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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前奉行政院90年1月15日台九

十交字第000965號函示依經建會會商結論辦理在案，計

畫之主計畫時程為94年10月通車營運，政府必須辦理事

項經費合計為1057.02億元，分年經費並配合計畫期程編

列至96年度。 

二、高鐵局97年1月21日提送「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財務計

畫（政府預算部分）-第2次修訂計畫」，經交通部97年5

月1日函轉交下行政院秘書長97年4月28日院臺交字第

0970015727號函示：「請照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意見辦

理」、及經建會97年4月18日財字第0970001632號函審議

意見略為：「鑒於本次修正財務計畫，涉及建設期程展

延、工程項目增加或刪減等，係屬實質建設計畫修正，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及『中

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中長程個案

計畫之修正、公共工程計畫內容修正遇有工程總經費超

過原核定數額或時程延緩者，應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

本案財務計畫宜俟實質建設計畫修正奉行政院核定後，

再據以配合修正」。 

三、經擬具「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第1次修訂計畫」，交

通部98年1月7日核轉報院，經建會98年4月10日都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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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0001910號函送審查結論略為：鑑於台灣高鐵公司未

完工程預定時程尚未明確，本計畫期程暫不調整；計畫

經費原核定1057.02億元不宜再調增，倘經檢討尚有增加

經費之需求，建議交通部另籌財源或另列計畫，至99年

預算需求請覈實編列。 

四、高鐵局復依上開結論另案提報「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

計畫」，經交通部98年5月15日核轉報院，並依據經建會

98年12月23日及99年4月19日會議之審查結論檢討修正

本計畫報告內容後，獲經建會99年4月26日委員會議原則

同意辦理，行政院99年5月27日院臺交字第0990028945

號函核復照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 

五、本計畫期程99~104年，計畫總經費約22.3億元，工作內容

如次： 

(一)南港專案高鐵隧道及車站設施交付相關作業 

南港專案前於87年8月27日奉行政院核定辦理，其

高鐵相關工程包含基隆路至大坑溪間高鐵雙軌隧道(約

5.4公里)及南港車站等土建與一般機電工程之設計及施

工，屬高鐵興建營運合約政府應辦事項之一。本工程係

由鐵工局負責執行，並於98年6月至99年10月間分段完

成，目前高鐵局刻與台灣高鐵公司協商交付事宜中，俾

該公司接續進行鋪軌、核心機電及車站營運設施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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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按施工排程及臺鐵局台北機廠過軌段100年6月交付

時程估計，預估南港車站可於101年10月完工。本計畫配

合鐵工局南港專案新增經費需求，編列高鐵計畫應分擔

款項計16.98億元。 

(二)辦理苗、彰、雲三站細設、相關證照之審議作業，及苗栗

站與臺鐵新豐富站連接通廊工程。 

苗栗、彰化、雲林三站之興建為政府既定政策，台

灣高鐵公司99年1月29日啟動車站設計作業，預計104年6

月完工。本計畫辦理該三站屬政府應辦事項部分，包括

車站用地交付，都市設計、防災計畫、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設置計畫、特種建築物審議及消防等審議，及連接

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之人行通廊工程，俾高、臺

鐵旅客互相轉乘，經費計約0.52億元。 

(三)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 

因應高鐵營運維修作業需要，根據高鐵興建營運合

約規定，新增ATP0自耦變電站用地、及高鐵隧道南側毗

鄰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道部分用地二處之路權取得，另

辦理臺北機廠過軌段交付相關設施(備)之拆除作業，及

因應未來營運維修需要、沿線路堤(塹)天然災害造成邊

坡崩塌損害維修工程所需並配合各縣市地籍圖重測修改

路權等辦理之用地取得等，計約1.9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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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監督及管理 

為依法依約持續監督台灣高鐵公司賡續完成未完

工程及高鐵系統營運維修作業，本計畫辦理沿線航攝監

督紀錄輔助監督管理外，並因應高鐵興建營運合約執行

過程衍生之除外情事與不可抗力等爭議事項，所需法

律、財務及技術等專業顧問之協助及專業諮詢，計約2.8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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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1.1 依據 

為改善台灣西部走廊城際間交通瓶頸，提升運輸服務品

質，促進經濟成長與區域均衡發展，並兼顧環境維護與節約

能源需求，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79年7月2日成立，

以下簡稱高鐵籌備處）前完成高鐵綜合規劃及財務計畫，並

報奉行政院80年12月13日台80忠授三字第14460號函同意備

查高鐵財務計畫、及81年6月25日台81交21936號函原則同意

高鐵綜合規劃期末報告等在案，交通部並即編列特別預算推

動本計畫建設。 

立法院嗣於82年7月16日決議要求高鐵建設改採民間參

與投資方式賡續推動，高鐵局爰依行政院83年12月21日台83

交47697號函核示檢討修正財務計畫，並攺以徵求民間參與興

建暨營運方式辦理。案經公告、綜合甄選、議約等程序，交

通部於87年7月23日與台灣高鐵公司簽訂「台灣南北高速鐵路

興建營運合約」（以下簡稱「高鐵興建營運合約」）及「台

灣南北高速鐵路站區開發合約」（以下簡稱「站區開發合

約」），明訂甲乙雙方工作範圍及相關權利義務。 

另基於苗栗、彰化、雲林地區要求增設高鐵車站，考量

區域均衡發展及縮短城鄉差距，行政院86年3月22日台86交字

第11449號函同意增設苗栗、彰化、雲林三站，其中彰化、雲

林車站站址於88年2月25日獲行政院台八十八交字第075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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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同意分別設於社頭、田中附近，及虎尾鎮附近，苗栗車站

站址亦獲行政院88年3月24日台八十八交字第12035號函同意

設於苗栗、後龍間。 

依據行政院88年11月25日台88交43159號函核定之「建設

南北高速鐵路財務計畫(政府預算部分)」，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約定之政府必須辦理事項，由政府編列預算1,057.02億元，辦

理台北臺鐵共構段、購地拆遷、規劃設計與工程監督及相關

配合工程等事項。行政院90年1月15日台90交字第000965號函

復核定「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計畫期程為高鐵全線94

年10月通車營運、政府必須辦理事項則配合臺鐵台北共構段

之南港專案預定完工時程列至96年度，政府必須辦理事項經

費合計1,057.02億元，分年經費亦配合計畫期程編列至96年

度。 

案經政府及台灣高鐵公司依約分別辦理，高鐵全線於96

年3月全線通車，計有台北、板橋、桃園、新竹、台中、嘉義、

台南及左營等8個車站開始營運。核屬政府必須辦理事項之經

費額度1,057.02億元，截至98年度止，累計已編列預算數

1,055.132億元，含實際執行數1051.486億元、歷年繳庫數0.648

億元、暫付數1.482億元、及99年已分配之待執行數1.516億元

(預算保留尚核定中)。至於由民間機構負責之南港、苗栗、彰

化及雲林等站、汐止及太保基地後續等工程，則仍由台灣高

鐵公司持續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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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因政府必須辦理事項中南港專案高鐵相關工程，執行

機關(鐵路改建工程局)前經報奉行政院98年2月13日院臺交字

第0980004797號函（詳附錄一）核定調整修正南港專案整體

計畫經費，其原由高鐵計畫分擔配合款184.44億元（編列於

1057.02億元預算內）尚須追加16.98億元；另為辦理高鐵左營

轉運專用區工程、新增三站配合工程、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

程、及其他相關配合作業等屬高鐵計畫相關需求，高鐵局前

經提報修訂計畫/後續計畫，報奉行政院交議經建會審議情形

如下： 

 高鐵局提報「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第1次修訂計

畫」，經交通部98年1月7日交路字第0980000137號函

核轉報院，行政院秘書長98年4月16日院臺交字第

0980020204號函示照經建會研商結論檢討辦理，經建

會98年4月10日都字第0980001910號函結論略為：「各

項新增調整應確認為政府應辦事項，非屬原定辦理事

項，建議與原核列計畫區隔，必要時將原核列計畫已

辦結部分先辦結案，後續工程另彙整重新提案」。(詳

附錄二) 

 高鐵局依上開審議結論另案提報「高速鐵路後續工程

建設計畫」，經交通部98年5月15日交路(一)字第

0980004536號函核轉報院，行政院秘書長98年7月6日

院臺交字第0980042671號函示照經建會意見檢討辦

理。經建會98年6月30日都字第0980003156號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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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先釐清辦理之各項工程是否屬政府應辦事

項，本案建議仍應先依行政院核示內容研處提報計畫

再行送核」。(詳附錄三) 

 高鐵局復依前揭經建會審議及研商結論檢討辦理，研

提「高速鐵路後續工程(第一期)建設計畫」，經交通

部98年11月11日交路(一)字第0980010505號函報院，

行政院秘書長99年1月12日院臺交字第0990000452號

函示照經建會研商結論檢討辦理。經建會99年1月5日

都字第0990000026號函研商結論略為：「完整陳述高

鐵後續政府應辦理相關工程，說明各項工程辦理之必

要性及妥適性後納入本計畫中」(詳附錄四)。經建會

復於99年4月19日召開審查會議，本計畫業依該次會

議審議結論及意見補充修正報告內容。 

 有關上述經建會歷次之審查結論及本局辦理情形詳

附錄五。 

高鐵已成為西部走廊不可或缺的運輸工具，且由高鐵營

運搭配台鐵及南北都會捷運所建構之軌道路網，亦為公共運

輸發展政策之推動奠基，交通部除積極加強高鐵等軌道系統

間之轉乘整合，擴大高鐵建設計畫效益外，配合後續應設置

高鐵車站之預定時程，包括南港站預定101年10月完工，新增

苗栗、彰化、雲林三站預定104年6月完工等，後續興建及相

關配合作業均亟待如期展開。爰依上開行政院秘書長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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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函示之經建會99年1月5日函研商結論檢討辦理，續提報

「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俾於

奉核後據以執行，持續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等規定推動執行

政府後續辦理事項。 

1.2 未來環境預測 

一、高鐵運量預測 

高鐵通車營運初期，運量隨運能提昇顯著成長，97 年

8 月以後運量成長幅度略為趨緩，98 年實際平均日運量約

8.9 萬人次／日。依台灣高鐵公司 98 年 7 月之運量預測調

整結果，預估至 122 年每日運量約達 29.5 萬人次（詳表 1-1

及圖 1-1）。 

二、南港車站運量預測 

目前高鐵每日約 9.5 萬人次（99 年 3 月)，大台北都會

區佔全線運量約 36%，其中台北車站及板橋車站運量各佔

80%及 20%，依據高鐵局 89 年「高鐵南港整備站兼作營運

輔助站規劃報告」評估，台北站、板橋站及南港站旅次分

布比例分別為 55%、20%及 25%，以台灣高鐵公司 98 年 7

月修正預測值推估，南港車站在 101 年底完工後，預估 102

年每日約有 1.2 萬人次，至 122 年每日約 2.9 萬人次，詳表

1-2。 

三、左營站周邊地區開發衍生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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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鐵左營站約佔全線運量 19%，每日進出旅客人

數約 3.5 萬人，僅次於台北站。高鐵左營站為與台鐵及捷運

三鐵共站車站，根據 95 年「高鐵左營站周邊地區交通課題

因應方案探討」成果報告，左營站區周邊相關開發計畫開

發完成後，預估將每日衍生 1.3 萬進出人次(包括海光二村、

轉運專用區附屬事業、建台水泥、事業發展專用區－新光

三越及高鐵左營站附屬事業大樓等)。 

四、苗栗、彰化及雲林車站運量預測 

有關苗栗、彰化、雲林三站設站後運量，根據 84 年「增

設三站初步評估研究」報告，預估苗彰雲車站營運後，高

鐵全線旅客人數約增加 5.2%、延人公里約增加 3.3%。 

 

表 1-1 台灣高鐵每日運量預測值 

年期 人次/日 年期 人次/日 年期 人次/日 年期 人次/日 

98 88,628 105 197,060 112 277,978 119 293,564 

99 90,643 106 213,699 113 281,316 120 294,151 

100 95,175 107 226,096 114 284,694 121 294,739 

101 104,693 108 236,529 115 288,112 122 295,329 

102 120,397 109 246,745 116 290,245   

103 150,908 110 260,564 117 292,393   

104 175,696 111 271,933 118 292,978   

資料來源：台灣高鐵公司 98 年 7 月之運量預測調整，其中 98 年為實

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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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高鐵每日運量預測圖 

表1-2 預估高鐵南港站每日運量 

年期 
台灣高鐵

運量預測 

台北都會區運量分佈 南港站 

衍生運量 

南港站 

合計 板橋站 台北站 南港站 

102 120,397 8,669 23,839 10,836 1,605 12,441 

110 260,564 18,761 51,592 23,451 2,826 26,277 

120 294,151 21,179 58,242 26,474 2,889 29,363 

122 295,329 21,264 58,475 26,580 2,893 29,473 

 

1.3 問題評析 

高鐵全線台北至左營間計8個車站已於96年3月2日通車

營運，惟按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交通部及台灣高鐵公司

仍有後續依約或與計畫相關事項尚待分別持續辦理，茲分述

如次： 

一、政府辦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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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港專案隧道及車站設施交付：本項工作係屬高鐵興

建營運合約甲方工作範圍第 3.1.2.1 條規定之南港松山

段工程，且行政院 91 年 2 月 27 日院臺交字第

0910007678 號函已核定同意將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

兼作營運輔助站（詳附錄六），本項高鐵隧道工程及

車站設施係由鐵工局納入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南港專

案代為辦理，目前仍持續施作中。嗣依行政院 98 年 2

月 13 日院臺交字第 0980004797 號函核定鐵工局調整

修正南港專案整體計畫經費案，其中高鐵工程相關配

合款部分須增加約 16.98 億元，爰後續尚須配合編列撥

付增加之工程款，並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辦理

隧道段及車站設施交付予台灣高鐵公司使用之相關作

業。 

2. 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依據高雄市政府 89 年 11 月公

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凹仔底區）細部計

畫（配合高速鐵路左營車站建設）書」內『事業及財

務計畫表』載明，轉運專用區之主辦單位為高鐵局，

經費來源為中央特別預算，爰需依該都市計畫規定辦

理左營轉運專用區之設置。 

3. 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辦

理台灣高鐵公司因設計、施工、營運及維修等需要，

所提並經甲方同意之新增路權用地取得。目前台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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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公司已提出 ATP0 自耦變電站、臺鐵臺北機廠側線等

二處用地需求，尚待取得。 

4. 新增苗栗、彰化、雲林三站之用地取得交付、相關配

合審議作業，及苗栗站連接通廊工程：本局已分別取

得苗栗、彰化及雲林之車站用地，持續與台灣高鐵公

司協調用地交付時程，除儘速交付該等用地予台灣高

鐵公司辦理後續設計施工作業外，另將配合辦理包括

都市設計、防災計畫與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計畫

等相關審議、審查作業，及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

站連接通廊之工程。 

5. 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依據高鐵興建營運合約政府

應辦事項備忘錄書面結論，有關合約章節 4.2.2.5 政府

辦理聯外交通應包括高鐵站區、基地及機廠，爰後續

仍有配合台灣高鐵公司汐止基地開發時程辦理基地聯

外道路工程之必要，俾提供高鐵汐止基地人員與維修

材料進出道路。 

6. 工程監督及管理：持續依獎參條例、鐵路法、其他相

關法規及本合約約定辦理工程及營運之監督與管理。 

二、台灣高鐵公司辦理部分 

1. 台北站以北隧道段（5K+718～1K+000）軌道及機電工

程：本路段交通部已完成交付，刻由台灣高鐵公司辦

理軌道及機電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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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港車站及隧道段（1K+000～-4K+360）：本路段高

鐵隧道及南港車站由鐵工局完成結構體後，交付台灣

高鐵公司接續辦理軌道、機電工程及車站裝修等工程。 

3. 汐止基地：依據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3.2.1.5 規定，台灣

高鐵公司尚須辦理汐止基地之規劃、設計及施工，包

括廠房興建、維修設備安裝、軌道安裝等工程。惟該

公司 97 年 12 月 24 日函表示，汐止基地之期程尚未確

定，正依據營運現況及未來運量需求，重新檢討汐止

基地之規模及需求時程。 

4. 太保基地：台灣高鐵公司已於 97 年 7 月完成太保基地

廠房及軌道之第一期興建工程。後續有關基地之全區

開發工程，該公司表示將俟路線維修需求增加及基地

沉陷穩定後賡續推動。 

5. 新增苗栗、彰化及雲林三站： 

 台灣高鐵公司均已併主體工程完成三站列車停靠區

之高架土木結構及軌道工程。 

 該公司經參考桃園等站設計施工經驗，及考量於主

線營運期間進行施工等因素，在苗栗、彰化、雲林

縣政府提供車站用地並完成設站配合作業（含都市

計畫發布，提供土地、樁位座標與公共工程界面等

資料）後，由該公司續辦理車站規劃設計、都市設

計審議、申請相關建照許可、施工及測試、履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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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約需時 66 個月完成（含規劃設計及相關證照或

許可申請約 30 個月，施工 30 個月，運轉測試及履

勘 6 個月）。  

 目前台灣高鐵公司已於 97年 8月完成車站初步規劃

作業，預估新增三站興建成本約需 75 億元，該公司

並已於 99 年 1 月 29 日完成細部設計之採購，正式

啟動後續設計及施工作業，預計 30 個月完成細部設

計。 

 

