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轉運站東站興建營運移轉案公聽會」
意見回復及處理情形
發言人
市民朋友
葉○達
先生

公聽會發表意見

意見回復及處理情形

1.南港是 1、3、5 國道交會的地方，
有國道客運路線進來服務，當然是很
值得支持贊成的。但是目前發現的問
題是，南港路是傳統南港人在走的

南港轉運站在大客車進站之動線規劃
上，西站走市民大道，東站及商三走忠
孝東路；出站之動線規劃，考量其他道
路交通負荷量，及為避免進出動線交

路，然而車站開發後，行人往往橫越
南港路走。如果未來引入國道客運
後，會有更多的大型車輛進入，希望
避免行駛在南港路上，至少在研究院
路至南港車站間能走市民大道或忠
孝東路，避免與行人衝突問題。

織，未來將採分散方式，以減輕南港路
交通負荷，即將月臺數較多的商三規劃
由市民大道出站，月臺數較少之東站及
西站仍部份利用南港路出站，以分散進
出及兼顧降低對地區性路段車流影響。

目前 9026 及國光客運營運之 4 條國道
2.長途客運有轉運站候車空間很
好，但往往在南港展覽館站有中途載 客運等路線均以南港展覽館為端點，未
客狀況。目前往基隆的公車，像 9026 來南港轉運站啟用後將進駐轉運站，並
在站內上下客，且配合路線調整，中間
在南港路上停靠，擋住交通比較嚴
重，建議停靠在經貿二路月臺這側， 站為南港展覽館站，以維持平面道路車
流順暢。
不要停在路中間阻擋車流。
3.往桃園路線搭乘過一次的經驗，結
果發現搭了兩個小時才到，因為從南
港一路繞到松江路，為了載松江路的
客源。結果沒有停靠南港路，沒有服
務南港，卻造成南港路的負擔。

未來行經本市之國道客運(含進駐南港
轉運站)路線及設站地點，將以直接
上、下國道為原則，減少於平面道路繞
行。

4.建議未來有路線要開發，請考量以 南港轉運站為本市東區門戶計畫之
直接上高速公路為原則，而不是把南 一，係為滿足東區旅次需求，未來進駐
港當成一個調車場，然後去載臺北市 轉運站之國道客運路線將會以直接
上、下國道為原則。
區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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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公聽會發表意見

意見回復及處理情形

目前申請經營國道客運路線均應符合
五期環保標準車輛或替代能源車輛，且
5.因為未來引進更多的車流，希望未
車輛車齡亦列為評選重點；至於轉運站
來引進的車輛採取低汙染的車輛，並
內汙染排放措施，將要求列入投資計畫
且減少怠速，控制汙染空氣排放。
書之營運計畫中，且依實際執行情形分
析，並納入後續年度營運績效評估中。
將把二樓連通道與一樓轉運站候車大
6.現在的跨站是跟火車站有二樓的
空橋，但轉運站月台在一樓，建議月 廳設置無障礙電梯或電扶梯設施納入
規劃考量。
臺一樓與二樓空橋間有電扶梯設
備，避免沒有電扶梯，大家還是走平
面。
為降低各大型建築基地開發所衍生對
其鄰近道路交通之影響，該基地對計程
7.由於轉運站月臺設在一樓，因此建 車及一般小汽車上下車區之停車需求
議計程車排班區可以在一樓，才不會 均應朝內部化處理，臺北轉運站及市府
轉運站之規劃亦然。爰此南港轉運站未
像松山站的計程車排班區設在地下
來規劃計程車排班區亦配合內部化處
室沒有人搭乘。
理，另因基地面積有限，將依使用者需
求予以配合規劃於其他樓層。
市民朋友
孫○穎
女士

臺北市區圖書館之設置地點均由臺北
1.簡報第十二頁有提到土地使用管
制項目，既然轉運站能規劃納入地政
事務所，建議轉運站亦可參考松山機
場、西門捷運站等設置數位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統籌規劃，目前於基地北側
市民大道 8 段 367 號 2-3 樓已設有市圖
南港分館，且轉運站用地允許使用項目
中無設置圖書館項，故無法設置，敬請
見諒。

