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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附則 

10.1.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10.1.1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經費減縮方案研析過程 

10.1.1.1 前言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案奉行政院經建會 82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會報第 35 次委員會議院長指示，台中市及台

南市鐵路地下化建設原則同意辦理。民國 84 年 12 月完成綜合規劃

，民國 85 年 11 月台南市政府陳請將台南車站列為古蹟，因而已完

成之綜合規劃須配合修改，其計畫北起台南縣永康站南端之中華陸

橋以南約 0.36 公里處（UK356+962），南至生產路以南約 1.41 公

里止（UK364+512），全長 7.55 公里，所需經費約 296 億元，工期

八年。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修正綜合規劃」案提報交通部後，

89 年 12 月 5 日交路八十九字第Ｏ一二六九四號函示，請就工程內

容、施作範圍及計畫期程再作檢討。本處乃參照 89 年 12 月 22 日

召開之「研商台中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相關事宜」會議結論(二)：

「請地鐵處會同鐵路局考量鐵路未來經營形態、主要車種之安全設

計等因素就現行鐵路規章有關坡度限制之規定進行檢討，以確認鐵

路地下化之區間是否得以縮減及本案計畫精簡計畫內容，在確認坡

度限制調整後，並重新估算鐵路地下化及高架。」進行檢討經費縮

減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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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縮減案 

一、工程範圍 

本工程原規劃案考量鐵路地下化實際限制及環境與社會

經濟需求因而涵蓋台南市及台南縣永康鄉、仁德鄉，但為配合

政府財政問題朝撙節經費方向進一步檢討經費縮減案之範圍

，經配合台南市區發展及台鐵鐵路規章，重新檢討路線坡度與

線形，由於台南車站因受南端民族路排水箱涵（主幹道）之高

程控制地下車站無法由地下三層提昇為地下二層，車站以北因

受限於平交道及地形坡度因素無法再將隧道縮短，隧道縮短可

行之處為車站以南之地段。研擬結果，計畫路線可縮小之範圍

北起永康站南端 UK356+962 處（同原規劃案），南至 UK363+080

（生產路前）處接回現有軌道，全長 6.12 公里，較原案縮短

1.43 公里。 

二、工程內容 

本案為避免損及經濟效益並兼顧市區自然環境、道路系統及

台鐵運轉需求，原則上台鐵設施、站區開發規模、車站特定區都

市計畫規劃建物構造等，都維持原案水準，僅就營運需求工程範

圍及工程技術予以檢討縮小規模，擬變更部分分述如后： 

1.台南車站以北之線形與坡度與原規劃案相同可消除實踐街

及東豐路二處平交道。 

2.台南車站與原規劃相同，為地下三層二月台四股道。 

3.台南車站以南之隧道縮短，引道在生產路之前即 UK363+080

處銜接現有軌道，故生產路、寶龍路、後勤司令部三處平交

道無法消除。 

4.永久軌平面線形與原規劃案相同，有關縱斷面坡度及台南車

站南北兩端分別採用 10.22‰ 及 14.07‰  (均含曲線折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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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符合台鐵規章。 

三、工程經費 

本經費縮減方案之總工程費為 270.77 億元，其分析比較如下表：                                                 

單位：仟元 

 

原規劃案 

UK356+962～ 

UK364+512 

規模縮小案 

UK356+962～ 

UK363+080 

壹、細部設計階作業費用 531,920 464,272 

貳、工程建造費 25,858,142 23,207,464 

  貳 1、直接工程費 18,342,055 16,009,388 

        1、主體工程 13,504,387 11,535,946 

        2、周邊工程 228,036 227,960 

        3、臨時工程 395,477 384,025 

        4、機電工程 3,526,971 3,174,273 

        5、軌道工程 687,184 687,184 

  貳 2、間接工程成本（約 10%） 1,834,206 1,600,938 

  貳 3、工程預備費（約 13%） 2,384,467 1,600,938 

  貳 4、物價調整費 3,297,414 3,996,200 

參、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011,827 3,245,782 

肆、公共管線設施遷移費 92,000 91,000 

伍、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 71,209 47,487 

經費總計 29,586,098 27,056,005 

 