前述台灣高鐵公司持續辦理部分中，有關汐止基地及太

保基地二項工程，該公司嗣於98年12月21日陳述意見表示：

「汐止基地之整地基本設計及太保基地之第一期設計施工均

已完成，足敷高鐵目前營運需求，後續則依實際運量成長再

評估」，爰台灣高鐵公司之汐止基地開發時程暫未確定，致

影響政府後續辦理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之時程，本局已另

依興建營運合約規定提報高鐵協調委員會協調處理中，惟鑑

於協調處理作業恐曠日費時，為免影響其他政府辦理部分之

推動執行，有關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擬不納入本計畫辦

理，將俟與該公司研商確認汐止基地開發時程，再配合推動

政府辦理之進出道路工程，所需經費並研議納入其他相關計

畫執行。 

另有關政府辦理之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乙項，依據經建

會99年1月5日函研商結論：「左營轉運站部分請交通部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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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交通轉運功能為前提，研析提高自償性方式辦理。至如後

續仍有公務經費需求部分，請評估納入本案之適切性或爭取

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相關經費之可能性」，爰本項工程擬

不納入本計畫，本局將依上開結論檢討本項工程之自償性並

研議朝民間投資興辦方式之可行性。 

綜上，有關政府辦理部分，除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及

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將另案研議不納入本計畫外，其餘政府

辦理工作均納入本計畫執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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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2.1 目標說明 

本計畫預定達成目標如次： 

一、持續辦理並完成高鐵南港車站相關工程，以擴大高鐵

通車效益，減緩台北車站及周邊道路交通負荷。 

二、加速推動苗彰雲三站之興建與通車營運，擴大高鐵服

務範圍，並促進苗栗、彰化及雲林之區域均衡發展。 

三、賡續辦理工程監督管理及相關配合事項，以利高鐵興

建營運合約之執行。 

2.2 達成目標之限制 

高鐵自96年通車營運迄今，已成為西部走廊不可或缺的

運輸工具，並促使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之願景逐步實現。交

通部除持續依法依約監督管理台灣高鐵公司確保營運安全提

昇服務水準外，為擴大高鐵建設計畫效益，服務更多民眾，

爰持續辦理相關後續工程及配合事項。 

有關上開本計畫目標之達成，評估本計畫辦理之高鐵南

港車站暨相關工程、新增三站相關配合作業及苗栗站連接通

廊工程等事項，因用地多為已取得或公有土地，其目標之達

成概無重大限制或困難，惟南港車站及其隧道段之交付因涉

與台灣高鐵公司之協商，目前辦理情形說明如次： 

一、 有關南港車站由整備站變更為營運輔助站所涉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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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費分攤 

1. 按行政院 91 年 2 月 27 日院臺交字第 0910007678 號函

示原則略以：(1)基於設施產權完整及未來營運期重置

汰換之責任釐清，規劃設計費 2 千萬元、車站結構工

程興建費用 3.8 億元，共計 4 億元由政府負擔；台灣高

鐵公司負擔列車增購及車站裝修、空調變更、電梯與

電扶梯經費共 18.13 億元。(2)請交通部按前述原則，

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台灣高鐵公司商南港專案有

關高鐵工程交付時程、回饋金等事項，並將協商結果

報院核備。 

2. 上述回饋金、南港車站通車營運之主計畫時程等議

題，高鐵局目前仍併同交付事項與台灣高鐵公司持續

協商中。 

二、 有關南港車站及隧道段交付時程之協商確認 

1. 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政府應辦理事項 3.1.2.1 條約定，

南港專案交付日期另行協商，經高鐵局 97 年間邀集台

灣高鐵公司研議交付前置作業，就交付期程部分已達

成分期交付之共識，南港專案高鐵隧道段及車站設施

自 98 年 6 月至 99 年 10 月期間分 4 次交付，各交付路

段詳見表 2-1，該分段交付時程並業經交通部 98 年 6

月 22 日核定在案（詳附錄七），雙方尚就交付細節、

回饋金及通車時程等進一步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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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惟其中臺鐵臺北機廠過軌路段之交付，因涉及臺北機

廠遷建計畫之確定與執行，經多次邀集台灣高鐵公

司、臺鐵局等單位召開會議，臺鐵局已表明交付時程

訂為 100 年 6 月。該時程未來應予確保達成，以免屆

時生變，造成台灣高鐵公司依約主張損害求償及政府

損失之情事。 

三、 高鐵南港站之通車時程 

南港專案之交付作業現仍與台灣高鐵公司持續協議

中，南港車站實際通車時程，待該公司提出計畫時程

後確認，惟依據過去高鐵公司之施工排程推估，倘交

通部確於 100 年 6 月交付台北機廠過軌段，估計台灣

高鐵公司應可於 101 年 10 月完成南港車站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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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南港車站及隧道段各標交付時程表 

項

次 
標  別 工程名稱 里          程 

第一階段

文件交付 
實體交付 

第二階段

文件交付 

1 CL303-1 
大坑溪段高

鐵引道工程 

HK11+871.118(大坑溪西

側 高 鐵 橋

台)~HK12+264.547 

98.12.31 99.01.31 99.10.31 

2 CL304 

研究院路段

高鐵隧道工

程 

1.HK12+264.547~HK12+32

4.547(研究院路口 60公

尺) 

2.HK12+324.547~HK13+06

1.664 

98.12.31 

 

98.05.31 

99.01.31 

 

98.06.30 

99.10.31 

3 CL305 
高鐵南港車

站 

HK13+061.664~ 

HK13+653.663 

軌道區

98.05.31 

軌道區外 

98.8.15 

 

軌道區

98.06.30 

軌道區外

98.10.31 

99.10.31 

4 CL306 
向陽路段高

鐵隧道工程 

HK13+653.663~ 

HK14+598.663 
98.05.31 98.06.30 99.10.31 

5 CL307 
客車場段高

鐵隧道工程 

1.HK14+598.663~ 

HK15+400 

 

2.HK15+400~ 

HK15+891.327 

98.05.31 

 

99.03.31 

98.06.30 

 

99.04.30 

99.10.31 

6 CL308 
松山車站高

鐵隧道工程 

HK15+891.327~ 

HK16+465.379 
99.03.31 99.04.30 99.10.31 

7 CL309 
虎林街段高

鐵隧道工程 

HK16+465.379~ 

HK17+273.044 
99.03.31 99.04.30 99.10.31 

註：實體交付時，有關系統機電電信、監控、通風工程部分僅為設備器材安裝完成，

不含測試，至第二階段文件交付始為完工時程。 

CL304 

CL303-1 

99.01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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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高鐵已通車營運，本計畫推動南港車站及新增苗栗、彰

化、雲林車站之營運，具擴大高鐵服務範圍及通車效益之功

能，預期未來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如次： 

一、擔負台灣南北旅客運輸服務主軸 

 績效指標：旅客疏運量 

 評估基準：高鐵營運初期運能班次由每日雙向 38 班

次，每日旅客約 2.6 萬人次，逐步提昇至目前每日

雙向開行 116~143 班次不等，系統穩定且運能大幅

提昇，此外，相關票務措施、促銷方案的推出(如電

話語音訂位、網路訂位、自由座及藍橘雙色優惠、

暑期四人同行一人免費、網路付款 95 折等)，服務

品質提昇，旅客量亦顯著成長至目前每日約 9.5 萬

人次（99 年 3 月)。惟高鐵運量仍未如預期，故後

續除持續提供足夠的運能服務，積極改善票務措

施，推動整合高鐵與其他運具間之轉乘接駁，提昇

營運服務品質外，亟待加速推動高鐵南港站、及新

增苗、彰、雲三站之後續興建作業，俾如期完工通

車，並為苗栗、彰化、雲林等地區帶來發展契機，

擴大高鐵營運範圍，刺激高鐵運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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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未來運量將持續提昇，預估 110 年及 120 年之

平均每日疏運旅客量如下。 

 

年期 運量（人次/日） 

110 26.1萬 

120 29.4萬 

 

二、落實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 

 績效指標：南北旅運時間 

 評估基準：高鐵通車後，台灣西部走廊南北往來已

由 4 個小時大幅縮短為 90 分鐘，由原北、中、南三

大都會區的空間結構，連成一日生活圈。高鐵南港、

苗栗、彰化、雲林等車站完成後，可滿足高鐵路線

所經縣市均有高鐵車站服務，加上車站聯外道路之

興建及改善完成，提高該等新增車站之可及性，提

昇高鐵整體效益，落實一日生活圈，促進區域均衡

發展，縮短城鄉差距。 

三、減碳 

 績效指標：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評估基準：高鐵因轉移小客車、客運等陸路運具及

航空交通量，減少原使用運具之用油二氧化碳排放

量，預期 100 年、110 年及 120 年可達到之用油二

氧化碳減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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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二氧化碳減量 

（萬公噸） 

100 30.1 

110 82.4 

120 93.0 

 

四、落實發展大眾運輸 

 績效指標：縮短轉乘接駁時間 

 評估基準：軌道運輸以已通車之高鐵及傳統鐵路運

輸路網為架構，從「資源整合」及「充份發揮運轉

效能」的觀點，將高鐵做為聯繫南北旅客運輸服務

之主軸，並透過建設北中南都會區捷運網、鐵路立

體化與捷運化等，確實提供優質軌道運輸系統服

務，並整合高鐵、臺鐵、捷運等之轉乘服務，縮短

轉乘接駁旅行時間，積極推動三鐵無接縫運輸，提

高民眾搭乘大眾運輸之意願，確切落實大眾運輸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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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3.1 現行相關政策 

一、高鐵計畫採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方式辦理，為政府自

82 年執行迄今之既定政策。 

二、愛台 12 建設「全台便捷交通網」，闡明以「高速鐵路」

為聯繫臺灣南北旅客運輸服務之主軸，透過北中南都

會區捷運網、鐵路立體化與捷運化及臺鐵支線改善及

整建等計畫，提供「無接縫」優質軌道運輸系統服務。

「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已納為「全台便捷交通網」

項下之子計畫。 

綜上，就現行相關政策面及計畫執行需求而言，確有賡

續辦理本計畫之必要。 

3.2 計畫執行成效 

台灣高鐵於96年1月5日通車營運後，系統運轉尚稱穩

定，目前班次運能係按尖離峰日需求每日提供不同開行列車

班次，週一118班、週二～週四每日116班、週五137班、週六

133班、週日143班；99年3月平均日運量9.5萬人次，平均座位

利用率約49.5%，系統運能提供充足。 

截至99年3月底止，高鐵已運送超過8,734萬餘人次旅客，

累計188.1億延人公里，總計開行127,171列車次，準點率達

99.23%（詳如表3-1及圖3-1），充分發揮安全、快速、大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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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的功能，已成為西部走廊不可或缺的運輸工具。 

 

表 3-1 台灣高鐵營運實績(96.1.5～99.3.31) 

項目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至3月) 
累計 

旅客人次 

(日平均) 

1,556萬 

(4.3萬) 

3,058萬 

(8.4萬) 

3,235萬 

(8.9萬) 

886萬 

(9.8萬) 

8,734萬 

(7.4萬) 

延人公里 35.2億 65.7億 68.6億 18.6億 188.1億 

總發車次數 24,400 45,900 45,262 11,585 127,171 

座位利用率 44.9% 43.5% 46.3% 49.2% 45.3% 

列車準點率 99.5% 99.2% 99.3% 98.8% 99.2% 

旅客傷亡率 0 0 0 0 0 

 

 

圖 3-1 台灣高鐵平均每日開行班次及日運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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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沿線目前已通車營運之8個車站，各站進出站人數分

布以台北站進出旅客比例最高，其次為左營站及台中站，新

竹站、台南站、桃園站及板橋站所佔比例相當，嘉義站進出

站旅客數最低，各站進出旅客佔全線運量百分比如表3-2。 

表 3-2 車站進出旅客佔全線運量百分比 

台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左營 

28.9% 7.1% 6.9% 7.4% 17.3% 5.4% 7.6% 19.5% 

 

二、高鐵通車對城際市場之影響 

1. 大眾運輸市場 

根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7年10月「國內城際大眾運

輸業受高鐵營運後之衝擊評析與未來因應策略之研究」

報告，高鐵通車後大眾運輸市場佔有率由20.8%略提昇至

23.9%，高鐵並佔有西部走廊長途大眾運輸市場超過4成

之運量，惟私人運具轉移比例仍有限。 

2. 城際運具 

高鐵通車後航空市場的消長最為顯著，台北至台

中、嘉義及台南航線已陸續停飛，台北-高雄航次則僅餘1

家業者經營並以減班因應。 

臺鐵西部走廊長途旅次以台北-台中（減少30%）、

台北-高雄（減少56%）之旅次影響最鉅。另因推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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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捷運化計畫」，中短程旅次增加，因此臺鐵整體運量

微幅提昇。 

國道部分，96年高鐵通車後，國道客運整體運量與

95年相較減少約1.2%，變化不大，惟長途旅次影響較為

明顯，高鐵通車前後（95、96年同期相較）台北-高雄旅

客減少約2成，台北-台南減少約16%、台北-嘉義則約減

少13%，台北-台中則無顯著影響。國道通過收費站之小

型車交通量與高鐵通車前（95年）相較減少約1%，並無

明顯變動。 

三、節能減碳成效 

根據運輸研究所 96 年 6 月進行之高鐵旅客特性調查及

交通部統計處 96 年 9 月進行民眾使用高速鐵路狀況調查結

果（詳表 3-3），高鐵運量來源主要為台鐵，衍生運量則約

佔 1 成。 

表 3-3 高鐵轉移運量調查結果 

轉移運具 
轉移量佔高鐵運量比例 

運研所 交通部統計處 

小客車 22% 14% 

客 運 21% 16% 

台 鐵 32% 36% 

航 空 17% 25% 

衍 生 8% 9% 

合 計 100% 100% 

資料來源： 運輸研究所「城際運輸觀察展望分析研究」96.6 高鐵旅客特性調查、

 交通部統計處 96.9 民眾使用高速鐵路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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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通車後，因小客車、客運等陸路運具及航空交通

量轉移，減少原運具之用油及二氧化碳排放量，96 年交通

轉移量之用油二氧化碳減量約 16.94 萬公噸，97 年約 31.61

萬公噸， 98 年約 33.04 萬公噸，累計高鐵通車迄 98 年止

已減少用油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81.59 萬公噸。 

3.3 計畫預算執行檢討 

「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核定之政府必須辦理事項

經費額度 1,057.02 億元，截至 98 年度累計已編列預算數

1,055.132 億元，其中含實際執行數 1,051.486 億元、歷年繳

庫數 0.648 億元、暫付數 1.482 億元、及 99 年已分配之待

執行數 1.516 億元(預算保留尚核定中)。有關政府必須辦理

事項各工作項目之核定經費額度及實際執行比較彙如表

3-4，各工作項目之歷年經費執行明細則詳如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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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政府必須辦理事項經費額度執行 

單位：億元 

項

次 
項      目 單位 數量 

工程經費

(原核定) 

實際執行經費

(至98年底) 

經費 

增減 

1 購地及拆遷補償      

1.1 購地及拆遷補償費 式 1 450.71 

515.37 

( 含 暫 付 數

0.036 及 99 年

待 執 行 數

0.046) 

64.66 

1.2 
站區附屬事業用地取

得費 
式 1 93.48 93.84 0.36 

1.3 
辦理上述業務之作業

費 
式 1 10.9 

8.89 

( 含 暫 付 數

0.001 及 99 年

待 執 行 數

0.001) 

- 2.01 

1.4 
支付台鐵營運損失補

償費 
  - 3.23 3.23 

小    計 式 1 555.09 621.33 66.24 

2 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      

2.1 南港-松山段 式 1 184.44 172.35 - 12.09 

2.2 北門-板橋段 式 1 82.51 82.51 － 

2.3 
板橋南雅南路-新莊

新樹路 
式 1 16.46 23.41 6.95 

2.4 
台北站及隧道段部分

設施遷建費 
    - 5.94 5.94 

2.5 
北門至松山間南隧道

清潔整理工程費 
    - 1.15 1.15 

小    計 式 1 283.41 285.3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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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項

次 
項      目 單位 數量 

工程經費

(原核定) 

實際執行經費

(至98年底) 

經費 

增減 

3 規劃設計及工程監督  1    

3.1 規劃設計 式 1 52.43 50.58 - 1.85 

3.2 工程監督 式 1 34.96 

29.82 

( 含 暫 付 數

0.102 及 99 年

待執行數0.8) 

- 5.14 

3.3 工務行政 式 1 45 30.91 - 14.09 

小    計 式 1 132.39 111.31 - 21.09 

4 相關配合工程(其他)  1    

4.1 

配合地方作業及其他

相關工程 
式 1 38.13 

20.54 

( 含 暫 付 數

1.343 及 99 年

待 執 行 數

0.377) 

- 17.59 

4.2 特殊環境防護工程 式 1 10 0.30 - 9.70 

4.3 共構及增設三站等相

關配合工程 
式 1 25 0.00 - 25.00 

4.4 
高鐵與捷運台鐵軌道

等配合工程 
式 1 13 

15.64 

(含 99年待執

行數0.29) 

2.64 

小    計 式 1 86.13 36.48 - 49.65 

歷年繳庫數    0.65 0.65 

政府必須辦理事項額度合計 1057.02 1,055.13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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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購地及拆遷補償 

