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運工程局 100 年度施政目標及重點
壹、使命
「建構安全的捷運建設、追求人本的捷運系統、造就優質的捷運工程、推動永續的
捷運環境，打造世界級的捷運新都會。」

貳、願景
「優質建設、效率捷運、臺北悠遊行，建構台北都會最適整體捷運路網達 270
公里。」

參、施政重點
一、 持續推動新莊線新莊機廠到臺北橋站及東門站至古亭站工程：土建、軌道及
水電環控工程施工、系統整合測試。新莊線縣轄段(新莊機廠除外)：工程結
算驗收作業、全線機電系統設備製造與安裝測試。
二、 全力推動信義線及松山線工程：持續進行土建、軌道、水電、環控工程及共
同管道施工；辦理全線機電系統工程設計、設備製造及電聯車製造與組裝作
業。
三、 全力推動環狀線第一階段工程及土城線延伸頂埔段工程土建施工及機電系統
工程、電聯車細部設計。
四、 全力推動「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工程：進行土建工程
、招標與施工作業；辦理全線機電系統工程及電聯車招標及細部設計。
五、 全力推動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線三重至臺北段工程：持續進行三重至臺北
段土建工程施工作業。
六、 持續辦理「臺北兒童新樂園」施工。「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圓山展區
展示花種及換展維護工程(CZ204 標)以及完成該工程之結算驗收作業。
七、 進行「臺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信義線東延段及萬大線第一階段建設」土建
工程細部設計、都市計畫變更及用地取得。
八、 持續辦理南北線、民生汐止線、安坑線、三鶯線、社子士林北投區域輕軌路
網、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等可行性研究、規劃報告書、財務計畫及環境影
響說明書配合中央審議作業。
九、 持續辦理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計畫、基地評選、地主協議簽約、建築概念
設計、投資人甄選、權益分配、契約執行、不動產經營管理、基金管理及研
訂土地開發相關法規等事項及市府相關單位委託代辦市有地開發案件暨都市
更新作業、臺北車站特定專用區 C1、D1(東半街廓)開發興建及環狀線土地協
議價購、投資甄選文件研擬；
「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機場、
站土地開發」技術協助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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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逐步提昇工程處廣域網路(WAN)速率、擴大整體資訊系統使用效率，導入建
築資訊模型(BIM)方案、提昇工程及管理作業效能，擴充整體檢索平台、增加
自動分類功能、加速精準查詢及持續推廣知識管理應用於捷運技術諮詢服務
、捷運技術專業訓練及工程叢書之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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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捷運工程局 100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業
務
計
畫
壹.
工
務
行
政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計

畫

內

容

一. <一>資產及財 1.執行初期路網〈含內湖線〉暨後續路網新莊線及蘆洲支線、南港線
行 務管理業務
東延段、信義線、松山線、信義線東延段、萬大-中和-樹林線特別
政
預算歲入預算。
管
2.協調中央（含原省府）
、臺北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及本府等預算編列
理
單位按時程撥款支應。
3.辦理「臺北市臺北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金」及「臺北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資金運用及管理。
4.工程保險及聯合開發大樓火災保險之投保。
(1)協助工程處及廠商解決保險理賠之爭議及保險投保相關事宜。
(2)100 年度聯合開發大樓火災保險之執行(加減保)。
5.財產管理
(1)捷運各線捷運財產、聯開財產及重置基金財產之管理。
(2)捷運各線土地使用租賃契約管理。
(3)捷運財產租賃契約管理。
(4)「臺北市臺北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金」採購案核銷及財產
列帳。
6.辦理本局、聯合開發基金、重置基金及環狀線信託基金等各項薪津
、獎金及補助款發放、代扣款、所得報繳、零用金保管、支付等相
關業務。
<二>公共關係 配合捷運後續路網之推動，積極透過各項管道辦理溝通宣導，爭取民
業務
眾支持與配合，俾工程順利進行。
<三>資訊推展 1.整合行政與工程管理資訊、提升協助決策支援資訊之品質。
2.導入建築資訊 3D 模型(BIM)方案、提昇工程及管理作業效能。
3.逐步提昇工程處廣域網路(WAN)速率、擴大整體資訊系統使用效率。
4.擴充整體檢索平台、增加自動分類功能、加速精準查詢及持續推廣
知識管理應用於捷運技術諮詢服務、捷運技術專業訓練及工程叢書
之編印。
二. <一>機械、什 購置電腦軟硬體、 事務機具、 圖書設備及車輛等設備。
一 項及交通運輸
般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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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貳.
調
查
規
劃
及
計
畫
管
理