四、工期 

因本工程之要徑是車站主體工程，故隧道長度雖縮短，但

工期不受影響與原規劃案相同於核定後第 8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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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3 高架化案 

台南市為本省最早開發之城市，現仍為南部第二大都市。此種

古老都市具有街道狹隘，拆遷拓建不易等特質，造成日後交通問題

日益嚴重。民國八十年台灣省交通處為解決社經發展衍生之交通與

都市發展問題，特委託美商美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鐵路立體化

可行性之研究，因市區地段鐵路兩側之民房緊鄰鐵道拆遷不易、鐵

路高架完工後對兩旁民房之車行噪音震動等環境衝擊問題難以解

決，不考量鐵路高架化方案。 

目前計畫路線之環境現況與民國 80 年之環境變化不大，故高

架化仍不列入替代方案。 

10.1.1.4 原規劃案與經費縮減案之比較 

僅就經費縮減替代方案與原規劃之工程範圍、主要機能、經費

、工期、優缺點，變更對計畫之可能影響與對策等項目，列表比較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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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範圍 1.工程範圍：北起永康站南端(UK356+962)至生產路北側(UK363+080)
，全長約 6.12公里，其中隧道段(含車站)5.21公里，引道段 0.91
公里。較原規劃之 7.55公里縮短 1.43公里。 

2.最大坡度為南端隧道 14.07‰ ，符合台鐵規章。 

2.主要機能與原
規劃之比較 

1.促進車站地區
更新發展 

規劃火車站特定專用區 機能不變 

開發站區大樓 機能不變 

  運用鐵路廊帶土地 機能不變 

 2.提昇運輸績效 建立交通轉運中心 機能不變 

  整體規劃道路系統 機能不變 

  消除鐵路平交道 三處平交道無法消除 

  改善交通公共設施 機能不變 

 3.改善環境品質  機能不變 

 4.美化市容景觀  機能不變 

3.計畫經費 約 271億元，比原規劃之 296億元減少 25億元。 

4.工期 與原規劃相同於核定後第八年完工 

5.優點 1.工程範圍內之主要機能不改變。 

2.計畫經費較原規劃縮減 25億元。 

6.缺點 1.南端三處平交道無法消除(生產路、龍寶路、後勤司令部)，其中生
產路位於台南航空站附近道路交通流量大，民意仍須加強溝通。 

2.工程經費仍然龐大，地方政府之財務負擔沉重。 

7.變更對計畫之
可能影響與對
策 

有關各級政府之經費分擔比例，建議由行政院主計處洽商財政部算定
台南市政府之財力級次後，召集台南市政府有關單位協商，依據「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檢討台南市政府之財政承擔能
力，如地方政府目前財政困難無法承擔，則將本計畫暫緩推動，俟財
政狀況改善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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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鐵路立體化建設推動優先順序之初步研究 

