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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1718

案由：交通部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軌道運
輸系統趨勢發展研究─我國輕軌系統中長期規劃建設和鐵路
輕軌引進之初步評估」，請查照案。

交通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25 日
發文字號：交路(一)字第 106830001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中，有關歲出部分第 14 款
第 1 項交通部主管決議(五十五)，要求本部責成運輸研究所辦理「軌道運輸系統趨勢發展
研究─我國輕軌系統中長期規劃建設和鐵路輕軌引進之初步評估」，並於完成報告後，向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一案，檢送書面報告 1 份如附，請查照。
說明：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之決議事項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本部部、次長室、路政司、會計處、秘書室（公關）、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以上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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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趨勢發展研究─我國輕軌系統中長期規劃建設和鐵
路輕軌引進之初步評估
本所於 105 年辦理「都市軌道運輸系統型式發展之研究」計畫，其中有關輕軌系統（Light
Rail Transit,LRT）與鐵路輕軌（Tram-Train）內容摘整如下：
壹、輕軌系統（LRT）
一、輕軌系統適用條件
本研究討論之輕軌系統界定以平面或 B 型路權（沿行車方向以緣石、柵欄及高度差
等方式與地面交通隔離，但在交叉路口仍與橫向的人車平交混合通行）、C 型路權（與一
般車輛混合共用路面）為主，由司機員操作駕駛。
(一)服務與運輸功能
輕軌系統的運量可從每小時每方向 2,000 人至 20,000 人，端視所採用列車之容
量與行車班距而定。其運輸功能主要為新市鎮區內及聯外系統、與既有鐵路或捷運
之接駁系統、中小型城市運輸路網或大型都會區次要運輸走廊。
(二)斷面需求與影響
布設平面輕軌系統所需佔用的道路斷面空間約 7~12 公尺（如圖 1 與圖 2）。對
原來道路斷面配置有很大的影響，也因此將限縮原道路之車道數與其他設施，包括
停車與人行空間等。因此一般國外採行輕軌系統時，絕非單純從興建一新的運輸設
施觀點著手，而是以整體區域都市發展的角度，將其視為都市更新之一部分。

資料來源：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報告書，新北市政府，102 年 2 月
圖 1 平面輕軌斷面需求布設案例一（單側側式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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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報告書，新北市政府，102 年 2 月
圖 2 平面輕軌斷面需求布設案例二（島式月台）

例如法國里昂在 1960 年代即為解決經濟發展時帶動住宅需求，於郊區興建大型
住宅區計畫，其中位於東南部的 Vénissieux 地區因為缺少了對外的交通聯繫，發展並
不成功，故 Vénissieux 地區提出都市更新計畫 the Grand Projet de Ville（GPV），重
塑地區行政與經濟中心，並以輕軌 T4 線串連周邊地區，重新引導城市規劃重點，例
如路權的重新分配，如圖 3 中 T4 線在中央大道上將道路分為三個部分，輕軌電車、
一般車輛及自行車與行人，讓一般車輛回到道路上應存在的空間、讓行人及自行車有
更多、更安全的空間，輕軌電車也可以在路權上提供便利的大眾運輸服務，除了
Vénissieux，較鄰近里昂市區的 Les Etats-Unis 區也利用道路預留空間布設輕軌並增設
自行車道，不僅改善區域至里昂其他地區的可及性，也增加綠地，更帶動都市更新發
展。
(三)幾何條件
選擇適合之系統型式時，應考量系統之工程特性能否符合當地實質地形狀況及地
貌環境特性。其中最重要的路線幾何要素中乃是水平定線之最小轉彎半徑及垂直定線
之最大爬坡度。輕軌系統最小轉彎半徑可至 18~25 公尺、最大爬坡度在考慮舒適度的
情況下可至 6~8%，因此輕軌系統較中高運量軌道系統，更可配合交通運輸與都市紋
理，提供貼近需求之軌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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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報告書，新北市政府，102 年 2 月
圖 3 法國里昂輕軌透過 T4 線道路斷面調整與都市發展結合