一. <一>捷運路網 1.整體路網規劃暨後續路網各路線規劃
調 規劃
(1)修正捷運南北線可行性研究報告並函報中央審議。
查
(2)修正捷運民生汐止線可行性研究報告並函報中央審議。
規
(3)修正捷運三鶯線可行性研究報告及辦理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劃
(4)辦理「配合社子島土地開發與聯外大眾運輸系統整合規劃」委託
及
技術服務案。
計
(5)修正捷運安坑線可行性研究報告書並函送中央審議。
畫
(6)捷運系統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可行性研究配合中央審議。
管
(7)代辦桃園縣政府委託桃園都會區捷運路網檢討評估及優先路線
理
規劃案配合中央審議。
(8)臺北都會區整體運輸需求預測模式建立與進行校估。
2.交通維持計畫提報
(1)台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
(2)萬大-中和-樹林線第一期工程。
(3)信義線東延段。
3.捷運路線通車前車站周邊設施整合
(1)新莊線縣區段及東門站。
4.車站規劃與協調業務：辦理安坑線、三鶯線、社子線、民生汐止線
、南北線暨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車站規劃與協調。
5.都市計畫變更業務：
(1)辦理信義線東延段及萬大-中和-樹林線(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
更案。
6.捷運第三階段路網各線之工程規劃及營運規劃。
7.都市計畫樁位與地下穿越樁位公告：辦理環狀線第一階段地下穿越
樁位公告。
8.辦理南北線及桃園捷運綠線等環境影響評估與各線環差報核及配合
環保署審議作業。
9.辦理「臺北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及連通申請自治條例
」修訂作業。
10.辦理「臺北市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周邊土地開發研議委員會」
相關作業。
11.辦理「臺北市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周邊土地開發委託技術服務
案」。
<二>品質保證 1.執行品質管理制度，落實捷運工程既定品質要求。
(1)辦理本局及各工程處品質管理系統落實度稽查作業。
(2)持續辦理工程區段標、細部設計標，品質計畫落實度查驗作業，
(捷運工程局) 29 -4

