計畫(～民國110年)

分類 項　　目 說　　明

政
府
投
資
項
目

新
興
計
畫

前
置
作
業

1.  臺北港海岸漂砂調查及海氣象與
地形變遷監測作業

定期編列計畫辦理

2.  臺北港施工及營運期間環境品質
監測作業

定期編列計畫辦理

3.  臺北港定期實施碼頭結構安全檢
測評估工作

定期編列計畫辦理

4.  臺北港港區範圍暨錨泊區檢討規
劃

原公告之錨泊區範圍將會與堤線衝突，為避免錨泊區船隻發生碰
撞危險，爰擬先就錨泊區之範圍進行調整。

5.  臺北港親水遊憩區土地使用整體 
規劃

為避免與未來市府整體開發之內容發生無法競合問題，爰建議合
併辦理土地使用整體規劃。

6.  臺北港臨時油品儲運中心遷移計
畫

在外港油品儲運中心尚未成立之前，先行研擬遷移計畫，以滿足
業者之使用需求。

7.  臺北港聯外交通整合規劃
因應物流倉儲區及南碼頭區之發展，爰有辦理交通整合規劃之必
要，以因應未來交通流量之成長。

8.  臺北港南碼頭區S09碼頭操船模
擬試驗

由於預定興建之S09碼頭係位於二期南外堤與南碼頭區之轉角，
考量目前北碼頭區物流倉儲第三、第四期及北外堤均尚未興建，
南碼頭區新填區目前並無足夠遮蔽，為提昇船舶靠泊安全，爰有
需要先行辦理操船模擬試驗。

9.  臺北港港區細部規劃
辦理既有港區細部規劃，以供港區土地及碼頭使用調整、道路、
水、電等公共設施設置之參考。

實
質
建
設
計
畫

10.  臺北港公共設施工程計畫
為吸引民間企業進駐及提供建廠用地需求，爰擬投資興建必要之
公共設施。

11.  臺北港淡水河口清淤及排填工
程

珍惜國土資源，及符合環評等規定，定期檢視淡水河口清淤之必
要，並將疏浚淤泥排填至物流倉儲區封閉水域，供填築新生地 
之用。

12.  臺北港南碼頭區B填區圍堤造地
工程計畫

興建東側臨時圍堤約360m，做為圍堵填地砂料之用；填築S09碼
頭後線土地面積約13公頃，提供興建倉儲設施使用。

13.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二期造地
工程計畫

期能儘速完成造地，以提供做為物流倉儲區使用。

14.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三、四期
圍堤工程計畫

配合臨時油品儲運中心遷移計畫之推動，本計畫爰有配合啟動 
必要。

15.  臺北港南碼頭區碼頭興建工程 配合南碼頭區進駐廠商裝卸原料及成品使用需求。

一
般
建
築
與
設
備

16.  臺北港親水遊憩區廢棄物清除
工程(一期後續及二期工程)

臺北港親水遊憩區於99年辦理護岸工程時發現早期之廢棄物，已
於101-105年辦理一期清運，惟清運數量較預估為多，故將賡續
辦理第一期工程尚未完成之清運量，及一併辦理二期清運工程。

17.  臺北港後線倉庫興建工程 建置自有倉庫，提高貨物收納容量。

公民營企
業

投資項目

1.  臺北港南碼頭區第一期用地租賃
及建廠計畫

為吸引民間企業進駐及提供建廠用地需求，爰將配合辦理招商及
用地租賃作業。

2.  臺北港南碼頭區第二期用地(S09
後線)租賃及建廠計畫

為吸引民間企業進駐及提供建廠用地需求，爰將配合辦理招商及
用地租賃作業。

3.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一期用地租
賃及建廠計畫

為吸引民間企業進駐及提供建廠用地需求，爰將配合辦理招商及
用地租賃作業。

4.  臺北港A2-1區西濱特高壓變電站
興建工程(續)

本工程刻正由臺電公司執行中。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民國105年，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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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隨港區腹地之持續擴張，分期納入自由

