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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   

趙紹廉
談 新北市捷運系統規劃藍

圖與推動都市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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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感謝新北市捷運局趙局長百忙之中為

這次捷運工程做專訪，新北市政府

為推動新北市成為智慧、低碳、永續

的城市，在城市交通服務機能方面推

動三環三線建設，建構一個安全、便

利、快速、經濟且舒適的捷運系統，

目前三環三線之進展如何？未來主要

推動之重點為何。

答：

■ 推動三環三線之初衷

　　新北市捷運局推動三環三線捷運，其實

是想藉著建設捷運工程，同時讓臺北都會區整

體發展，不要像過去以台北市舊市區為單一核

壹、前言

　　周趙紹廉局長為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候選人、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系碩士畢

業，歷經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任、處長、桃園縣政府交通處長，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副

總工程司、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新北市政府顧問等職務，學識豐富，經歷完整。於民國105

年2月1日奉新北市朱巿長指派擔任新北市捷運工程局局長。

　　趙局長具備捷運專業及領導協調整合能力，以其完整捷運工程實務歷練帶領新北市捷運工

程局推動三環三線建設、輕軌列車國車國造關鍵技術導入及推動都市的永續發展，可以看到努

力發展及建設的成果，特別來訪談新北市捷運工程局趙局長分享這方面經驗給大家參考。

訪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   

趙紹廉
談 新北市捷運系統規劃藍

圖與推動都市永續發展

心，而使新北市成為居住的外圍環境，應該推

廣在地就業、在地就養、在地就學的均衡發展

台灣城市發展與歐美城市環境有所不同，歐美

城市規劃為住商分離，於郊外居住城市工作，

但這會造成交通嚴重問題。反觀台灣城市發展

原以住商混合性，其優點為城市以TOD方式發

展，可促進均衡性，而不是單一核心發展，所

以新北市才會急於推動捷運工程就是希望提供

這樣的機會。

　　以往捷運工程的捷運站只是都市計畫土地

變更或是聯合開發的點，以後希望捷運工程跳

脫舊有模式，而是配合捷運工程每個車站含周

邊都市計畫擴大範圍一次檢討，朝向放寬容積

或使用項目以吸引車站周邊整體發展，使現有

道路系統、交通系統負荷降低，可惜目前尚未

達成具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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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112年完工。目前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

進度已超過70%，淡海輕軌、萬大中和樹林線

第一期工程進度皆已大於30%，安坑輕軌主體

工程於105年4月6日動工，三鶯線統包工程則

已於 105年7月21日動工。汐止民生線部分，

已協調臺北市政府儘速展開第二期路線段環評

作業。至本屆市長任期屆滿之107年卸任時，

預計將有機場線、環狀線第一階段及淡海輕軌

等路線陸續完工甚或通車，屆時營運中路線之

長度將會達到127.76公里，佔三環三線總長度

61.0%。

　　未來追求藉由捷運站提供便利的生活機

能，捷運站周邊設立便利店、超市、咖啡店、

麵包店、托育中心、托老中心....等，進而豐富

生活。雖新北市捷運目前因在都會中心外而

致運量比台北捷運稍低，但若能提供生活機

能、運輸性、便利性，使附近居住民眾藉著

捷運便利性提昇居住意願，進而增加運量，

甚至構建出以大眾運輸導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為主的都市(Transit City)，我非常

樂見。譬如淡海輕軌工程，因淡海新市鎮隨著

目前工程推動，商店快速進駐已帶動便利發展

性。

　　在台灣，捷運系統的投資及營運成本都很

高，所以捷運建設是以運量作為思考；反觀日

本的捷運往往先由營運之商業集團，如阪急集

團、東急集團、西武集團等投資，且有遠見性

的在100年前將電車及土地開發結合再興建運

輸工程。

■ 三環三線目前進展

　　捷運為本市重大交通建設，將積極爭取

興建中捷運路線，如期如質完工通車，規劃

中路線儘早獲中央核定。於本市境內目前環

狀線(第一階段)及淡海輕軌預定於107年底完

工，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預定於109年底完

工，安坑輕軌預定於110年底完工，三鶯線預

 (左1)馬坤祥副理 (左2)陳幼華資深協理                                                                                                             (右4)趙紹廉局長 (右3)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2)蔡榮禎經理 (右1)于新源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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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環三線路線資料

