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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樂活、永續」環境是每個現代化都市的發展願景，鑒於臺北捷運與高雄捷

運興建營運後，在發揮輸運交通功能的同時，也改善沿線周邊都市景觀與環境，其他都

會區也希望透過都市軌道的興建，提供良好的公共運輸服務，紓解汽機車交通量不斷成

長所造成的道路壅塞與空氣品質惡化問題。惟都市軌道建設除需投資巨大的沉沒成本，

後續的系統營運維護與延續，更是重大的課題，畢竟興建是一時的，營運維護卻是長久

的事。

本研究蒐集國內已完工與興建中捷運計畫之系統型式、建設成本，以及實際之路線

營運成本資料，建立反映國內物價與人力成本之資料庫，期做為後續推動都市軌道建設

計畫之成本估算與系統評估之參考。此外，並透過國內實際營運成本與旅客平均里程、

票箱收入等資料計算出計畫沿線人口或公共運輸比例門檻數值，供後續都市軌道計畫推

動初期對於潛力路廊評選之參考。

1 2 3 4 5 6

壹、前言

「低碳、樂活、永續」環境是每個現代化

都市的發展願景，鼓勵使用公共運輸、降低私

人機動車輛的使用，為交通部門目前積極推動

之重要政策。由於軌道運輸系統具有安全、快

速、可靠、便利、低污染、省能源及運量大等

營運特性，為目前永續運輸發展之國際趨勢。

在北高兩大都會區興建高運量捷運系統之

後，由實際營運經驗與績效顯示，臺北都會區

隨著路線的陸續通車，已越過運量成長的高峰

期，後期通車路線所帶來的運量成長效益已趨

緩，加上高雄捷運運量未如預期樂觀，因此後續

推動之臺北都會區後續路網及臺中、桃園等改採

中運量鋼輪鋼軌系統，或非核心區改用運能較低

非全線專用路權之輕軌系統(新北市淡海輕軌及

高雄環狀輕軌)，甚至人口規模更小的城市正研

議或規劃單軌捷運系統、個人捷運系統等。

不同軌道型式的推動執行，恐面臨建置發

包策略、國內軌道產業發展、相容性、維修及

法規適用性等課題，對中央、地方主管機關及

營運單位均為一大考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

台灣世曦公司合作於民國105年進行「都市軌道

運輸系統型式發展之研究」1，希藉由蒐集國內

外相關資料，探討適合國內都市運輸型態之軌

道運輸系統型式，包含相關法規適用及未來國

內技術開發及產業發展等，期望能為未來都市

軌道運輸系統提供新的選項。

本文主要摘錄研究計畫中針對國內案例與

計畫部分，探討國內已完工營運與興建中、計

畫中之都市軌道系統發展趨勢、建設成本以及

實際營運成本資料，建立反映國內物價與人力

成本之資料庫，期做為後續推動都市軌道建設

計畫之成本估算與系統評估之參考。此外，並

透過國內實際營運成本與旅客平均里程、票箱

收入等資料計算出相關沿線人口或公共運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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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門檻數值，供後續都市軌道計畫推動初期對