辦理高鐵建設計畫全線所需用地，包括路線用地（含

基地）1,149.15公頃及站區用地88.86公頃之取得並交付乙

方（台灣高鐵公司）使用，屬高鐵興建營運合約3.1.1條

甲方（交通部）工作範圍。 

目前全線之路線用地及部分區段後續新增之路權用

地，均已完成取得並交付予台灣高鐵公司使用。車站及

基地用地則除南港站刻由鐵工局代辦施工、苗栗彰化雲

林三站用地並已取得尚待辦理點交作業外，其餘車站及

基地用地均已完成取得並交付予台灣高鐵公司使用。另

車站特定區則除台中站外，其餘桃園、新竹、嘉義、台

南等4站均已完成區段徵收作業，苗栗及雲林站之特定區

計畫，係由各該縣政府自行籌措財源辦理。 

本項工作項目原核定555.09億元，實際執行約621.33

億元（含暫付款0.037億元及99年保留分配待執行數約

0.047億元），增加約66.24億元，其經費變動主要因素如

次： 

 台北車站及隧道段（台北華山車站至萬華站、萬板

專案、松山專案）用地取得與建物之拆遷補償，原

規劃設定地上權取得臺鐵局管有土地，惟配合精省

後，按行政院「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

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 1 條第 2 款、及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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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 1 月 5 日台財產接第 0900000403 號函檢送「各

機關經管之國有公用土地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者，其他機關為公務或公共

需要可否撥用部分空間案」會議紀錄結論，改以有

償撥用方式辦理，增加經費約 53 億元，經交通部

93 年 6 月 29 日交路字第 0930036858 號函示納入政

府必須辦理事項經費額度內辦理（詳附錄八~十）。 

 彰化車站用地取得由區段徵收改採一般徵收方式辦

理，增加經費 2.79 億元。 

 配合歷年公告現值調整。 

 因應高鐵營運維修需要新增調整高鐵路權之用地取

得。 

二、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 

辦理南港板橋段（自台北縣市交界之大坑溪西岸至

新莊新樹路西側）臺鐵台北共構段工程配合款，包括鐵

路地下化工程南港-松山段之南港專案、松山-萬華段、萬

華-板橋段等。原核定經費283.41億元，實際執行285.36

億元，增加約1.95億元。說明如后： 

1. 南港-松山段：為由鐵工局代辦南港專案之高鐵配合

款，屬興建營運合約 3.1.2.1 甲方工作範圍之南港松山

段工程。依行政院 88 年 11 月 25 日核定「建設南北高

速鐵路財務計畫」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南港-松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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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84.44 億元，已撥付執行機關鐵工局 172.35 億元（含

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兼作營運輔助站所增加規劃設

計費用 2,000 萬元），尚餘約 12.29 億元待撥付，按交

通部 98 年 5 月 7 日研商「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計畫」

相關事宜會議結論，由高鐵局已撥付鐵工局代辦台鐵

台北共構段板橋南雅南路-新莊新樹路工程費決算之

節餘款撥付支應，倘有不足再另行研處。另配合鐵工

局南港專案因調整用地取得、土建工程發包費增加、

配合都審及防洪需求等因素，報經行政院 98 年同意調

整南港專案總工程經費一案，其中高鐵分攤配合款部

分另需增加 16.98 億元，擬納入本計畫籌編預算。  

2. 北門-板橋段：本項工程由鐵工局代辦，依行政院 88

年 11 月 25 日核定「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財務計畫」之

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北門-板橋段為 82.51 億元，業

已全數撥付鐵工局執行。 

3. 板橋南雅南路-新莊新樹路：撥付鐵工局代辦高鐵「板

橋南雅南路至新莊新樹路段」工程費用，依行政院 88

年 11 月 25 日核定「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財務計畫」之

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板橋南雅南路-新莊新樹路為

16.46 億元，屬鐵工局辦理萬板專案之高鐵工程配合

款。本項經費配合鐵工局工程作業進度已辦理撥付

23.41 億元，惟經鐵工局初步決算實際執行約 17.8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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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爰尚剩餘約 5.85 億元，將用以支應南港-松山段尚

待撥付經費。 

4. 另為達成政府依約如期交付台北共構段之作業，辦理 2

項必要且急迫事項如下：  

 辦理台北站及隧道段部份設施遷建工程費：查該等

隧道設施之交付均屬興建營運合約規定之甲方工作

範圍，按「台北車站及隧道段相關協議書」第 3.1

條規定，甲方同意負責拆除該段範圍內台鐵既有之

電車線、號誌及軌道等設施，並委由臺鐵局執行。

經交通部 91 年 5 月 14 日高鐵相關議題協商會議

（二）討論確認（詳附錄十一），計撥付臺鐵局 5.942

億元。 

 辦理北門至松山間南隧道清潔整理工程費：查該等

隧道設施之交付均屬興建營運合約規定之甲方工作

範圍，按「台北車站及隧道段相關協議書」第 3.2.1

條規定，甲方同意負責該段範圍內結構物完成交付

前之瑕疵修補處理。委由鐵工局協助辦理台北車站

及隧道交付前之修補作業，經交通部 93 年 3 月 10

日台高鐵相關議題協商會議（八）討論確認（詳附

錄十二），委由鐵工局代為辦理，費用計 1.147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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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設計及工程監督 

本項包含規劃設計、施工期間之工程監督以及工務

行政費用等，原核定132.39億元，實際執行約111.31億元

（含暫付款0.102億元及99年分配待執行數0.8億元），減

少約21.09億元。 

四、相關配合工程（其他） 

原核列工作項目包括「配合地方作業及其他相關工

程」、「特殊環境防護工程」、「共構及增設三站等相

關配合工程」、「高鐵與捷運台鐵軌道等配合工程」等4

項，核列經費86.13億元，實際執行36.48億元（含暫付款

1.343億元及99年分配待執行數0.67億元），減少約49.65

億元。說明如次： 

1. 配合地方作業及其他相關工程：原核定經費 38.13 億

元，實際執行約 20.54 億元（含暫付款 1.34 億元及 99

年分配待執行數 0.38 億元）。 

(1) 辦理基地進出道路相關工程、配合高鐵沿線工程之

地方道路改善、配合高鐵沿線工程非屬道路之工程

改善、地下水位監控、高鐵監控站工程及監測設

備、高速資訊幹線工程、雜散電流量測設備、水雉

保育、高鐵警察開辦費等，均屬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或政府應辦事項備忘錄所約定由政府辦理事項、或

政府推動高鐵建設計畫過程之必要相關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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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高鐵警察開辦費之支出，查係依據行政院 92

年 5 月 21 日「研商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相關議

題會議」，院長裁示同意設置高速鐵路專責警察。

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年 3 月 23 日「研商

高速鐵路警察執勤裝（設）備經費籌設協商事宜」，

決議設置高速鐵路專責警察運用公權力，以維護鐵

路沿線治安及交通事故處理等所需開辦費，有關執

勤人員所需人事及武器裝（設）備費用，由內政部

負責，其餘開辦費用，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

部負責。交通部基於高鐵警察設置係為配合高鐵通

車營運之必要事項，爰於 95 年 5 月 30 日同意高鐵

警察設置開辦費在 2 億元額度內，由高鐵計畫預算

項下支應。（詳附錄十三、十四） 

2. 特殊環境防護工程：原核定經費 10 億元，僅執行南科

園區高鐵減振工程專案管理計畫補助款 0.3 億元，相關

防護工程則由國科會另案辦理。 

3. 共構及增設三站等相關配合工程：原核定經費 25 億

元，係為辦理高鐵台中、左營站分別與台鐵共構配合

工程之經費預估，實際執行因改以預留通道之共站方

式辦理，爰本項經費實際執行數為 0 元。另有關新增

苗、彰、雲三站之配合工程部分，前基於車站尚由台

灣高鐵公司規劃設計，車站特定區公共工程則由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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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辦理，暫無相關配合工程需求，爰本項預算執行數

為 0。 

4. 高鐵與捷運台鐵軌道等配合工程：原核定經費 13 億

元，經辦理與高雄捷運 R16 站連通工程及其上方附屬

事業大樓設施工程、左營轉運專用區規劃設計、其他

相關費用，計實際執行 15.64 億元（含 99 年分配待執

行數 0.29 億元）。 

(1) 辦理高雄捷運R16車站地下穿堂層擴大與高鐵左營

站轉乘空間配合連通工程及其上方附屬事業設施

工程，係衡酌左營三鐵車站與高鐵商業空間之整

合，及為強化旅客轉乘服務功能，提昇該地區整體

旅運品質並帶動地方發展與活絡商業活動，屬高鐵

興建營運合約 4.2.2.5 甲方承諾協調政府各級機

關，配合解決高速鐵路建設所需聯外交通之儘早完

成及與其他大眾運輸系統之銜接配合事宜。經與高

雄市捷運局、鐵工局等相關單位協商同意辦理連通

共構，並在不影響結構情形下，附屬事業設施之基

礎與相關工程一併規劃處理。本項工作計已執行編

列 14.51 億元（含 99 年分配待執行數 0.135 億元）。 

(2) 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係依據高雄市政府 89 年 11

月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凹仔底區）

細部計畫（配合高速鐵路左營車站建設）書」內『事

業及財務計畫表』中載明由高鐵局辦理轉運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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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屬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4.2.2.5 甲方承諾協調政府

各級機關，配合解決高速鐵路建設所需聯外交通之

儘早完成及與其他大眾運輸系統之銜接配合事

宜。依都市設計審議結果規定，轉運專用區應提供

之轉運設施包含：大客車轉運月台 8 席、調度月台

8 席、小汽車停車位 389 席、機車停車位 250 席。

高鐵局業已辦理完成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之規劃

設計作業，計已執行編列 0.335 億元（含 99 年分配

待執行數 0.156 億元）。 

 

綜上，「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核定之政府必須辦理

事項經費額度1,057.02億元，部分工作項目經費因配合計畫實

際執行需要有所調整變動，各分項工作經費調整變動則分別

按相關行政程序由本局依權責自行核定辦理、或陳報交通部

核定、或提報行政院核定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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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為持續推動高鐵計畫後續工程，除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

程將俟進一步確認時程後研議於其他相關計畫執行，及左營

轉運專用區工程將另案檢討自償性及辦理方式外，其餘政府

辦理工作納入本計畫推動執行，並以新增苗栗、彰化、雲林

三站之完工通車預估時程104年6月編排本計畫之執行期程。 

4.1 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辦理之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南港專案高鐵隧道及車站設施交付相關作業 

二、新增苗、彰、雲三站之細設、相關證照審議作業，辦

理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連接通廊工程 

 由台灣高鐵公司辦理新增三站之細部設計作業。 

 配合台灣高鐵公司提送之都市設計申請案，辦理都

市設計審議作業。 

 審查台灣高鐵公司所提送之各車站防災計畫書及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計畫，並報請行政院交議內

政部辦理特種建築物審議及消防審議等。 

 辦理連接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之人行通廊工

程設計及興建。 

三、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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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南港專案調整路權二處(ATP0 自耦變電站用

地、及高鐵隧道南側毗鄰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道部

分)之用地取得，及臺北機廠現有設施(備)拆除作業。 

 因應未來高鐵營運維修需要、沿線路堤（塹）天然

災害造成邊坡崩塌損害維修工程所需及配合各縣市

地籍圖重測修改高鐵路權辦理用地取得。 

四、工程監督及管理 

 依法依約監督台灣高鐵公司相關事宜所需之顧問費

用。 

 高鐵沿線航攝監督及紀錄。 

4.2 分期執行策略 

一、本計畫辦理工作項目中，南港專案高鐵隧道及車站設

施交付相關作業、新增三站相關審議作業及苗栗站連

接通廊工程等 2 項，悉於本計畫期程內執行完成。 

二、其餘有關本計畫之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及相關配

合作業等工作項目，於本計畫期程內分年辦理新增路

權用地取得(包括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道部份及 ATP0

自耦變電站等用地)，及工程監督管理外，依高鐵興建

營運合約執行，配合設計、施工、營運、維修需要修

改路權範圍所需之用地取得費用，及合約甲方監督管

理等，未來仍有必要研議併其他相關計畫執行。 

三、至有關尚未納入本計畫工作項目之汐止基地進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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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等，將俟汐止基地開發期

期程進一步協調明確、及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自償性

檢討之研議釐清後，另案評估納入其他相關計畫辦理。 

4.3 執行方法與分工 

一、南港專案隧道及車站設施交付相關作業 

1. 使用臺鐵土地之方式 

 有關高鐵局使用南港專案臺鐵局管有土地之方式，

經交通部 98 年 5 月 7 日召開研商「高速鐵路後續工

程建設計畫」相關事宜會商結論略以：將採由高鐵

局向臺鐵局承租後，再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出

租予台灣高鐵公司。有關高鐵局承租臺鐵局管有土

地之租金計算，比照台灣高鐵公司繳交予高鐵局之

土地租金標準計收，至於高鐵局承租臺鐵局管有土

地之租金，亦比照高鐵局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公有土地租金優惠辦法」第 3 條規定收取台灣高

鐵公司繳交土地租金之標準計收辦理；承租面積則

按交通部 91 年 5 月 13 日召開「研商高鐵使用松山

至板橋臺鐵局土地之有償撥用價款計算原則案」會

商之持分撥用原則辦理（詳附錄十五，交通部 91 年

5 月 17 日交總字第 0910004800 號函件），即依地

上、地下使用比例如地上及地下僅一單位使用則全

筆撥用，如地上及地下各僅有一單位使用則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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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垂直空間之使用有不同持分狀況，以使用面積總

合為分母，個別使用面積為分子，辦理持分。 

 復查按立法院審議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

單位預算決議：為期改善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

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之財務結構，

有關高鐵通車營運後依合約規定應收取與支付之租

金，應用於挹注該計畫之財務，以作為還款財源，

俾能儘速改善其日益惡化的財務結構，逐漸降低其

累積短絀，並應自 96 年度起將該收支納入高速鐵路

相關建設基金辦理。 

 爰有關高鐵局向臺鐵局承租土地所須支付租金，高

鐵局將另案研議於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高速鐵

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內編列支應。 

2. 南港專案高鐵相關工程執行與交付 

 南港專案於 87 年 8 月 27 日奉行政院台八十七交字

第 42387 號函核定實施計畫，其與高鐵工程有關之

主要工作包含基隆路至大坑溪間興建高鐵雙軌隧道

（約 5.4 公里）及南港車站等土建工程之設計及施

工，悉由鐵工局負責執行，按該局目前執行進度，

可於 98 年 6 月至 99 年 10 月間分段完成，如圖 4-1。

高鐵局將根據該完工時程、興建營運合約規定及行

政院函示事項，與台灣高鐵公司協商交付事宜，其

協商結果並將循序報院核備後，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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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鐵工局執行進度，本計畫預定於 99、100 年度

分 2 年撥付南港專案新增經費需求中高鐵計畫應分

擔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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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南港專案各標分段交付時程示意圖 

圖 

(註：全線各標段之系統機電電信、監控、通風工程之交付時程為 9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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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苗栗、彰化、雲林三站之用地交付、相關配合審議作

業、及苗栗站連接通廊工程 

行政院 86 年 3 月 22 日台八十六交字第 11449 號函核

定高鐵增設苗栗、彰化及雲林三站，同年 2 月 25 日核定高

鐵雲林及彰化車站站址、3 月 24 日核定苗栗車站站址，分

別設於雲林虎尾、彰化田中、及苗栗後龍，各車站位置及

其用地範圍配置經相關單位協商確定。 

相關縣政府為配合高鐵車站發展需要，已分別擬訂特

定區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整體規劃及開發，除取

得高鐵建設所需之用地外，並期吸引產業及人口進駐，以

促進車站週邊地區之發展，其中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面積

共計 440.63 公頃，高鐵車站約 7.08 公頃，並以高鐵車站週

邊地區約 205.39 公頃劃為第一期發展地區(詳圖 4-2)。 

另彰化車站原屬「新訂彰南花卉園區（含高鐵彰化車

站）特定區計畫」範圍，該特定區計畫面積高達 963.3 公頃，

經內政部都委會考量土地使用規劃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建

議分兩地區分別擬定都市計畫，縣政府乃配合將高鐵彰化

車站週邊地區修正為「擬定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計

畫」，其範圍東以縱貫鐵路為界，西至斗中路(縣 150)，面

積共計 203.93 公頃，高鐵車站約 7.8 公頃(詳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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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高鐵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圖 

 

圖4-3  高鐵彰化車站特定區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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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車站特定區計畫為三站中最早完成者，基地位於

雲林縣虎尾鎮吳厝附近，地處雲林縣地理中心位置，其面

積計 421.96 公頃，高鐵車站約 8.36 公頃(詳圖 4-4)，該計

畫於 92 年 9 月 17 日發佈實施，目前正由縣政府辦理第一

次通盤檢討作業當中。 

 

圖4-4  高鐵雲林車站特定區計畫圖 

各縣政府除完成特定區計畫擬定及發佈實施外，尚需

提供都市計畫樁位資料、完成用地取得並交付本局，及提

供高鐵車站週邊相關公共工程界面，以供台灣高鐵公司車

站設計之依據，前述相關資料目前正由各縣政府積極配合

辦理中，其中特定區公共工程部分，雲林車站特定區已完

工，苗栗車站特定區則預定於 100 年 2 月完工，彰化車站

特定區部分則正由彰化縣政府辦理委外發包作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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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新增三站之建設為政府既定之政策，並已列入高