(四)成本經濟性
基本上輕軌系統土建費用通常低於其他系統，如果採取部分路段平面型式之輕軌
運輸系統，則土木建造成本可大幅降低。若採高架其用地亦因車站設備較大，定線彈
性較小，較有可能侵入民地，增加成本。機電車輛方面，則因系統本身車輛大小、長
度、使用材質等不同而異。
依據美國經驗，平面輕軌之建造費用每英哩約 1,000 萬~2,000 萬美金，若依國內
經驗，新北市淡海輕軌經驗平面輕軌每公里建造費用約 8 億元新台幣，與其所能提供
之運量而言，是相當有吸引力之系統，但一旦高架或地下化，此成本優勢的吸引力將
隨之下降。就興建時程而言，若採平面輕軌，依國外經驗從設計到施工，平均 3 年內
可完成，對於急需軌道運輸的都市是很有競爭性的系統。
(五)景觀衝擊
輕軌系統強調與周遭環境與地景結合，為具低噪音與低汙染之綠色運具，且近年
輕軌車輛造型愈趨成熟與優雅，因此一個經過整體考量規劃設計的輕軌系統帶給景觀
的影響應正面多於負面，許多系統甚至已成為該都市之移動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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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國波爾多即透過由市中心至郊區輕軌路線建置，提高郊區交通便利性外，沿
線原屬於舊倉庫區也透過都市更新重新發展，透果輕軌鋪設，道路路權重新分配，減
少停車空間，增加人行道、自行車道與綠廊，使都市展現新風貌，圖 4 為波爾多輕軌
行經河岸區，河岸空間因為大眾運輸提供，可減少停車位供給，騰出空間作為景觀區
與親水空間。
另對於架空電線可能影響視覺景觀，目前亦已有無架空線之車輛系統可供選擇，
因此與其他系統相較，輕軌對景觀之衝擊相對較少。

