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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鐵道局 107年 10月份大事紀要 

日期 工  作  紀  要 

107.10.02 本局軌道研究中心先期工程日決標，並於 107年 10月 24日召開「開

工前協調會」，預計 107年 11月 7日開工。 

107.10.02 

 

胡局長湘麟率員出席本局與三南奧特萊斯公司舉辦之「高速鐵路臺

南車站特定區事業發展用地開發經營案」簽約典禮，由交通部李主

任秘書泰興出席見證。 

107.10.02 

 

伍副局長勝園率東部工程處許副處長健宏等相關人員出席交通部

例行記者會，簡報及說明花蓮新車站第一階段完工啟用。 

107.10.03 
交通部王政次國材主持「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可行性研

究報院前審查會議，由本局楊副局長正君率員出席與會說明。 

107.10.03 

花蓮新車站第一階段完工啟用典禮，交通部吳部長宏謀率臺鐵局及

本局各級長官暨施工團隊出席，並邀請花蓮代理縣長蔡碧仲、立法

委員蕭美琴、徐榛蔚等各級民代參加，總統蔡英文於典禮後參訪花

蓮火車站建設情形。 

107.10.04 胡局長湘麟赴行政院 3620 次院會進行「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含左營及鳳山）暨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成果效益」專

案報告。 

107.10.05 

臺南市議會主辦「鳳山火車站整體規劃與設計公聽會」，由陳副組

長義明率細設顧問(台灣世曦／九典建築師事務所／張清華建築

師)參加並進行簡報說明，與會相關學者及民意代表皆異口同聲支

持本案自 107 年 6 月 19 日公開說明會及是日所提規劃設計方案，

並請高雄市政府都發局全力協助本案都市設計審議作業。 

107.10.05 
本局公告辦理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產業專用區武東段 276-1 地號

土地附條件開發案招商 

107.10.08 
本局工程材料實驗室委託企盉顧問辦理 ISO/IEC 17025:2017 實驗

室認證輔導工作啟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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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8 

本局辦理標售「高速鐵路嘉義車站特定區太頂珠段 50、50-2 地號

產業專用區土地階段式標售案」開標，開標結果無廠商投標，宣布

流標。 

107.10.08 楊副局長正君主持「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廉政交流座談會。 

107.10.09 

臺南市政府主辦「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臺南車站交通影響評估

專案會議」，本局土木建築組建築科相關人員參加，會議結論略以，

請本局依照與會委員及列席單位意見修正，再次提送臺南市政府交

通局審議。 

107.10.09 

楊副局長正君率隊參加法務部廉政署曾主任秘書昭愷主持「軌道產

業發展廉政座談會」，以瞭解本局推動國內軌道產業政策，並邀集

臺鐵局及本局等相關單位，作為該署對臺鐵列車購案廉政平台相關

參考。 

107.10.09 

胡局長湘麟主持「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辦理情形及作業規劃討

論會議，除聽取最新辦理情形簡報，並請本局各單位就權管專業提

供具體建議意見，以利後續討論。 

107.10.9 本局公告辦理標售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天然氣設施專用區武東段

524地號土地。 

107.10.9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由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林局長炎成主持

臺南車站交通影響評估專案會議，針對臺南車站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書之交通影響評估內容進行予以審查，俾利本局辦理後續都市設計

審議作業。 

107.10.9 

 

交通部准予「臺中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豐原及太原站第四股道通

車營運。 

107.10.09 

「南迴電氣化計畫提前於 107 年春節前達成電化通車目標需臺鐵

局協助事項會議」由本局鍾總工程司維力與臺鐵局高總工程司明鋆

共同主持，會議結論：達成潮枋段提早通車之目標，臺鐵局將全力

配合所提之要求協助事項，惟亦請兩局加強事前溝通以降低對臺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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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營運之影響。 

107.10.12 「臺中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豐原及太原站第四股道啟用。 

107.10.14 
行政院賴院長蒞臨「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含左營及鳳山)」全

線下地通車典禮。 

107.10.15 

嘉義市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C601 臨時軌鋼橋吊裝典禮」由本局

與嘉義市政府共同舉行，呂副總工程司新喜率隊暨北工處曹處長樂

群、處同仁陪同，並邀請嘉義市長涂醒哲、民意代表、里長等蒞臨

觀摩鋼橋吊裝作業。 

107.10.16 

胡局長湘麟率員出席交通部 107年度招商大會，本局設置招商攤位

行銷說明「高鐵桃園站及臺中站事業發展用地開發案」、「高速鐵

路左營車站轉運專用區興建營運移轉案」等之招商作業。 

107.10.16 

文化部辦理「第六屆公共藝術獎」入圍記者會，頒發入圍證書，本

局東部工程處花東效能提升計畫／新城車站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獲

頒入圍獎項有卓越獎、藝術創作獎、環境融合獎等三項，由本局東

部工程處夏主任工程司恒仁代表出席授奬。 

107.10.17 
本局配合交通部審查「臺南市先進運輸系統綠線現勘」計畫，由本

呂副總工程司新喜率隊赴臺南市辦理審查。 

107.10.17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考察臺東地區交通建設，本局胡局長湘麟率各級

長官陪同交通部吳部長宏謀出席，東部工程處黄處長鳳岡現場簡報

說明花東雙軌及南迴計畫執行情形。 

107.10.18 胡局長湘麟主持「臺南市先進運輸系統綠線初審會議」。 

107.10.18 
胡局長湘麟率員出席交通部與臺北市政府就「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

