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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新北捷運推動方式與
階段成果回顧─兼談
捷運與環境融合
Review and Promotion of the Turnkey Solution for New Taipei 
City MRT Projects - Conce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MRT and 
Environment

ABSTRACT摘  要

捷運三環六線係以新北市為核心，串連北北桃形成1千萬人口之捷運生活圈，日運量可達180萬人

次。整體計畫建設完成後，將提升區域交通運輸效能，服務民眾使用便捷安全的綠色交通路網，快速改

善日常生活型態，並帶動地區發展與繁榮地方經濟。

本文首先說明新北市捷運三環六線路網及建設願景，其次介紹捷運重要推手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之沿革、組織架構及負責捷運建設的潛能。再探討推動捷運三環六線的方式與未來趨勢，包括招標策

略、整合監督管理機制、導入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應用於設計與施工、傾聽民意結合地方需求、場站

開發策略效益導向與建立品質及職安衛管理制度等。最後回顧新北市捷運局承辦捷運業務十五年來，所

造就安全、便捷、創新與經濟之成果，並提出反思回饋精進優化措施，以作為提升捷運服務品質之參

考。

關鍵字(Key Words)： 三環六線(Three Rings and Six Lines)、輕軌(Light Rail Transit、LRT)、大眾運輸導

向型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獨立驗證與認證(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 Validation、I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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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rings and six lines of the MRT takes New Taipei City as the core, connecting Taipei, New 
Taipei City and Taoyuan to form the MRT life circle with a population of 10 million, and the daily traffic 
volume can reach 1.8 million people.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plan is completed, it will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erve the people to use the convenient and safe green transportation 
road network, quickly improve the pattern of daily life, and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lo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New Taipei City MRT three rings and six lines network and construction 
vision, and second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otential of the MRT important 
promoter of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Then discuss the ways and 
future trends of promoting the three rings and six lines of the MRT, including bidding strategies, integrate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e introduc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technology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listening to public opinion, combining local need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of the station, and to build quality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etc. 
Finally,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in safety, convenien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s that the New Taipei 
City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has undertaken in the MRT business in the past 15 years, and 
proposes reflection, feedback,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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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各都會區隨著經濟發展日益成長，帶動周邊地區民眾就業通

勤、休閒遊樂及商業活動等往返都會區之交通運輸量快速增加，亦造

成區域聯絡道路及市區街道常壅塞難行，大眾運輸工具乃成為取代私人

運具、紓緩交通流量的最佳解方，其中尤以軌道運輸具備載客量大、經

濟、便捷、舒適、安全等諸多優點，而廣受中央及地方政府青睞。

新北市經長期發展，已成功蛻變為一個多核心的大範圍城市，而能

四通八達的快速串連新北市境內各都會核心區，更擴及台北、桃園生活

圈之交通運輸工具，則非捷運系統路網莫屬。新北市(含台北縣)歷任縣

市長均有此共識，莫不於任內積極發展捷運系統，建設更完善、更便捷

之綠色交通路網，俾能提升交通運輸效能，服務民眾使用便利又安全的

捷運交通，快速改善日常生活型態，並帶動地區發展與繁榮地方經濟。 

貳、捷運三環六線願景

台灣已進入軌道運輸時代，除高鐵縱貫西部走廊、台鐵環繞全島

外，六直轄市泰半擁有捷運交通服務。以往北部地區之捷運發展係以台

北市為中心，向四周擴展捷運路網，此類路網型態無助於新北市的多核

心區相互串連，前市長朱立倫爰於民國99年提出捷運「三環三線」計

畫，整合大台北及桃園地區捷運，形成三個環及三條線路網。進階版的

「三環六線」則為現任新北市長侯友宜於民國107年所提出的捷運路網

加碼建設計畫。

一、探索三環六線

「三環六線」是以新北市為核心，串連北北桃形成1千萬人口之捷

運生活圈，日運量可達180萬人次。整體計畫建設完成後，總長235公

里、共設206座車站，其中新北市境內總長169公里、設154站。

「三環」之第一環是文湖線加新北環狀線，第二環由萬大-中和-樹

林線與中和新蘆線連接，第三環則為機場線、板南線、土城線、土城延

伸頂埔段與三鶯線、三鶯延伸八德段、桃園綠線構成。

「六線」中淡海輕軌、安坑輕軌、汐止民生線為原先三線，另新增

三線：五泰輕軌、八里輕軌、深坑輕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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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一期藍海線及安坑輕軌通車，路線長93.1公

