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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紀  要

108/05/01
108/05/01 「交通部施工安全動態即時管理系統」正式全面上線實施。

108/05/01

108/05/01

108/05/02

108/05/02

108/05/02

108/05/03

108/05/03

108/05/03

108/05/03

108/05/04

108/05/04

108/05/06

交通部鐵道局108年05月份大事紀要

ISO驗證單位台灣檢驗科技公司提送「ISO9001:2015 證書」予本局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1-1次會議」，軌道產
業專案小組就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推動會報提報重點說明、維修備品國產化
–備品分類方式及統計資料確認結果、「輕軌計畫推動結合指定關鍵項目之國產
化」作業初步規劃逐項提報說明。

南迴鐵路電氣化計畫現地督導及第3次專案督導檢討執行會議由本局蔡副總工程司
崇義主持，東工處許副處長健宏率員參加

伍副局長率公管組、南工處出席交通部召開「109年度概算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
籌編審查會」說明高雄計畫預算編列需求。

本局溫總工程司代欣主持「花東地區鐵路雙軌化計畫」各車站月台遮雨棚長度需
求研商會議，東工處夏主任工程司恒仁率員與會

「機場捷運A1站至A21站月台門等電位線優化工程」驗收合格。

交通部「金路獎傑出工程類實地考評小組」考評本局北工處「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行李處理設備工程」(ME03標)，本局由呂副總工程司率隊
受查。

向交通部黃政次簡報「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發計畫」執行情形暨
財務結算事宜，結論如下:
1.交通部分回30%盈餘，配合已招商土地履約管理及未來特定區發展需要，以及鐵
道產業發展需要，鐵道局建議留置高鐵相關建設基金並轉型為鐵道發展基金之方
向正確，對國家發展有利，請鐵道局研提轉型計畫提報。
2.區段徵收計畫財務結算作業，請鐵道局依所提期程辦理。
3.請鐵道局研提就30%盈餘之各站分配方案，擇期向黃政次報告。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1-2次會議」，軌道產
業專案小組就10項國產化關鍵研發項目–R-Team代表廠商、主要組件廠商名單、
「軌道產業座談會」目前規劃情形逐項提報說明。

本局中部工程處為取得「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工程用地，原預定5月3日上
午辦理「東區前鋒路1號」強制拆除作業，因考量部分拆遷戶及自救會人員仍對補
償費、現正訴願中之案件以及強制執行之程序等有所疑義，為避免造成社會大眾
疑慮，衍生社會成本，暫緩執行本次強制拆除作業，並自即日起再加強溝通協調
後，再進行後續作業。

嘉義縣政府於108年5月4日由縣長翁章梁邀請立法委員陳明文委員、蔡易餘委員，
召開「嘉義縣鐵路高架化可行性研究修正」研商會議。本局由楊副局長率員出席
，會中就「民雄車站跨站平台方案構想」進行說明。會議結論陳明文委員仍要求
該府於一個月內(5月底)完成報告書修正提報，交通部並於一個月內(6月底)召開
會議審查。

總統主持「108金華演習實兵演練暨海安十號演習」，交通部林部長佳龍率本局胡
局長湘麟陪同參加。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於108年5月6日視察嘉義地區交通建設，其中就「嘉義縣市鐵路
高架化延伸計畫可行性研究」由嘉義縣政府進行簡報，本局就交通部審查作業情
形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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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6

108/05/06

108/05/07

108/05/07

108/05/08

108/05/08

108/05/08

108/05/08

108/05/09

108/05/09

108/05/09

108/05/09

108/05/10

108/05/10

108/05/10

楊副局長正君主持「鐵研中心」土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第一次籌備小組會議

本局楊副局長率監理組同仁，陪同交通部王政務次長出席行政院吳政務委員澤成
於行政院召開「1021普悠瑪事故行政責任調查說明會議」，為釐清瑪事故原因、
相對違失事項及有關人員懲處額度關聯之適當性，召開會議討論，以期報告之調
查處理結果能符合法令規定外，也能兼顧衡平原則及社會觀感。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2-1次會議」，軌道產
業專案小組就8項國產化關鍵研發項目辦理情形及更新提報說明。