鐵興建營運合約範圍內，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第 3.2.1.6 條

及 8.1.4 條規定，苗栗、彰化及雲林等三站之興建及營運係

屬台灣高鐵公司(乙方)之合約工作範圍。 

各車站（月台及軌道等）高架結構工程部分，台灣高

鐵公司已併高鐵全線土木工程施作完成，至車站站體之興

建時程，台灣高鐵公司 99 年 1 月 29 日已完成新增三站細

部設計顧問之採購作業，正式啟動設計，並預計 30 個月完

成細部設計，依 98 年 9 月 28 日交通部與三站地方首長及

台灣高鐵公司會商所達成之協議，新增三站於 99 年 1 月啟

動設計規劃，以 66 個月為期限，預估於 104 年 6 月完工，

本局將督促台灣高鐵公司加速辦理。 

另有關雲林地區地層下陷問題，依台灣高鐵公司監測

雲林地區高鐵沿線之地層下陷情形，目前高鐵雲林路段地

層下陷情況逐漸趨緩，但地層下陷造成之差異沈陷量問

題，在高鐵雲林車站設計及興建時，可以工程技術方式如

樁基礎設計、可採輕質填土材料及月台與軌道可採可調整

式地板等處理。 

為掌控高鐵沿線地層下陷之監控情形及因應事宜，以

及提供相關機關協助推動高鐵沿線地層下陷防治工作之協

調平台，交通部依行政院 97 年 3 月 25 日指示已成立「交通

部高鐵沿線地層下陷防治專案小組」，由交通部次長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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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邀集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

台灣高鐵公司等單位，以有效掌控高鐵沿線地層下陷之監

控及因應。 

本局除持續督導台灣高鐵公司監控高鐵雲林沿線結構

基礎下陷狀況及作好預警工作外，並將該公司每年度之地

層下陷監測成果報告定期提供經濟部水利署納整分析。雖

然高鐵車站站體本身可用工程技術處理，但對於站區或特

定區大範圍之地上物興建開發，仍需妥為因應，故長期而

言，因本地區存在地層下陷情形，必須加以管制開發及地

下水使用，以免對土地長期利用造成不良影響，有關高鐵

沿線封井以防治地層持續下陷，長期而言仍屬必要，本局

將持續協調水利署及地方政府在兼顧地方用水原則下積極

辦理。 

此外，為改善高鐵苗栗、雲林及彰化三站之聯外道路

系統，有關苗栗、雲林 2 站計 10 項之聯外道路改善工程，

業奉行政院 92 年 7 月 18 日核定辦理執行中，彰化站聯外

道路之 3 項道路工程，則已納入公路總局「整合 137 線改

線新闢工程等案」(八卦山環道闢建計畫)之中段路線列為第

一優先辦理。 

基於新增苗彰雲三站之興建為政府既定政策，為配合

三增之增設，本計畫將積極推動辦理包括用地交付、相關

審議及工程等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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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苗栗、彰化、雲林三站之用地交付 

 本局已分別取得苗栗、彰化及雲林之車站用地，台

灣高鐵公司 99 年 1 月啟動細部設計作業，預計 101

年 6 月完成細部設計，本局將持續與該公司協調車

站用地之交付時程，俾交付該公司發包施工。  

2. 苗栗、彰化、雲林三站相關審議作業 

 配合台灣高鐵公司之車站細部設計作業，按都市計

畫說明書規定，成立「高鐵車站專用區都市設計審

議小組」，就台灣高鐵公司所提送之車站都市設計

申請案進行審議，其中由苗栗縣政府審議苗栗站，

本局審議彰化及雲林站。 

 由本局審查台灣高鐵公司所提送之防災計畫書及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計畫，並報請交通部轉行政

院交議內政部辦理新增三站特種建築物及消防審議

作業 

3. 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連接通廊工程 

 高鐵苗栗站與臺鐵豐富站相距約 500 公尺，為便於

高、臺鐵旅客之互相轉乘，臺鐵局於「臺鐵都會區

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段)」規

劃增設豐富新站，使兩站間之步行距離可縮短至約

100 公尺，為提供旅客於兩站間一轉乘接駁連通空

間，擬規劃運用兩車站間廣場上方最短距離內，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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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遮風避雨之轉乘通廊走道，長度約 95 公尺，

落實改善軌道系統之無縫運輸服務。（參閱圖 4-5） 

 因該通廊部分位於高鐵苗栗站用地，部分位於臺鐵

新豐富站用地，將來於設計階段將適時協調台灣高

鐵公司及臺鐵局相互配合，以避免造成通廊之銜接

介面問題。（連通方式初步方案請參閱圖 4-6） 

 

 

圖 4-5  高鐵苗栗站與臺鐵豐富站通廊位置平面示意圖 

 

高鐵苗栗站 

臺鐵豐富站 

連通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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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高鐵苗栗站與臺鐵豐富站連接方式 

 

三、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 

1. 配合南港車站營運，台灣高鐵公司為提供列車充足電

力及減緩電車線電壓降低，提出新增 ATP0 自耦變電站

之用地需求（面積約 1,445.77 平方公尺，如圖 4-7），

以維持高鐵電壓穩定及列車營運。該新增用地目前為

北二高南港聯絡道高架橋下方，屬國道高速公路局所

經管之土地，考量變電站設施屬永久性使用，並基於

管用合一原則，上開高架橋下方空間範圍爰擬協調高

公局辦理持分有償撥用（持分 1/2，持分面積約 722.89

平方公尺），預定 99 年辦理本項新增路權之用地取得。 

2. 配合南港專案南隧道交付，辦理高鐵隧道內臺鐵機廠

過軌段之現有設施設備之拆除作業，包括軌道、道碴、

號誌、電車線、電纜、消防管線之拆除、及中間牆施

臺鐵豐富站 

以天橋連接 

高鐵苗栗站 

非付費區 連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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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俾高鐵得以進場施作後續工程。依據交通部 98

年 8 月 5 日召開「研商台北機廠過軌段現有設施設備

拆除事宜」會議協調（詳附錄十六），臺北機廠過軌

段拆除設施設備經費預估總工程費 2,346 萬元，其中機

廠支線號誌系統拆收電腦 CTC 系統站場修改工程及機

廠支線號誌系統拆收 ATP 系統修改工程，屬臺北機廠

遷建必要之配套作業，由臺鐵局編列預算辦理，另有

關軌道號誌拆除、電車線及電纜拆除，消防管線拆除

及中間牆施作等作業所需費用，由高鐵局負擔 1,086 萬

元。 

3. 因應高鐵維修需求，台灣高鐵公司為確保高鐵設備維

修品質及高鐵營運安全，依合約規定提出新增高鐵隧

道南側毗鄰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道部分用地需求（位

於高鐵里程 TK0+870～TK1+216，面積約 2,270.4 平方

公尺），規劃作為維修工程車駐車及檢查使用。該新

增路權用地目前屬臺鐵局管理使用，如圖 4-8，基於該

新增路權用地與高鐵隧道為一整體結構，考量臺鐵及

高鐵之營運安全，南側牆相關隧道基本機能設施不宜

獨立切割。茲因本新增路權用地不在南港專案範圍

內，上開地下隧道空間範圍爰擬協調臺鐵局辦理持分

有償撥用（持分 1/2，持分面積約 1,135.20 平方公尺），

配合未來臺北機廠遷移後，預定 101 年辦理本項新增

路權之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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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應未來高鐵營運維修需要、高鐵沿線路堤（塹）天

然災害造成邊坡崩塌損害維修工程所需及配合各縣市

地籍圖重測，按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3.1.1 條及 6.4.1 條

約定，修改高鐵路權所需之用地取得。 

四、工程監督及管理 

1.辦理高鐵後續工程建設期間依法依約監督管理台灣高

鐵公司相關事宜所需之顧問費用。 

2.辦理高鐵沿線航攝監督紀錄，因應高鐵新增苗、彰、雲

三站工程之監督管理，且鑑於高速鐵路長達 345 公里

穿越山川變化複雜的地形，地面不易取得完整影像紀

錄，每年定期執行空中攝影並建立完整影像紀錄，高

鐵開始營運之後，隨著人口匯集、商業開發及相關工

程陸續進行，沿線及車站周邊現況正加速變化中，其

沿線航攝影像紀錄屬延續性工作必須持續進行，俾利

監督管理高鐵營運及後續工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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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新增 ATP0 自耦變電站用地範圍示意圖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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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圖4-8  新增臺鐵台北機廠側線隧道部分用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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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程與經費需求 

高鐵建設係依據獎參條例規定，採用徵求民間投資興建

－營運－移轉(BOT)方式辦理。按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交

通部及台灣高鐵公司後續仍依約尚待分別持續辦理之工作，

其中民間辦理部分依約須由其負責籌措所需資金並承擔興建

營運風險，因此有關民間辦理部分之財務並無涉政府預算編

列。 

本計畫所推動辦理之南港專案工程、新增三站相關配合

作業及工程、路權用地取得、工程監督管理等，均屬政府應

辦理相關工程，所需經費將由國庫編列預算執行。 

至本計畫所涉之收入，包括南港車站及新增苗栗、彰化、

雲林三站交付台灣高鐵公司使用之用地租金收入、高鐵營運

收入增加所致高鐵回饋金收入增收部份，及南港站提昇為營

運輔助站之回饋金收入等，均屬於高鐵整體計畫財務規劃之

一部分，按原「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之辦理方式，台灣

高鐵公司依興建營運合約規定繳納之回饋金，前業奉行政院

88年5月21日台88交19947號函核定，將用以挹注「高速鐵路

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又依據立法院之中華民國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

查總報告中「交通作業基金」審議結果通過決議，高鐵通車

營運後依合約規定應收取與支付之租金，亦挹注「高速鐵路

相關建設基金」下設之「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

畫」。爰本計畫所涉之收入，本局將納入「高速鐵路站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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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財務計畫」中修訂另案報核。 

5.1 計畫期程 

依本計畫工作項目本計畫執行期間預訂自99年起至新增

苗栗、彰化、雲林三站完工預估時程為原則，計畫執行期程

為99年至104年。有關本計畫工作期程詳表5-1。 

5.2 計畫經費 

經估算本計畫所需經費計約22.3億元（詳如表5-2），其

中南港專案配合工程款約為16.98億元、新增三站相關配合作

業及通廊工程為0.52億元、路權用地取得費約1.91億元、工程

監督及管理費約2.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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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計畫工作期程 

 

102年

Q1 Q2 Q3 Q4

103年 104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完工
苗栗站通廊工程開始施工

1. 南港專案工
程執行與交
付

2. 新增三站相
關配合審議
作業及共站
通廊工程

3. 購地及拆遷
補償

4. 工程監督及
管理

34 99.1 101.10

54 99.7 103.12

36 99.1 101.12

66 99.1 104.06

99年

Q1 Q2 Q3 Q4

工作項目
100年 101年工作

期程
(月)

開始
年月

結束
年月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開始工作

都市設計審議

完成臺北機廠過軌路
段交付*

完成南港車站及隧道段
相關設施分段交付*

辦理臺鐵臺北機廠側
線隧道部分用地取得

註*：上述有關完成南港車站及隧道段相關設施分段交付、完成臺北機廠過軌路段交付等時程，係以目前辦理情形概估，實際時程待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與台灣高鐵公司協商確認。

南港車站完
工通車營運

防災計畫
及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計畫審議

辦理苗栗站共站
通廊工程設計

臺北機廠過軌路段現
有設施(備)拆除

辦理ATP0自耦變電站
用地取得

苗彰雲三站完工



 55 

表 5-2  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目 工作項目 
經費需求 

（仟元） 
說明 

1  南港專案配合工程款 1,698,487 南港專案高鐵分攤配合款部份因

鐵工局調整用地取得、土建工程發

包費增加、配合都審及防洪需求等

因素，計增加約16.98億元。其項目

及計算基準詳表5-4及鐵工局所提

資料（附錄十七）。 

 1.1 直接工程費 986,118 

 1.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259,559 

 1.3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直

接工程成本之3.1％) 

30,569 

 1.4 間接工程成本 223,933 

 1.5 物價調整費 198,308 

2  新增三站相關配合作業

及工程 

51,615 辦理高鐵苗栗、彰化、雲林等新增

三站相關配合作業及工程，包括都

市設計、防災計畫與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設置計畫等相關審議、審查

作業，及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

站連接通廊之工程。 

 2.1 配合作業費 728 

 2.2 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

富站連接通廊工程  

50,888 

3  購地及拆遷補償費 190,905 1.修訂南港專案調整路權二處

(ATP0自耦變電站、臺鐵台北機

廠側線隧道部分用地 )用地取

得，及辦理高鐵隧道內臺鐵機廠

過軌段現有設施(備)拆除作業。 

2.因應未來高鐵營運維修需要、沿

線路堤(塹)天然災害造成邊坡崩

塌損害維修工程所需及配合各

縣市地籍圖重測修改高鐵路權

辦理用地取得。 

 3.1 路權用地取得 189,555 

  1.ATP0自耦變電站用地 5,800 

  2.臺北機廠過軌段現有

設施(備)拆除費 

10,860 

  3.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

道部分用地 

166,895 

  4.修改高鐵新增路權用

地 

6,000 

 3.2 作業費 1,350 

4  工程監督與管理 288,996 依法依約監督台灣高鐵公司及興

建營運合約管理衍生之法律、財務

及技術等顧問費用、及高鐵沿線航

攝監督紀錄。 

 4.1 顧問費用 258,396 

 4.2 高鐵沿線工程航攝監督 18,600 

 4.3 相關作業費 12,000 

合計 2,2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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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本計畫所需經費擬由國庫編列預算支應，99年至104年分

年經費需求合計約22.3億元（當年幣值)，詳表5-3。 

各項經費之計算基準概述如下： 

一、南港專案配合工程款1,698,487千元 

有關鐵工局所報南港專案高鐵計畫配合款修正增加16.98

億元之內容，依據該局99年4月20日提供「南港專案高鐵計畫

配合工程款修正原因一覽表」及「南港專案修正計畫經費比

較表(高鐵地下化工程)」，詳如附錄十七，並經本局99年2月6

日邀集鐵工局、交通部等單位就南港專案高鐵工程配合款之

經費檢視討論，有關行政院91年2月27日函為高鐵南港整備站

變更為兼作營運輔助站之經費分擔案之核示略以：「政府負

擔規劃設計費2,000萬元、車站結構工程興建費3.8億元，共計

4億元；台灣高鐵公司負擔列車增購及車站裝修、空調變更、

電梯及電扶梯經費，共18.13億元」，其中通風空調及電梯、

電扶梯之經費乙項，係配合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兼作營運

輔助站，增大臺鐵、高鐵車站共用區之營運面積，增加高鐵

工程部分機電設備（含公共區電梯、電扶梯及通風空調）所

分擔之經費。至台灣高鐵公司需負擔專用區之建築裝修、電

梯、電扶梯及通風空調等費用約2.13億元，已另案請台灣高鐵

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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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經費修正內容包括隧道段工程、南港車站地下化工

程(其中整備站變更兼作營運輔助站經費為3.8億元，由工程預

備費勻支)、南港車站公共區電扶梯工程(不含高鐵付費區)、

松山車站地下化工程、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設計費、工程

預備費、物價調整等項，詳表5-4。 

另有關辦理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營運輔助站，增加徵

收南港區下列13筆土地：  

1.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11 地號及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640~4 地號（持分土地）共 2 筆國有土地為抵稅地，依

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 5 項規定辦理有償撥用（金額

為 802 萬 3700 元)。 

2.另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640~6 地號 11 筆及南港區南港

段二小段 640~4 地號 1 筆（持分土地）為台北市捷運

局管有之市有土地，因屬基金取得土地，依有償與無

償劃分原則第6項規定辦理有償撥用（金額為3億7,322

萬 5,640 元）。 

上開土地係純屬高鐵使用，本應由高鐵經費支應，並依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

則』規定有償取得，惟鐵工局考量辦理南港專案各項建物需

使用一部分臺鐵局原管有之土地，若以鐵工局為起造人，則

需臺鐵局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依規定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即為處分土地，臺鐵局不得處分，故本案用地取得後管理機

../../../../vol3/990419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990419-2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ppt
../../../../vol3/990419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990419-2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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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均先行登記為臺鐵局，各項建造執照並均以臺鐵局為起造

人。惟上開土地之撥用經費(約3.81億元)已由南港專案工程高

鐵計畫配合款之預備費先行支應(不在本計畫16.98億元內)，

因此，俟工程完工後應由高鐵局依規定程序向臺鐵局辦理管

理機關移轉登記(無償撥用)。 

二、新增三站相關配合作業及工程為51,615千元 

辦理彰化、雲林二站之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苗彰雲三站

之防災計畫書審議及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計畫審查等之

作業費用約728千元。 

辦理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連接通廊之規劃設計及

施工計50,888千元。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連接通廊長度

約95公尺，經參考新竹站內灣支線與高鐵新竹站連接通廊建

造費用（長度約70公尺，造價約3,000餘萬），以每公尺50萬

估列，設計費則參照『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價辦

法』之建造費用百分比法第四類估列。 

三、購地及拆遷補償費190,905千元(詳表5-5) 

1. ATP0 用地自耦變電站用地為高速公路局之特種基金

財產，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

與無償劃分原則」第六點規定應辦理有償撥用，撥用

土地持分面積約 722.89 平方公尺，撥用土地單價 8,000

元/平方公尺，撥用土地總價約須 5,800 仟元，用地取

得方式為土地持分有償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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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臺鐵局辦理高鐵隧道內臺鐵機廠過軌段現有軌道