里，內含78座車站。至民國115年目標年增加三

鶯線、淡海輕軌二期及萬大中和線三線通車，

路長增為117.6公里、車站101座。到119年目標

年，新北樹林線及環狀線第二階段兩線將完工

通車，路線總長增至139.3公里、車站121座，

計畫推動達成率為82%，屆時平均每十萬人享

有3座車站，足以媲美新加坡及南韓首爾。

圖1 三環六線願景圖

圖2 三環六線推動目標

二、三環六線逐步實現

目前「三環六線」設計、興建中路線有淡

海、安坑、三鶯、環狀線及萬大-中和-樹林線

等五線，另三鶯延伸八德段、汐止民生線及五

泰、八里、深坑輕軌刻正規劃中。

除已完工通車之淡海輕軌一期綠山線及新

北環狀線外，預定民國111年目標年將有淡海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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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潛能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員工學歷以碩士

52%、大學44%占絕大多數，而年齡層在49歲

以下者高達87%，係屬專業素質高又朝氣蓬勃

的機關，雖然單位人力所需負責之工程業務量

較台北及高雄大，惟賴同仁的專業知能足、打

拼活力夠，必能以最精簡人力、最快速度完成

挑戰，落實新北市民期待。

肆、捷運建設推動方式與未來趨勢

三環六線建設計畫興建費用龐大、作業

艱鉅、工程繁複且後續營運維修面對各類挑戰

參、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
架構

為辦理新北市捷運建設計畫系列之可行性研

究、綜合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督核等作業，

必須成立專責機構，以推動及執行相關業務。

一、組織沿革

自民國94年1月於台北縣政府內，成立二級

機關「台北縣捷運工程隊」，配合辦理台北縣

境內捷運相關業務後，隨捷運業務量逐年大幅

增長，歷經11年演進，至民國105年1月升格為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二、組織架構

圖4 新北捷運局組織架構圖

 圖5 人力潛能分析圖

          圖3 新北市捷運局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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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捷運建設計畫全生命週期

  圖7 淡海輕軌招標策略

高，如何順利推動並有效達成願景目標，須妥

善規劃招標策略、整合監督管理機制、導入建

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應用於設計與施工、傾聽民

意結合地方需求、場站開發策略效益導向、建

立品質及職安衛管理制度，俾能如期如質如量

完成任務。分別敘述如下：

一、全生命週期招標策略

捷運建設全生命週期包括：設計、採購製

造、施工、試車、營運、操作/維修各階段，經

考量單位人力、採購效率、整體時程、土機界面

等因素，目前興建之淡海輕軌、三鶯線中運量捷

運系統，均採土木及機電大統包施工策略，進行

公開招標，並以最有利標決標。安坑輕軌則因機

電系統及代維修操作已納入淡海輕軌統包契約內

之後續擴充，故以全線土建、水環及軌道工程採

統包方式公開招標及最有利標決標。

採用統包策略可增進採購效率與品質、易

於管控預算、降低界面爭議、發揮設計與施工

併行效益、縮短整體計畫推動時程、結合興建

與營運需求，有利提早準備通車。

另以淡海輕軌招標策略為例，捷運局特將

「產業本土化/施工在地化」納入統包契約內，

引進國外專業廠商，推動技術移轉與生根，以

達成國車國造及本國企業永續服務之目標。



2
工
程
論
著

No.127│July, 2020│ 57

圖8 淡海輕軌技術移轉項目

圖9 全方位監督管理系統

二、整合式監督管理

為利充分掌控系統完整生命週期之作業過

程與成果，國內首次導入獨立驗證與認證(IV&V)

自概念發展階段即進場作業，於統包工程招標

時，同時辦理IV&V招標，以使其先行瞭解計畫

背景及業主需求，亦即自風險分析階段開始切

入，驗證統包廠商對系統需求的掌握，並接續

執行後續各階段之驗證與確認，最後再據以進

行認證。

捷運局整合專案管理顧問、獨立驗證與

認證顧問及監造顧問，形成完整之監督管理體

系，並採聯合辦公室合署辦公，以全方位監督

計畫執行。

三、導入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

建築資訊模型(BIM)是一個應用於工程設

計、建造與管理的資訊化工具，其模型之建立

係以工程各類相關資料庫為基礎，透過數位資

訊模擬，建立具有實際資訊的視覺化3D模型，

已成為先進國家爭相發展的營建技術，引進國

內亦有數年之久，是營建業未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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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淡海輕軌BIM加VR開創全新應用視野