貿易港區，營運面積合計93.7公頃。

1. 第一期

 營運範圍約79公頃，包括東碼頭區之

第一散雜貨中心、第二散雜貨中心、第三

散雜貨中心、臨時油品儲運中心及車輛物

流中心，已於民國94年9月20日取得營運

許可。

2. 第二期

 營運範圍為北碼頭區貨櫃儲運場北3至北

6碼頭後線約14.7公頃，已於民國101年12

月13日獲交通部核准納入自由貿易港區。

3. 遠期

 配合臺北港港埠建設之時程，逐一將物

流倉儲區、南碼頭區等新增腹地納入自由

貿易港區之營運範圍。

(三) 聯外交通規劃

 目前臺北港已有省道台61線、省道台

64線兩條快速道路提供往南及往東之聯外

交通服務，公路系統尚稱便捷。省道台61

線臺北端A11道路離港匝道工程已於100年

3月完工，一、二散雜貨中心車輛迅速由二

期聯外道路(台61甲線)銜接省道台61線。

 現階段規劃與進行之各項工程包括淡

江大橋與臨港大道/商港路路口改善工程，

透過高架之方式串接台64線、台61甲線與

淡江大橋，讓非港區車輛之穿越性車流利

用高架匝道彼此聯接，降低與港區車輛於

臨港大道或商港路爭道情況，將更健全北

碼頭、南碼頭聯外交通系統。另外，港區

往淡水金山方向車輛，未來可利用臨港大

道北堤匝道銜接淡江大橋，不需繞行關渡

大橋。南碼頭區可利用聯外道路連接台15

線後接入台61線，往西濱沿海地區。未來

港區聯外交通系統如圖2所示。

二、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

桃園國際機場位於亞太主要都市的中心，

近年來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成為世

界經濟成長之推動器。航空需求成長速度超越

世界平均值，加上兩家國籍航空公司分別加入

國際航空聯盟，以及桃園機場於公司化後，靈

活彈性的機場發展策略，近年的旅客量以每年

近10%成長率快速成長。

圖2 臺北港未來聯外交通系統圖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民國105年，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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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要延續綱要計畫「西客東貨」主

