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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綱要 



 國內軌道系統與產業發展現況 

 長期缺乏透過採購帶動軌道產業發展的採購策略。 

 未積極投入軌道技術研發、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軌道工業標準、建立檢測

驗證能量，致廠商難以投入生產，更遑論建立自主軌道產業供應鏈。 

 各地引進不同國家廠商系統、零組件互不相容(詳後表)。 

 

 政府刻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包含38項軌道建設計畫，正是軌道

產業發展與軌道工業技術提升之重要契機，爰於今日辦理「軌道

產業關鍵議題座談會」，邀集國內軌道營運、興建機構與軌道產

業關聯廠商及業界專家進行意見交流。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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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國內軌道系統型式 (1/2)  

系統 車輛型式 系統型式 供電型式 車輛廠商 

高鐵 700T 鋼軌鋼輪系統 架空電車線 
川崎、日本車輛、日
立 (日) 

台鐵 

EMU400 

鋼軌鋼輪系統 架空電車線 

UCW (南非) 

EMU500 大宇 (韓) 

EMU600 現代Rotem (韓) 

EMU700、EMU800 
台灣車輛 + 日本車輛 

(日) 

太魯閣號 日立 (日) 

普悠瑪號 日本車輛 (日) 



 

前言－國內軌道系統型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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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路線 系統型式 供電型式 車輛廠商 

捷
運 

台北捷運 

淡水信義、松山新
店中和新蘆、板南
線 

鋼軌鋼輪系統 第三軌 
川崎 (日)、 

西門子 (德) 

文湖線 膠輪系統 第三軌 龐巴迪 (加) 

環狀線 鋼軌鋼輪系統 第三軌 安薩爾多(義) 

桃園捷運 機場捷運線 鋼軌鋼輪系統 第三軌 川崎 (日) 

高雄捷運 紅線、橘線 鋼軌鋼輪系統 第三軌 西門子 (德) 

輕
軌 

新北 淡海輕軌 鋼軌鋼輪系統 架空電車線 
台灣車輛 + 

Voith (德) 

高雄 環狀輕軌 鋼軌鋼輪系統 
超級電容 

蓄電池 
CAF (西) 



 

軌道產業供需分析－面臨問題 

• 不同系統、零組件互
不相容、市場規模遭
切隔，國內廠商不易
投入 

• 採購成本居高不下，
後續30年維修週期仍
受原廠零組件箝制 

• 「賣方市場」屢有流
標致使採購預算不斷
調整，甚且影響計畫
進度及系統穩定情形 

中鋼+台車+德VOITH 

淡海輕軌、安坑輕軌 
DC750V架空線+鋰電池 

1期：西CAF 

2期：法ALSTOM 

高雄輕軌 
超級電容(無架空線) 

新竹輕軌 

基隆輕軌 

台南單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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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供需分析－需求面 

系統 計畫項數 
計畫期程 

 

計畫經費 
(億元) 

土建工程 
(億元) 

機電系統 

車輛 
(億元) 

其他機電 
(億元) 

機廠設備 
(億元) 

鐵路 
18項  4,787.58   2,026.29  1,012.33     652.72 28.06  

臺鐵購車 106～113  997.30 -  997.30  - -  

輕軌 

4項  700.72  167.88   59.55   41.42  11.62  

淡海輕軌 102～115 153.06 43.25  20.85   15.76 3.32 

安坑線 104～112  166.32  66.66  23.60 18.99 3.60 

新竹環線 106～115 300.00 - - - - 

基隆輕軌 106～114 81.34 57.97 15.10 6.67 4.70 

註： 

1. 「其他機電」包含「號誌通訊」及「供電」，「軌道」則含於土建工程經費中。 

2. 本表包含前瞻基礎建設32項軌道計畫及臺鐵購車計畫；前瞻另6項軌道計畫為規劃案件暫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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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供需分析－需求面 

系統 計畫項數 
計畫期程 

 

計畫經費 
(億元) 

土建 
(億元) 

機電系統 

車輛 
(億元) 

其他機電 
(億元) 

機廠設備 
(億元) 

捷運 

11項  5,029.77  2,273.78   328.20     672.38   89.96  

三鶯線 104～114 502.00 186.04 53.15 87.86 12.46 

桃園綠線 105～119 982.64 538.57 75.93 143.74 17.30 

高雄岡山路
竹第一階段 

105～109 30.60 15.61 3.01 3.54 0.49 

機場捷運 

A14站 
107～112 47.74 26.22 - 3.56 - 

高雄岡山 

路竹第二階
段 

106～113 272.83 100.62 20.01 35.54 4.31 

註： 

1. 「其他機電」包含「號誌通訊」及「供電」，「軌道」則含於土建工程經費中。 

2. 本表包含前瞻基礎建設32項軌道計畫及臺鐵購車計畫；前瞻另6項軌道計畫為規劃案件暫不納入。 



系統 計畫項數 
計畫期程 

 

計畫經費 
(億元) 

土建 
(億元) 

機電系統 

車輛 
(億元) 

其他機電 
(億元) 

機廠設備 
(億元) 

捷運(續) 