於潛力路廊評選之參考。

貳、國內都市軌道建設概況

國內已完工之捷運建設(如表1)包括臺北都

會區捷運系統第一期路網(包含5條主要路線、2

條單站支線，路線里程131.5公里，營運車站共

121站)與高雄捷運紅線及橘線(兩路線共46.4公

里，38座車站)，建造成本合計約6,247.6億元，

用地徵收約413公頃，用地徵收費用約1,292.1

億元，總建設經費約7,539.7億元。其中除了木

柵線與內湖線(目前合稱文湖線)為膠輪AGT系統

外，其他皆為鋼輪鋼軌捷運系統。

興建中路線(如表2)於臺北都會區、高雄都

會區、臺中都會區共有8條，長度共約83.0公

里，除淡海線、安坑線與高雄環狀線為輕軌系

統外，其他皆為中運量鋼輪鋼軌系統，總建造

成本2,275.9億元，用地徵收費用394.5億元。

一、營運中路線建造成本分析

就機電系統成本而言(如圖1)，鋼輪鋼軌系

統為4.5億元/公里(高雄紅橘線)～14.0億元/公里

(信義線)，平均為8.1億元/公里；膠輪AGT系統

為8.6億元/公里(木柵線)～15.0億元/公里(內湖

線)，平均為12.3億元/公里。平均而言，目前國

內已完工通車之膠輪AGT系統機電系統單位成本

較鋼輪鋼軌系統為高。

表1 國內都會區捷運建設已完工路線(民國85年～104年)建設經費統計

都 
會 
區

路線名稱 系統型式
完工
年期

路線
長度
(km)

平面 
(km)

高架 
(km)

地下 
(km)

用地徵收 
面積 
(公頃)

建造 
成本 
(億元)

用地徵
收費用 
(億元)

總建設
經費 
(億元)

臺北

木柵線 膠輪AGT 85年 10.9 - 10.1 0.8 13 218.0 28.6 246.6

淡水線 鋼輪鋼軌 86年 22.8 9.5 10.5 3.8 140 505.8 252.6 758.4

新店線 鋼輪鋼軌 88年 12.2 - - 12.2 14 492.1 73.0 565.1

南港線 鋼輪鋼軌 89年 12.6 0.3 - 12.3 11 563.4 111.9 675.3

板橋線 鋼輪鋼軌 95年 7.1 - - 7.1 2 218.3 48.8 267.1

中和線 鋼輪鋼軌 87年 5.4 - - 5.4 1 267.6 27.2 294.8

板橋延伸 
土城線

鋼輪鋼軌 95年 5.6 - - 5.6 38 192.1 109.4 301.5

新莊線 鋼輪鋼軌 101年 14.3 - - 14.3 19 841.1 188.1 1,029.2

蘆洲線 鋼輪鋼軌 99年 6.4 - - 6.4 24 287.1 113.6 400.7

內湖線 膠輪AGT 98年 14.8 - 10.9 3.9 14 516.2 99.6 615.8

南港 
東延段

鋼輪鋼軌 99年 2.5 - - 2.5 0 108.8 8.3 117.1

信義線 鋼輪鋼軌 102年 6.4 - - 6.4 0 288.3 15.2 303.5

松山線 鋼輪鋼軌 103年 8.5 - - 8.5 1 389.5 45.0 434.5

土城線延
伸頂埔段

鋼輪鋼軌 104年 2.0 - - 2.0 0 69.5 0.4 69.9

高雄
捷運紅線 鋼輪鋼軌 97年 32.5 1.9 10.3 20.3

134 1,289.8 170.4 1,460.2
捷運橘線 鋼輪鋼軌 97年 13.9 0.8 - 13.1

合計 177.9 12.5 41.8 124.6 413 6,247.6 1,292.1 7,539.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2
專
題
報
導

No.113│January, 2017│ 159

二、興建中路線建造成本分析

除了信義東延段延續臺北都會區一期路

網，沿用相同的鋼輪鋼軌系統外，臺北環狀線

(第一階段)、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階段)因位於

於單位總工程成本方面，約為20.0億元/公

里(木柵線)～58.8億元/公里(新莊線)，膠輪AGT

系統平均單價(28.6億元/公里)較鋼輪鋼軌系統

(36.2億元/公里)為低。

表2 國內都會區捷運建設興建中路線建設經費統計

都 
會 
區

路線名稱 系統型式
完工 
年期

路線
長度
(km)

平面 
(km)

高架 
(km)

地下 
(km)

用地徵收 
面積 
(公頃)

建造 
成本 
(億元)

用地徵
收費用 
(億元)

總建設
經費 
(億元)