資料來源：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報告書，新北市政府，102 年 2 月
圖 4 法國波爾多河岸區引進輕軌前後對照圖
(六)市場分析
輕軌系統發展已上百年，全世界約有 440 多個城市採用，生產製造廠商亦約有上
百家，以歐美系廠商為主，主要四大廠商有法國阿爾斯通（Alstom）、加拿大龐巴迪
集團（Bombardier）、德國西門子集團（Siemens）及西班牙卡夫集團（CAF）；另有
少部分日系廠商，主要市場為日本國內城市。
以臺灣廠商─台灣車輛公司（以下簡稱台車公司）為例，台車公司由唐榮鐵工廠
、中國鋼鐵、日本車輛及住友商事四家公司合資組成，是唐榮鐵工廠鐵道車輛事業部
民營化而成的公司，所出產之車輛多由臺鐵局採購使用。台車公司成立約 10 年，主
要引進日本車輛公司的車輛生產加工的經驗，承接臺鐵局的軌道車輛的改造案、新購
案，還有日本車輛公司和川崎重工業的捷運車輛委外製造案。台車公司曾經於 2003
年改造 EMU200 型成為 EMU1200 型。2007 年至 2008 年，在日本車輛公司的支援下
，台車公司首度嘗試全列車的自製，此型列車為 EMU700 型。臺鐵新購電聯車
EMU800 型由台車公司與日本車輛公司合作，分別設計與負責電聯車的不同部分，量
產型的 EMU800 型於 102 年至 104 年由台車公司生產與測試。
104 年由經濟部整廠整案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努力，籌組由中鋼為主之國內軌道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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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型競標團隊，成功取得第一個國際軌道工程標案─淡海輕軌第一期統包工程案。車
輛製造由台車公司與德國福伊特公司跨國合作，完整導入車輛設計與系統整合能力，
第一期工程預計於民國 107 年底通車，台車公司將生產提供 15 列車。除了淡海線一
期工程外，後續還有淡海線二期、安坑線等輕軌路線，新北市為利於後續長期維修的
整合與經濟性，在後續路線興建採購電聯車是以擴充採購方式辦理，若整體輕軌路網
均奉核定興建，預計最高需求將達 65 列車。
(七)優缺點分析
輕軌系統之優缺點整理如下：
▓優點
˙列車組成具彈性，可服務各類型、規模都市。
˙爬坡度達 6%-8%，轉彎半徑僅 20 公尺，適應地形彈性大。
˙平面輕軌月台設置於街面上，乘客直接由街面上下車，低底盤車輛車門與月台齊
高，旅客水平進出車廂，對於高齡、行動不便乘坐輪椅或推娃娃車、攜帶行李之
旅客皆最為友善。
˙平面輕軌車站設置於街面，不須另外徵收用地設置出入口與樓梯、電梯、電扶梯
等設施，節省用地徵收費用。
˙車輛造型可以依照當地文化或景觀特色設計，形成都市移動地標。
˙輕軌車輛往往設計大面積窗戶，車廂內旅客透過車窗欣賞車外風景，與窗外街景
、活動產生互動，不僅使搭乘過程成為愉快、有趣之旅程，旅客隨時看到窗外商
店，有需求即可下車購物，故也可促進路線兩側商業活動發展。
˙軌道鋪面搭配綠色植栽，形成都市裡或沿線之綠帶，增加綠地空間。
˙建造與營運成本較捷運系統經濟。
˙提高車道容量使用效率，由乘載旅客數來看，1 車道若以 1,200 小客車當量計，
小客車每車乘載 2 人，每車道每小時可輸運 2,400 人，若是由輕軌取代，班距 5
分鐘，每列車載運 250 人，每小時可輸運 3,000 人，則輕軌可增加車道容量使用
效率。
▓缺點
˙平面輕軌布設於道路上會占據部分車道，減少道路容量。
˙平面輕軌於路口通過時間較長，並且通常會搭配優先號誌，若班次太多，對橫向
交通產生相當之衝擊，也是臺灣地區對於引進平面輕軌較有疑慮原因之一。故其
班次密度相對有限，雖然可以較多節車廂與較長車輛增加其運量，如部分地區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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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列車長度會達 50 至 70 公尺，但是相對通過路口時間會更久，對交通影響則更
大。
˙平面輕軌與其他車輛或用路人之互動關係較為密切，尤其臺灣機車交通量遠大於
其他國家，機車行為難以規範，或是不同於其他國家之交通特性，為我國對於引
進平面輕軌較有疑慮主要原因之二，故如何透過交通工程設計，降低平面輕軌對
交通衝擊，提高安全性，以及透過教育、宣傳手段，培養民眾遵守交通規則，消
弭民眾或決策者之疑慮，為我國引進輕軌系統需務實面對之課題。
輕軌運輸系統適用條件整理如表 1。
表 1 輕軌運輸系統適用條件分析

系統型式

運輸功能

輕軌運輸(LRT)
 新市鎮區內及聯外系統
 與既有鐵路或捷運之接駁系統
 中小型城市運輸路網
 大型都會區次要運輸走廊

服務運能
(單向每小時)