號誌之拆除、電車線及電纜拆除，消防管線拆除及中

間牆施作等作業所需費用 10,860 千元。 

3.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道部分用地，為臺灣鐵路局之資

產，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

無償劃分原則」第二點規定應辦理有償撥用，撥用土

地持分面積約 1135.2 平方公尺，撥用土地單價 147,018

元/平方公尺，撥用土地總價約須 166,895 仟元，用地

取得方式為土地持分有償撥用。 

4.配合高鐵沿線路堤(塹)天然災害造成邊坡崩塌損害維

修工程所需及配合各縣市地籍圖重測修改高鐵路權辦

理用地取得經費需求，預估土地價款 6,000 仟元。 

5.為上開用地取得工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申請許可、

用地測量釘樁、地籍分割、土地撥用、地上物拆除等

各項業務所需作業費或規費約須 1,35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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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高鐵後續工程建設計畫分年經費分配表 

單位：仟元 

項目 工作項目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合計 

1 南港專案配合工程款 119,755 1,578,732 0 0 0 0 1,698,487 

2 
新增三站相關配合作

業及共站通廊工程 
245 3,870 9,500 19,000 19,000 0 51,615 

3 購地及拆遷補償 8,400 13,060 169,445 0 0 0 190,905 

4 工程監督與管理 60,600 60,600 46,959 42,694 40,491 37,652 288,996 

合計 189,000 1,656,262 225,904 61,694 59,491 37,652 2,2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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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南港專案高鐵計畫配合工程款修正原因一覽表 

項次 影 響 因 素 
增減工程費

（億元） 
說明 

1.1 直接工程費 9.86  

一、隧道工程 2.55  

大坑溪段隧道工

程 

補強與捷運共用之連續壁、

側牆 
0.62 

大坑溪西側預留岔口之道岔佈設空間，以補強

捷運共用連續壁之結構方式，以解決預留岔口

空間不足問題。 

營建物價飆漲致流標三次，

調整發包預算，得以決標 
0.65 

高鐵引道因營建物價飆漲，致流標三次，經調

整發包預算金額，得以決標。 

合計 1.27  

虎林街段隧道工

程 

 

原規劃為兩階段施工，為提

前完成高鐵隧道及隧道上方

平面道路，於細設階段變更

為三階段施工。 

0.63 

原規劃為兩階段施工，為提前完成高鐵隧道及

隧道上方平面道路，於細設階段變更為三階段

施工。 

配合台鐵隧道工程施工，辦理相關變更設計，

例如921地震後耐震規範變更等。 

研究院路段隧道

工程 

配合現場實際狀況，修正連

續壁厚度 
0.32 

研究院路口北側連續壁，因緊鄰鐵路，影響行

車安全，修正連續厚度，另因受∮800自來水管

影響變更連續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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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影 響 因 素 
增減工程費

（億元） 
說明 

P40通風口及台高鐵變電室

變更、P40 、P41凸出物變

更、配合台鐵移入地下時

程，中間樁切除增設轉移機

制、高鐵層設機電預埋件 

0.45 

配合都審P40、P41凸出物造型變更。 

配合台鐵移入地下時程，中間樁切除增設轉移

機制，以利施工。增設高鐵層電車線預埋件。 

中南街至南港站先進行第

2A階段臨時軌切換 
0.57 

配合工序中南街至南港站間切別辦理3次切換

工作。 

合計 1.34  

基隆路至昆陽水

電工程 
節省。 -0.55 

 

大坑溪至昆陽街

水電工程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增加

機電設備 

1.58 配合土建工程修正機電、消房及空調等設備。 

台、高鐵出入口位置調整 
1.00 台、高鐵出入口位置修正，機電設備（變電站、

空調、照明及消防）需移、增設。 

因應納莉颱風影響提高防洪

高程 

0.36 發電機、主變電站等設備移至地面層及增設防

洪閘門等電氣設備。 

合計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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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影 響 因 素 
增減工程費

（億元） 
說明 

二、南港車站地下化工程 2.03  

南港車站地下化

工程 

921地震後，結構耐震設計規

範及建築技術規則之混凝土

工程設計規範修正 

0.25 1.因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修正，結構構件尺寸及

強度需求增加，主要影響包含混凝土使用強

度、鋼筋、鋼骨、模板數量及基礎構造配合

調整等。 

2.建築技術規則之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修正，

鋼筋搭接及埋置長度加長，增加鋼筋數量。  

國發計畫地貌改造運動 

0.4 依92年1月16日行政院召開「研討台鐵車站建築

設計及環境景觀相關事宜」：南港車站變更出

入站大廳及動線、地面層人行動線、未來開發

大樓入口位置、中長程客運往北退縮與演藝廳

取消及外觀造型，包含各層空間之配置調整。

增加南港車站商業空間。 

配合都審 0.4 

1.應市府需求於基地內增設中長程客運站。 

2.為配合都審增加空地面積，調高地上建築，

故地下部份結構成本增加。地面層結構及裝

修工程費亦增加。臺鐵綜合糧倉(倉儲業)改

變為垂直式商場。 

3.配合都審原A1區地上立體停車場移至B、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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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影 響 因 素 
增減工程費

（億元） 
說明 

改設為地下停車場，故工程經費增加。 

4.依都審決議增設地下層計程車招呼站，地下

層使用空間增加。 

南港車站地下化

工程 

整備站變更為兼作營運輔助

站 
0 

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營運輔助站，車站規模

增大，增加結構費用約3.8億，由預備費支應。 

車站景觀工程 0.15  

興華路排水箱涵 0.10 原興華路排水箱涵穿越車站基地需予以遷移。 

公共藝術 0.18 

南港專案87年核定時未編列公共藝術經費，依

91年修正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規定，需增設車

站公共藝術。 

基地防洪高程抬高 0.4 
依納莉颱風之洪水高程提高車站基地高程。 

增設防水牆防洪閘門45樘。 

其他 0.15 
配合隧道通風SES模擬，提高車站空調通風

量，設備容量增加。增加機房空間及裝修數量。 

合計 2.03  

三、南港車站公共區電梯及電扶梯工程 0.21  

南港車站電梯及 配合都審 0.21 增加公共區電梯及電扶梯分擔費用。 



 65 

項次 影 響 因 素 
增減工程費

（億元） 
說明 

電扶梯工程 

四、松山車站地下化工程 5.35  

松山車站地下化

工程 

納莉颱風影響提高防洪高程 0.75 車站一樓未能配合提高，增設防水閘門47樘 

高鐵隧道短編工程費 4.6 

原規劃松山車站高鐵工程概估經費 (2.8億

元) ，係以估算基準為85年，該車站於93年發

包，因物價基準差異、結構耐震設計規範及建

築技術規則之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等標準提

高，致發包費用為7.4億元 ，增加4.6億元，造

成本項經費不足。 

合計 5.35  

五、系統機電工程 -0.28 節省。 

1.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2.6  

用地取得及拆遷

補償 

購地經費增加 1.63 
基隆路至大坑溪間隧道範圍用地徵收3.96億

元，其中2.33億元由預備費支應。 

地上物補償費超過原列估金

額 
0.97 

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地上物實際拆遷補償金

額超過85年原規劃報告列估金額。 

合計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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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影 響 因 素 
增減工程費

（億元） 
說明 

1.3 設計作業費用 0.30 直接工程費×3.1％ 

1.4 間接工程成本 2.24 直接工程費×8.3％ 

1.5 物價調整費 1.98 

原計畫依主計處公佈85年6月之物價為基準，物

價調整年增率採3.5%按昇冪計算，較87~97年

實際平均年增率約5.07％相差約1.57％，故物料

價格上漲之影響，已無法反應實際需求，考量

物價97年10月份物價有趨緩且下跌現象，則以

指數年增率2%昇冪計算，預估98年、98年及100

年之年平均指數分別為 126.89 、 129.42 及

132.01，所需物價調整費。 

其他、工程預備費 0 

第二次修正計畫保留6.93億元，其中支付用地

取得及拆遷補償費2.33億元、高鐵南港整備站

變更為作營運輔助站之結構費3.8億元及規劃

設計費0.12億元以及間接工程成本0.32億元，合

計6.57億元由預備費支應。 

總    計 16.98  

資料來源：鐵路改建工程局，詳附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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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費用一覽表 

項目 管有機關 面積 單價 總價（仟元） 用途說明 

1. ATP0 自 耦 變

電站用地 

國 道 高 速

公路局 

722.89 

平方公尺 

8,000元 

/平方公尺 

5,800 配合南港車站營運，台灣高鐵公司提出

設置ATP0自耦變電站，以維持高鐵電壓

穩定及列車營運。 

2. 臺北機廠過軌

段 現 有 設 施

(備)拆除費 

臺鐵局 － － 10,860 配合南港專案南隧道交付，辦理高鐵隧

道內臺鐵機廠過軌段之現有設施設備之

拆除，俾高鐵得以進場施作後續工程。 

3. 臺鐵臺北機廠

側線隧道部分

用地 

臺鐵局 1135.2 

平方公尺 

147,018元 

/平方公尺 

166,895 台灣高鐵公司提出新增高鐵隧道南側毗

鄰臺鐵臺北機廠側線隧道部分用地需

求，作為維修工程車駐車及檢查使用。 

4. 修改高鐵新增

路權用地 

（不定） － － 6,000 

（暫估） 

因應未來高鐵營運維修需要、高鐵沿線

路堤（塹）天然災害造成邊坡崩塌損害

維修工程所需及配合各縣市地籍圖重

測，修改高鐵路權所需之用地。 

5. 用地作業費 － － － 1,350 辦理上開用地取得之相關業務所需作業

費或規費。 

合    計 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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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監督及管理費288,996千元 

本計畫工程監督管理經費之編列與一般工程計畫按固定

比例編列監督管理費用之性質不同，因高鐵建設計畫係採民

間參與方式辦理，本計畫除延續高鐵建設持續執行後續政府

辦理相關工程外，並將依法依約持續監督台灣鐵公司賡續完

成未完工程之興建、及高鐵系統營運維修作業，另有關興建

營運合約執行過程衍生之除外情事與不可抗力等爭議事項，

亟需法律、財務及技術等專業顧問之協助及專業諮詢。 

按本局辦理高鐵總顧問服務案之實際執行，規劃興建階

段因辦理民間投資興建營運之甄審、協商談判、議約作業及

工程界面等複雜度高，所需之專業技術顧問費用約每年2~3億

餘元，通車營運初期減為約1.2~1.5億元，98年更減少至僅約

4,000多萬元。 

爰本計畫編列相關監督管理費用，包括顧問費用258,396

千元，及辦理高鐵沿線航攝監督經費、相關作業費30,600千

元。上開顧問費用之編列係參照本局目前辦理高鐵總顧問服

務契約之人時費率及檢討預估之人時總數覈實計價，分年經

費需求並逐年遞減編列，每年編列約3,300~5,500萬元，後續

將依採購法程序辦理預算編列及執行。 

5.4 政府財源籌措及財政負擔 

本計畫所辦理之南港專案工程、新增三站相關配合作業

及工程、路權用地取得、工程監督管理等，均屬政府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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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程，所需經費以國庫編列預算執行，由財政部統籌進

行財務調度，衡盱國庫歲入決定是否舉債支應（發行中央公

債、國庫券、舉借國內外借款或其他保證債務等）。有關本

計畫之分年經費，倘國庫歲入足以支應前述經費支出，則毋

須負擔額外舉借之資金成本，政府分年財政負擔即為前表5-3

本計畫分年經費；倘國庫歲入不足以支應，考量本計畫資本

支出之特性以長期舉借較為合適，故以發行長期甲類公債方

式分析本計畫政府財政負擔。  

一、發行甲類公債之相關假設 

1.發行額度 

依據本計畫分年經費需求（如表 5-3）併國庫其餘資金

需求發行甲類公債。 

2.發行期間 

分別以 10 年期、20 年期進行試算。 

3.公債年利率 

參考財政部國庫署「中央政府建設公債標售概況表」

（如表 5-6），92 年至 98 年間計發行 27 次 10 年期之

甲類公債，票面利率約為 1.375%~2.875%，而 98 年發

行之利率水準為 1.375%；92 年至 98 年間發行 20 次 20

年期之甲類公債，票面利率約為 1.875%~3%，而 98 年

發行之利率水準為 2.125%。參考行政院經建會公佈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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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景氣對策信號燈號黃紅燈是自 98 年 11 月以來

亮起的第 3 個黃紅燈，顯示國內景氣已持續穩步回升，

估計未來利率將較目前提昇。爰假設 99 年發行之 10

年期、20 年期甲類公債年利率為 98 年發行 10 年期、

20 年期甲類公債票面利率加上 0.25%，未來逐年發行

甲類公債之年利率均較前一年之利率增加 0.25%，各發

行年度假設利率，詳如表 5-7 情境一所示。 

二、財政負擔評估 

本計畫在前述假設下，評估政府發行10年期甲類公債之

財政負擔總額約為26.60億元（償還本金額度22.30億元，支付

利息額度4.3億元）；發行20年期甲類公債之財政負擔總額約

為34.25億元（償還本金額度22.30億元，支付利息額度11.95

億元）。有關政府發行10年期、20年期甲類公債逐年財政負

擔明細，如表5-8、5-9 所示。 

三、利率影響 

以上評估可知，政府發行甲類公債支應本計畫經費所需

之財政負擔，除受公債發行年期影響外，利率水準的變動對

政府財政負擔亦有關鍵之影響，故針對未來利率上升趨勢分

別就每年增加0.5%及0.75%再行估算，以供參考。未來各發行

年度假設利率，分別詳如表5-7情境二、情境三所示。經試算，

政府發行10年期甲類公債時，未來利率上升趨勢由0.25%增加

為0.5%，政府財政負擔增加2.56%，利率上升趨勢由0.25%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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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為0.75%，政府財政負擔增加5.11%。政府發行20年期甲類公

債時，未來利率上升趨勢由0.25%增加為0.5%，政府財政負擔

增加3.97%，利率上升趨勢由0.25%增加為0.75%，政府財政負

擔增加7.94%，有關利率對財政負擔之影響，詳表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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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標售概況表 

期 發行 發行 年 票面
別 數額 日期 期 利率

(億) Term (%)
Item Issue Amount Issue Date (Year) Coupon

(NT$100million)  Rate 
(1) (2) (3) (4) (5)

92甲4 400 92.03.07 10 1.875

增額92甲4 300 92.03.07 10 1.875

92甲7 400 92.09.19 10 2.750

92甲10 350 92.12.05 10 2.875

93甲4 400 93.03.04 10 2.375

增額93甲4 350 93.03.04 10 2.375

93甲8 350 93.09.15 10 2.625

增額93甲8 350 93.09.15 10 2.625

94甲4 400 94.03.16 10 2.250

增額94甲4 400 94.03.16 10 2.250

94甲7 400 94.09.12 10 1.625

增額94甲7 350 94.09.12 10 1.625

95甲3 400 95.03.31 10 1.750

增額95甲3 400 95.03.31 10 1.750

95甲6 450 95.09.08 10 1.875

增額95甲6 400 95.09.08 10 1.875

96甲3 400 96.03.16 10 1.875

增額96甲3 400 96.03.16 10 1.875

96甲6 400 96.09.21 10 2.375

增額96甲6 250 96.09.21 10 2.375

97甲3 400 97.03.14 10 2.375

增額97甲3 350 97.03.14 10 2.375

97甲6 400 97.09.24 10 2.125

增額97甲6 400 97.09.24 10 2.125

98甲3期 400 98.03.05 10 1.375

增額98甲3 400 98.03.05 10 1.375

98甲6期 400 98.09.09 10 1.375

92甲3 350 92.02.18 20 2.500

增額92甲3 300 92.02.18 20 2.500

93甲3 300 93.02.10 20 3.000

增額93甲3 300 93.02.10 20 3.000

93甲9 350 93.11.18 20 3.000

94甲3 300 94.02.25 20 2.375

增額94甲3 300 94.02.25 20 2.375

95甲2 300 95.02.24 20 1.875

增額95甲2 300 95.02.24 20 1.875

95甲7 350 95.11.10 20 2.125

96甲2 300 96.02.14 20 2.000

增額96甲2 200(實發99.003) 96.02.14 20 2.000

96甲7 300 96.11.16 20 3.000

97甲2 300 97.02.14 20 2.500

增額97甲2 300 97.02.14 20 2.500

97甲5 300 97.08.14 20 2.625

增額97甲5 300 97.08.14 20 2.625

98甲2期 300 98.02.16 20 2.125

增額98甲2 300 98.02.16 20 2.125

98甲5期 300 98.8.13 20 2.125

     註  :  本表摘錄自財政部國庫署編製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標售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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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10 年期、20 年期甲類公債利率假設表 

發行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情境一 

(利率年

增0.25%) 

10年期 1.625% 1.875% 2.125% 2.375% 2.625% 2.875% 

20年期 2.375% 2.625% 2.875% 3.125% 3.375% 3.625% 

情境二 

(利率年

增0.5%) 

10年期 1.625% 2.125% 2.625% 3.125% 3.625% 4.125% 

20年期 2.375% 2.875% 3.375% 3.875% 4.375% 4.875% 

情境三 

(利率年

增0.75%) 

10年期 1.625% 2.375% 3.125% 3.875% 4.625% 5.375% 

20年期 2.375% 3.125% 3.875% 4.625% 5.375% 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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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發行 10 年期年期甲類公債逐年政府財政負擔明細表 

單位：千元

年度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合計

額度 189,000    1,656,262  225,904    61,694      59,491      37,652      2,230,003     

99 3,071        -           -           -           -           -           3,071           

100 3,071        31,055      -           -           -           -           34,126          

101 3,071        31,055      4,800        -           -           -           38,927          

102 3,071        31,055      4,800        1,465        -           -           40,392          

103 3,071        31,055      4,800        1,465        1,562        -           41,953          