臺北

信義線 
東延段

鋼輪鋼軌 111年 1.41 - - 1.41 辦理中 73.31 16.54 89.85

環狀線 
(一階)

鋼輪鋼軌 105年 15.4 - 14.2 1.2 2.38 606.9 39.1 645.97

萬大樹林 
中和 

(一階)
鋼輪鋼軌 107年 9.5 - - 9.5 辦理中 538.0 137.6 675.58

淡海輕軌 
(一階)

輕軌 107年 9.44 4.84 4.6 - 7.08 93.5 11.4 104.94

安坑輕軌 輕軌 110年 7.5 3.0 4.1 0.4 4 107.4 22.7 130.1

三鶯線 鋼輪鋼軌 113年 14.3 - 14.3 - 34 314.0 56.9 370.86

高雄
環狀輕軌 

(一階)
輕軌 106年 - 8.7 - - 1 56.8 2.9 59.65

臺中 綠線 鋼輪鋼軌 109年 16.7 0.8 15.9 - 辦理中 485.9 107.4 593.37

合計 83.0 17.3 53.2 12.5 48.0 2,275.9 394.5 2,670.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中市政府。

圖1 營運中之捷運系統平均單位公里造價分析(計畫年期幣值)

註：工程造價含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及物價調整費。
資料來源：都市軌道運輸系統型式發展之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1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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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較外圍區，以及都會區之次走廊運量規

模較小，朝向發展4車編組列車、無人駕駛鋼輪

鋼軌系統，單位成本為39.4億元/公里(臺北環狀

線(第一階段)～56.6億元/公里(萬大中和樹林線

(第一階段))，主要差距仍在於建造型式不同，

臺北環狀線(第一階段)以高架為主，萬大中和樹

林線(第一階段)全線為地下化。臺中興建中綠線

亦採用4車編組列車、無人駕駛鋼輪鋼軌系統，

全線高架化，單位公里造價預估約35.5億元/公

里，如圖2。

此外，北、高兩都會區也陸續興建輕軌運

輸系統，如臺北都會區之淡海線與安坑線，高

雄都會區的環狀輕軌，由於皆以行經平面道路

為主，號誌與控制系統較為單純，故單位成本

為6.5億元/公里至16.9億元/公里，約為其他捷運

系統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三、綜合分析

由於各計畫執行年期皆不相同，為綜合評

估各系統型式於不同建造型式下之單位成本，

將各計畫年期建設成本以物價調整率(參考相關

計畫採1.5%)，調整至民國105年幣值(將計畫完

工年調整至民國105年)，並彙整上述各計畫土

建與機電成本，估算高運量鋼輪鋼軌、中運量

鋼輪鋼軌、中運量膠輪、輕軌運輸系統於不同

建造型式下每公里建造成本如圖3。

由圖3顯示，不同建造型式與系統型式對於

成本皆有明顯之影響，尤其是土建型式影響較

大。同樣為中運量鋼軌鋼輪系統，地下型式之每

公里土建成本約為高架型式的2倍，機電成本地

下型式約為高架型式的1.5倍；中運量膠輪系統

地下型式之每公里土建成本約為高架型式的2.6

倍，機電成本地下型式約為高架型式的1.5倍。

同樣是地下結構型式，高運量鋼輪鋼軌與

中運量鋼輪鋼軌、中運量膠輪系統之土建成本

為每公里39.1億元至40.7億元差異不大；惟機電

系統方面，中運量系統不論是膠輪或鋼輪鋼軌

皆約為高運量的1.5倍；而不論是高架或平面建

造型式，輕軌系統每公里造價相對較為經濟。

就每公里之總工程成本而言，中運量地下：中

運量高架：輕軌高架：輕軌平面間之比例約為

6：3：1.5：1。

圖2 興建中之捷運系統平均單位公里造價分析(計畫年期幣值)

註：工程造價含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及物價調整費。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都市軌道運輸系統型式發展之研究」，民國1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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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人/小時)，為撙節建設經費，朝向以高架