2,000～20,000 人次

斷面需求與
交通衝擊

路段單向占用平面道路約 3.4～3.5m(車站段另需考量
車站寬度)，B 型路權對既有交通衝擊較大

幾何條件限制

最大爬坡度：6%-8%
最小轉彎半徑：18~25m

成本經濟性

初期機電、土建投入成本低，但須考慮平面拓寬用地
成本

適用層級

次骨幹/接駁系統

市場分析

全世界約有 440 多個城市採用，生產製造廠商亦約有上百
家，以歐美系廠商為主，另有少部分日系廠商

法國史特拉斯堡輕軌

案例照片

圖片資料來源：http：//www.rue89strasbourg.com/greve-la-cts-trafic-perturbe-le-jour-de-lan-7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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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輕軌系統中長期規劃建設
輕軌運輸系統運能一般介於 2,000~20,000 人/小時/單向，興建型式具有彈性，一般為
平面型式，必要時部分路段亦可興建為高架或地下型式，提高運輸效率。
於系統技術成熟面而言，輕軌運輸系統發展成熟，全球使用案例多，且車輛製造商也
多，產品採購較具普及性與便利性。近年來在國內軌道產業界努力下，已具備國產自製之
能力。
經由本研究調查顯示，未來國內許多都市皆有推動輕軌系統之施政規劃，例如新北市
與高雄市皆已進行輕軌運輸系統整體路網規劃，臺中市與新竹市、桃園市亦有進行輕軌路
線之研議，惟在計畫推動或系統技術要求上，可能遭遇部分法令修訂、產業發展及交通管
理層面的課題，爰建議短、中、長期發展策略如下：
(一)短期發展策略：
1.需求不足之路廊，宜優先以公路公共運輸培養運量
對於地區需求較為不足之路廊，地方政府應落實公共運輸計畫，透過成本負擔
較低之公車系統培養運量，提高公共運輸搭乘率，再適時進一步發展為輕軌或捷運
系統。
2.有發展潛力之路廊，須兼顧服務水準與營運永續
針對較具發展潛力之路廊，地方政府應視地區需求採不同軌道型式組合，相較
於高運量捷運系統（MRT），輕軌系統（LRT）具興建成本低、施工期短及因地制
宜特性，地方政府宜兼顧服務水準與營運永續目標，選擇最適系統加以推動。
3.透過教育、工程設計及執法手段，消弭輕軌系統影響交通之疑慮
平面輕軌行經一般道路，占用原有車道，影響橫交道路交通之順暢，且輕軌車
輛可能與一般車輛產生衝突，造成我國引進平面輕軌系統對交通衝擊較有疑慮之處
。後續應持續透過交通工程設計、教育宣傳及加強執法等手段，培養民眾遵守交通
法規，以降低平面輕軌對交通衝擊，並提高安全性。
(二)中長期發展策略
1.評估大眾捷運法第三條之修正空間
大眾捷運法第三條規定「大眾捷運系統為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者，共用車道路
線長度，以不超過全部路線長度四分之一為限」。輕軌運輸系統因具有因地制宜特
性，得混合使用專用、隔離及共用等路權等型式，惟若共用路權比例過大，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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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達到密集班次及大量快速輸送的功能，惟為因應未來中小型都市推動輕軌運
輸之可能，建議相關單位可以蒐集地方政府意見，務實探討共用車道路線長度，以
不超過全部路線長度四分之一之規定是否有放寬之需求與必要性。
2.推動國內軌道產業發展
經盤點各縣市政府提出 10 餘條捷運規劃及可行性路線需求統計，未來 20 年內
可能建設之捷運路線約 237 公里（高運量 2.9 公里、中運量 190 公里、輕軌 43.8 公
里），達數千億元之建設經費。惟軌道關聯產業範圍涵蓋甚廣，應統合相關部會力
量，例如在政府採購協定（GPA）、廠商實績限制下，協助產業發展。爰建議未來
軌道產業發展政策方向可朝成立國內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培植成立符合國際
標準之認證實驗室、發展符合國際之標準及規範、創造輕軌系統經濟規模、落實發
展輕軌產業，除推展國內市場外，期能將輕軌技術推銷國際，跨足國際市場。
貳、鐵路輕軌系統（Tram-Train）
一、鐵路輕軌系統適用條件
(一)服務與運輸功能
Tram-Train 是一種輕軌公共交通系統，讓輕軌列車可以從輕軌列車營運路線經過
鐵路營運路線到達另一個城市，中間與傳統鐵路列車共用營運線路。這種結合了輕軌
列車的靈活性和可共用性，透過鐵路軌道、橋梁及火車站拉近二邊城市之間的距離，
提高路線設備的使用率及路線建設費用，旅客搭車可以從郊區至市中心，或市中心至
郊區，一車到底，減少轉乘，原本是兩個不同服務範圍的交通工具，透過相同的軌距
，相容的號誌系統，甚至包含電力系統，讓傳統 Tram 的新科技車輛，可以延伸服務
於傳統鐵路的新作法，如巴黎 T4 線、西班牙阿利坎特 Tram-Train 系統。
另一種 Train-Tram 系統則是以鐵路列車或捷運車輛行駛於輕軌軌道，如德國東
側接近捷克的 Zwickau 市，德國民營鐵路 Vogtlandbahn 為延伸鐵路至 Zwickau 市中心
之服務，以柴油電車從鐵路 Zwickau 中央車站行駛市區輕軌路權，到達 Zwickau 市的
中央市場，Zwickau 市的輕軌軌距為 1,000mm，Vogtlandbahn 柴油電車軌距則是
1,435mm，故為共用路權，於原來輕軌軌道旁增加一軌道，且因 Vogtlandbahn 大部分
路網仍非電氣化路網，故其車輛並未用到輕軌的電力，而是以柴油引擎驅動。一般而
言 Tram-Train 與 Train-Tram 之間的輕軌列車或鐵路列車，只要符合設計或是經過修
改，二者是可以互相共用，一般以 Tram-Train 來代表，故本研究後續統稱為 TramTrain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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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sruhe_Stadtbahn
圖 5 德國 Karlsruhe 市的 Tram-Train 系統