捷運路線 進度
經費(億元)

站數
里程
(km)

運量
(目標年)總經費 本府負擔

三
環

第
１
環

文湖線 已於98年7月通車 12 10.9
14.9萬/日
(實際運量)

環狀線
(第一階段)

興建中 73.45% 699.73 485.14 14 15.4 33.7萬/日

環狀線
(第二階段)

規劃中 1,378.87 312.77 18 20.48 36.5萬/日

第
２
環

新莊線 已於102年6月全線通車 17 19.7
22.7萬/日
(實際運量)

萬大中和樹林線
第一期

興建中 36.14% 777.81 309.11 9 8.8

46.2萬/日
萬大中和樹林線
第二期

規劃中 577.93 331.31 13 13.3

第
３
環

板南線
(含延伸頂埔)

已於95年5月通車
(頂埔已於104年7月通車)

12 14.7
43.8萬/日
(實際運量)

機場線 興建中 98.02% 1,138.50 0 23 53.07 22萬/日

三鶯線 興建中 6.18% 505.30 318.48 12 14.3 11.8萬/日

接下頁↓

 (左1)馬坤祥副理 (左2)陳幼華資深協理                                                                                                             (右4)趙紹廉局長 (右3)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2)蔡榮禎經理 (右1)于新源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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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主要推動之重點

　　有關汐止民生線未來推動情形，交通部於

105年6月13日函復應依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須完成第二期路線段環評程序後再送審議，為

加速環評作業，本局已協調臺北市捷運局於

105年底前辦理第二期路線環評委託技術服務

招標及公告作業，本案並將爭取環評作業與交

通部審查同時併進以爭取時效，俾利捷運汐止

民生線推動。另在建工程路線部分，本局定當

重視勞安、施工品質下，努力如期如質完工通

車。最後在後續路網部分，有深坑輕軌、五股

泰山輕軌和八里輕軌，仍持續進行規劃與推動

中，讓整體捷運路網更加完整及便利。

問：新北市輕軌建設核心機電朝單純化、

最佳化推動，預期可降低壽年成本增

加營運效益，目前擴大輕軌核心機電

系統採購經濟規模，使機電系統單一

化之目標是否已達成？未來國內其他

城市是否亦可依循此模式？

答：為避免國內軌道工業發展長期受外商壟

斷系統技術，新北市政府從招標策略切入此議

題，將新北市整體輕軌路網採系統單純化為目

標，藉由淡海輕軌系統推廣計畫，將新北市安

坑、淡海二期、五股、八里與三芝地區輕軌建

設，以後續擴充方式納入招標，輕軌內需市場

規模也因此擴大達相當經濟規模，得以吸引國

內廠商與國外專業設計廠商技術合作參與投

標。

　　整個招標案規劃機電系統單純化及軌道工

業本土化為藍圖，至今淡海輕軌乙案已拓展為

台灣國車國造的亮點，且後續擴充的安坑輕軌

業已完成招標，亦逐步落實新北市整體輕軌路

網機電系統單純化之願景。

　　淡海輕軌案由台灣車輛股份有限公司與

德國福伊特公司(Voith Engineering Service )跨

國合作，依據本局訂定規範共同設計、製造、 

測試並取得德國第三公證單位南德公司的驗

證，導入車輛設計與各車載系統整合能力，台

車藉此在車輛設計、製造過程取得關鍵技術轉

答：為避免國內軌道工業發展長期受外商壟

斷系統技術，新北市政府從招標策略切入此議

題，將新北市整體輕軌路網採系統單純化為目

標，藉由淡海輕軌系統推廣計畫，將新北市安

坑、淡海二期、五股、八里與三芝地區輕軌建

設，以後續擴充方式納入招標，輕軌內需市場

規模也因此擴大達相當經濟規模，得以吸引國

內廠商與國外專業設計廠商技術合作參與投

標。

　　整個招標案規劃機電系統單純化及軌道工

業本土化為藍圖，至今淡海輕軌乙案已拓展為

台灣國車國造的亮點，且後續擴充的安坑輕軌

業已完成招標，亦逐步落實新北市整體輕軌路

網機電系統單純化之願景。

　　淡海輕軌案由台灣車輛股份有限公司與

德國福伊特公司(Voith Engineering Service )跨

國合作，依據本局訂定規範共同設計、製造、 

測試並取得德國第三公證單位南德公司的驗

證，導入車輛設計與各車載系統整合能力，台

車藉此在車輛設計、製造過程取得關鍵技術轉

捷運路線 進度
經費(億元)