型式，與採用中運量鋼輪鋼軌系統(如北捷環狀

線為4車編組，每列車可乘坐650人)為主，或是

推動平面輕軌系統(如淡海線、安坑線、高雄環

狀線)，或採跨座式單軌系統(桃園棕線)。

就前述考量建造成本與運量規模(站間運

量2,000人/小時～20,000人/小時)等因素，未來

可能推動捷運系統型式如圖5所示，適合推動

參、 後續都會區推動軌道系統型式
趨勢探討

本研究整理目前推動相關捷運計畫如圖

4，顯示在北、高兩大都會區主幹捷運路網興建

完成後，後續推動之路線主要屬都會區之外圍

或次要走廊，或是其他希望以軌道運輸提升整

體公共運輸服務品質之縣市，由於運量規模較

小(尖峰小時最大站間運量約為2,000人/小時～

圖3 國內軌道系統型式單位公里建設成本彙整分析

註：工程造價含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及物價調整費。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都市軌道運輸系統型式發展之研究」，民國1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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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目前推動相關捷運計畫運量規模與系統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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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包含中運量鋼輪鋼軌捷運(包含於LRRT/

AGT)、膠輪AGT、平面輕軌(LRT)，與國內尚未

引進的單軌運輸系統(Monorail，簡稱MR)與個人

捷運(PRT)與團體捷運(GRT)系統等。

茲將相關系統於服務功能、工程條件、技

術特性、環境影響、成本效益等特性與相對差

異整理如表3。其中中運量鋼輪鋼軌(LRRT)、膠

輪AGT、平面輕軌(LRT)之成本資料皆整理自國

內已完工或興建中捷運系統資料如圖1～圖4，

以反映國內建材物價與人力成本，而單軌系統

與PRT系統則參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

「單軌捷運系統在台灣應用研究及評估計畫」

(民國104年)5與「PRT系統應用研究及評估計

畫」(民國103年)6的研究成果。

肆、都會區軌道系統發展門檻探討

軌道運輸需投入相當大之建設成本，且

具有規模經濟之特性，故部分人士對於要投入

龐大建設經費興建軌道系統，其可能獲得的效

益，持保留態度。於美、日、德等國家的相關

運輸或區域經濟分析專家，經過實際資料蒐集

與分析，嘗試建立支撐軌道建設的最小運量或

是人口密度資料，作為評析軌道建設或系統型

式之參考。

美國Pushkarev2等人於1982年透過經濟分

析方法，以旅運量(平日每英里路線輸運旅客延

人公里數(或英里數)，延人公里/公里/日)做為

評估軌道建設之門檻指標；Pushkarev2等人亦整

理德國輕軌交通顧問公司GmbH(LRTC)於1993

年提出輕軌運輸系統應用範圍及設計數據，將

輕軌按路權型式分為四個等級，並分析訂定各

等級輕軌系統每日應達最小運量密度為2,000～

15,000(延人公里/公里/日)。

1998年日本鐵道建設公團規劃部Aki ra 

Nehashi3針對日本因人口與汽機車增加導致之環

境問題，思考在既有捷運或鐵路系統架構下，

如何改善車站聯外接駁系統，或是引進新型系

統，以使都市公共運輸系統更加完善。惟新建

公共運輸系統在日本同樣面臨用地取得與融資

等問題，故其蒐集分析日本相關之都市運輸系

統，包括捷運、AGT、單軌、輕軌、公車捷運等

之服務旅程長度、運能、建造與營運成本、損

益平衡運量等相關資料，以選擇符合發展需求

的運輸系統。

圖5 都會區軌道系統服務功能、運能與成本範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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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小型都會區軌道運輸系統特性評析

系統型式
評估項目

中運量
鋼輪鋼軌
(LRRT)

膠輪 
AGT

平面輕軌
(LRT)

單軌捷運 
(Monorail,MR)