2.從旁觀者角度觀察，過去南港都更
情況不如預期，因應轉運站設置其交
通動線如果要順暢，應該要再次啟動
南港都更相關計畫，有助於南港整體

在南港鐵路地下化後各項計畫啟動，東
區門戶計畫七大構想二十三項子計畫
其中包含都市更新計畫，將依據臺北市
都市更新處發布內容及相關規定，其與

交通及都市發展。

本案相關部分將納入評估報告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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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市民朋友
盧○謙
書面意見

公聽會發表意見

意見回復及處理情形

意見說明:
1.轉運站本身人、車、客運動線交
織。

南港轉運站東站進出動線規劃，大客車
及汽機車係以興中路進及忠孝東路進
出，而人行或接駁動線則引導至連通道
或地下通道，以降低人車動線交織及維
護行人安全，且未來亦將人車動線規劃
評估結果提供民眾及投資人參考。

南港轉運站區位可直接銜接國 1、國 3
2.南港區位不佳，臺北市、新北市等 及國 5，現與臺鐵、捷運共構，且未來
地前往不便。
高鐵進駐，交通十分便捷。

3.基地西側樓梯是否併入建築量體
內。

基地西側樓梯為 B1 商場之安全梯，平
時旅客可藉由 B1 商場之電扶梯進出，
由於安全梯屬逃生避難用，故不計入容
積。

4.完成招商後期望持續推動民眾參
與。

將納入招商文件中，請投資轉運站業者
應提供與民眾交流之平台(如：網站、
意見信箱)，持續推動民眾參與及意見
反饋處理，以提升轉運站服務品質。

建議事項：
1.後續應再評估動線可行性。

顧問公司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已研擬
初步人車動線規劃，並說明各轉運站功

2.建議持續檢討轉運站之競合關係。 能定位與競合關係；未來將公開本案可
3.如上。
行性評估報告，以供民眾及投資人參
4.如上。
考。
市民朋友
鄭○翔
書面意見

由於基地僅 0.49 公頃，在有限空間下，
月臺設計以 45%角斜向停靠，能提供較
意見說明:
多的上下客月台以符需求；本基地長僅
1.南港轉運站東站之路線皆為通勤
約 100 米，扣除左右 10 米不可設置，
路線，月臺卻以斜向停靠為主，車輛 僅剩約 80 米長度，如採平行式停靠，
每次停靠後需倒車出來，進出之路廊 以每席月台 15 米長計算，僅能規劃 5
容易堵塞，甚至造成回堵至興中路
席無法滿足需求，敬請見諒。未來除督
上，與講求旅次時間縮短，增進效率 促業者設置相關交通設施外，亦將於轉
之目標相違背。
運站進出尖峰時段要求營運業者派員
協助指揮交通，以維行車秩序、交通順
暢及人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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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復及處理情形

本基地三面臨路，而臨忠孝東路(屬市
區主要道路)不適合設置出入口，在有
限條件資源及減少車流交織的情況
2.汽機車進出停車空間之動線與大
下，而規劃汽機車與大客車採西進東出
客車進出動線重疊，易造成車流交織 之動線。未來除督促業者設置機關交通
的危險情況。
安全警示設施外，亦將於轉運站進出尖
峰時段要求營運業者派員協助指揮交
通，以維行車安全。
月台設置建議同意見 1 之說明；另為確
建議事項：
1.承上述意見，建議月台設置能以直
線或車彎為主，相似於台中高鐵站之
設計，進出之動線較為順暢，另外上
下客可分流，不再犯交九轉運站壅塞
之情形之錯誤。

保旅客上下安全均規劃採站內下客之
方式，南港轉運站三處基地計 59 席月
台，為交九轉運站 48 席月台之 1.23
倍，而其尖峰進駐班次數約 125 班，僅
占臺北轉運站 312 班之 0.40 倍，且月
台均規劃於平面層，不致有臺北轉運站
進入動線受限匝道

本基地三面臨路，而臨忠孝東路(屬主
要道路)不適合設置出入口，在有限條
2.入站或許可以共用路段，但汽機車
件資源下，而規劃汽機車與大客車均採
與大客車出站在不同處。
西進東出之動線，以減少車流交織的情
況，敬請見諒。
中南里
詹坤隆
里長

目前轉運站基地是位於本地里，當然
歡迎客運進入轉運站，但是要考慮基
地周邊未來將設置生技中心，且南港
車站也已經完工，由於目前南港展覽
周邊的忠孝東路、南港研究院路於尖
峰時段已大塞車，未來轉運站的客運
一定要上高速公路，往中山高的路線