站數
里程
(km)

運量
總經費 本府負擔

三線

淡海線 興建中 36.64% 153.05 65.45 20 13.99 8.4萬/日

汐止民生線 規劃中 1159.98 196.11 15 17.39 35.2萬/日

安坑線 興建中 10.76% 166.32 126.64 9 7.5 6.9萬/日

小計 6,557.49 2,145.0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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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本土化，國內民眾均極關心

與期待，105/11/16第一列車組裝完成

里程碑已順利達成，未來定當可逐步

完成測試、驗證，對國內軌道工業將

產生變革，是否可對國內業界提出一

些建言？

答：掌握技術深耕及產業本土化是軌道車輛工

業達成國產化的重要關鍵，台灣已具有豐富的

軌道工程經驗，例如台鐵EMU800電聯車與台

北捷運新莊蘆洲線、信義松山線及桃園機場捷

運線等電聯車生產經驗，已累積相當之車輛製

造與組裝能力，目前新北市內輕軌路網藉由招

標策略擴大規模，吸引國外廠商合作，使台車

在車輛系統製造已逐步取得國外關鍵技術的轉

移，若能有效利用長期以來所累積的經驗與資

源，未來輔導國內中小企業從事相關車輛設備

及零組件研發及生產，在各子系統同步整合成

軌道車輛工業產業鏈，並因應國際上軌道工業

環境變化與市場結構調整，減少台灣軌道車輛

與國際車輛大廠之間差異，進而獲取進軍國際

市場的契機。

　　台灣中小企業具靈活工業生產技術及品

質，以往在軌道工業方面惟獨缺少關鍵技術的

能力及市場發展機會，經由新北市三環三線輕

軌路網成功案例，後續可作為各縣市發展基

礎，可以更熟練相關關鍵技術，藉由與台車車

移，藉由淡海輕軌計畫來推動國車國造，協助

國內廠商取得車輛的關鍵技術，包含模組化車

體、100%低底盤、轉向架、牽引動力與儲能

裝置等各項設備，同時培養軌道專業人才，扶

植國內軌道工業，也讓國內輕軌系統朝向單純

化、最佳化、本土化目標前進，對未來推展輕

軌系統能有效降低建置、營運及維修成本，也

可確保後續系統擴充的相容性，目標在民國114

年將輕軌零組件國產化推展至50%以上。

　　經由淡海輕軌列車全車在台組裝的經驗，

台車逐步掌握關鍵技術與設備規範後，可於國

內挑選適合的重大零組件供應商，或配合相關

研究單位協助廠商開發，建立國內自主的軌道

工業、零組件供應鏈與培育相關生產技術人

才，創造就業機會，初期規劃國產化項目為車

體結構、車廂玻璃、客室座椅、車廂燈具、駕

駛台、轉向架框等，預期可創造國產化產值至

少新台幣38億元，後續營運維修商機達30億元

以上，未來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及高雄等

各縣市採購若採後續擴充方式建設整體輕軌路

網，搭配國車國造累積軌道工業本土化能量，

國產化商機包含後續維運費用將可達144億元以

上。

問：有關淡海輕軌列車國車國造，引進國外

專業廠商，推動技術移轉，希望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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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廠商技術合作，使國內諸多車輛生產業者均

可投入軌道工業及相關零組件成為國內整體軌

道發展的墊腳石，加速掌握各子系統設備發展

之關鍵技術，提升車輛各項零組件設備自主

性，使軌道工業落地生根成為國內新興產業。

　　軌道系統是疏運人潮之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之一，在國際各大城市均扮演著重要角色，