團體捷運(GRT) 個人捷運(PRT)

服
務
功
能

運輸功能
與既有鐵路或捷運之接駁大型都會區次要運輸走廊新市鎮
區內及聯外系統

與既有捷運之接
駁、中小型城市
運輸路網

機場接駁、中小
型城市運輸路網

服務運能單向
(人次/小時)

20,000～ 
30,000

20,000～
25,000

2,500～
20,000

5,000～30,000 1,900～5,700 1,800～5,400

工
程
條
件

最大爬坡度
(考慮舒適度)

7% 7% 7% 6% 10%

最小轉彎半徑 18～20m 30m 25～30m 30～50m 6～10m

技
術
特
性

技術成熟性
發展成熟，全球使用案例多，且車輛製
造商也多，產品採購較具普及性與便利
性

車 輛 製 造 商 較
少，系統採購與
後續維護成本上
將 受 限 於 製 造
商，增加採購與
維護之困難性

全球使用案例很少，且車輛製造商
也很少，系統採購與後續維護成本
上將受限於製造商，增加採購與維
護之困難性

自動化程度 高 高 低 高 高

容量擴充彈性 高 低 高 高 低

產業發展 高 中 高 中 高

環
境
影
響

噪音 高 低 高 低 低

空氣污染 低 低 低 低 低

景觀破壞 中 低 低 低 低

交通衝擊 低 低 高 低 低

加州大學運輸中心Erick Guerra 與 Robert 

Cervero於2011年提出「達到大眾運輸投資損益

平衡之都市發展密度研究」4，透過59個案例(包

括公車捷運、輕軌與捷運系統)進行分析，觀察

居住人口與及業人口密度增加，可減少平均每

位旅客所負擔的投資成本及相對節省效益，而

達到成本效益的平衡。並探討如何透過TOD手

段，在何時、何處增加多少都市人口，才能達

到發展大眾運輸之效益。

參考上述文獻，本計畫蒐集臺北捷運與高

雄捷運實際營運資料，分析於營運階段達到損

益平衡的運量密度，並與國外相關資料比較，

作為國內推動軌道計畫之參考。圖6與7分別整

理臺北捷運與高雄捷運每列車公里營運成本與

旅客平均搭乘里程。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平均

每列車營運成本為637.9元/延車公里～670.9元/

延車公里，高雄捷運每列車營運成本為351.3元

/延車公里～697.2元/延車公里(不計民國97年特

別高者)。

高雄捷運營運成本由於民國102年高雄捷運

公司與高雄市政府透過合約修訂，高雄市政府

同意負擔部分固定資產重置費用，故使高雄捷

運公司減少「折舊」、「權利金」、「利息費

用」項目的部分金額，而使得由損益表上運輸

成本計算出的單位延車公里成本於民國102年以

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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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損益平衡計算，必須反映真實運輸成本

(包括人員、電力等能源費用、材料及用品與重

增置成本等)，與營收收入(票價與附屬事業)之

平衡關係，故後續於引用高運量成本資料，將

會以參考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與民國101年以前

高雄捷運成本資料為主，輕軌每列車營運成本

則參考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預估為250元/車

公里。

本研究以國內捷運路線之平均長度(14公里)

為基礎，計算在不同班次情境下之每日營運成

本，即為達到損益平衡之營運收入，扣除附屬

事業收入(假設為票箱收入之一定比例)，得到所

需之票箱收入，再除以平均每位旅客搭車票價

(利用圖7計算捷運旅客平均搭乘里程約8公里，

再換算得平均票價)，得到路線營運損益平衡之

每日運量，再除以路線長度，得到運量密度(旅

客/公里)，並與日本鐵道建設公團規劃部Akira 

Nehashi對於日本都市軌道系統之統計資料比

較，如表4。

由於Akira Nehashi計算基礎為每日126班，

估算損益平衡運量密度，AGT為4,300人/公里，

輕軌2,100人/公里，與本研究最大合理班距情境

(每日124班)，AGT為4,081人/公里，輕軌2,362

人/公里接近。參考國際上對於各系統運能之

界定(表3)，與國內已營運路線之尖離峰列車班

距，以及規劃路線對於各類型軌道系統運量規

圖6 臺北捷運與高雄捷運每列車公里營運成本

圖7 臺北捷運與高雄捷運旅客平均搭乘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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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系統，需達到9,000人/公里；若欲採中運