圖12 施工衝突檢討整合

圖13 三鶯線曲線段鋼梁吊裝前模擬

為推動三環六線建設計畫，捷運局於綜合

規劃、設計與施工階段，導入建築資訊模型以

3D視覺化呈現，有利於：

‧ 協助工程整合、提供最佳方案、減少施工衝

突。

‧ 輔助產出設計文件及圖說。

‧ 輔助施工可行性分析及工序安排。

‧ 輔助工程數量產出與查核。

‧ 重要工程議題提報與協調。

‧ 輔助變更設計之方案評估。

經由建築資訊模型的廣為應用，除於綜合

規劃階段都市計畫審議時，加速都計委員對計

畫瞭解與通過外，更成功達成提升工程技術及

工作效率、縮短施工時程與降低作業成本等效

用。

四、傾聽民意結合地方需求

三環六線捷運路網遍布新北市境內區域，

無論施工或營運，均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如

何爭取民眾對捷運建設產生共識及共鳴，進而

獲得民眾之認同與支持，減少工作阻力，是推

動捷運的重要課題。

圖10 三鶯線LB08鶯歌車站造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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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專業網站即時資訊

圖15 三鶯線CCTV即時監控系統

捷運局運用各種公共資訊之傳播技術，架

設計畫專業網站，透過網路新聞、Line群組、

社群網路、智慧里長、廣播等提供即時資訊，

諸如：假日及夜間施工訊息、道路交維宣導、

CCTV監控道路車流與易淹水地區狀況等，以利

居民及早因應，降低民怨。

另於捷運建設期間多方傾聽民意、廣泛蒐

集地方意見，除快速回應社群外，並結合在地

需求，納入設計及施工考量因應。同時，為提

高民眾參與感，增進政府與人民間之聯繫與互

動，捷運局亦積極辦理各項階段性活動，增加

捷運推動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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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邀集鄰近住戶協調高架橋墩位置

圖17 安坑輕軌I-Voting全民票選車輛外觀

五、捷運場站開發策略效益導向

歐洲許多大都市係以大眾運輸系統作為都

市發展之主軸，其中捷運與輕軌占有重要的地

位。反觀國內由於起步較晚，都市已發展成形

後，始進行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常遭遇土地取得

困難、民眾反對抗爭及資金籌措不易等問題。

捷運局推動捷運建設計畫時，鑑於前述

問題迭有發生，為順利取得場站設施用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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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捷運TOD策略效益(二)

效運用土地資源及保障整體範圍內之地

主權益，特規劃「捷運場站開發先期導

入概念設計」，採共構開發，將經費及

量體納入後續擴充方式，以先行取得用

地，並提供地主作為徵收方案之另種選

擇，地主可選擇：①不領取協議價購土

地款，參與土地開發，用開發後之不動

產抵付協議價購土地款，以保留原居住

之權利；②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並得

優先申請承購、承租開發後之不動產。

另場站共構開發大樓規劃為住宅、

日用品量販與零售商業設施，完成後不

僅提供居民周邊生活機能，活化地區發

展，開發收益尚可挹注捷運建設經費，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共構開發規劃亦符

合行政院所倡議的大眾運輸導向之城市

發展策略(TOD)。

六、品質及職安衛管理

(一) 品質管理

捷運建設為國家百年大計，施工品

質良窳更攸關搭乘民眾生命安全。捷運

局於推動捷運建設之際，特依據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理制度及作業要點，建立健全之品

質督導查核制度，透過品質管理及進度

管控等作業之密切配合運作，將品質規

範與標準落實於施工程序中，達成整體

工程品質之提升。

此外為確保委託廠商技術服務之品

質，捷運局藉由評鑑程序，評估廠商每

年執行契約工作績效，並配合相關獎懲

措施，以提升廠商服務品質；評鑑績效

獎懲成果亦可作為廠商未來投標時，評

選委員評分之參考。

圖18 場站開發先期導入概念設計

圖19 捷運TOD策略效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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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職安宣導、增進工地人員職能及訓練，並