發現缺失即提報相關單位即時改善。
(3)辦理工程區段標重要工項施工管理查驗作業。
(4)持續修訂品質手冊及相關作業程序(QSOP)，維持本局 ISO 9000
品質管理系統有效運作。
(5)辦理品質管理相關訓練作業。
(6)辦理本局風險管理制度建置作業。
2.精進材料三級品管作業，保障捷運工程材料品質。
(1)規劃及辦理材料品管試驗訓練。
(2)契約規範中材料規格之協助審查與提供修訂之建議。
(3)辦理材料第三級品管查證作業，確保材料品質符合規範要求。
(4)辦理捷運工程大宗/重要材料供應商之品質評鑑作業。
(5)接受本局、工程處、廠商及其他公共工程之委託試驗。
(6)維持實驗室品質系統符合 CNS17025 及 TAF 認證規定，並持續推
動實驗室作業流程 e 化，以提昇效率及測試品質。
3.辦理專題研究及計畫管考
(1)強化全局年度施政目標，落實各單位年度工作項目管考，反映成
果，提高施政效能。
(2)提高公文處理效能，縮短文書作業時間，加強為民服務。
(3)審查委託專題研究，釐清工作方向，提昇公信力。
(4)研提施政報告，反映本局工作狀況，強化民眾溝通。
(5)確認議會督導市政之質詢及時回應，期能強化本局與議員和諧關
係。
(6)列管各項陳情反映案件，加強與民眾溝通，促進捷運建設順利執
行。
<三>聯合開發 1.辦理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計畫、基地評選、地主協議簽約、建築
概念設計、投資人甄選、權益分配、契約執行、不動產經營管理、
基金管理及研訂土地開發相關法規等事項，包括下列：
(1)配合捷運路線規劃，辦理場站聯合開發基地評選作業。
(2)辦理用地取得地主協議簽約。
(3)辦理徵求投資人及投資契約書簽訂作業。
(4)持續辦理投資人書件審查及建造成本審核及權益分配作業。
(5)協助投資人進行聯合開發施工作業。
(6)辦理捷運設施委託聯開投資人一併設計、施工之標辦文件之審查
及核定作業。
(7)辦理聯合開發公有不動產出租售及經營管理業務。
(8)辦理土地開發基金預算編製及管控事宜。
(9)續修土地開發相關法令：因應聯合開發作業需求修訂土地開發辦
法相關條文、實施要點、甄選投資人須知、相關契約、規範等配
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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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推動新莊線大橋頭站西側土地開發案。
3.辦理桃園機場線臺北車站特定專用區 C1、D1 土地開發案。
4.市府相關單位委託代辦市有地開發案件都市更新作業。
5.辦理環狀線第一階段土地開發案及預算管控事宜。
6.代辦臺中市政府委託「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機場
、站土地開發」技術協助服務案。
7.代辦桃園縣政府委託桃園都會區捷運優先路網規劃之土地開發案。
<四>價值工程 1.在維持機能與品質的前提下降低成本。
2.持續協助市府相關單位，推動相關作業。
<五>安衛環保 1.配合政策推動全員安衛及預知危險活動，落實廠商實施上工前勤前
管理
教育及自主管理之目標。
2.稽查各工程處安衛小組、工務所、廠商之安衛環保管理業務績效，
落實三級工地管理。
3.健全本局災害防救組織及通報系統，整備災害防救設施及實施防颱
防汛高司作業及實兵演練評比。
4.辦理本局施工環境管理績效及環境影響評估追蹤考核業務。
5.辦理本局安全衛生、施工環境管理及災害防救業務之教育訓練。
6.辦理本局安全衛生競賽及零傷亡暨零重大事故獎勵措施。
參.
工
程
細
部
設
計

一. <一>新莊線
土
木
建
築
工
程
設
計

1.配合在建工程需要，辦理新莊線縣轄段及市區段施工變更相關細部
設計作業。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新莊線縣轄段、市區段土建標、水環標、軌道
標在建工程技術文件審查。
3.配合在建工程之裝修時程，辦理公共藝術之徵件及評選事宜。

<二>信義線

1.配合在建工程需要，辦理信義線施工變更相關細部設計作業。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信義線土建標、水環標、軌道標在建工程之技
術文件審查。
3.配合在建工程之裝修時程，辦理公共藝術之徵件及評選事宜。
4.配合檢討信義線路型調整計畫。

<三>松山線

1.配合在建工程需要，辦理松山線施工變更相關細部設計作業。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松山線土建標、水環標、軌道標在建工程之技
術文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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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檢討南京東西路公共環境改善計畫。
4.配合辦理玉泉公園變電站移設於臺電中崙變電站之相關作業。
5.配合在建工程之裝修時程，辦理公共藝術之徵件及評選事宜。
<四>臺灣桃園 1.配合在建工程需要，辦理機場捷運線三重至臺北市段施工變更相關
國際機場線
細部設計作業。
2.配合在建工程之裝修時程，辦理公共藝術之徵件及評選事宜。
3.辦理特種建築物之送審作業。
<五>環狀線

1.配合在建工程需要，辦理環狀線施工變更相關細部設計作業。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環狀線土建標、水環標、軌道標之技術文件審
查。
3.辦理公共藝術之徵件及評選事宜。

<六>土城線延 1.配合在建工程需要，辦理土城線延伸頂埔段施工變更相關細部設計
伸頂埔段
作業。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土城線延伸頂埔段在建工程之技術文件審查。
<七>信義線東 1.辦理信義線東延段工程細部設計廠商遴選及細設標審查作業事宜。
延段
2.辦理信義線東延段軌道標前置設計及招標文件製作。
<八>萬大線