104 3,071        31,055      4,800        1,465        1,562        1,082        43,036          

105 3,071        31,055      4,800        1,465        1,562        1,082        43,036          

106 3,071        31,055      4,800        1,465        1,562        1,082        43,036          

107 3,071        31,055      4,800        1,465        1,562        1,082        43,036          

108 192,071    31,055      4,800        1,465        1,562        1,082        232,036        

109 -           1,687,317  4,800        1,465        1,562        1,082        1,696,227     

110 -           -           230,704    1,465        1,562        1,082        234,814        

111 -           -           -           63,159      1,562        1,082        65,803          

112 -           -           -           -           61,053      1,082        62,135          

113 -           -           -           -           -           38,734      38,734          

合計 219,713    1,966,811  273,909    76,346      75,107      48,477      2,660,363     

註：灰階欄位包含當年度利息金額及到期本金償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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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發行 20 年期年期甲類公債逐年政府財政負擔明細表 

單位：千元

年度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合計

額度 189,000    1,656,262  225,904    61,694      59,491      37,652      2,230,003     

99 4,489        -           -           -           -           -           4,489           

100 4,489        43,477      -           -           -           -           47,966          

101 4,489        43,477      6,495        -           -           -           54,460          

102 4,489        43,477      6,495        1,928        -           -           56,388          

103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           58,396          

104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05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06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07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08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09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0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1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2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3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4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5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6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7 4,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59,761          

118 193,489    43,477      6,495        1,928        2,008        1,365        248,761        

119 -           1,699,739  6,495        1,928        2,008        1,365        1,711,534     

120 -           -           232,399    1,928        2,008        1,365        237,699        

121 -           -           -           63,622      2,008        1,365        66,995          

122 -           -           -           -           61,499      1,365        62,864          

123 -           -           -           -           -           39,017      39,017          

合計 278,775    2,525,800  355,799    100,253    99,647      64,950      3,425,223     

註：灰階欄位包含當年度利息金額及到期本金償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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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各種利率情境下財政負擔表 

單位:億元 

財政負擔 
償還本金

A 

支付利息

B 

總負擔

C=A+B 

利率增加對財政負擔

影響(註) 

增加額度 增加% 

情境一 

(利率年增

0.25%) 

10年 22.30 4.30 26.60 － － 

20年 22.30 11.95 34.25 － － 

情境二 

(利率年增

0.5%) 

10年 22.30 4.98 27.28 0.68 2.56% 

20年 22.30 13.31 35.61 1.36 3.97% 

情境三 

(利率年增

0.75%) 

10年 22.30 5.66 27.96 1.36 5.11% 

20年 22.30 14.67 36.97 2.7 7.94% 

註：以情境一為基礎，比較情境二、三與情境一之變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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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本計畫最主要執行辦理為南港專案配合作業、及加速推

動新增三站之相關配合作業與共站通廊工程，未來南港、苗

栗、彰化、雲林等車站完工通車後，整體預期效果如下： 

一、高鐵南港站有效分擔台北車站高鐵旅客量，紓解台北

車站擁擠情形，擴大高鐵通車效益，促進南港地區發

展。 

 由於台北車站附近為整個台北都會區之商業區及交

通運轉中心，周邊道路擁擠，停車位不足，且受限於

台北車站腹地狹小問題，高鐵南港營運輔助站通車營

運後，預估將可分擔大台北地區高鐵運輸量約 25%，

有效紓解台北車站旅客量負荷，減輕車站周邊聯外運

輸走廊之負擔，改善台北車站交通擁擠問題，紓緩台

北車站停車需求，並降低台北車站周邊噪音、空污及

油耗。 

 高鐵南港營運輔助站可提供南港地區長途城際運輸

系統，預估可增加衍生 2%之高鐵旅客量，促進南港

地區商業發展，促成南港副都心之形成。 

二、高鐵新增三站完成設站後，可將苗栗、彰化及雲林地

區一併納入高鐵服務範疇，此三縣市地區之民眾將可

藉由高鐵新站，就近使用快速之高鐵運輸系統，無須

再至鄰近縣市之車站搭乘高鐵，並藉由高鐵車站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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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營運，為苗栗、彰化及雲林等地區帶來發展之契機。 

三、高鐵苗栗站與臺鐵新豐富站間之連接通廊，可有效改

善兩運具間之旅客轉乘，不但提昇軌道運輸系統之服

務品質，亦可落實發展大眾運輸政策。 

四、擴大高鐵車站特定區開發效益 

 高鐵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及台南等 5 個車站特定

區係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所需經費由高鐵相關

建設基金籌措支應，再透過特定區區段徵收後政府取

得剩餘可建地開發與處分取得之資金償還債務並帶

動特定區周邊的發展。五個車站特定區計畫已分別於

88 年 9、10 月間公告發布實施，目前並完成鄰近高鐵

五個車站地區 1,508 公頃特定區公共工程開發，提供

各縣市都市發展。 

 高鐵五個車站特定區之事業發展用地，係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交由台灣高鐵公司開發，依據「台灣南北高速

鐵路站區開發合約」規定，開發使用期間分別自各該

事業發展用地交付之日起算 50 年。 

 此外，為配合高鐵車站之整體發展，五個車站特定區

內之產業專用區規劃面積共計 132.84 公頃，其中新竹

站產業專用區 38.12 公頃已讓售國科會開發為生醫園

區之用、台南站產業專用區 0.4 公頃配合台南沙崙支

線建設有償撥用予鐵工局，其餘四個車站產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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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開發，將依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相關規定，以出租、設定地上權、標讓售、委託開發、

委託經營、合作經營、聯合開發或信託等方式辦理開

發。 

 交通部依經建會 98 年 12 月召開「續商高鐵車站特定

區中程發展計畫」會議結論略以：請內政部營建署就

獎勵誘因、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配合時程及站區開發

等四大方向，研擬具體行動計畫，並配合愛臺 12 項

建設推動高鐵車站特定區開發中程發展計畫，積極配

合政策，確定引進產業定位，並研訂車站特定區核心

區（站區及產業專用區）之發展計畫，加速高鐵站區

及周邊地區開發。 

 至新增之苗栗、彰化、雲林三站特定區開發，按高鐵

局 88 年 2 月 5 日「研商高鐵增設三站站址確定後續

相關作業會議」與各該縣政府協商結論，新增三站之

特定區計畫新訂、擬定及開發作業等係由苗栗、彰化

及雲林三縣政府負責辦理。 

 在加速推動高鐵五個車站特定區開發，積極協調新增

三站之設置與開發下，有關特定區及三站之整體土地

使用、開發及財務等，交通部將持續與內政部營建

署、地方政府等單位協處後，另案提送土地開發及財

務相關計畫研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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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鐵通車營運以來，已成為西部走廊不可或缺的運輸

工具，充分發揮安全、快速、大量且準點的功能，後

續南港、苗栗、彰化及雲林等站完工通車營運後，按

台灣高鐵公司 98 年 7 月之運量預測調整結果，預期至

122 年時，高鐵每日運量將可提昇約達 29.5 萬人次。 

六、本計畫形式上雖為新興計畫，惟高鐵營收、其他效益

及財務權利等已於興建營運合約約定合約雙方權益，

實務上尚難與前「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分割計算。

有關高鐵運量及營收預估，謹臚列 88 年奉核之高鐵計

畫財務計畫以及台灣高鐵公司 98 年因應債務重組方案

修正之運量及營收預估詳如表 6-1 及表 6-2，台灣高鐵

公司之營運及財務狀況雖與本案高鐵後續計畫經費無

涉，惟仍可能影響後續計畫相關政策及作業之進行。

爰交通部已於 98 年 11 月至 99 年 1 月期間陸續完成台

灣高鐵公司董事會改組、由政府主導經營及進行債務

重組等短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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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高鐵運量及營收預估表－88 年高鐵計畫財務計畫 

年別 
運量 

(百萬延人公里) 

平均費率 

(元/公里) 

營運收入 

(百萬元) 

92 6,392 3.72 23,749 

93 16,289 3.85 62,635 

94 16,917 3.98 67,326 

95 17,033 4.12 70,158 

96 17,149 4.26 73,105 

97 17,312 4.41 76,381 

98 18,099 5.14 93,073 

99 18,784 5.32 99,907 

100 19,468 5.50 107,106 

101 20,209 5.69 115,000 

102 20,838 5.89 122,665 

103 20,975 6.09 127,825 

104 21,112 6.31 133,196 

105 21,308 6.53 139,167 

106 21,386 6.76 144,605 

107 21,523 7.00 150,661 

108 21,660 7.25 156,963 

109 21,857 7.50 163,970 

110 21,935 7.77 170,348 

111 22,072 8.04 177,452 

112 22,209 8.32 184,844 

113 22,317 8.62 192,254 

114 22,303 8.92 198,869 

115 22,350 9.23 206,274 

116 22,397 9.55 213,953 

117 22,506 9.89 222,526 

118 22,491 10.23 230,178 

119 22,539 10.59 238,745 

120 22,586 10.96 247,629 

121 22,695 11.35 257,546 

122 11,247 11.75 132,104 

合計 617,958 -- 4,600,214 

資料來源：行政院 88.11.25 核定「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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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高鐵運量及營收預估表－98 年台灣高鐵公司修正 

年別 
運量 

(百萬延人公里) 

平均費率 

(元/公里) 

營運收入 

(百萬元) 

92 － － － 
93 － － － 
94 － － － 
95 － － － 

96  3,520(A) 3.84  13,813(A) 

97  6,566(A) 3.58  23,563(A) 

98 6,743 3.56 24,034 

99 7,047 3.56 25,118 

100 7,365 3.56 26,250 

101 8,075 3.56 28,778 

102 9,115 3.65 33,288 

103 11,263 3.74 42,123 

104 12,918 3.74 48,313 

105 14,373 3.74 53,754 

106 15,385 3.74 57,540 

107 16,208 3.74 60,619 

108 16,836 3.74 62,967 

109 17,371 3.74 64,966 

110 18,142 3.74 67,851 

111 18,893 3.74 70,659 

112 19,129 3.74 71,542 

113 19,412 3.74 72,599 

114 19,591 3.74 73,270 

115 19,826 3.74 74,150 

116 19,973 3.74 74,699 

117 20,176 3.74 75,458 

118 20,161 3.74 75,402 

119 20,201 3.74 75,553 

120 20,242 3.74 75,704 

121 20,338 3.74 76,063 

122 10,134 3.74 37,900 

合計 399,003 -- 1,485,976 

資料來源：台灣高鐵公司 98 年債務重組方案修正。 

註：(A)為實績值，98 年以後年期為預估值。98 年之實績值運量為 6,864

百萬延人公里；營業收入 23,323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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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則 

7.1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執行辦理之主要工作項目概分4項：南港專案配合

作業、新增三站相關審議作業及苗栗站與臺鐵豐富新站通廊

工程、新增路權用地取得、工程監督及管理等，其中南港專

案配合作業主要係配合鐵工局代辦南港專案工程及交付作

業；苗栗站共站通廊工程將於設計階段協調台灣高鐵公司與

臺鐵局相互配合，避免造成通廊之銜接介面問題；新增路權

用地取得工作則係辦理高鐵興建營運所需調整路權事宜，3項

均屬執行高鐵興建營運合約之政府辦理事項，至工程監督及

管理為配合計畫執行所需之作業，故本計畫工作項目之執行

方式並無替選方案。 

7.2 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一、請臺鐵局配合按計畫時程於 100 年 6 月完成臺北機廠

過軌路段之交付。 

二、請鐵工局賡續辦理南港專案工程，並如期於 98 年 6 月

至 99 年 5 月分段完成，俾利高鐵局與台灣高鐵公司協

商交付。 

三、請苗栗、彰化及雲林縣政府配合台灣高鐵公司設站需

要，提供相關介面資料，並配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作

業。 

四、請臺鐵局配合高鐵新增苗栗站之設站時程完成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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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遷建工程，並於設計施工階段協助解決兩站間連

接通廊之介面問題。 

7.3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一、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如表 7-1。 

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如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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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長程個案計畫） 

壹、計畫名稱 高速鐵路後續工程(第一期)建設計畫 

貳、主管機關 交通部 主辦機關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政治、社會、國際參與領域  

3-2 勞動、經濟領域  

3-3 福利、脫貧領域  

3-4 教育、文化、科技領域  

3-5 健康、醫療領域  

3-6 人身安全領域  

3-7 家庭、婚姻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V 公共工程交通運輸類 

肆、問題現況評析及

需求評估概述 

「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

畫」之後續計畫，依據行政院88年11月25日台88交43159號函核定「建設南

北高速鐵路計畫」之財務計畫，政府必須辦理事項經費額度為1,057.02億

元，由政府編列預算，辦理用地取得、台北台鐵共構段施工、相關配合工程

與作業及工程之監督與管理。另由台灣高鐵公司投資興建辦理高鐵土建、車

站、軌道、核心機電、維修基地等工程規劃、設計與施工。高鐵工程目前雖

已於96年3月2日全線（台北至左營）通車營運，惟尚有南港專案隧道及車站

設施交付相關作業、新增苗彰雲三站相關審議作業及苗栗站通廊工程、新增

高鐵路權用地取得、工程監督管理等需持續推動辦理，爰成立本計畫，俾執

行上開高鐵後續工程，計畫期程99年至104年，計畫總經費約22.3億元。 

伍、計畫目標概述 

高鐵96年3月2日全線通車營運，台北至高雄原約5小時的交通時間已大幅縮

短至不到2小時，達成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的交通目標。至99年1月底止，高

鐵已運送超過8,135萬餘人次旅客，單日最高運量16.1萬人次，99年1月平均

日運量9.3萬人次，累計175.48億延人公里，總計開行119,510列車次，準點率

達99.3%，提供快速、便捷、舒適之交通服務，成為西部走廊重要城際運輸

工具。為配合高鐵南港站預定101年10月完工，新增苗彰雲三站預定104年6

月完工，亟待如期展開後續興建及相關配合作業，爰本計畫將持續辦理高鐵

建設後續工程，俾使高鐵運輸效益有效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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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受益對象(任一指標評定「是」者，請繼續填列「柒、評估內容」；如所有指標皆評定為「否」

者，則免填「柒、評估內容」，逕填寫「捌、程序參與」及「玖、評估結果」)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或「否」之原

因） 
備註 

是 否 

6-1 以特定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為受益對
象 

 V 

本計畫屬延續辦理「建設南北高速鐵
路計畫」之後續工程，且特許公司（台
灣高鐵公司）負責辦理「建設南北高
速鐵路計畫」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施
工時，已依相關法令及設計規範就不

同性別考量完成相關設施在案，又本
計畫主要辦理隧道、結構物及新增用
地取得等，故無受益對象之性別差
異。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
主，或以同性戀、異性戀或
雙性戀為主，或個人自認屬
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6-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容
涉及一般社會
認知既存的性
別偏見，或統計
資料顯示性別
比例差距過大
者 

 

 

 

V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
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存有
預防或消除性別偏見、縮小
性別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
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6-3 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

設計涉及對不
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
權益相關者 

 
 
 

V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存有考量促進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
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
性，或消除空間死角，或考
慮特殊使用需求者之可能性
者，請評定為「是」。 

柒、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否」或「無
涉及」之原因） 

備註 
是 否 

無
涉
及 

一、資源評估（4項資源評估全部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 

7-1經費需求與配置
考 量 不 同 性
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需
求 

 
 
 
 
 

 

 

 
 

 

 

如經費需求已就性別予
以考量、或經評估已於
額度內調整、新增費用
等者，請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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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分期(年)執行策
略及步驟考慮
到縮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差異
之迫切性與需
求性 

   

 

如有助消除、改善社會
現有性別刻板印象、性
別隔離、性別比例失
衡、或提升弱勢性別者
權 益 者 ， 請 評 定 為
「是」。 

7-3宣導方式顧及不
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

需求，避免歧視
及協助弱勢性
別獲取資訊 

   

 

如宣導時間、文字或方
式等已考量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資

訊獲取能力與使用習慣
之 差 異 ， 請 評 定 為
「是」。 

7-4搭配其他對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之
友善措施或方
案 

   

 

如有搭配其他性別友善
措施或方案者，請評定
為「是」。 

二、效益評估（7-5至7-9中任一項評定為「否」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公共建設計

畫於7-10至7-12中任一項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 

評估指標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否」或「無
涉及」之原因） 

備註 
是 否 

無
涉
及 

7-5受益人數或受益
情形兼顧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之
需求，及其在年
齡及族群層面

之需求 

   

 

如有提出預期受益男女
人數、男女比例、其占
該性別總人數比率、或
不同年齡、族群之性別
需 求 者 ， 請 評 定 為
「是」。 

7-6落實憲法、法律
對於人民的基
本保障 

   

 

如經檢視計畫所依據之
法規命令，未違反基本
人權、婦女政策綱領或
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基本
精 神 者 ， 請 評 定 為
「是」；相關資料可至
行政院婦權會網站參閱
(http://cwrp.moi.gov
.tw/index.asp)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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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符合相關條約、
協定之規定或
國際性別/婦女
議題之發展趨
勢 

   

 

如符合世界人權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
約、APEC、OECD或UN等
國際組織相關性別核心
議 題 者 ， 請 評 定 為
「是」；相關資料可至
行政院婦權會網站參閱
(http://cwrp.moi.gov
.tw/index.asp) 

7-8預防或消除性

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刻板
印象與性別隔
離 

   

 

如有助預防或消除傳統

文化對男女角色、職業
等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者，請評定為「是」。 

7-9提升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平等獲
取社會資源機
會，營造平等對
待環境 

   