落實施工中職安衛管理巡查，以確保捷運施工

零職災，人員安全、工程順利完成。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作為新北市捷運系統計畫推動機關，捷運

局秉持尊重生命之精神，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法規，制訂機關安衛政策及年度安

衛目標、實施三級安衛管理制度、強化高風險

管理機制、建立即時緊急事故處理機制、積極

圖22 三級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圖21 捷運局品質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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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南環段、北環段)均將陸續完工，目標

在民國119年成功串接三環六線路網，屆時新北

市境內將達121座捷運車站，成為北北桃發展核

心，躋身國際級大城市。

展望未來，透過三環六線捷運與輕軌等便

捷完善之運輸服務，將擴大都會區繁榮發展，進

七、目標與展望

新北三環六線近三年內已完成淡海輕軌一

期綠山線及新北環狀線，預計今年淡海輕軌一

期藍海線將完工通車，後續於111年安坑輕軌、

112年三鶯線、113年淡海輕軌二期、114年萬

大中和線、117年新北樹林線及118年環狀線第

圖24 即時緊急事故處理機制

圖23 高風險管理機制

圖26 新北市捷運局品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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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三環六線目標與展望

而逐步延伸推動周邊衛星城市開發；亦期許捷運

路線完成後，將帶動車站出入口聯合開發及周邊

發展，「捷運蓋到哪，都更就到哪」，再搭配妥

善規劃的轉乘接駁系統，構建無縫運輸路網，提

供民眾更完整便利之公共運輸環境，以活絡地區

發展、促進就業機會，更實現大眾運輸導向之城

市發展(TOD)，為新北市捷運沿線的都市發展及

經濟，帶來重大深遠的改變。

伍、成果回顧

新北市捷運局自民國94年1月草創，負責辦

理捷運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設計、興建及

督核等相關業務迄今已十五載，一路走來開天

闢地、上山下海、披荊斬棘又案牘勞形備極辛

勞，始換得今日遍地開花之豐碩成果。回顧過

往，捷運局同仁秉持一貫之品質政策，帶領工

作團隊為捷運建設計畫任勞任怨、無怨無悔的

付出，造就安全、便捷、創新與經濟的成果有

目共睹。

茲就安全、便捷、創新與經濟各方面之成

果，略舉一、二回顧說明如下：

一、安全

(一) 施工安全

為維護工作人員安全，除依職安衛規定設

置完妥防護設施及檢查機制、進入工區戴安全

帽及防護具、加強職安衛教育訓練外，更研擬

精進施工作為，提升(創新)施工技術、降低事故

並縮短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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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施工安全成果(一)

圖26 新北市捷運局品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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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安全

捷運通車後之營運安全主要在降低事故、

減少衝突與縮短救援時程。為達成任務，於試

營運階段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模擬演練各種

圖28 施工安全成果(二)

圖29 營運安全成果

突發狀況，且於試營運日起，每日透過Line群

組、網路媒體與平台等，廣泛蒐集缺失與意

見，協調權責單位改善，並召開檢討會議確認

案件結案情形，以確保正式營運後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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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周邊交通重新整合規劃

二、便捷

配合捷運路線開通，重新整合規劃沿線及

車站周邊設施、使市容煥然一新、交通井然有

序；設置站間連通道、提供便捷又舒適之轉乘

方式；更新改善人行步道、增加通勤、景觀及

遊憩空間；並檢視地方民意需求增設車站、服

務民眾更便捷之捷運搭乘環境。

圖30 新北環狀線試營運緊急應變小組運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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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增設車站與輕軌路線之辦理狀況

圖32 新北環狀線中和中原溝新設人行木棧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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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有效預算發揮最大效益

項次 創新事項 成果

1 列車外觀及內裝視覺藝術設計
淡海輕軌列車以時尚輕盈設計為主題，一改傳統鐵路車輛厚
重、刻板印象。列車內外裝造形色彩，係德國設計師實地參
訪淡海後製作之獨特發想。