a.雙軌距軌道

b.鐵路車輛停靠市區街面車站

圖 6 德國 Vogtlandbahn 於 Zwickau 市的 Train-Tram 系統

(二)斷面需求與影響
Tram-Train 系統與平面輕軌系統所需佔用的道路斷面空間相同，約 7~10 公尺。
(三)幾何條件
Tram-Train 系統一般有輕軌運輸系統之外觀，但因其需要服務郊區或城際走廊，
故在速度上可以較平面輕軌為快，惟其幾何條件應與輕軌相當。
(四)成本經濟性
Tram-Train 一般可減少整體路線的興建成本，提高整體路線的使用率。
(五)景觀衝擊
Tram-Train 系統景觀衝擊與輕軌系統相當。
(六)市場分析
目前國際已完成 Tram-Train 的案例，歐洲計有 14 條路線，美洲計有 4 條路線，
合計 18 條路線，不過絕大多數都是標準軌距 1435mm；目前規劃中的 Tram-Train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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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計有 20 條以上。
依照國內軌道運輸系統軌距，可以區分臺鐵局使用 1,067mm 軌距與國際通用的
1,435mm 軌距（台灣高鐵、捷運、輕軌皆使用 1,435mm 軌距）。若未來可以將國內
軌距統一化，對於國內軌道產業發展有極大之助力。
(七)優缺點分析
由於 Tram-Train 系統是鐵路與輕軌系統之結合，故於都市中之行駛特性與服務
與輕軌運輸系統是相當類似的。
▓優點
˙列車組成彈性，可服務各類型、規模都市，以及提供郊區至市中心直通運輸服務
。
˙爬坡度達 6%-8%，轉彎半徑僅 20 公尺，適應地形彈性大。
˙於市區與輕軌月台相同，設置於街面上，乘客直接由街面上下車，低底盤車輛車
門與月台齊高，旅客水平進出車廂，對於旅客服務相當友善。
˙輕軌車站設置於街面，不須另外徵收用地設置出入口與樓梯、電梯、電扶梯等設
施，節省用地徵收費用。
˙車輛造型可以依照當地文化或景觀特色設計，形成都市移動地標。
˙車輛於市區行駛於街面，旅客與窗外街景、活動產生良好互動。
˙利用既有鐵路，或是與鐵路或輕軌共用路權，降低建造成本。
▓缺點
˙行駛於市區路段，與平面輕軌相同，相較於捷運系統，會占據較多道路空間、行
經路口對於橫向交通之影響較大、需加強交通安全宣導措施、需加強交通工程設
計，避免一般車輛或用路人與其相互衝突
˙鐵路與輕軌號誌與控制系統、電力系統皆不相同，須加以整合，國內目前無相關
經驗
˙鐵路與輕軌可能屬不同營運單位，所屬法源亦不相同，鐵路屬鐵路法管理，輕軌
共用路權路段占全線四分之一以下，屬大眾捷運法管理，輕軌共用路權路段占全
線四分之一以上，可能屬公路法管理（公路法包含路面電車，惟國內尚無援引公
路法建置輕軌路線之案例），故 Tram-Train 建置與管理之法源依據仍待釐清。
Tram-Train 系統適用條件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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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ram-Train 系統適用條件分析