1.辦理萬大線第一期工程細部設計廠商遴選及細設標審查作業事宜。
2.辦理萬大線第一期工程軌道標前置設計及招標文件製作。

<九>臺中捷運 1.代辦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之細部設計審查事宜。
2.配合先期工程施工需要，辦理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在建先期工
程之技術文件審查。
3.依大眾捷運系統禁限建辦法辦理禁限建範圍公告作業。
4.配合臺中市政府辦理特種建築物之送審作業。
5.配合建築造型設計時程召開公共藝術執行小組會議。
6.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軌道標前置設計及招標文件製作。
<十>其他

1.辦理捷運路網規劃階段之工程調查及基本設計文件
(1)辦理社子島輕軌系統機廠及周邊地質鑽探先期調查作業。
(2)辦理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捷運南北線、民生汐止線、安坑線
、三鶯線等路線之基本設計文件。
2.營運路段增設出入口等工程之設計審查
(1)配合施工需要辦理淡水線石牌及芝山站增設出入口工程之技術
文件審查及施工變更相關細部設計作業。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新店線公館站增設無障礙電梯工程之技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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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審查及施工變更相關細部設計作業。
3.辦理代辦工程細部設計及審查
(1)配合施工需要，辦理松山警察分局新建工程之施工中技術文件審
查及公共藝術計畫審查與徵件、評選作業。
(2)『臺北兒童新樂園新建工程』配合施工需要，辦理土建標、水環
標施工中之技術文件審查。
4.圖說及規範等之增修訂作業
(1)細設標基本條款及招標文件檢討修正。
(2)標準規範之檢討修訂。
5.辦理「捷運系統結構物維護管理與智慧型資訊系統建立之研究」委
託研究案事宜。
6.配合聯合開發大樓辦理相關捷運界面協調與審查作業。
7.配合捷運營運階段之路權範圍內新增修改建工程之設計審查作業。
8.配合桃園捷運路網規劃車站基本設計作業及協調事宜。
9.代辦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之禁限建相關事宜。
10.配合公共工程委員會 4 年 5000 億之工程項目「節能減碳」10％預
算檢討。
11.依大眾捷運系統禁限建辦法辦理捷運沿線建築執照申請案及相關
工程興建辦理會審工作。
12.辦理全路網淹水位分析委託計畫。
二. <一>新莊線及 1.辦理新莊線及蘆洲支線機電系統標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機 蘆洲支線
2.配合新莊線市區段及蘆洲支線機電系統工程標執行可靠度及維修度
電
驗證作業。
系
統
工
程
設
計
<二>文湖線

辦理文湖線機電系統工程標可用度驗證作業。

<三>南港線東 1.辦理南港線東延段機電系統標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延段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南港線東延段機電系統標契約變更。
3.辦理南港線東延段第二階段機電系統整合測試、工程檢查及初、履
勘作業。
<四>信義線╱ 1.配合施工需要，辦理信義線╱松山線機電系統標契約變更。
松山線
2.辦理信義線╱松山線機電系統工程標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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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狀線

1.配合施工需要，辦理臺北捷運環狀線第一階段機電系統工程標契約
變更。
2.辦理臺北捷運環狀線計畫第一階段路線機電系統細設審查。

<六>土城線延 1.配合施工需要，辦理土城線延伸頂埔段機電系統標契約變更。
伸頂埔段
2.辦理土城線延伸頂埔段機電系統標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七>臺中捷運 辦理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之機電系統工程標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八>台北兒童 1.配合辦理機械動力遊樂設備標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新樂園新建工 2.配合施工需要，辦理機械動力遊樂設備標契約變更。
程遊樂設備
<九>萬大線
肆.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辦理臺北捷運萬大線計畫第一階段路線機電系統細設審查 。

一. <一>新店線工 辦理新店線及淡水線數位無線電系統及自動收費系統更新設備後保固
捷 程
作業。
運
系
統
工
程
<二>板橋(土 1.辦理板橋（土城）延伸線土木建築工程、水電、環控及機電系統工
城) 延伸線工
程保固作業。
程
2.辦理土城機廠土木/軌道工廠暨軌道備品區門型吊架工程保固作業。
<三>新莊線及 1.辦理新莊線縣轄段土建、水電、環控工程之結算驗收作業。
蘆洲支線工程 2.新莊機廠土建、水電、環控工程施工監造及施工督導作業。
3.辦理新莊線縣轄段、東門站機電系統工程動態整合測試。
4.辦理新莊線市區段（新生南路、松江路及民權東西路）土建驗收與
保固作業、植栽保活作業。
5.辦理新莊線市區段東門站(信義路)各標之土建、水電、環控及軌道
施工監造及施工督導作業。
6.辦理新莊線電（扶）梯工程設備安裝及測試、蘆洲線設備可靠度測
試。
7.電聯車可靠度測試。
<四>文湖線工 1.完成文湖線高架段土建、環控工程及機廠水電空調竣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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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辦理機電系統可用度驗證，並完成機電系統竣工驗收。
3.數位無線電系統工程保固。
4.自動收費系統工程保固。