本節主要說明運研所所著「鐵路立體化建設推動優先順序」之研

究，作一初步之說明，並將與「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相關之部

份予以摘錄。 

10.1.2.1 前言 

台鐵之建設與營運，對其沿線都市之初期發展，具有良性的催

化作用。惟近年來，因都市人口不斷增加，道路交通日益繁忙與擁

擠，於道路與鐵路平面相交之處，由於時有鐵路列車通過而阻斷道

路交通，對都市交通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而平交道雖可藉由興建

地下道或高架陸橋等立體分隔方式將鐵路與道路交通予以分離，但

對於地下道或高架陸橋兩側之土地使用，卻仍可能存在著不利之影

響，且對鐵路限制都市土地使用，以及破壞街廓完整與市容景觀等

方面，則並無實質的助益，亦即無法同時解決都市發展與道路交通

之問題。基此，各地方政府與民意，迭有將其都市地區之鐵路予以

立體化的要求，除期因此消弭鐵路對市區所造成之阻隔，達到改善

都市交通之效外，更希能藉此促進都市的整體均衡發展。 

雖然鐵路立體化可收促進都市發展與改善都市交通之效，惟其

所需工程經費通常頗為可觀，故基於政府財政狀況，以及整體運輸

資源有效運用與分配之考量，對於各都市地區鐵路立體化之推動，

期建設一客觀、具體的評估審核標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依據交通

部 91 年 5 月 30 日交路字第 0910035459 號函結論：至於「台南市

區鐵路地下化工程」乙案，應充分考量財務負擔、都市更新、台鐵

前後站連通及平交道改善等課題，請運研所再廣泛收集國外有關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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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過都會地區之相關做法資料，增補「鐵路立體化建設推動優先

順序之研究」案內容，並併案檢討後再議，因此運研所對於「鐵路

立體化建設推動優先順序」作一初步研究，據以排定各都市地區鐵

路立體化建設之推動優先順序。 

10.1.2.2 研究範圍與對象 

該研究係以台鐵環島路線所服務之都市地區之研究範圍，並以

前經各相關機關曾辦理可行研究且未實際推動執行之都市為評估

對象，計包括基隆市、桃園、中壢地區、新竹地區、台中地區、彰

化地區、員林鎮、斗六地區、嘉義地區、台南地區、高雄都會區、

屏東市、宜蘭地區、花蓮地區等。 

10.1.2.3 研究方法 

由於鐵路立體化建設係屬公共運輸建設，其興建優先順序之影

響將含括監督管理者(政府)、營運者(台鐵)及社會大眾(使用者與

非使用者)等層面，因此可運用多準則群體決策方法來處理並簡化

此一複雜問題。又由於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日趨複雜，整個都市之

發展亦充滿許多不確定性，亦即往往是在模擬環境下進行鐵路立體

化推動之決策評估。因此，該研究便嘗試以模糊德菲法（Fuzzy 

Delphi Mothod ） 及 TOPSIS （ Technique fo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ldeal Solution）法作為評估各都市地區鐵路立體

化建設推動優先順序之方法，並將依據評估結果，排定各都市地區

鐵路立體化建設推動之優先順序，俾供決策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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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4 研究內容與流程 

該研究重要工作內容分為四大部分，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都市地區鐵路立體化研究近況分析 

首先針對鐵路立體化研究與規劃之基本背景、階段發展進

行分析，之後則就各研究內容進行比較分析，再對各都市地區

鐵路立體化研究與推動現況分別加以說明，並彙整比較各都市

鐵路立體化經濟效益與益本比評估，最後提出鐵路立體化計畫

辦理與推動課題。 

二、文獻與國內外案例回顧 

文獻回顧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係回顧國內外有關鐵路

立體化研究與計畫排序方法等之相關文獻，並就回顧結果進行

評析及歸納綜整；第二部分係回顧國內外鐵路立體化案例，以

作為國內未來實際推動鐵路立體化建設時之參考。 

三、評估準則之建立與相對權重之訂定 

應用模糊德菲法萃取專家學者之經驗學養，俾由眾多初擬

的評估準則中，篩選出重要的評估準則；另以三角模糊函數來

表示專家群體對於各準則權重的共識。 

四、鐵路立體化推動優先順序評估 

為利各都市地區鐵路立體化計畫之相互評估比較，並供整

體決策參考，該研究在進行推動優先順序評估前，先擬訂必要

符合及判定準則之參考標準，進行初步審核之篩檢，再以

TOPSIS 方法進行鐵路立體化建設推動之排序評估。 

至於評估流程詳如圖 10.1.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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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5 鐵路立體化研究與推動緣由分析 

該研究將進一步就鐵路立體化之研究與規劃的時程和計畫推

動，劃分為三階段分述如下： 

 