串連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間成為密集之交

通網絡，除促進經濟發展外，也縮短城鄉間差

距，係促進國際各大城市發展之重要建設。

　　國車國造由新北市政府開啟輕軌火車頭，

台灣車輛承接輕軌車輛製造的第一棒，面對國

內市場及放眼於國際軌道工業發展市場，國內

中小企業在取得關鍵技術零組件之主導權後除

深根台灣外，對國內市場而言，在軌道工業能

提升產品自主性，設備維修及維護保養可大幅

降低成本；對國際市場而言，搭配國內車輛廠

商伺機佈局亞洲與歐洲市場，打響台灣製造在

國際名氣進一步與國際上 Siemens、Alstom、

Bombardier及Ansaldo等國際車輛大廠知名度相

媲美，期望台灣軌道工業能如同IC製造業邁向

國際發展。

問：節約能源與全生命週期費用的永續考

量為全球重視的議題，新北市政府基

淡海輕軌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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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包工程招標時，將後續輕軌路網之機電

系統、車輛系統零組件及耗材及第二階段

代操作維修納入招標文件，目前已完成安

坑線之後續擴充合約，規劃目標正在逐步

實現。

(二)三鶯線由義商安薩爾多交通號誌系統公

司、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株式會社自

立製作所共同承攬，安薩爾多及日立製作

所皆為國際知名廠商，安薩爾多曾參與義

大利米蘭3號線興建之經驗，日立製作所

曾參與韓國大邱3號線興建之經驗，榮工

公司曾參與台北捷運板南線及土城線等國

內重大交通建設，也曾獲得公共工程金質

獎4 次特優之肯定。自105年7月21日開

工至今，持續辦理細部設計作業及優先工

程，目前計畫進度為6.18%，本局將持續

努力達成112 年完工之目標。

此將營運/維修納入工程招標案，並

以統包方式發包，雖然目前三鶯線中

運量、淡海及安坑輕軌離完工通車也

還有一段時間，但目前三條捷運路線

均已開工，就目前契約執行情況，及

統包商之過去經歷，趙局長是否有信

心達成目標，或者對執行團隊有何期

許？

答：淡海、安坑及三鶯線統包工程之推動，

工程規模是隨時間成長，由淡海輕軌工程經費

115億元、安坑輕軌工程經費120多億元、三

鶯線捷運工程經費300多億元，藉著三個工程

在時間性採漸進式的成長，讓台灣團隊在工程

越來越有歷練。

　　民國70多年我在捷運工程局工作，這三十

多年來發現台灣若仍沿用傳統方式，未培養團

隊，就等於沒有競爭力，我非常重視這個問

題！今日不管統包商或專案管理，藉著工程案

例，若能培養國內專業廠商或團隊，我認為很

值得!

 (一)對新北市輕軌運輸系統之公共建設而言，

興建並非唯一或最終標的，輕軌運輸系統

的營運/維修及其成本必須納入建設計畫

範疇及採購的考量。為達到輕軌系統單純

化、本土化、最佳化及降低維修營運成本

的目標，規劃單一系統招標，在淡海輕軌

三鶯線站體建築物外觀透視模擬圖  
                             (三鶯線統包廠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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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海線由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聯鋼營

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攬，中鋼/聯鋼

是國內知名大企業之一，曾參與高雄捷運

建設等國內重大交通建設，也曾獲得公共

工程金質獎1次特優及1次優等之肯定，是

優良的國家級團隊。自103年１月23日開

工至今，持續進行高架段墩柱基礎施工、

帽梁施工及預鑄箱梁吊裝等施工作業，目

前計畫進度已過半，本局將持續努力達成

107年完工通車之目標。

(四)安坑輕軌的土建統包工程由新亞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承攬，機電系統統包工程由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承攬。新亞公司曾