 

如有提升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參與
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
者，請評定為「是」。 

7-10公共建設（含軟

硬體）之空間

使用性：空間

與設施設備之

規劃，符合不

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

者使用上之便

利與合理性 

   

 

如空間與設施設備之規
劃，已考量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
用便利及合理性者，請
評定為「是」。 

7-11公共建設（含軟

硬體）之空間

安全性：建構

安全無懼的空

間與環境，消

除潛在對不同

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

的威脅或不利

影響 

   

 

如空間規劃已考慮區位

安全性或消除空間死角

等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之威脅或
不利影響者，請評定為
「是」。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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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公共建設（含軟

硬體）之空間

友善性：兼顧

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傾向

者對於空間使

用的特殊需求

與感受 

   

 

如空間規劃已考慮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特殊使用需求者，
請評定為「是」。 

捌、程序參與 

‧ 至少徵詢 1位性別平等學者專家
意見，並填寫參與者的姓名、職
稱及服務單位；學者專家資料可
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
（http://www.taiwanwomencent
er.org.tw/）。 

‧ 參與方式包括提送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討論，或以傳真、電郵、書
面等方式諮詢專案小組民間委
員、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婦女團
體意見，可擇一辦理。 

‧ 請以性別觀點提供意見。 

‧ 如篇幅較多，可採附件方式呈
現。 

一、參與者：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員（含常委員兼召集人

誠毅、徐委員榮崇、謝委員炎廷、何委員舜昌、饒委員國

政、傅委員景昌、徐委員秀玉、王委員祈財、林委員惠美、

曾委員繁鍾、何委員菁菁、柯委員英彥、周委員良惠、吳

委員健棧、張委員文城等 15位）  

二、參與方式：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 

三、主要意見：逐項檢視本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並依

委員意見修正「程序參與」相關內容。  

玖、評估結果（請依據檢視結果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捌、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

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興建時，高鐵公司已依相關法令及設計規範就不同性別考量完成相關設

施在案，本計畫主要辦理隧道、結構物及新增用地取得，故無受益對象之性別差異；本計畫之性別

影響評估檢視表，經各委員審議修正後通過。 

 

 

 

 

 

＊ 請詳閱填表說明後，逐項覈實填列；除評估內容有可能跳答外，其餘部分皆應完整填答。 

填表人姓名：張明惠                   職稱：幫工程司 

電話：02-80723333分機1403       e-mail：emilychang@nthsr1.hsr.gov.tw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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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行政院98年2月13日院臺交字第0980004797號函 

二、 行政院秘書長98年4月16日院臺交字第0980020204號函、

經建會98年4月10日都字第0980001910號函、交通部98年1

月7日交路字第0980000137號函。 

三、 行政院秘書長98年7月6日院臺交字第0980042671號函、經

建會98年6月30日都字第0980003156號函、交通部98年5

月15日交路(一)字第0980004536號函。 

四、 行政院秘書長99年1月12日院臺交字第0990000452號函、

經建會99年1月5日都字第0990000026號函、交通部98年11

月11日交路(一)字第0980010505號函 

五、 經建會歷次之審查結論及辦理說明。 

六、 行政院91年2月27日院臺交字第0910007678號函 

七、 交通部98年6月22日交路字第0980036561號函 

八、 行政院「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劃分原則」 

九、 財政部90年1月5日台財產接第0900000403號函 

十、 交通部93年6月29日交路字第0930036858號函 

十一、 交通部91年5月20日交路(一)字第0910004868號函 

十二、 交通部93年3月23日交路密字第093A000357號函 

十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年 4 月 3 日工程管字第

095001174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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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交通部95年5月30日交路字第0950005585號函 

十五、 交通部91年5月17日交總字第0910004800號函 

十六、 交通部98年8月14日交路字第0980007517號函 

十七、 鐵工局「南港專案高鐵計畫配合工程款修正原因一覽

表」(99.4.20版)、「高鐵地下化工程第二次修正計畫經

費比較總表」(99.4.20版)、「南港專案修正計畫經費比

較表(高鐵地下化工程)」(99.4.20版)、「南港專案高鐵

工程追加經費審議意見補充說明」(99.4.20版) 

 



 



 

有關經建會99.1.5就「高速鐵路後續工程(第一期)建設計畫」
(98.11.11報院版)審查結論及辦理說明 

99.4.20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一 請交通部完整陳述高鐵後

續政府應辦理之相關工

程，請說明各項工程辦理

之必要性及妥適性後納入

本計畫中，至計畫名稱應

刪除第1期等文字，本案99

年度預算同意暫予匡列，

惟應納入財務計畫另行報

核。 

1. 高鐵後續政府應辦理相關工

程，依合約甲方工作範圍及政府

應辦事項之規定，包括： 

(1) 南港專案隧道及車站設施交付 

(2) 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 

(3) 高鐵新增路權用地取得 

(4) 新增苗彰雲三站用地交付及相

關配合工程 

(5) 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 

(6) 工程監督管理 

2. 經檢討，其中左營轉運專用區工

程將依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

論，檢討提高自償性並研議民間

辦理方式之可行性，及汐止基地

進出道路工程因台灣高鐵公司

汐止基地開發時程遲未能確

定，該二項工程擬不納入本計畫

執行，另案研議納入其他計畫辦

理外，其餘各項政府應辦理工程

均納入本計畫辦理。 

3. 有關99年度預算應納入財務計

畫另行報核乙節 

(1) 本計畫係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等規定持續推動後續政府辦理

工程，所需經費由國庫編列預

算執行，惟經費來源所屬之計

畫與原「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

畫」區隔。有關本計畫之分年

經費需求、經費來源及政府財

政負擔等財務計畫實質內容已

併於計畫報告第伍章敘明。 

(2) 另有關本計畫之營運收入效

附
錄
五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益，屬高鐵整體計畫，仍為原

「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營

運收入的一部分，該營運收入

依據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為

台灣高鐵公司之收入並由其承

擔相關興建營運風險，爰無法

就本計畫所增加營運收入進行

成本效益評估。 

(3) 有關本計畫推動辦理南港、苗

彰雲三站通車營運後，依約規

定台灣高鐵公司須支付之回饋

金及租金收入，仍依行政院核

定及立法院決議，挹注「高速

鐵路相關建設基金」下設之「高

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

計畫」，本局已另案修訂「高

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

計畫財務計畫」報核。 

(4) 綜上，爰本計畫擬不另編製財

務計畫。 

二 有關「南港整備站變更為

兼營運輔助站」部分請交

通部重新檢視各項經費，

包括： 

1.用地取得費部分(約4億

元)，應予刪除。 

2.原計畫松山車站高鐵工

程經費編列不足(增加4.6

億元)，補充漏編原因。 

3.配合台北市都市設計審

議經費增加(增加2.64億

元)，及公共藝術及國發

計畫地貌改造運動等其

它因素(增加3.93億元)經

費增加之適切性。 

4.有關臺灣高鐵公司與政

經本局99.2.6邀集交通部及鐵工局

等相關單位重新檢視經費，並依鐵

工局99.4.20提供補充說明如下： 

1. 用地取得費部份 

 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營運輔

助站，需增加徵收南港區南港

段13筆土地，依『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

與無償劃分原則』規定辦理： 

(1)南港專案奉行政院核定，工程

範圍包含高鐵南港整備站工

程，其後南港整備站奉核定變

更為營運輔助站，除使用台鐵

土地以外尚需增加使用土地，

增加之土地純為高鐵使用。 

(2)南港專案各項建物需使用一部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府應辦事項，請交通部確

實依行政院91年2月15日

院臺交字第0910007678號

函核示內容辦理並檢視各

項工程。 

分台鐵局原管有之土地，若以

鐵工局為起造人，則需台鐵局

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依規

定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即為處分

土地，台鐵局不得處分，故用

地取得後管理機關均逕登記為

台鐵局，各項建造執照均以台

鐵局為起造人。 

(3)高鐵南港營運輔助站係屬南港

專案計畫，該站亦需使用一部

分台鐵土地，故亦循上述模式

辦理，工程完工後再由高鐵局

依規定程序向台鐵局辦理撥

用。 

(4)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11地號及

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640~4地

號（持分土地）共2筆國有土地

為抵稅地，依上開原則第5項規

定，辦理有償撥用(金額為802

萬3700元) 

(5)另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640~6

地號11筆及南港區南港段二小

段640~4地號1筆（持分土地）

為台北市捷運局管有之市有土

地，因屬基金取得土地，依上

開原則第6項規定，辦理有償撥

用 ( 金額為 3 億 7,322 萬 5,640

元) 。 

(6)上開土地之撥用經費(約3.81億

元)已由南港專案工程高鐵計畫

配合款之預備費先行支應(不在

本計畫16.98億元內)，因此，俟

工程完工後由高鐵局依規定程

序向臺鐵局辦理管理機關移轉

登記(無償撥用)。 

2. 有關原計畫松山車站高鐵工程

../../../../vol3/990419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990419-2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ppt
../../../../vol3/990419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990419-2南港專案高鐵工程簡報.ppt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經費編列不足乙節，鐵工局原

規劃松山車站高鐵工程概估經

費(2.8億元) ，係以估算基準為

85年，該車站於93年發包，因

物價基準差異、結構耐震設計

規範及建築技術規則之混凝土

工程設計規範等標準提高，致

發包費用為7.4億元 ，增加4.6

億元，造成本項經費不足。 

3. (1)配合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高

鐵分擔經費增加2.64億，除南港

車站地下化工程增加0.4億元

外，尚包括以下工程： 

 隧道段凸出物(含通風口、逃

生口)工程：0.45 億元。 

 南港車站電梯及電扶梯工

程：0.21億元（公共區）。 

 大坑溪至昆陽街高鐵隧道水

電工程：1.58億元。 

 綜上，合計2.64億元。 

(2)公共藝術及國發計畫地貌改造

運動等其它因素： 

 公共藝術：原規劃南港車站

未編，0.18億元。 

 國發計畫地貌改造運動：1.4

億元。 

 其它因素：如「補強與捷運

共用之連續壁、側牆」、 「中

南街至南港站先進行第2A階

段臨時軌切換」、「車站景

觀工程」等(約3.18億元)及扣

除機電工程節省費用(約0.83

億元) ，此項計2.35億元。 

 綜上，合計3.93億元。 

4.配合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兼

作營運輔助站，增大臺鐵、高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鐵車站共用區之營運面積，增

加結構費3.8億元（鐵工局已由

預備費支應），增加高鐵工程

公共區部分機電設備(含電梯及

電扶梯)分擔經費約0.21億元，

並不含台灣高鐵公司分擔專用

區部分，有關高鐵公司需負擔

專用區之建築裝修、電梯、電

扶梯及通風空調等費用約2.13

億元，已另案請台灣高鐵公司

支付。  

三 左營轉運站部分請交通部

以達到交通轉運功能為前

提，研析提高自償性方式

辦理。至如後續仍有公務

經費需求部分，請評估納

入本案之適切性或爭取公

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相關

經費之可能性。 

遵示辦理，將檢討提高左營轉運專

用區工程自償性，並研議朝民間投

資興辦方式之可行性。本項工程不

納入本計畫，將另案評估納入其他

計畫辦理。 

 

四 請交通部專案控管計畫進

度，並掌握高鐵過軌時程

於100年6月完成，以免影

響後續進度及衍生求償問

題。 

臺北機廠過軌段於100年6月完成

交付之時程，前依交通部張次長

98.8.5會議結論，臺鐵局確認100

年6月底完成騰空交付。復經本局

99.2.6會議，臺鐵局再次重申仍依

前揭會議結論辦理，確認交付時程

為100年6月。後續本局與台灣高鐵

公司協商交付相關作業，仍以此交

付時程為基礎。 

五 其他各項相關修正意見，請

參酌各單位意見補充說明。 

1.南港專案配合款 

(1)南港專案依行政院91年

2 月 15 日院臺交字第

0910007678 號 函 核 示

「政府負擔規劃設計費

2,000萬，車站結構工程

 

 

1.南港專案配合款 

(1)配合高鐵南港整備站變更為兼

作營運輔助站，增大臺鐵、高

鐵車站共用區之營運面積，增

加高鐵工程部分機電設備(含公

共區電梯、電扶梯及通風空調)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費用3.8億元，共計4億

元；台灣高鐵公司負擔

車輛增購及車站裝修、

空調變更、電梯與電扶

梯經費18.13億元」現交

通部提報經費卻含括通

風空調工程及電梯電扶

梯工程費用，應請扣除

臺灣高鐵公司應負擔部

分。(經建會) 

(2)南港整備站提升為營運

站相關經費部分，因當

初南港整備站有關高鐵

工程並未核列，請交通

部檢視後應配合檢討修

正。(經建會) 

(3)有關高鐵過軌問題，依

交通部次長98年8 月5

日召開之研商會議，確

認應於100年6月完成，

惟據瞭解因臺北機廠遷

建工程尚有諸多不確定

性，是否將影響與台高

公司協商或已定契約範

圍，請交通部確實檢討

並提出說明，以避免後

續衍生損害求償等議

題。(經建會) 

2.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 

(1)依目前高鐵左營站接駁

交通配置，具有捷運紅線

及臺鐵捷運化等旅運路

線，已符合交通部無縫運

輸政策規劃，本次「左營

轉運專用區工程9億元」

分擔經費約3億元，並未含台灣

高鐵公司應負擔之經費。有關

台灣高鐵公司需負擔專用區之

建築裝修、電梯、電扶梯及通

風空調等費用約2.13億元，鐵工

局已另案請該公司支付。 

 

 

 

 

(2)有關南港整備站提昇為營運輔

助站增加車站結構工程興建費

用3.8億元，鐵工局已於工程預

備費勻支。 

 

 

(3)臺北機廠過軌段於100年6月完

成交付之時程，前依交通部張

次長98.8.5會議結論，臺鐵局確

認100年6月底完成騰空交付。

復經本局99.2.6會議，臺鐵局再

次重申確認交付時程為100年6

月。後續本局與台灣高鐵公司

協商交付相關作業，仍以此交

付時程為基礎。 

 

 

 

 

2.有關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本局

將協調高雄市政府辦理變更都

市計畫，增加商業樓地板面積

及降低停車數量，以提高全案

開發之自償率，並研議朝民間

投資興辦方式之可行性，評估

納入其他計畫辦理，不納入本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一節，該轉運專用區工程

屬公路交通運輸設施，似

屬地方政府權責應辦理

事項(例如臺北交九轉運

站)，是否適宜列入高鐵

後續計畫之政府應辦事

項，請交通部再予審酌檢

討。(工程會) 

(2)左營轉運站應由高鐵局

研究請高雄市政府協助

創造自償性之方式，以

降低政府經費支出。(經

建會) 

(3)「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

畫」之主旨應為發展大

眾運輸及地方轉運設

施，與本次主題相符，

在前述提高自償率之前

提下，應不致造成該公

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之

負擔，建議仍由該項計

畫項下支應。(經建會) 

(4)左營站轉運專用區係具

自償性之建設，應鼓勵

由民間參與，請高鐵局

評估採BOT民間參與方

式進行，以節省政府支

出。另計畫書第59頁附

則有關與替代方案之分

析評估，建請補充替選

方案及建議方案之成本

效益分析。左營轉運站

建議比照台北市交9用

地以不移轉土地，改設

定地上權方式辦理。(財

政部國庫署) 

計畫。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3.購地及拆遷補償 

(1)交通部回應經建會98年

4月10日審議意見說明

中，關於研議將使用台

鐵土地改有償撥用使用

為無償部分，擬採租用

再轉租台高公司一節，

雖不違反國有財產法第

28條規定，但因轉租

後，台鐵依出租利用作

業要點是可中止租約。

(財政部國產局) 

(2)簡報第17頁新增有償撥

用3.73億元所有國產局

及捷運局土地，但依規

定應為無償撥用，請說

明。如為台鐵局為需地

機關，應由台鐵支付，

非由高鐵局支付。(財政

部國產局) 

(3)依「台北市區鐵路地下

化東延南港工程」內附

附件中有關該等土地行

政院於91年12月3日核

示以無償方式辦理撥

用，並未核示有償撥

用。(經建會) 

(4)因新增路權擬辦理購地

及拆遷補償費1.9億元，

如確為配合高鐵建設之

必要性工程，仍請交通

部應將徵收之單價、複

價及取得方式說明。(經

建會) 

 

3.購地及拆遷補償 

(1) 

 南港專案建設計畫執行機關為

鐵工局，需地機關為台鐵局，

全案用地取得由鐵工局代辦取

得後直接登記台鐵局為管理機

關。有關高鐵隧道用地部份，

依法向台鐵局撥用取得，惟依

行政院經建會98.4.10函示如無

法以無償撥用方式辦理，請以

不撥用或由其他經費項下支應

方式辦理。爰交通部98.5.7召集

本局、台鐵局、鐵工局等相關

單位協商改為租用方式辦理，

合先敘明。 

 有關台鐵局訂定「交通部台灣

鐵路管理局經管公用不動產出

租及利用作業要點」規定對於

轉租第三人得終止租約乙節，

因本案係出租供國家重大公共

建設使用，本局與台鐵局協商

土地租賃契約第6條明訂終止

租約之要件中排除得出租高速

鐵路運輸業者使用，故無國產

局之疑慮。 

 至於提供高鐵公司作附屬事業

部份，台鐵局有意見，已專案

報請交通部鑒核。 

(2)有關有償撥用3.73億元，依規定

應為無償撥用乙節，請詳見序號

二之辦理說明。至目前該等土地

之管理機關目前登記為臺鐵

局，本局將與臺鐵局協調辦理無

償撥用作業。 

(3)依據交通部98.5.7研商「高速鐵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4.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 