軸，西側以客運航廈及衛星廊廳為主，東

側則發展貨運區及自由港區(FTZ)。土地使

用及配置策略包括：

1.  依據園區綱要計畫及第三跑道先期規劃

成果建設第三跑道

2.  檢討現有空側及陸側運作瓶頸，提升營

運安全與效率

3.  妥善利用土地資源，保留未來發展彈性

4.  發展目標：2042年服務8,600萬人次，

500萬噸貨運量

 未來機場設施規劃配置如圖3，除了

目前進行中之第二航廈擴建、第三航廈新

建與WC滑行道西移與雙向化外，未來分為

短期1～5年(2016-2020年)、中期5年以上

(2021-2030年)、遠期(2031-2042年)之分

期計畫。重要規劃項目內容整理如表2。

 實施計畫第二版之整體建設期程建議

係考量用地取得時程、運量成長及設施需

求、空陸側運作效率、營運需求、既有土

地使用狀況、建設及行政流程、相關配套

設施建設期程、規劃作業與環評等因素，

以期確保時程安排能滿足機場成長需求，

並提供最佳之整體營運環境，並以未來五

年(2016～2020年)機場發展建設為主要探

討目標，各項建設計畫包括既有航廈區、

北跑道以北新增用地、WC滑行道以西用

地、EC滑行道以東用地、自由貿易港區及

A3新增用地等各區重要建設項目與預計期

程，如表3。

(三)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規劃

 臺灣處於東亞經濟板塊中的絕佳位

置，易於連接亞太區的發展成熟市場(美

國、日本與韓國)以及崛起的新興市場(如

因應航空運量持續成長，航空科技日新月

異，為提供國民與國際旅客的最佳服務，桃園

國際機場依照國際機場發展條例規定，每五年

制定桃園機場發展綱要計畫，並依據綱要計畫

與特定區計畫制定桃園機場實施計畫，於民國

101年6月交通部核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以下簡稱園區特定區計

畫)則於民國103年7月29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832次會議審議通過。

桃園機場公司有鑑於桃園航空城新增用地

徵收作業已逐步展開，未來機場北側新增擴建

用地須及早規劃，並檢討設施規劃與配置，故

以園區綱要計畫、園區實施計畫第一版為基礎

及各重大建設計畫之規劃成果，同時納入「園

區特定區計畫」，檢討機場園區既有用地之開

發規劃，並擘劃未來新增機場園區用地之發展

策略及藍圖，提出具體之規劃配置，進一步打

造桃園國際機場成為東亞航空客、貨運之樞紐

地位，於民國103年進行擬定實施計畫第二版

工作。

(一) 航空運量成長潛力

 桃園國際機場位於亞洲機場樞紐位置，

由於亞太地區經濟蓬勃發展，新型態低成本

航空投入市場，並在我國兩大航空公司積極

拓展航空市場之帶動下，桃園國際機場旅

運量之成長快速。由於預期亞太地區經濟

仍有成長空間與潛力，預測至目標年(2042

年)，在發展桃園國際機場成為東亞樞紐機

場之目標與樂觀發展情境下，桃園國際機

場每年之總客運量達8,660萬人次，貨運量

500萬噸，年起降架次為49.1萬架次，相當

於2016年全球機場運量排名第三名機場。

(二) 機場設施規劃與土地使用計畫

 實施計畫之機場設施規劃與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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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配置圖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民國106年1月版，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表2 桃園國際機場重要規劃項目

分類 項目 年期 說明

空側
主要
建設
項目

第三跑道與
相關滑行道

2018-2026 以與北跑道間距不小於1,295公尺作為第三跑道配置基準。

EC滑行道
雙線化

南段2019-2022
北段2025-2028

南北場面航機運作更為順暢並減少延滯，建議分段進行EC滑行道
雙線化。

客運區
主要
建設
項目

衛星廊廳
與客機坪

2018-2029
考量旅客動線、營運效益、及商業活動機會，建議衛星廊廳採用H
型配置。
靠站客運停機位38席；遠端客運停機位34席

旅客運輸
系統(APM)

2022-2026
初步考量各航廈與衛星廊廳設計容量、旅客尋路、車隊規模、旅
行時間及行李輸送等層面，建議衛星廊廳應採與第三航廈連接為
優先考慮方案。

貨運區
主要
建設
項目

新貨運站
機坪工程

2022-2031
規劃將既有貨運站區遷移至東北角集中設置
橫向布設貨運站，縱深達到220公尺以上

新貨運站區
工程

2022-2034
於新貨運站區配置航郵中心、貨運站、APM機廠、行政辦公以及
支援輔助等設施，並研提分期發展計畫與門哨位置。

自由貿易
港區

2021-2032

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範圍，面積104.20公頃。
引進： 精緻農業、生物科技、國際物流、文化創意、半導體及電

子產業、航空產業六大產業。
發展為亞太區「高科技產品與設備維修中心」以及「區域低溫物
品的供應鏈管理與分撥中心」。

地面
運輸
整合
規劃
主要
建設
項目

新增客貨運站區
聯絡道路

2019-2022
建議增設航勤南路穿越EC滑行道地下道，可使航勤北路與航勤南
路改為逆時針單循環系統。

增設貨運站區停
車設施

2018-2020
建議新建貨4+貨5及擴建貨2平面停車場，並改建貨1+貨3為簡易
立體停車場等工程。

聯外道路
(如圖4)

2017-2027

短期：國2(機場端至大園)主線單向拓寬為3車道。
中長期：配合國1甲興建連接機場連絡道。
　　　　配合國1甲機場聯絡道，改善航勤北路及航勤南路。
　　　　增設新維修區銜接台15線道路。
　　　　增設新貨運站區空側聯絡道與聯外道路。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民國106年1月版，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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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高快速道路系統改善策略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民國106年1月版，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表3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2016～2020年)建設項目與期程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民國106年1月版，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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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南亞與印度)。自由貿易港區的設

