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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臺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於民國 57 年 3 月正式成立，職管市內道路、橋梁之興

新建工程處

建與維護，並承製相關局處工程代辦，自民國 72 年起陸續完成臺北市境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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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總長 59.6 公里之快速道路，並權管臺北市內道路共計 6,970 條及 356 座橋
梁及代辦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等市有建築達 710 億。未來，

新工領航
榮耀臺北

新建工程處將持續秉持專業化、科技化、永續化的職業態度，守護市民的用路
品質，繼續為民服務，亦期許從新建工程處自身做起，落實以人為本的友善生
活圈。

使命x願景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

以優質服務及學習創新的態度，營造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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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路 - 農安街以北

臺北藝術表演中心願景圖

中山北路 3 段改善成果

重陽橋改善成果

3D-GIS 地下管線圖資查詢平臺

天母棒球場周邊人行道改善成果

忠孝東路 2 段改善工程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第一階段

木新路三段 45 巷改善成果

民權東路 3 段改善成果

忠孝橋引橋拆除

社子大橋新建

東興路人行道拓寬改善成果

建成公園人行道改善成果

跨域合署辦公

施工資訊即時公開透明

市區街道 暢行通

臺北橋梁 通八方

友善人行 道安心

智慧管理 好便利

Driving on urban street on a roll

Taipei’s bridges make getting around breeze

Friendly sidewalk that makes you feel peace

Convenient intelligent management

臺北藝術表演中心

南門市場改建工程

永續城市 新風貌
Sustainable city with new style

管線淺埋改善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路基改善及孔蓋調降 路面銑鋪

孔蓋提升

優質道路 好好行
High quality roads that are easy to go

興建道路 便捷路網

打造便捷城市 串聯生活空間

以人為本 友善城市

打造3D管線圖資平臺 提升參考價值

代辦工程 風華再現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路平四階段改體質

Construct the roadway, and get a better way.

Create a convenient city that connect living spaces

Friendly city where people are oriented

Charged affaires that makes the glory reappears

近年來隨著臺北市生活環境型態改變、人口、車流增
加，部分基礎建設已不符現今民眾使用需求，近年來
臺北市已投入 54.6 億打造便捷的臺北市計畫道路路網。

隨著城市發展與進步，橋梁的維護也應與時俱進，時時思
考如何改善現行路況，更需考量用路人之安全及便利性，
有鑑於此，新工處針對各地區的橋梁建設進行翻修、改善
及新建匝道，提供安全又便捷的交通環境。

人行環境之設計，除積極汰換老舊破損鋪面外，新工
處亦以人本建設出發，檢討人行道通行障礙物，打造
無障礙環境，讓身心障礙、高齡、孕婦或兒童皆能安
心走出戶外。

Build the 3D pipeline mapping system to enhance its
reference value
提供行動裝置現場即時定位及查詢瀏覽本市 3D 地下管
線圖資，提供施工前規劃，以及施工中注意避免挖損
等相關參考。

Establish standard construction procedures and
reconstruct the road surface with 4 steps of
road-smoothing

逐年辦理路面換膚 安全舒適行車空間

安全橋梁 守護家園

韌性設計 永續環境

施工行動通報開直播 遠端監控全民督工

Keep paving roads to maintain the
road surface safe and sound.

A Safe Bridge keeps the way home safe

Toughness design that create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臺北市於橋梁檢測及維修作業評鑑皆為六都之首，更榮獲
交通部「金路獎」之殊榮，並採每 2 年 1 循環頻率辦理橋
梁安全檢測，希望達到「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的標準以延續橋梁使用年限。

新工處藉由辦理老舊人行道鋪面更新，融入海綿城
市理念，採用透水性鋪面，以每年鋪設 25,000 平方
公尺為目標，減緩熱島效應，降低每日溫度尖峰值
2.05~3.53℃，調節都市微氣候，塑造優質、舒適的步
行空間。

Real-time reporting and streaming for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remotely and supervised by the Public

代辦文化局、都市發展局、教育局、社會局、消防局、
警察局、市場處…等局處之公有建築工程，透過建築
物及相關設備的硬體建設，完善市府各項政策。

永續、智慧、健康、宜居城市的推手

臺北市道路維護面積逾 2 千萬平方公尺，經參考道路
狀況各項指標數據，逐年擬定路面更新計畫，使市區
道路煥然一新，提供用路人安全舒適的通行環境。

工地現場以 APP 通報開工並連結雲端攝影機，可即時
將工地畫面傳回道管中心監控室，並可進行遠端連線
協調。

The promoter of sustainability, wisdom, healthy, and
livable cities
城市的建設不僅於道路、人行道及橋梁中結合永續的
概念，也於工程建設中帶領城市走向綠色經濟城，透
過公共工程的執行，提升整體市容與建築機能，賦予
城市裡的新生，打造永續城市新風貌。

以 (1) 管線汰換更新及淺埋改善 (2) 路基改善及孔蓋
調降減量 (3) 路面銑鋪 (4) 孔蓋提升等四階段辦理路
面更新作業，深層改善道路體質，並列管更新後 3
年內除緊急及政策需求外禁止挖掘，原則可保有 6
年使用壽命，以提升市民用路品質及道路耐用年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