本局工程管理組派員辦理108年上半年東工處轄區存置光復電力分駐所材料總點查
作業，東工處相關單位派員受查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考察「彰化地區交通建設」，會議結論有關彰化鐵&#63799;高
架化可&#64008;性研究，請交通部於108 &#63886;6月底前召開溝通協調會議，正
式審查通過後即提報&#64008;政院，以加速推動。

交通部召開「109年度郵政公司、高鐵基金及捷運建設計畫」預算審查會議，本局
楊副局長率員參加(工管組、規劃組、產管組、監理組、產專小組、主計室及北部
工程處等)

廖副總工程司率本局督導委員，辦理「S002『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
程建設計畫』中央行車控制裝置(CTC)及列車資訊系統(TID)工程」及「C711標枋
寮菩安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工程督導作業。

饒主任秘書國政代表本局參加華泰名品城舉辦之「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產業
專用區開發經營案」內全區開幕記者會

陳歐珀委員會同東部快鐵促進會，邀請部長研商北宜直鐵計畫，本局由楊副局長
率員與會，部長說明：交通政策上支持推動北宜直鐵，惟目前各界對於方案選擇
尚有不同意見，後續將由吳澤成政委主導跨部會協調，俟獲取共識後進入環評。

「P251標臺南計畫隧道永久軌電車線工程」採購案以最有利標決標予「翊聖電器
有限公司」。

廖副總工程司率本局督導委員辦理「C811Z潮州枋寮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工程
督導作業。
本局胡局長(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張副局長博文代)主持「交通部鐵路行車事
故調查第26次」會議，就本局辦理之臺灣鐵路局107年5月發生之2件重大事故專案
調查報告補充事項，及臺鐵局106年12月至107年7月辦理之5件事故調查報告進行
審查結果，作成相關決議事項並提供專業建議，供該局作為後續改善精進之依據
。

交通部召開「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委員會」第31次會議-審
查臺中市政府陳報「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延伸線可行性研究報
告」

溫總工程司主持「討論南迴計畫隧道降道測量成果及會測相關事宜會議」(與會單
位:本局工管組、土建組、機電組、南工處、東工處、監造問問、設計顧問、施工
廠商、測量專業廠商)

交通部施工查核小組對本局「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C601嘉義站北側臨時軌土
建工程」辦理「不預先通知」查核作業，本局由呂副總工程司率隊受查，查核成
績為甲等、不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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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10

108/05/13

108/05/13

108/05/14

108/05/16

108/05/16

108/05/16

108/05/17

108/05/17

108/05/17

108/05/17

108/05/20

108/05/20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2-2次會議」，軌道產
業專案小組就2項國產化關鍵研發項目(輕軌號誌及軌道基鈑)辦理情形及更新、維
修備品國產化推動策略、產業座談會及R-Team規劃，逐項提報說明。

本局溫總工程司代欣率員拜會宜蘭縣政府，由土建組何政道簡報說明大平台方案
可整合及解決都市發展、交通運輸及民生經濟等課題，提供宜蘭縣政府納入宜蘭
鐵路立體化計畫作為替代方案之參考。另宜縣府表示，將於宜蘭鐵路立體化可研
報告補充修正時，參考本局所提構想納入替代方案研析。

108年上半年標售高鐵桃園、新竹、臺中、臺南車站特定(地)區土地合計27標34筆
土地，順利標出20標25筆土地，土地標售總額達173億餘元，平均溢價達13.31%
創歷年標售總額新高。

交通部施工查核小組對本局「ST4204『基隆至新竹（崎頂）及臺南（大橋）至屏
束』95mm2主吊線及相關設備更新工程」辦理「不預先通知」查核作業，本局由呂
副總工程司率隊受查，查核成績為甲等、不扣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赴宜蘭縣政府協商宜蘭鐵路高架化案，本局由伍副局長勝
園率員出席，共商結論如下：請宜蘭縣政府檢討擇主要重點瓶頸路段研究評估相
關智慧型平交道、公路立體交叉、車輛改道及鐵路車站跨站式站房(大平台)等替
代方案補充報告內容，並整合都市縫合之需求，依縣府推動改善方向，強化政策
論述，彰顯計畫之必要性。並依108/3/11行政院吳政委澤成專案協商結論於3個月
完成報告修正，於108/6/11先送工程會邀集各單位先行檢視。報告修正過程中，
請鐵道局就專業給予協助。