<五>南港線東 1.辦理南港線東延段南港展覽館站土建工程驗收作業及機電系統工程
延段
竣工及驗收作業。
2.辦理機電系統工程南港站保固作業。
3.南港線東延段 4 列電聯車保固作業。
<六>信義線工 1.辦理信義線土建、軌道、水環等及共同管道工程之文件、材料、設
程
備審查及施工監造及施工督導作業。
2.辦理信義線電聯車及機電系統工程設備製造作業。
3.辦理信義線電聯車組裝及廠測作業。
<七>松山線工 1.辦理松山線土建、軌道、水環等及共同管道工程之文件、材料、設
程
備審查及施工監造及施工督導作業。
2.辦理松山線電聯車及機電系統工程細部設計審查及設備製造作業。
3.辦理松山線電聯車運抵作業。
<八>電聯車採 1.捷運公司委託本局採購電聯車工程第 14、15 列車保固作業。
購
2.本局採購電聯車工程計 8 列車進行可靠度測試。
<九>代辦本府 1.代辦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暨跨堤平台廣場興建工程施工管理及督導作
其他局處工程
業。
2.完成 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圓山展區展示花種及換展維護工程
及結算驗收作業。
3.代辦教育局臺北兒童新樂園新建工程施工管理。
4.代辦警察局「台北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捷運局工程處辦公大樓
及松山線捷運設施等共構新建工程」施工管理。
<十>代辦聯合 代辦內政部委建新店線大坪林站(捷四 、捷五基地)聯合開發工程保固
開發工程
事宜。
<十一>桃園國 辦理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線三重至臺北市段土木、水環及建築工程施工
際機場捷運線 監造及施工督導作業。
三重至臺北市
段工程
<十二>土城線 1.辦理土城線延伸頂埔段土建、水電、環控工程之施工監造及施工督
延伸頂埔段
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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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理土城線延伸頂埔段機電系統工程設計作業。
<十三>環狀線 1.辦理環狀線第一階段土建、水電、環控工程發包、施工監造及施工
督導作業。
2.辦理機電系統工程、自動收費系統及軌道工程設計審查作業。
<十四>臺中捷 1.辦理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先期工程管線遷移之施工監造及施工
運
督導作業。
2.辦理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先期工程植栽移植保活作業。
3.辦理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施工期間環境監測作業。
4.辦理臺中捷運機電系統工程設計審查作業。
5.辦理臺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機電系統工程契約及設計文件審查。
<十五>萬大線 1.進行先期工程施工及協助審查細部設計作業。
2.進行植栽及管線等工程設計施工作業。
3.辦理萬大線機電系統招標作業及細部設計作業。
<十六>信義線 進行先期工程施工及配合審查細部設計作業。
東延段
伍.
交
通
工
程
設
施
補
償

一. <一>捷運系統 1.辦理新莊線大橋頭站西側聯合開發區(捷一)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拆遷
購 用地取得
等作業。
地
2.續辦捷運環狀線（第一階段）南機廠及各車站工程用地取得及地上
及
物拆遷作業。
拆
3.辦理捷運環狀線（第一階段）各車站站體取得地上權、穿越用地註
遷
記補償、墩柱用地取得作業。
補
4.萬大線(第一期工程)、信義線東延段用地取得先期作業。
償
5.配合辦理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
、南北線、民生汐止線捷運路網
檢討評估、都市計畫變更及優先路線規劃地籍調查作業。
6.配合辦理台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用地取得及時程管控作業。

陸.
準 一. <一>準備金
備 準
金 備
金

準備金之動用依實際業務需要，申請動支準備金，報府核定後，依法
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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