高雄環線 106～113 1,454.71 687.37 78.30 120.90 14.00 

桃園綠線 

延伸中壢 
107～117 351.69 163.07 12.60 42.65 1.39 

臺中藍線 106～119 841.64 364.24 28.02 151.30 16.81 

臺中綠線 

延伸彰化 
106～114 138.95 56.23 14.86 20.68 - 

臺南綠線 106～116 220.93 80.58 25.76 34.27 7.20 

臺南藍線第
一期 

106～116 186.04 55.23 16.56 28.3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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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供需分析－需求面 

註： 

1. 「其他機電」包含「號誌通訊」及「供電」，「軌道」則含於土建工程經費中。 

2. 本表包含前瞻基礎建設32項軌道計畫及臺鐵購車計畫；前瞻另6項軌道計畫為規劃案件暫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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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系統 

號誌通訊系統 

軌道系統 供電系統 

機廠設備 

• 2016年產值：新臺幣82億元 
• 家數/從業人數：73家/7,100人 

• 2016年產值：新臺幣91億元 
• 家數/從業人數：29家/2,100人 

• 2016產值：新臺幣76億元 
• 家數/從業人數：22家/1,800人 

• 2016年產值：新臺幣73億元 
• 家數/從業人數：23家/1,000人 

• 2016年產值：新幣46億元 
• 家數/從業人數：7家/500人 

高雄環狀輕軌 淡海輕軌 扣夾 墊片 基鈑座 

2016年產值：新臺幣368億元     廠商家數/從業人數：154家/約12,500人 

系統解決方案 

軌道產業供需分析－供給面(軌道產業規模)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9 



1. 國內在台鐵與輕軌系統已具備主標商資格，

並充分整合供電與軌道系統商，有利於切

入軌道統包工程業。 

2. 藉由台鐵EMU800國產化計畫之推動，已

促成國內業者投入軌道產業行列，建立自

主軌道產業供應鏈。 

3. 目前國內使用單位對於國產品接受意願大

幅提高，藉由前瞻基礎建設軌道計畫需求，

有助於發展軌道車輛技術。 

軌道產業供需分析－供給面SWOT 

優勢S 

1. 國內捷運車輛系統仍不具主標商資格，需

國內捷運興建單位提供國內廠商成為主標

商資格之機會。 

2. 以往軌道採購單位引進不同國家廠商系統、

零組件互不相容，導致國內軌道產業經濟

規模受侷限。 

3. 國內缺乏檢測驗證機制，首件產品仍須送

往國外驗證，提高業者開發成本。 

1. 前瞻基礎建設38項軌道建設計畫總經費達

約9500億元。 

2. 台鐵局十年購車計畫總經費達約1000億元。 

3. 政府籌組軌道產業推動會報、推動軌道技

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計畫，並督促營運機構

釋出維修商機，有利國內軌道產業發展。 

1. 國外系統廠商規模龐大、技術與產能高、

整合能力強，實績豐富。 

2. 近年國際間軌道機電系統大廠興起購併風

潮，形成國外廠商大者恆大或更大之現象，

影響國內軌道產業發展。 

劣勢W 威脅T 

機會O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交通部高鐵局 10 



 軌道產業發展與軌道工業技術提升，涉及需求面、供給面及採購
法規面三面向： 

 需求面：交通部就所轄軌道建設計畫盤點興建及維修需求，解決涉及軌
道產業供需界面課題，媒合供給產業與需求機構。 

 供給面：經濟部盤點國內軌道產業界之能量及優勢/劣勢，協助國產化關
鍵項目技術研發及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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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供需分析－小結 

軌道產業發展 

法規面 

(工程會) 

需求面 

(交通部) 

供給面 

(經濟部) 

 法規面：工程會提供軌道機電系統
採購所涉資格/規格問題之解決方案，
研議擴大國內廠商參與標案之可行
作法或機制。 



軌道產業發展策略 

- 系統型式選擇 

(例：輕軌供電採超級電
容或架空線等…) 

- 維修零組件備品 
- 維修技術 
- 維修設備 

- 機電系統採購 

規劃 

興建 

營運 
維修 

重(增)置 

軌道系統全生命週期 

階段 產業相關課題 

籌組軌道產業推動會報 

- 擬定軌道產業發展策略 
- 研訂軌道系統採購作業
指引 

- 促進產業供給需求媒合 

提升維修零組件國產化
比例 

- 盤點維修備品在地生產
需求 

- 釋放維修商機 
- 辦理商源說明會 

策略２ 建置軌道技術研究
暨驗證中心 

(發展軌道技術基礎研究) 

- 擬議標準及規範 

- 設備改善與技術研發 

- 檢測驗證及資源整合 

簡化車種 
提高自製率 

策略 1 

策略 2 

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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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 

 會報層級：交通部/經濟部次長、工程會副主委共同召集，成員包括行政
院交環處、經能處、國發會產發處、工程會企劃處、經濟部技術處、工
業局、交通部路政司、技監室、高鐵局等。 