嘉義縣政府於108年5月16日由羅秘書長木興(第1次)主持召開「嘉義縣市鐵路高架
化延伸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修正事宜研商會議」。本局由呂副總工程司率規劃組
相關人員參加。

交通部、內政部會銜令於108年5月16日修正發布「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
法」部分條文及第七條附件二

交通部召開「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委員會」第32次會議-審
查新北市政府所報「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延伸桃園八德段暨周邊土地
開發可行性研究報告書」

溫總工程司代欣主持，臺鐵桃園地下化綜和規劃案-軌道支承版規劃協調會議，為
減少用地拆遷及軌道切換施工所需，軌道支承版經與會單位討論認屬可行。

TS015「臺南市區鐵&#63799;地下化計畫」臺南&#63746;站既有軌配合股道停用及
號誌&#63895;鎖系統&#63745;新工程 ，業於108年5月17日第2次開標，並已順利
決標。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3次會議」，軌道產業
專案小組就確認「軌道產業推動執行及檢討」簡報內容(10項國產化優先發展項及
維修備品國產化成果及後續推動策略)、確認「籌辦軌道產業推動座談會工作計畫
」簡報內容，逐項提報說明。

胡局長主持「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2015版)驗證證書」頒證典禮，由伍副局長
代表受證。

胡局長主持「軌道產業推動工作小組第8次會議」，討論軌道產業推動執行情形及
檢討、臺鐵購車案國產化執行情形及KPI檢討、108年度維修商源說明會辦理方式
、籌辦軌道產業推動座談會工作計畫、檢測驗證作業平台運作機制、確認提報軌
道產業推動會報第4次會議議程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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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0

108/05/21

108/05/21

108/05/21

108/05/22

108/05/22

108/05/22

108/05/23

108/05/23

108/05/23

108/05/24 本局溫總工程司主持「在建工程災害事件（故）通報機制檢討會」。

108/05/24

108/05/25

108/05/27

108/05/27

108/05/27

交通部黃政務次長玉霖率本局溫總工代欣、中部工程處李副處長懷谷、王亮鈞工
程司參加洪立法委員慈庸協調潭子農會穀倉修建既再利用事宜，參加單位為文化
部、交通部、鐵道局及潭子區農會。會議結論略以，穀倉應以原貌修復方式重新
提送審查，至古蹟再利用之構想，應另擬計畫向農委會等機關申請補助；原貌修
復所需經費應覈實編列，文化部可負擔50%，農會負擔5%，市府及交通部(本局)負
擔其他部分。

「CE02標鐵研中心土建工程」採購案以最有利標決標予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部「金質獎初評小組」對本局東工處「SL-105標花蓮站改建工程」辦理金質
獎初評作業，本局由蔡副總工程司率隊受查，查核成績為甲等、不扣點。

本局楊副局長正君召開「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說明會」，向各顧問公司說明指
引研訂之重要措施與機制，期增進受委辦顧問公司對指引之認識，達到於後續軌
道工程計畫之規劃階段即能協助各主辦機關落實指引之目的。

溫總工程司代欣主持「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潮枋段）
第2次專案督導會議（工程現地督導）」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4次會議」，軌道產業
專案小組就「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研擬成果–推動會報提報簡報內容確認提
報說明。

臺南鐵路地下化計畫用地持續協商點交取得，C211標臺南北段地下化工程於5月22
日進行點交重點戶「品字型大樓」拆除作業，本局同日發布臺南計畫工程已全面
展開之重大進展說明新聞稿。

土建組陳副組長義明主持研商「鳳山車站暨開發大樓新建工程」變更服務費相關
事宜會議，出席單位包括本局南工處、工管組、主計室、土建組及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公司，主要結論為請CECI就相關意見原則，提出完整契約變更說明書（工作
內容說明）過局，另依程序簽陳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溫總工程司代欣主持「軌道產業檢測驗證作業平台」軌道基鈑-第1次工作會議，
邀請學者專家及國內相關檢測驗證機構，討論國內檢測技術能量與營運機構之供
需情形、檢測標準方法或基準調和或律定一致性之可行性、各單位軌道基鈑檢測
技術能量朝符合EN標準發展或補強等議題。