立，將會有利於我國推動服務貿易的政策目

標，同時透過串聯同屬自由經濟區之其他

自由貿易港區與加工出口區的產業活動，

有利於多元運籌模式與服務事業的發展。

 桃園國際機場於2002年設立臺灣首座

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占地45公頃，由遠雄集

團取得50年開發營運權，於2006年正式營

運。2011年行政院通過「桃園國際機場綱要

計畫」，基於市場全球化競爭態勢，與各國

紛紛簽屬國際貿易協定，降低貿易壁壘，

認為有必要擴大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於桃園國際機場實施計畫第二版中，

除檢視既有自由貿易港區發展情形，並結

合臺灣總體對外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應

充分掌握其區域區位優勢、強化與其他自

由經濟區的連結，完善國際物流運籌的功

能，積極服務產業的運籌管理需求，認為

整體發展應朝向於落實「以物流業主導發

展」、「以簡易加工加值」與「帶動衍生

服務功能發展」三大策略方向。

 提出「亞太創值樞紐–臺灣自由經濟

引領」為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的總體發

展定位，並提出以下三個主軸：「輸出臺灣

先進技術服務」、「促進產業發展模式創

新」、「串聯新興產業供應鏈」。並以「進

出口導向與潛力」、「空港導向」、「周

邊是否有產業聚落」及「環境友好性」等

4個評估條件，遴選「資訊電子」、「精緻

農業」、「生物科技」、「國際物流」、

「文化創意」及「航空產業」等6類產業為

高度優先引進自由貿易港區的產業。

 考量航空作業之緊密性與產業發展特

性，進行自貿港區產業發展配置如圖5所

示，圖6則為自貿港區車流動線，分為專屬

道路(有管制與空側機坪連接)，以及管制區

域外道路供一般車輛通行。

參、打通海空聯運任督二脈

一、桃園機場與臺北港聯運路網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位處臺灣最重要的

高科技產業聚落，即北起汐止南迄新竹的北臺科

技軸帶。高科技產業既是高度依賴航空運輸的產

業族群，也是臺灣重要的外貿貢獻者，凸顯桃園

航空自由貿易港在發展上的戰略性與獨特性。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民國106年1月版，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圖5 桃園航空自貿港產業分區發展構想 圖6 桃園航空自貿港全區車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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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將成為港區道路另一處瓶頸，亦應即早研擬

改善對策。

二、臺北港端銜接改善計畫

臺北港客貨運進出動線主要道路為台64、

台61甲、臨港大道等，未來臺北港區動線瓶頸

路段為A1道路與臨港大道路口、商港路與臨港

大道路口等。

(一)  台64線及台61甲線交會口交通系統 

改善

1. 計畫緣起

 台64線與台61甲線交會路口位於新北市

八里區商港路及臨港大道路口，路口西側

為臺北港港區、北側為台61甲主線下匝道

桃園國際機場與臺北港相距僅18公里，

目前兩港自由貿易港區，皆有初步發展成果，

串聯海港與空港發展，整合海、空港特色與效

益，創造優質產業供銷環境，發揮地理環境優

勢，在競爭激烈國際經貿環境中，不僅可以加

強臺灣產業競爭力，也能優化招商環境與立地

條件，藉以吸引國際創新產業，提升國家整體

競爭力。

桃園國際機場與臺北港目前以台61線快速

道路構成串聯主軸(如圖7)，惟在兩端聯絡道

路上，目前都缺乏直接之銜接動線。桃園國際

機場須經由地面道路銜接，尖峰時段受地區通

勤通學交通影響，無法快速與機場或貨運站銜

接。臺北港之商港路與臨港大道路口尖峰時段

也因車流過多，影響臺北港聯外交通順暢性。

北碼頭區為主要貨櫃碼頭，預期未來貨運量成

長及港區旅客人數增加，A1道路與臨港大道路

圖7 桃園國際機場與臺北港現況聯絡道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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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臨港大道，往東於商港路可銜接省道台