參與桃園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五楊高速公

路等國內重大交通建設，也曾獲得公共工

程金質獎5次優等之肯定。土建工程自105

年4月6日開工至今，持續辦理細部設計作

業及優先工程，目前計畫進度為 10.76%，

本局將持續努力達成110年完工之目標。

問：再延續上面的課題，新北市對於境內

之環狀線第一階段及淡海經軌預計

107年底完工，安坑輕軌及三鶯線也

刻正展開施工，就推動大眾運輸及追

求永續發展的決心，新北市是否成立

自有捷運公司，或另有其他更好之營

運策略？

答：現行法令上在捷運工程營運上規定必須設

立營運公司/機構，如果可能希望可以修法或

朝向將既有營運機構加以運用之努力。目前既

有營運單位如台北捷運公司、桃園捷運公司，

當初成立之時其成本、規模大，其前置作業下

未有收益情形，容易造成虧損，但為符合現有

法令不排除向市長呈報，若新北市設立營運公

司/機構時，其規模將儘量精簡，譬如人員組織

上以兼任方式，如局長兼任董事長、副局長兼

任總經理⋯等等以減少人事上開銷，雖這方式

其缺點為工程背景與營運商業角色有所衝突，

但解決之道可尋找專業經理人擔任高階職務；

或者，營運與維修方面可以委外勞務之管理方

式。

三鶯線站體建築物外觀透視模擬圖  
                             (三鶯線統包廠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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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臺北市政府為環狀線全線(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之地方主管機關，故基於經管管

理、服務品質之一致性原則，環狀線將由臺北

市政府設立之臺北捷運公司營運。另有關本府

主管建設之淡海輕軌、安坑輕軌及三鶯線，本

局刻正依大眾捷運法規定，研商前揭之捷運路

線未來營運方式包括成立捷運公司或委託營

運，尚未定案，後續將於淡海輕軌通車前予以

確認營運方式。

問：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就推動捷運建

設而言已創下國內多項第一，如國內

捷運系統第一個獨立驗證認證顧問之

引進、捷運中運量系統第一個土建/機

電/軌道合併之大統包。然面臨多元社

會及複雜之環境，未來捷運推動與整

合之重點為何?如何使其發揮整體最大

效益，並達到「永續工程」與「建構

和諧生活環境」之目標？

答：未來捷運推動與整合之重點：新北市於推

動淡海輕軌統包工程契約中，並規劃將安坑、

八里、五股、三芝、深坑等輕軌計畫核心機電

系統納入後續擴充，以使新北市輕軌路網規劃

單一機電系統作為基礎，降低設備與系統維護

費用；另三鶯線將延伸至桃園八德，後續機電

需求併同納入已核定三鶯線統包工程採購中，

以達到捷運設施與系統規模化及整合效果。

　　目前我們希望能發揮整體最大效益，達到

「永續工程」與「建構和諧生活環境」之目標

的策略：

(一)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已是全

球發展最重要課題，強調文明發展與環

境生態共存，「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亦規

定大眾捷運系統於規劃階段應提出營運永

續計畫書。因此，各捷運路線於規劃階段

時，皆會制定營運永續計畫，在「建設發

展與自然環境共生共存的永續發展目標」

中，減少環境層面街擊，像是規劃降低施

工噪音，營運中電聯車對鄰近建築物噪音

與振動防治，建築及景觀應尊重環境地貌

與生態，提出符合地區、生活、文化之規

劃；以及維持生態層面策略，如建築景觀

減少對現有植栽破壞並選擇適合綠化樹

種，土建規劃中納入以生態為基礎水土保

持，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之生態工法理

念。

(二)捷運與都市發展相輔相成：捷運車站為城

市的運輸節點，導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效益理念(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以車站方圓 500公尺為中心，透

過土地使用變更、增額容積和都市更新等

周邊土地開發方式，使得都市發展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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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靠近車站中心點，發展強度將越

高，透過這樣的方式，除可提供車站周

邊最便利、最豐富的生活外，適度提高

容積比例，放寬使用項目類別來落實TOD

的理念。另配合租稅增額融資制度(Tax　

Increment　Financing, TIF)，當捷運站周邊

土地使用變更及都市更新開發後，除使得

生活機能更為便利且土地價值提升之外，

進而產生房屋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契稅等租稅增額效益，更可作為挹注捷

運建設基金，達到「捷運建設開創都市發

展，都市發展成就捷運建設」，未來捷運

建設將與生活緊密發展。

後記

　　感謝趙局長在百忙之中接受本次的訪談，

訪談中可以知道趙局長在新北市捷運三環三

線業務的全力以赴，推動三環三線早日完工通

車，另外在國車國造及關鍵技術的導入部份讓

人印象深刻，最後都市永續發展方面推動TOD

搭配TIF，讓捷運與都市發展同時併行，以符

合市民期盼並提供安全、便捷、舒適、快速完

整的捷運路網服務。

 (左1)馬坤祥副理 (左2)陳幼華資深協理 (左3)趙紹廉局長 (右3)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2)蔡榮禎經理 (右1)于新源副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