工研院張培仁副院長率員拜訪本局胡湘麟局長及局內一級主管與業務單位代表，
工研院於會中簡報說明轄下各研究單位相關可應用於軌道產業之研究能量，並與
本局就智慧鐵道、鐵研中心、優先發展項目等議題交換意見。

本局中部工程處為改善臺南計畫鐵路永久軌線形，於C214標南臺南站路段地下化
工程辦理既有軌道移撥(1460M)，並於108年5月18日跨19日及25日跨26日分階段完
成東西正線之撥軌段作業。

嘉義縣政府羅秘書長木興(第2次)主持召開「嘉義縣市鐵路高架化延伸計畫可行性
研究報告修正事宜研商會議」。本局由溫總工程司率規劃組相關人員參加。

本局辦理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工程用地公有土地用地取得，業經行政院108年
4月2日及108年4月16日核准有償撥用在案，並於108年5月27日完成撥付地價款作
業。

本局胡局長湘麟率伍副局長勝園主持召開「桃園機場捷運延伸至中壢火車站計畫
」廉政交流座談會，邀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檢察、廉政、調查與廠商代表
等交換意見期計劃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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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副總工程司率本局委員督導「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
系統機電統包工程(K001標)及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設備工程(S001標)。

本局胡局長湘麟主持鐵路營運協調會報第4次會議。

由本局溫總工程司代欣率隊視察，「南迴計畫」大鳥隧道及金崙隧道內軌道降道
現場會測(5月28日至30日)，東工處伍處長育德率相關人員陪同

交通部辦理108年度水土保持計畫施工監督檢查，南工處轄管南迴計畫C711標枋寮
菩安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受檢，由謝處長率施工團隊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08年5月28日函復「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基本設
計階段工程經費審議報告書，同意核列工程建造經費207.18億元。

雲林縣政府張麗善縣長召開「斗六市區鐵路立體化可行性評估」工作會議，邀集
相關單位討論未來推動方向，會議結論略以：斗六鐵路高架不宜單看經濟效益，
應由國家分配平均觀點強化論述，請中央給予協助與支持。另請秘書長邀集各單
位共同檢視期末報告，下個月底再召開會議研商。

本局胡局長湘麟主持召開「高鐵臺南車站專用區都市設計審議」(三南奧特萊斯臺
南市歸仁區武東段70-1、71、72、73等4筆地號百貨商場新建工程)108年度第1次
會議，會議決議請申請單位依各委員意見及相關單位所提之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
後，再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陳副總工程司景池於108/5/29主持一般機電設計注意事項修正討論會議。「一般
機電設計注意事項」係本局（原鐵工局）於101年間頒布，作為各計畫辦理臺鐵工
程設計作業之參考。本次會議邀請臺鐵局及顧問公司就營運及維管實務提出建議
及討論。

胡局長湘麟召開「討論108年軌道產業推動重要工作項目第15次會議」，軌道產業
專案小組就軌道產業推動工作小組第8次會議後續辦理事項提報說明。

行政院環保署於108年5月29日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56次會議，經決議
「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環說書環差報告（軌道線形及施工順序調整）」審核
修正通過。

台灣高鐵公司108年5月30日於國泰金融會議廳召開108年股東常會，交通部請本局
代為列席與會，本局由呂副總工程司新喜率規劃組組長及同仁列席。

「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原『台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
建設計畫』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於108年5月30日奉交通部核轉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審查

局長率溫總工程司、廖副總工程司及工管組彭組長等視察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
氣化工程(潮枋段)目前執行情形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至本局工程材料實驗室辦理「實驗室土木測試領域
認證」現場複評。

本局溫總工程司召開「研商號誌系統國產化推動策略」會議，邀經濟部技術處、
工業局共同研商，以法人科專、業界科專或其他經費補助產業推動第2階段之系統
實作與實際路線測試等工作。

「CE02標鐵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土建工程」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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