64線，或往南沿省道台61甲可連接省道台

61線西濱快速公路高架橋，如圖8。

 由於多條重要道路交會於此，現況以號誌

管制各向車流，時制多達5時相，增加車輛

停等時間，服務水準不佳。考量未來臺北港

及特定區之開發，本路口交通量將比現況更

為增加，轉向複雜且高轉向比，服務水準勢

必更為惡化，並連帶影響上下游道路，因此

需就該路口提出具體可行之改善方案，以

減輕路口延滯，提升路段行駛速率與提供

快速公路路網之銜接動線(或匝道)，以有效

提升地區交通運轉績效與公路服務品質。

2. 改善方案

 為改善路口交通效率，研擬系統交流道

方案，提升台61甲線與台64線兩快速公路

之聯繫效率，未來並可與淡江大橋所增設

之2匝道形塑一完整系統交流道，提供台61

甲線及台64線完整交通服務功能。

 在考量不增加用地的原則下，研議之系

統交流道方案如圖9，匝道1、3為淡江大橋

聯絡道工程範圍；匝道2、4則屬本計畫範

圍內之工程內容，其中匝道1、2為台64線

出口匝道，匝道3、4為台64線入口匝道。

(二) A1道路改善計畫

 臺北港整體規劃分為東碼頭、北碼

頭、南碼頭，其中東碼頭主要為散雜貨中

心、汽車物流、港埠行政大樓、客運大樓

等，南碼頭主要為散雜貨使用，北碼頭則

為貨櫃中心、物流倉儲中心，如圖10。

 臺北港A1道路目前可經由臨港大道銜

接台61甲線及台64線，係為臺北港聯外主

要交通幹道之一，考量北碼頭區未來貨運

圖8 台64線及台61甲線交會口周邊區域現況

資料來源：「台64線及台61甲線交會口交通系統改善可行性評估工作」，民國105年9月版，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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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長期改善方案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64線及台61甲線交會口交通系統改善可行性評估工作」，民國105年9月版，交通部公路總局。

圖10 臺北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圖

資料來源：「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交通整合規劃案」，民國106年2月，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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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長及港區旅客人數增加，為提升交通

服務水準及增加交通便捷性，研擬增設匝

道方式直接由A1道路銜接台61甲線高架

橋，詳圖11。

 A1匝道(入港)全長約660m，可直接服

務臺北港區，有效提升交通服務水準。然

現況台61甲線臨港大道段已設有兩組進出

匝道，如再增設A1匝道，其匝道鼻端間距

離僅符合容許最小值，如考慮淡江大橋通

車後車流量之成長，其車流交織長度恐有

不足，需輔以交通設施提醒用路人，以維

行車安全。

三、桃園國際機場暨航空城端銜接改善計畫

桃園國際機場發展目標為每年服務8,600萬

旅客、500萬公噸貨物。周邊航空城開發計畫預

計引進20萬居住人口，吸引30萬人就業，預期

開發後，將與桃園區、中壢區形成桃園都會區三

大發展核心，匯集龐大人流、物流與資訊流。

桃園國際機場目前主要聯外高快速路網南

側以國2銜接國1，北側則以省道台4線銜接國

1。預期目標年交通量將較目前成長約2～3倍，

雖然於機場捷運通車後，可轉移部分道路交通

量，但是長期若僅仰賴國2，仍會面臨道路容量

不足，以及面臨緊急狀況無替代道路紓解之風

險，仍須及早規劃完整路網。於民國101年桃園

國際機場綱要計畫規劃將國2延伸至台61(後稱

國2甲)，以及航空城北側高快速道路(後稱國1

甲)納入機場暨航空城特定區計畫之聯外道路建

設計畫，並分別由國道高速公路局與國道新建

工程局進行推動，成果說明如下。

(一) 國2甲建設計畫

 國2甲線西起台61線，東至國2大園交

流道，全長5.2公里，係為配合桃園航空城

聯外道路計畫，並建構完整國道路網，如

圖12。國2甲計畫可提升國2大園交流道交

通運轉及改善大園地區交通壅塞問題，並

整合通過性運輸需求，建構桃園國際機場

圖11 臺北港周邊道路系統及A1匝道布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交通整合規劃案」，民國106年2月，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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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國道1號，續往東穿越中油桃園煉油廠