量捷運系統，需達到6,000人/公里；欲採輕軌運輸

系統，需達到3,500人/公里，才有發展之潛力。

「整體路網規劃階段」都市軌道發展之潛

力路廊，若欲採重/高運量捷運(Metro)系統， 其

現況公共運輸旅客量須達到4,500人/公里；若欲

採中運量捷運系統，其現況公共運輸旅客量須

達3,000人/公里；欲採輕軌運輸系統，現況公共

運輸旅客量須達1,750人/公里。

以「最大合理班距」情境與「配合運量規

模班距」情境下計算之損益平衡運量密度，利

用運量等於旅次發生率(旅次/人)與人口密度(人/

公里)以及公共運輸比例之乘積，以臺灣地區平

均旅次(1.8旅次/人-日)繪製人口密度與公共運輸

比例相對關係圖(圖8與圖9)，在固定之損益平衡

運量密度下，人口密度越高，公共運輸比例可

以較低，若是人口密度越低，公共運輸比例則

需要提高。

本研究以安坑線、三鶯線與民汐線為例，

分別估算民國103年，三條路線兩側500公尺

模與列車採購考量，一般是以尖峰4小時班距3

分鐘，離峰14小時8分鐘，一日計185班進行規

劃。在「配合運量規模班距」情境下，計算損

益平衡運量密度，AGT為6,089人/公里，輕軌

3,524人/公里。

本研究建議採「配合運量規模班距」情境

下計算之損益平衡運量密度，為「可行性與綜

合規劃」階段之參考門檻(考量「可行性與綜合

規劃」階段須完成路線方案運量預測)。

於「整體路網規劃階段」，未進行路線運

量預測情形下，則可利用現況之公共運輸使用

情形作為路廊篩選之參考，並建議參考臺北捷

運與高雄捷運經驗(如民國103年公共運輸運量

約為捷運通車時之2～3倍)，即預期捷運通車

後，運量仍有成長空間，以損益平衡運量密度

之二分之一，作為「整體路網規劃階段」現況

公共運輸旅客量之門檻值。

不同規劃作業階段都市軌道發展建議參考

門檻如表5，建議「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階

段」計畫目標年運量預測，若欲採重/高運量捷運

表4 都市軌道系統營運損益平衡運量密度

項目
重/高運量捷運 

(Metro)

中運量捷運
輕軌運輸

AGT 單軌捷運

達到損益平衡
運量密度
(人/公里)

日本捷運統計1 12,200 4,300 4,000 2,100

國內捷運統計 6,7192～9,2183 4,0812～6,0893 -- 2,3622～3,5243

註：1.  日本捷運統計(每日營運17小時，尖峰4小時班距5分鐘，離峰13小時班距10分鐘，一日計126班次)
　　2.  最大合理班距情境(每日營運18小時，尖峰4小時班距6分鐘，離峰14小時班距10分鐘，一日計124班次)。
　　3.  配合運量規模班距情境(每日營運18小時，尖峰4小時班距3分鐘，離峰14小時班距8分鐘，一日計185班)。

表5 不同規劃作業階段都市軌道發展建議參考門檻

項目
重/高運量捷運 

(Metro)

中運量捷運
輕軌運輸

AGT 單軌捷運

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階段 
都市軌道運量密度建議參考門檻

(人/公里)
9,000 6,000 3,500

整體路網階段公共運輸旅客門檻
(人/公里)

4,500 3,00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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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帶之人口密度(如表6)，並對照新北市與臺