有關客運動線規劃對市區交通之影
響，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已提出交通衝
擊評估分析，所建議由內湖上國道，未
來將納入客運動線規劃之考量，以降低
對周邊交通之衝擊影響。

平常走東湖就很塞了，因此建議由內
湖上去，將來客運動線規劃應好好考
量如何降低交通衝擊。
李彥秀議
員服務處
葉旭鴻主

南港火車站現已規劃機車停車格
未來在規劃時將併納入地區機車停車
位，雖然東站所規劃的機車停車格位 空間需求，且屬落實使用者付費之精
能夠滿足停車需求，但機車族可能是 神；另本府交通局刻正辦理「南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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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考量收費或其他的問題，多不願將機
車停到站內。包含臺北轉運站及市府
轉運站雖然也有規劃地下機車停車
空間，然而周邊仍有很多路邊機車停
車現象，排擠現有機車停車需求。因
此未來規劃應考量如何將機車引入
規劃的停車空間停放。

中心周邊交通發展與策略與計畫」，機
車停車問題亦屬其中一環，未來政策目
標為路邊停車路外化，相關配套措施將
併予統籌規劃。

專家學者
陳昌顯
教授

我本身也是南港區居民，南港轉運站 有關所提轉運站功能定位與競合關
具有優良的地理條件，包含距離兩條 係，南港轉運站提供國道路線後，能舒
國道均僅約 2 公里，且即將成為三鐵 緩臺北轉運站及市府轉運站之交通負
共構車站，由於台北市已有數個轉運 荷，減少北市東區民眾搭乘國道客運之
站，未來應定位每個轉運站的功能， 旅行時間。而南港地區國道客運及市區
南港轉運站設置後，國道客運的路線
公車路線調整與站位規劃，將配合其啓
建議應該要配合調整，包含考量通勤 用進駐時程予以檢討調整之，以應未來
旅次需求、市區公車路網、大眾捷運 南港地區發展之運輸服務需要。
路網、快速道路路網等因素，亦應考
量南港區周邊土地開發衍生的旅次
需求，且國道客運路線儘量不要繞道
市區，而是直接上國道，以減少旅行
時間及市區交通負荷。轉運站的進出
動線配置應再作考量規劃，不僅須與
國道客運路線相配合，並且應以考慮
轉運交通需求為主，附屬事業交通需
求次之。由於東站基地較小，因此汽
機車進出地下停車場動線，可能與大
客車產生衝突，建議盡量從工程手段
克服，無法克服的再配合交管。

專家學者
傅紀宏
建築師

我的建議著重於建築物本身，希望未 未來將要求民間機構於投資計畫書中
來投資人能夠設計更為友善的建築： 提出人行動線規劃與管制措施，列為本
1.觀察現有的轉運站，尖峰時段排隊 案評選項目。
購票及等車人流動線常打結，投資人
在設計上應該有妥善的規劃處理。
2.由於顧問公司規劃轉運站內人流
同上說明。
每小時最多 2500 人，若人數超過如
何是好，應該要管制，否則影響站內
動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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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為多目標開發項目，未來站內會 未來將於本案投資契約中要求民間機
構於營運階段應依相關法規設置及辦
有很多業別進駐，室內裝修一旦變
更，是否仍符合消防及公安，應要求 理各項檢查及申報。
管理單位特別注重。建議要求依照相
關法規將公共安全及消防申報載明
在使用管理上。
未來將站內車輛汙染排放改善配套措
4.建議要求車輛降低在站內怠速產
施納入投資計畫書提出營運計畫，且將
生的廢氣排放，或者有其他處理廢氣
實際執行情形分析及納入後續營運績
的配套措施。
效評估中。
5.既然是 BOT 的建築，建議要求成為 目前先期規劃階段將在興建規劃中納
入，規定應提送綠建築標章認證及至少
比現在一般綠建築指標更高的綠建
應達成之標準。
築，例如要求綠建材的使用率超過
45%以上。
6.未來設計施工階段有五年，應要求 將要求投資業者於投資計畫書中提出
在施工期間有關友善處理套配措施之
投資人在施工計畫提出友善鄰里的
相關內容。
措施，包含規劃友善行走空間。
7.大客車動線應與行人動線區隔，避

將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補充說明本案

人車動線規劃及交通改善措施，以供未
免產生像交九站人車交織的現象，最
來投資人參考。
後才透過交管的方式疏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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