建設計畫」臺北端延伸課題交換意見。 

107.10.18 

臺南市政府主辦之「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會議」由陳副組長義明率

土建組相關人員參加，結論略以，臺南車站地下站體及南臺南站修

正後通過，臺南車站地上量體另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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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8 立法院法制局召開「財團法人軌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設置條例草

案評估報告(初稿)座談會」，由呂副總工程司新喜率隊參加，委員

等針對法制局評估報告內容及條例內容提供建言。 

107.10.1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金質獎」評選本局中工處「CL-731

臺中車站段主體工程」，由饒副總工程司國政率本局工程管理組及

中工處謝處長立德及相關同仁與會出席。 

107.10.19 伍副局長勝園代表本局參加國泰人壽公司舉辦之「高速鐵路桃園車

站特定區產業專用區開發經營案」複合商業大樓 A區（水族館、影

城商場、國際觀光旅館）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107.10.19 胡局長湘麟主持「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辦理情形及作業規劃討

論會議(2)。 

107.10.19 交通部吳部長宏謀於交通部 2101 會議室主持「軌道產業推動會報

第 3次會議」，胡局長湘麟率隊出席參加，會中檢視相關單位推動

軌道產業之辦理情形，及各軌道營運機構 107年上半年維修關鍵績

效指標執行成效。 

107.10.19 交通部准予「臺中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第二階段工程啟用營運。 

107.10.21 臺鐵普悠瑪 6432 次列車於 16:50 發生出軌事故，本局指派監理組

人員赴臺鐵局本部應變中心掌握即時訊息。 

107.10.22 本局啟動 1021 鐵路出軌事故專案調查，胡局長率相關業務同仁赴

事故現場勘查並參加行政院「1021 鐵路事故行政調查小組」第 1

次研商會議。 

107.10.22 頒布本局「品質政策」以「優質、創新、安全、永續」為代表，將

推動「鐵道建設」、落實「營運監理｣、發展「軌道產業｣及整合「場

站開發」之四大主要業務為未來策略與執行方向，並以「優質傳承、

卓越創新」之精神，建構「安全永續」的綠色鐵道運輸系統為目標。 

107.10.23 國發會召開「臺南市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可行性研究報告審

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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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3 「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檢測驗證能量盤點成果初步討論會議」

由呂副總工程司新喜於本局 12樓 1201會議室主持，就工研院研提

檢測驗證能量盤點結果報告進行討論。 

107.10.24 「高鐵計畫營運期第十二次定期財務查核報告」由本局饒副總工程

司國政主持，經本局 107 年 9 月 27 日召開查核工作小組會議，經

會議討論通過後，已修正完竣，並於 10月 24日奉核陳報交通部核

定。 

107.10.24 「臺南車站與古蹟關係現勘會議」由陳副組長義明率土建組相關人

員參加，結論略以，請本局參酌委員意見修正，並製作審查意見綜

理表函送文化部審議。 

107.10.24 胡局長湘麟率員參加行政院「1021 鐵路事故行政調查小組」第 2

次研商會議。 

107.10.24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產業專用區開發經營案」土地租金減收

事宜協調委員會由黃主任委員明聖主持召開第 2次會議。 

107.10.24 內政部核准「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東區、北區工程用地及地

上物徵收計畫。 

107.10.24 本局辦理標售高鐵新竹車站特定區置地廣場 2 戶房產之開標作

業，開標結果順利標脫 1戶房產。 

107.10.24

-25 

交通部 107 年水土保持計畫施工監督檢查／C031 標、C712A 標、

C712B標、K001標，由蔡副總工程司崇義主持，東部工程處許副處

長健宏率相關人員受檢。 

107.10.26 本局辦理行政院 2018「金華演習兵棋推演」。 

107.10.28 吳政務委員澤成、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工程會長官來本局討論

1021鐵路事故行政調查辦理情形。 

107.10.28 蔡總統、林佳龍市長、交通部吳宏謀部長及各界貴賓參加「臺中鐵

路高架捷運化第二階段工程完工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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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9 本局辦理「民間參與集集觀光鐵道整合開發案可行性研究」技術服

務採購案公告招標。 

107.10.29 「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

會議由本局饒副總工程司國政於「新北市鶯歌區公所六樓禮堂」及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三樓禮堂」主持。 

107.10.29 交通部王政次國材召開「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第 252次委員會

議」，由本局伍副局長率員列席。 

107.10.29 胡局長率員參加行政院「1021 鐵路事故行政調查小組」第 3 次研

商會議。 

107.10.30 本局辦理 107 年度「風險導向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與監督的實務策

略」教育訓練。 

107.10.30 本局楊副局長率相關業務同仁陪同吳政務委員至富岡基地、樹林調

車場、調度總所現勘，訪問調度員、巡路員、列車長、檢修員，並

慰問司機。 

107.10.30 臺南市政府公告徵收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東區)工程用地及

地上物。 

107.10.31 交通部由張政次政源主持召開「臺南鐵路立體化延伸至善化地區可

行性研究」委員審查會，結論：「會議結論「永康地下化修正後通

過，請臺南市政府依委員意見修正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及將沿線地區

整體開發計畫作為附冊後函報交通部，提報行政院審議，至於新市

段及善化段退請臺南市政府再議。」。 

107.10.31 本局東部工程處榮獲原民會辦理「106年度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

機關(構)及廠商」優等獎，由東工處吳主任彣琦代表出席授獎。 

107.10.31 公告徵求投資人參與「高速鐵路左營車站轉運專用區興建營運移轉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