北市公共運輸比例(安坑線、三鶯線以104年民

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新北市公共運輸比例

31%，民汐線以臺北市公共運輸比例37%)，以

圖9「配合運量規模班距」標準，安坑線與三鶯

線可達輕軌運輸系統發展門檻，民汐線達臺北

捷運中運量系統發展門檻。

伍、結論與建議

臺北都會區隨著路線持續通車，已越過運

量成長的高峰期，後期通車的路線所帶來運量

成長效益已趨緩，加上高雄捷運運量未如預期

樂觀，後期興建與目前研議中之路線站間運量

約介於2,000人/小時～20,000人/小時。

依據本研究整理國內軌道建設成本資料，

不同建造型式與系統型式對於成本皆有明顯之

影響，尤其是土建型式影響較大，於相同軌道

系統型式下，地下型式土建成本約為高架的2～

2.6倍，地下型式機電成本約為高架型式的1.5

倍；而不同軌道系統型式，在同樣的土建型式下

差異不大，最大差別在機電系統。總計各系統每

公里總工程成本比例，中運量地下：中運量高

架：輕軌高架：輕軌平面約為6：3：1.5：1。

本研究從營運階段達到損益平衡之觀點，

建議採用各系統型式之運量密度門檻值如表5，

建議「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階段」可以計畫

目標年運量預測進行檢視，「整體路網規劃階

段」可採現況公共運輸旅客量進行檢視。

圖8 都市軌道運輸發展人口密度與公共運輸市占率參考值(最大合理班距)

圖9 都市軌道運輸發展人口密度與公共運輸市占率參考值(配合運量規模班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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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ushkarev, Boris S.; Jeffrey M. Zupan, and 

Robert S. Cumella, Urban Rail in America: An 

Exploration of Criteria for Fixed-Guideway 

Transi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Akira Nehashi, New urban transit systems 

Reconsidered, 1998.

4. Erick Guerra and Robert Cervero, Mass Transit 

& Mass：Densities Needed to Make Transit 

Investments Pay 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1.

5.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單軌捷運系統

在台灣應用研究及評估計畫」，2015年。

6.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PRT系統應用

研究及評估計畫」，2014年。

由圖8與圖9可看出，在達到損益平衡之運

量密度下，公共運輸使用率與活動人口密度之

關係，由於臺北市與新北市公共運輸使用率皆

達到30%以上，故大致皆可以達到輕軌與中運

量系統之發展門檻，而其他縣市公共運輸使用

率普遍皆在20%以下，未來若未能達到足夠之

人口密度，對於永續營運將形成較大風險。

建議各縣市政府在爭取都市軌道建設計畫

的同時，應透過TOD都市規劃手段，使捷運路線

沿線朝向較密集土地開發與發展，以引進足夠

之活動人口，並積極培養公共運輸旅客量，發

揮都市軌道能之建設效益，並達到永續營運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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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線路廊沿線兩側500公尺廊帶人口密度

路線
路線長 
(公里)

人口數
(民國103年)

人口密度
(人/公里)

交通部調查
公共運輸比

文湖線 25.7 485,139 18,877 0.374

淡水信義線 29.2 559,153 19,149 0.374

松山新店線 20.7 517,264 24,989 0.374

中和新蘆線 28.7 909,100 31,689 0.374

板南線 24.2 605,708 25,029 0.374

三鶯線 14.3 123,444 8,639 0.314

安坑線 7.5 73,410 9,788 0.314

民汐線 19.623 343,658 17,513 0.314

五股線 11.48 114,774 9,998 0.314

桃園棕線 11.465 97,490 8,503 0.130

桃園綠線 27.8 244,126 8,781 0.130

桃園綠線延伸 7.62 80,422 10,554 0.130

淡海輕軌綠山線 7.5 31,034 4,138 0.314

淡海輕軌藍海線 6.7 29,967 4,473 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