 工作小組層級：工程會、工業局、廉政署、高鐵局、臺鐵局、高鐵公司、
各地捷運工程局(處)、捷運公司等。 

 任務 

策略1－軌道產業推動會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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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標的最大化 

降低全生命週期成本 

提升國內供應比例 

提升可靠度及安全度 

 確認軌道產業發展策略，提升軌道工業
技術及擴大相關產業供應鏈。 

 配合協助國內軌道產業發展，審查符合
政府採購法之採購作業相關因應措施。 

 軌道系統採購作業指引之審查。 

 確認軌道產業供應鏈與需求端間之媒合
關鍵績效指標及推動期程。 

 其他有關軌道產業推動與發展事項。 
軌道系統採購作業指引 



策略1－軌道產業推動會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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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僅具台鐵通勤電車及
輕軌專業分包商資格 

• 具車輛組裝及部分零組件
製造能力；仍缺整車設計
及關鍵零組件製造能力 

• 「資/規/價3段式決標」改
為「最有利標」 

• 允許共同投標，國內廠商
得不受集團從屬關係限制 

• 系統維修納入採購，擴大
在地廠商參與機會 

• 優先處理輕軌系統標準及
通用規格 (避免各地不一情形) 

• 擴大產業界參與標準及通
用規格之訂定 

• 建置軌道檢測驗證能量 (軌

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計畫) 

• 欠缺軌道工業國家標準及
通用規格 

• 賣方特殊規格切割市場，
我方縱有生產能力仍因市
場規模太小而難以投入 

軌道系統採購作業指引 

(以車輛系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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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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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計畫 (2/2) 

• 設立公設財團法人 

• 兼顧適法性、用人彈性及業務長遠發展 
組織型態 

• 不重複投資，有效運用國內現有相關機構既有資源 

• 分階段建設，不需一次到位 
規劃原則 

• 期程106～109年，總經費41.76億元，前瞻計畫第一期特別

預算編列(106-107年)2.57億元，高鐵局辦理顧問招標作業中 

建設期程 

及經費 

• 高鐵局辦理硬體建設及財團法人籌設前置作業 

• 公設財團法人設置條例草案預計107年3月送立法院審議 
執行機關 



 開發國產替代性物料，有助於擴大市場規模，節省採購成本。 

 辦理商機說明會促進軌道產業與營運機構間之供需媒合。 

 促請營運機構就未來維修零組件及物料需求，逐項條列品項、需
求數量、需求時程、產品檢測驗證標準等，以利產業界評估投入
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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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提升軌道維修零組件國產化比例 

106.8.24 台灣軌道工業本土化商機說明會 



 

軌道產業發展行動方案－小結 

• 不同系統、零組件互
不相容、市場規模遭
切隔，國內廠商不易
投入 

• 採購成本居高不下，
後續30年維修週期仍
受原廠零組件箝制 

• 「賣方市場」屢有流
標致使採購預算不斷
調整，甚且影響計畫
進度及系統穩定情形 

選定國產化關鍵項目 

制定國家標準 

整合技術研發協助量產 

推動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

中心計畫(提供檢測服務) 

研訂採購作業指引 

(制定通用規格) 

中鋼+台車+德VOITH 

淡海輕軌、安坑輕軌 
DC750V架空線+鋰電池 

1期：西CAF 

2期：法ALSTOM 

高雄輕軌 
超級電容(無架空線) 

新竹輕軌 

基隆輕軌 

台南單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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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內容 

選定國產化關鍵項目 
舉辦軌道產業座談會，優先凝聚臺鐵及輕軌系
統「國產化關鍵項目」共識 

研訂軌道系統採購作業指引 (制
定通用規格) 

制定通用規格 
解決國內廠商參與投標資格問題 

制定軌道系統相關國家標準 
草擬國家標準(草案) 
制定發布 

整合技術研發協助量產 

協調工研院等研究單位協助國產化關鍵項目所
需技術；科專計畫協助國產化關鍵項目研發所
需資源 

協助重點院校軌道人才培育 

推動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
計畫 

辦理計畫興建及組織籌組，成立軌道技術研究
暨驗證中心 

中心成立前，盤點國內既有檢測驗能量提供業
者所需產品驗證服務 

定期釋出維修商機 
辦理維修需求商機說明會 
提出維修國產化KPI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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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發展行動方案 



 軌道系統涉及電子、機械、電機及一般內裝等多項產業，我國軌
道向以採購國外系統為主，欠缺透過採購帶動產業發展的整合策
略，不僅不利軌道運輸發展，亦未促成建設同時創造產業經濟的
價值。 

 國內廠商目前已具臺鐵通勤電聯車、輕軌部分系統之實績及能
力，另配合瞻基礎建設、各地輕軌建設需求及國內產業優勢項
目，擬以「輕軌車輛」及「臺鐵通勤電聯車」為現階段優先發展
重點。 

 前瞻基礎建設將陸續投資38項軌道計畫，交通部會同經濟部、工
程會提出軌道建設帶動產業發展3大策略，期能透過國產化關鍵項
目的選定、制定銜接國際的通用規格及標準、整合研發技術及檢
測驗證能量及採購作業指引等措施，促成國內廠商參與軌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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