(1)高鐵後續工程第二期經

費概估汐止基地進出道

路工程約 3.89 億元一

節，查該工程已於94年

11月奉院核列經費2億

路後續工程建設」相關事宜會議

結論略以：有關高鐵局使用南港

專案臺鐵局經管土地乙節，既經

與會單位討論認為，本案土地係

臺鐵局以土地作價方式分攤南

港專案鐵路地下化工程所分回

者，故本案土地應屬臺鐵局資

產，爰依國有財產管用合一原則

暨行政院頒「各級政府機關互相

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劃分原則」規定，本案原採有償

撥用方式辦理;惟鑑於建設南北

高速鐵路計畫政府應辦事項原

編列之1,057億元已不敷支應本

案用地取得費用，為符經建會

98.4.10函示「如無法以無償方式

辦理請以不撥用或由其他經費

項下專案支應方式辦理」之意

旨，本案高鐵用地取得使用方式

原則不採有償持分撥用，而採由

高鐵局承租臺鐵局經管之土地

方式辦理，土地租金由高鐵局依

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向台灣

高鐵公司收取租金後，再交付予

臺鐵局。 

(4)已於報告5.3章節補充。 

 

 

4.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程係屬高

鐵興建營運合約之政府應辦事

項。95年3月已完成細部設計及

工程招標文件，並完成用地取

得、水土保持計畫核定，環境

差異分析同意備查等工作，經

委由台北縣政府代為辦理發包

作業，因歷經7次招標均廢標或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6,138萬元，請補充說明

該經費支用情形及再提

列於高鐵後續工程第二

期之理由。(工程會) 

 

 

 

 

 

 

 

 

 

 

 

5.原高鐵計畫「政府必須辦

理事項」 

(1)各項經費歷年執行明細

表，似未依行政院98年7

月6日函核示意見：「應

先釐清辦理之各項工程

是否屬政府應辦事項」

進行檢討，且未依經建

會98年3月31日研商會

議中主席指示：「非屬

本計畫政府應辦事項部

分，請交通部另覓經費

支應」辦理，仍將「支

付臺鐵營運損失補償」

流標，經參考營建物價檢討修

正預算後，97.2.19報請行政院

工程會審核，工程會回復請本

局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第23點規定辦理。 

由於本道路工程施工需配合高

鐵汐止基地整地填築時程，嗣

因台灣高鐵公司之汐止基地開

發時程遲未確定，致影響政府

後續辦理汐止基地進出道路工

程之時程，本局已另依合約規

定協調處理中，惟鑑於協調處

理作業恐曠日費時，為免影響

其他政府辦理事項之賡續推

動，爰本項工程擬不納入本計

畫，將俟與該公司研商確認時

程後，所需經費研議納入其他

相關計畫執行。 

 

 

5.原高鐵計畫「政府必須辦理事

項」 

(1)各項經費除高鐵警察開辦費經

本部衡酌確屬政府推動高鐵計

畫相關事項，爰納入高鐵計畫

預算內勻支外，其餘均屬政府

辦理事項之「購地及拆遷補

償」、「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

「規劃設計及工程監督」、「相

關配合工程」等工作項目之必

要作業。本局前已於 98.12.23

經建會審議會議中詳細說明在

案，請參閱本計畫 3.3 節。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及「北門至松山間南隧

道清潔整理工程費」等

項目列入原1,057億元計

畫經費內，仍請交通部

依院核示意見檢討修

正。(工程會) 

(2)調增「板橋南雅南路-新

莊新樹路工程費」6.95

億元：本項經費由高鐵

局自核，未報交通部及

行政院。惟依通部提供

資料來看本案高鐵局撥

付給鐵工局23.41億元，

實際執行金額為17.82億

元，剩餘5.68億元，將用

已支應南港—松山段待

撥付經費，是否妥適?另

本項金額與上述增列需

求6.95億元明顯不同，請

交通部說明。(經建會) 

(3)減列「配合地方作業及

其他相關工程」17.7億元

中「台中縣神岡鄉六張

路路段人行跨越橋設計

及工程費(500萬)」（惟

行政院僅同意 250 萬

元），又「推動台灣地

貌改造運動」雖資料整

理說明為行政院核可，

但行政院僅核示交通部

分擔，但未說明於本案

項下支應。此外，「高

鐵警察開辦費」2億元，

雖屬高鐵相關業務，雖

工程會審議決議由交通

部支付，並未同意於本

 

 

 

 

(2)板橋南雅南路-新莊新樹路工程

悉由鐵工局納入萬板專案統籌

執行辦理，本局係配合編列工

程款。依鐵工局初步決算，本

局撥付工程款尚剩餘約 5.85 億

元，茲因南港-松山段尚需 12.29

億元待撥付數，該等配合工程

均屬政府應辦事項，經交通部

98.5.7 會議協調，南港-松山段

工程款未撥付數由板橋南雅南

路-新莊新樹路工程之決算結餘

款支應。 

 

 

(3)有關「台中縣神岡鄉六張路路段

人行跨越橋設計及工程費」之

500 萬元，係經行政院 93.4.14

同意之 50%分攤費用(亦即總費

用約 1000 萬元)。另有關「推動

台灣地貌改造運動」乙項，係

依據行政院及交通部函示，配

合辦理高鐵建設效益之宣導，

與高鐵計畫直接相關。至高鐵

警察開辦費乙項，基於高鐵警

察設置係為配合高鐵通車營運

之必要事項，交通部 95.5.30 爰

同意高鐵警察設置開辦費在 2

億元額度內，由高鐵計畫預算

項下支應。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項下支應，且本項支出

非屬工程費用，屬資本

門支出，由本項下支應

是否合宜，應再說明。

(經建會) 

(4)減列「南港至松山段共

構工程」12.09億元：原

核列本項184.44億元，實

際執行172.35億元，未撥

付12.09億元先行結算，

再於本後續建設計畫增

列16.98億元，此項實為

增加需求，但先於原計

畫減列之方式是否合

宜，應說明。(經建會) 

6.其他 

(1)交通部應全面檢視政府

應辦事項內容，增辦事

項是否有其必要。是否

宜納入本計畫，或由相

關計畫支應之替代方

案。(經建會) 

(2)有關計畫預期績效指標

與評估基準較簡略，僅

針對增辦工程未對整體

計畫說明，應再補充。

(經建會管考處) 

(3)有關經濟效益評估部

分，報告書第61頁勾列

但未納入計畫內容，請

補充。(經建會財務處) 

(4)本計畫未列入財務計

畫，相關財務、營運收

入等均應納入並整體評

估完整財務計畫。(經建

 

 

 

(4)「南港至松山段共構工程」12.09

億元並非減列，係屬未撥付數

部分，且南港專案現仍由鐵工

局施工中，目前尚無法辦理結

算。至後續計畫增列 16.98 億

元，係配合鐵工局嗣報奉行政

院 98.2.13 核定調整南港專案整

體計畫經費，本局分擔之配合

款增加 16.98 億元，爰納入後續

計畫配合編列增加之工程款。 

 

6.其他有關增辦事項之必要性、積

效指標評估、「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等部分，已於本計畫

報告補充。 

 



 

序號 經建會99.1.5函審查結論 高鐵局辦理說明 

會財務處)  

(5)本案「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部分欄位未填

列，應補足。(經建會) 

 

 



 

有關經建會98.6.30就「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設計畫」(98.5.15

報院版)審查結論及辦理說明 

98.10.26 

序號 經建會98.6.30審議意見 高鐵局辦理說明 

一 應先釐清辦理之各項工程

是否確屬政府應辦事項

（如南港整備站變更為營

運站內各項經費、台北鐵

路地下隧道有償撥用、台

北站及隧道段部分設施遷

建費等多項工程），本案

建議仍應先依行政院 98

年4月16日函示內容研處

提報計畫再行送核。 

 有關南港整備站變更為營運站

內各項經費乙節，依鐵工局報院

南港專案高鐵計畫配合款修正

計增加 16.98 億元，係包括隧道

段工程 2.55 億元、南港車站地下

化工程 5.83 億元(其中整備站變

更兼作營運輔助站經費為 3.8 億

元)、南港車站電扶梯工程 0.21

億元(不含高鐵付費區)、松山車

站地下化工程 5.35 億元、以及用

地拆遷補償、設計費、工程預備

費、物價調整等項 3.04 億元。經

查上述高鐵配合款調整增加，營

運輔助站經費 3.8 億元、及車站

電扶梯工程不含高鐵付費區

等，尚符合行政院 91 年 2 月 27

日函之核示要求。(註：上開院函

略以，政府負擔規劃設計費 2,000

萬元、車站結構工程興建費 3.8

億元，共計 4 億元；台灣高鐵公

司負擔列車增購及車站裝修、空

調變更、電梯及電扶梯經費，共

18.13 億元) 

 另有關台北鐵路地下隧道有償

撥用、台北站及隧道段部分設施

遷建費等多項工程，經查係為辦

理政府應辦事項「購地及拆遷補

償」、「台鐵台北共構段工程」



 

序號 經建會98.6.30審議意見 高鐵局辦理說明 

執行過程之必要作業，並配合實

際需要經費有所調整變動，該等

調整均經相關程序由本局依權

責自行核定、或陳報交通部核

定、或陳報行政院核定在案後據

以辦理。 



 

有關經建會98.4.10就「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第1次修訂計
畫」(98.1.7報院版)審查結論及辦理說明 

98.5.12 

序號 經建會98.4.10審議意見 高鐵局辦理說明 

一 本案時程部分，鑑於未

與高鐵公司完成協商，

本案暫不調整時程。請

交通部南港專案及苗彰

雲部份併同處理，俟確

定時間後再行提報行政

院。 

 

 南港專案工程交付屬政府辦理事

項，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及交通部

92.8.18 函示，以 98 年 10 月為交

付時程目標，惟嗣後雙方並未依約

達成協議。復經本局 97 年間再協

商獲致採分期分段交付，南港車站

及隧道段(大坑溪至虎林街)預定

98 年 6 月 30 日至 99 年 4 月 30 日

分段交付，該分期分段交付時程並

經交通部 98.6.22 函同意在案。此

外，其中臺鐵臺北機廠過軌路段，

尚須配合臺鐵臺北機廠遷建時

程，預定至 100 年 6 月始能交付，

全案仍持續與台灣高鐵公司協議

中。 

 新增苗彰雲三站之用地取得與交

付，除苗栗車站用地目前尚由苗栗

縣政府辦理區段徵收作業中，彰化

及雲林車站已分別取得車站用

地。台灣高鐵公司於興建工程時，

已將該三站未來軌道區域相關土

建及軌道設施一併施作完成，目前

該公司尚衡酌財務規劃及資金調

節等，故後續建設期程未定，惟該

公司參考桃園等站設計施工經

驗，及考量於主線營運期間進行施

工等因素，推估約需 66 個月(含規

劃設計及相關證照或許可申請約

30 個月，施工 30 個月，運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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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履勘 6 個月)。嗣經本部協調，

將俟該公司債務重組作業完成

後，預計自 99 年元月起算前述 66

個月期程，開始進行設計及施工作

業，並持續協調相關單位檢討縮短

作業期程。 

 

二 有關購地拆遷補償費部

分，鑑於經費龐大，請

交通部針對台北縣市共

構段及南港專案改以有

償撥用部分，於一個月

內會商台北市政府、高

鐵、臺鐵、財政部等相

關單位以不取得地權方

式協商是否可採無償撥

用方式辦理，如無法以

無償方式辦理請以不撥

用或由其他經費項下專

案支應方式辦理。 

 

 有關台北縣市共構段台鐵土地(台

北華山車站至萬華站、萬板專案、

松山專案)，原規劃以設定地上權

取得，嗣依 93.6.29 交通部函示改

採有償撥用，所需經費 91.25 億元

已於 1057.02 億元內撥付臺鐵局在

案。 

 至後續有關本局使用南港專案臺

鐵局管有土地之方式，交通部

98.5.7 研商「高速鐵路後續工程建

設計畫」相關事宜會商結論略以： 

(1) 由本局向臺鐵局承租後，再依

興建營運合約規定出租予台灣

高鐵公司。 

(2) 本局承租臺鐵局管有土地之租

金，亦比照本局依獎參公有土

地租金優惠辦法第 3 條規定收

取台灣高鐵公司繳交土地租金

之標準計收辦理。 

(3) 承租面積按交通部 91.5.13「研

商高鐵使用松山至板橋臺鐵局

土地之有償撥用價款計算原則

案」之持分撥用原則辦理。 

有關本項持分租用所生之租金收

支作業，本局刻另案研議納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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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高速鐵路站

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辦理。 

三 有關臺鐵台北共構工程

部分，請交通部重新檢

視各項工程細目之適切

性，必要時得請工程會

協助。 

 

 本項工程經費主要係撥付鐵工局

代辦之南港-松山段 172.35 億元、

北門-板橋段 82.51 億元及板橋南

雅南路 -新莊新樹路段 23.41 億

元，均為前奉核定高鐵計畫之辦理

事項。 

 另有關撥付臺鐵局辦理台北站隧

道段部份設施拆遷工程 5.942 億

元、北門至松山間南隧道清潔整理

工程費 1.147 億元案，查該等隧道

設施之交付均屬興建營運合約規

定之甲方工作範圍，按「台北車站

及隧道段相關協議書」第 3.1 及

3.2.1 條規定，甲方同意負責拆除

該段範圍內台鐵既有之電車線、號

誌及軌道等設施及瑕疵處理。本局

爰依交通部 93.3.10、91.5.14 台高

鐵協商會議結論，於高鐵計畫預算

(1057.02 億元)內撥付鐵工局及臺

鐵局。 

 至有關「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

執行之南港專案高鐵配合款尚有

12.288 億元須撥付鐵工局乙節，經

交通部 98.5.7 召開研商「高速鐵路

後續工程建設計畫」相關事宜會商

結論，請鐵工局就本局已撥付台鐵

台北共構段板橋南雅南路-新莊新

樹路代辦工程費辦理決算後之節

餘款支應，倘有不足將再另行研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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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鐵與捷運臺鐵軌道等

配合工程及高鐵警察執

勤裝備費用請先釐清是

否屬政府應辦事項，並

檢視其納入之適切性。 

 

 原高鐵計畫核列高鐵與捷運臺鐵

軌道等配合工程乙項之經費額度

為 13 億元。 

 交通部 91.6.3 函同意本局所報辦

理高雄捷運 R16 站地下穿堂層擴

大與高鐵左營站轉乘空間配合連

通工程及其上方附屬事業設施工

程，應屬高鐵興建營運合約 4.2.2.5

甲方承諾協調政府各級機關，配合

解決高鐵建設所需聯外交通儘早

完成及與其他大眾運輸系統之銜

接配合事宜。 

 已執行辦理高雄捷運 R16 站地下

穿堂層擴大與高鐵左營站轉乘空

間配合連通工程及其上方附屬事

業設施工程計 14.592 億元(含 98

年待執行數 0.832 億元)、左營轉運

專用區設計費 0.538 億元(含 98 年

待執行數 0.359 億元)、及其他相關

費用 0.795 億元。 

 另有關高鐵警察開辦費 2 億元乙

項，係按工程會 95.3.23 協調結

論，設置高鐵專責警察開辦費由交

通部負責；基於高鐵警察設置係為

配合高鐵通車營運之必要事項，交

通部爰於 95.5.30 同意高鐵警察設

置開辦費在 2 億元額度內，由高鐵

計畫預算項下支應。 

五 本案各項新增調整部

份，應先確係為政府應

辦事項，相關後續處理

費非屬工程經費或相關

 原高鐵計畫核定之政府必須辦理

事項經費額度 1057.02 億元，執行

過程因應交付時程需要或執行方

式調整，致部份經費依實際情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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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工程，非屬原定辦

理事項，建議應先與原

核列計畫區隔，必要時

應先將原核列計畫已辦

結部分先辦結案，後續

工程另行彙整重新提

案。 

 

所增減，除高鐵警察開辦費經本部

衡酌確屬政府推動高鐵計畫相關

事項，爰納入高鐵計畫預算內勻支

外，其餘均屬政府辦理事項之「購

地及拆遷補償」、「台鐵台北共構

段工程」、「規劃設計及工程監

督」、「相關配合工程」等工作項

目之必要作業。 

 鑑於原高鐵計畫政府必須辦理事

項 1,057.02 億元，截至 97 年度累

計已編列 1,055.13 億元，除 98 年

分配待執行數 2.986 億元外，相關

工作已於該經費額度內執行。考量

配合南港專案高鐵相關工程之交

付及左營轉運專用區工程等後續

工程需求，爰經檢討擬另案提報

「高速鐵路後續工程(第一期)建設

計畫」據以辦理。 

六 本次修正計畫建請交通

部依照修正計畫規定格

式，並補充說明各項變

動因素及內容、原計畫

執行情形，儘速修正後

重新報院。 

 

 有關計畫書格式，已遵依 98.9.30

院頒「行政院研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規定辦理。 

 有關高鐵計畫政府必須辦理事項

經費變動因素及內容、原計畫執行

情形等節，請詳參「高速鐵路後續

工程(第一期)建設計畫」報告書

98.10 第 3.3 節說明。按部分工作

項目經費確於執行過程，配合實際

需要而有所調整變動，惟該等調

整，經查均係由本局依權責自行核

定、或陳報交通部核定、或陳報行

政院核定在案，始據以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