2 列車端高抗壓縮力
淡海輕軌列車為國內首度具備500KN車端抗壓縮力之輕軌車
輛，可最小化碰撞時損害與維修工序，且超越歐規EN15227
標準。

3 採輕量化鋁合金/發泡複材板
淡海輕軌為國內首度採用非金屬複材於車體結構，可大幅減
輕重量，達節能減碳之效。
膠合工法較焊接有更平均的應力傳輸特性。

4 列車駕駛操控界面安全設計
淡海輕軌列車駕駛操控界面主動安全設計概念，包括列車自
動防護系統ATP及備援電子式後視鏡皆為創舉。

5 淡海輕軌結合公共藝術，展現在地風情

有別於以往捷運單一車站的公共藝術作法，淡海輕軌綠山線
邀請國際知名繪本作家幾米，耗時兩年多時間，以淡水在地
多元文化特色為主題，為全線11座候車站進行整體規劃，
量身打造了作品《閉上眼睛一下下》，並以主角小女孩的視
角，帶領遊客認識在地風光。

6 新北環狀線全線色彩計畫之公共藝術

新北環狀線多為高架結構，為降低對都市景觀之衝擊，由法
籍建築師艾曼紐·莫侯以路線色為主，輔以不同的各站色
彩，指定全線色彩計畫，建構「流水行雲·龍遊千里」公共
藝術意境。

三、經濟

自民國100年迄109年度中央資源人均獲配

數平均值及人均總預算獲配數平均值，新北市

皆為六直轄市最低，而新北市捷運局單位人力

需負責之工程業務量卻約台北市5.6倍，亦為高

雄市2.2倍，處此艱困環境下，新北捷運建設除

力行撙節預算支出外，並持續謀求突破，以發

揮最大效益；例如輕軌車站設計均採相同鋼結

構方式，以「模組化、輕巧化」的設計，不僅

經濟且易於維護，減少營運費用。

四、創新

三環六線捷運歷經淡海輕軌一期綠山線、

新北環狀線、安坑輕軌與三鶯線等路線興建，

工作團隊群策群力、求新求變，創新事項眾

多，茲列舉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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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創新事項 成果

7 新北環狀線音樂通廊
新北環狀線串聯數條路線，轉乘站多達8個，特委託周岳澄老
師創作，在數個轉乘站設置音樂通廊，讓旅客穿梭搭車時亦
能作一次音樂之旅。

8
新北環狀線音樂視覺化-隔音牆音樂意
象

將到站音樂以數位化概念呈現，利用色塊深淺、長短、高低
位置，分別對應音樂的強弱、節奏、高低，在隔音牆金屬板
上以色塊呈現音樂意象。

9
新北環狀線多管齊下降低列車行駛噪
音

列車行駛之唧唧聲，利用車輪整圓、軌道拋光、隔音牆延伸
及軌道自動潤滑設備等措施，降低此等擾人之噪音。

10 新北捷運局設立網路媒體平台

捷運局自106年設立「OPEN！3環6線」進度公開專頁，開通
以來已是每年200萬人之瀏覽網頁。
自108年5月開通「新北捷運局」粉絲團，已達1.4萬人次之
追蹤專頁，貼文總觸及數達12.3萬人，收到按讚總數2.6萬人
次。

圖35 淡海輕軌公共藝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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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新北環狀線公共藝術創新

圖37 新北環狀線音樂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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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新北環狀線音樂視覺化-隔音牆音樂意象

圖39 新北環狀線降低列車行駛噪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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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新北捷運局經營「OPEN！3環6線」進度公開專頁

陸、反思回饋精進優化

新北市捷運路線中，淡海輕軌綠山線係於

107年12月通車，新北環狀線則於109年1月通

車；通車營運後兩路線陸續發現部分缺失，除

已針對缺失項目速予調整改善外，並積極研求

精進方案，提供正施工中之安坑輕軌及三鶯線

預作因應，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藉

由實際營運經驗所得，回饋興建中的捷運路線

改進，俾能更優化服務品質。

圖41 淡海輕軌營運缺失種類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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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輕軌列車升級

圖43 降噪設備設置調整優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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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降噪設備設置調整優化(二)

柒、結語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使每項捷運建設

計畫順利推動，經考量整體組織規模、分工架

構及專業技術完整度等條件，期望於有限資源

下，能達成效益最大化，因此委託工程顧問公

司協助辦理專案管理及監造等業務，藉由工程

顧問公司之專業建議、技術及創新思維與實務

經驗回饋，擴充捷運局人力及專業知識，俾於

計畫全生命週期中，提升執行效能及工程品質

再進化，並做為捷運局最堅強之後盾，共同朝

向「三環六線、逐步實現」之使命奮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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