系統型式

Tram-Train

運輸功能

 新市鎮區內及聯外系統
 與既有鐵路或捷運之接駁系統
 中小型城市運輸路網
 大型都會區次要運輸走廊
提供城市中心至外圍區域之無縫運輸

服務運能
(單向每小時)

2,000～20,000 人次

斷面需求與
交通衝擊

路段單向占用平面道路約 3.4～3.5m(車站段另需考量車站寬度)
，B 型路權對既有交通衝擊較大

幾何條件限制
成本經濟性

最大爬坡度：6%-8%
最小轉彎半徑：18~25m
初期機電、土建投入成本低，但須考慮平面拓寬用地成本

適用層級

次骨幹/接駁系統

市場分析

國際已完成 Tram-Train 的案例，歐洲計有 14 條路線，美洲計有 4 條路
線，合計 18 條路線；目前規劃中的 Tram-Train 路線計有 20 條以上

法國里昂 Tram-Train(里昂機場至中央車站)

案例照片

圖片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bn1JYNvSM。
二、鐵路輕軌引進之初步評估
(一)面臨課題
Tram-Train 系統結合了輕軌系統與傳統鐵路，減少旅客轉乘的不便，亦得促進城
市周邊郊區的發展，然而亦將面臨諸多實行上的困難。
1.輕軌列車進入傳統鐵路營運路線，在鐵路班次較密集的區域，輕軌列車與鐵路列車
班次與間隔，需進行協調，以避免降低原鐵路路線之容量。
2.若輕軌營運機構與鐵路營運機構不同，其營運維修、列車調度、票箱收入之拆帳等
，仍有待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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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駕駛員須同時具備操作二種運輸工具之能力，且輕軌與鐵路號誌系統有別，須加強
相關能力訓練。
4.適用法源尚待釐清：因 Tram-Train 系統結合了輕軌與鐵路二種技術型態，且主管機
關各不相同，逕將 Tram-Train 系統歸類為輕軌或鐵路而適用單一法規，恐非適當。
(二)後續建議方向
1.目前國外 Tram-Train 之案例，大多為標準軌距（1,435mm），我國傳統鐵路使用
1,067mm 軌距，高鐵、捷運及輕軌皆使用 1,435mm 軌距，考量德國 Zwickau 市的
Train-Tram 系統係將 1,435mm 的柴油電車，於輕軌軌道（1,067mm）旁加一軌道共
用路權之案例，可作為日後我國軌距不同共用路權之參考。長期而言，若未來可將
國內軌距統一化，可增加引入 Tram-Train 系統之彈性，對於國內軌道產業發展有極
大之助力。
2.Tram-Train 系統係輕軌列車進入鐵路路線，而有一部分路線與傳統鐵路列車共用營
運路線之系統，此系統雖可解決旅客一站到底的需求，在國內應用時卻必須面臨分
段適用二種法規之問題。因此輕軌列車行駛於都市內之輕軌路線時，依其路權型式
及運量之不同，輕軌共用路權路段占全線四分之一以下，屬大眾捷運法管理，輕軌
共用路權路段占全線四分之一以上，則屬公路法管理（公路法包含路面電車，惟國
內尚無援引公路法建置輕軌路線之案例）；行駛於鐵路路線時，則適用鐵路法之規
定。短期而言，仍視兩種系統之介面整合、營運維修權責、系統規範及對交通干擾
等課題，同步考量相關配套措施。長期而言，則須由交通部依鐵路法及大捷法/公
路法審慎研議後，再進行相關整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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