區、桃園市第一公墓，銜接至省道台1甲止，

全長約18.5公里，計畫路廊位置詳圖13。

本路線之目標及功能定位說明如下：

1.  建構完整的高快速運輸路網，提供桃園

國際機場客、貨運園區、大桃園地區間

快速便捷的高快速公路服務、創造桃園

航空城貨運及自由貿易港區為具有高發

展潛力的地區。

2.  因應桃園機場未來拓建第三跑道及第三

航站大廈後衍生之旅運需求，提供新高

快速公路路廊，分擔國道2號車流，提高

區域高快速公路服務水準，間接提昇桃

園機場運輸效益。

3.  連結桃園重要經貿及人口密集區域，提

供桃園地區之橫向高快速道路服務，健

全北部區域高快速運輸路網，並紓解台4

線壅塞情形。

  國1甲行經自由貿易港區，興建後可以進

一步優化桃園機場與臺北港之串聯。

完整國道路網。本路線之特性及功能說明

如下：

1.  改善國道2號大園交流道及大園地區道路

交通服務水準，整合大園地區通過性與

地區性之運輸需求。

2.  因應配合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

桃園航空城發展計畫、客運園區計畫、

西濱快速公路全線完工，建構區域國道

服務系統架構。

3.  搭配桃園航空城計畫開發之內環、中 

環、外環交通系統，順暢進出各大分區。

4.  配合國道1、2、3號，台61線、台66線

及航空城北側高(快)速公路，建構大桃

園地區高(快)速路網藍圖。

(二) 國1甲建設計畫

 國1甲線自桃園市竹圍港附近省道台61

線起，通過桃園國際機場北側自由貿易港

區，於龜山區大坑附近(國1里程47.6K處)銜接

圖12 國2甲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2號大園交流道至台15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規劃設計，民國104年，國道高速公路局。



2
專
題
報
導

142 │No.114│April, 2017

肆、未來發展展望

相對於傳統的空運或海運市場，海空聯運

需有其特殊的背景或條件方能成形。隨著臺北

港海運快遞於2016年開辦，透過高速客貨船並

結合兩岸自由經濟示範區(自貿港)對接之優勢，

讓兩岸業者之貨物，如快遞、電子商務、食

品、農業加值等，享受「朝發夕至」外銷至對

岸的便利服務，滿足消費者的期待，也進一步

厚植了臺北桃園海空聯運的實力底蘊。

臺北港與桃園國際機場整體規劃與實施計

畫可以締造優質具競爭力之海空港聯運環境，

透過台64線及台61甲線交會口交通系統改善、

臺北港A1道路改善計畫、國2甲與國1甲新建等

計畫，將可提供不論位於臺北港或桃園航空城

自貿港區之產業，皆可在最短時間內，快速便

捷的將貨物利用海空運進行運送。

在臺北桃園海空港骨幹道路妥善連結後，

為落實更有效率的聯運服務，需確保貨件的迅

速通關。在行政上有賴檢疫部門、海關、海事

等口岸聯檢單位積極協調，推動實現口岸信

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在技術上則可

引入智慧物流管理，如車隊、船隊與貨況之監

控系統、倉儲自動化管理系統、無紙化電子審

批模式等，均是未來可持續推動發展的行動方

案。透過新北市、桃園市所建置的ITS系統，更

可提供雙港間道路即時資訊與路況事件，促進

彼此資訊服務應用。

臺北桃園海空港有優異的區位、廣大的兩

岸腹地、良好的管理能力，如能強化海空港的

整合與調配效率，藉由創新及改變，創造獨特

服務環境、吸引運量，在區域運輸市場中佔有

一席之地。基礎骨幹路網是整合的第一步，期

待未來臺北桃園海空港的發展能掌握交通產業

智慧化趨勢，攜手聯運，創造商機。

圖13 國1甲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快)速公路(國1甲)工程規劃暨配合工作，民國104年，國道新建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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