 
 

 

 

 

圖 10.1.2.4-1  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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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民國 79 年以前） 

隨著都市人口密度的提高，以及車輛數與持有率的增加，

鐵路平交道所產生交通延滯問題乃日趨嚴重，早期台北市中華

路所面臨之問題即屬之，故於四、五十年代，台北市即已開始

就相關問題進行台灣地區最早之鐵路改善研究。台北市於民國

47 年展開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工作，並於民國 53 年曾對改

道二重埔過河案進行水工模型試驗，其結果顯示板橋一帶之洪

水位將因而提高，遂予緩議。而後歷經民國 56 年經合會(經建

會前身)評估建議之原地高架案，與民國 62 年交通部委託美國

派森斯(Parsons)公司進行鐵路地下化初步工程規劃，皆因工

程經費過鉅，且牽涉過於複雜，遂又予以擱置。直至民國 65

年，交通部因進行台北地區大眾運輸系統規劃，需與台北市區

鐵路改善方案相互配合，乃設專案小組再對台北市區鐵路立體

化進行通盤研究，並於民國 66 年 3 月及 5 月邀請日本太平洋

顧問公司及德國鐵路顧問來台參加審議。民國 68 年時，交通

部運輸計畫委員會委託德國鐵路顧問公司及中華顧問工程司

進行『台北市區鐵路改善計畫評估研究』，於其評估與建議報

告中，選定了『高架化』、『地下化』、『繞道案』三個可行

方案，最後擇定含台北車站納入地下的延長隧道方案。民國 72

年『交通部台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成立後，乃積極著手進

行鐵路地下化之工程，並接續進行地下化東延松山及西延板橋

之可行性研究。綜合上述，顯然第一階段之鐵路立體化可行性

研究工作，主要係以台北地區為研究對象，並將鐵路立體化(地

下化)工程於台北市區付諸實施。 

二、第二階段（民國 79 年～82 年） 

民國 78 年 9 月時，台灣地區第一個鐵路地下化工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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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區萬華－華山段）完工通車，為台灣地區鐵路工程立下新

的里程碑，也為鐵路與都市發展之互動關係帶來新的模式。因

此，民國 79 年省政府乃依據民國 79 年 2 月院頒『改善交通全

盤計畫』第二部份：城際運輸系統發展計畫之環島鐵路網發展

計畫之要求，開始推動進行各主要都市鐵路立體化(郊區化)可

行性研究（省政府之執行對象為桃園、台中、嘉義、台南等主

要都市地區），期就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管線拆遷、道路交

通、鐵路營運、經濟效益、工程可行性等層面，對鐵路立體化

或郊區化之問題予以深入研究評估。其後經地方民意之強烈反

應與爭取，省府委員會議（民國 79 年 1 月 15 日第 1975 次會

議）乃決議，將進行鐵路立體化(郊區化)可行性研究之對象擴

大為基隆、桃園(含中壢)、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

屏東、花蓮、宜蘭等十個都市地區。綜合上述，顯然第二階段

之鐵路立體化(郊區化)可行性研究工作，主要係以台灣省各主

要都市地區為研究對象，惟大抵仍處於『可行性研究』或『初

步規劃』階段。 

三、第三階段（民國 82 年以後） 

民國 82 年以後，相關主要都市地區之鐵路立體化(郊區化

)可行性研究計畫已陸續完成，然由於鐵路立體化所需工程經

費龐大，再則近年來政府同時推動之重大建設計畫相當多，財

務負擔沉重，致無法於短時間內執行所有都市地區鐵路立體化

計畫。但考量鐵路對都市發展之影響的嚴重程度，故民國 84

年 4月省府會議乃決議將台中與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列為

優先辦理，並開始進行規劃設計事宜；至於其他都市地區，或

因目前尚未具經濟可行性，或因政府財政短絀之故，其鐵路立

體化計畫現均暫緩推動；惟中央與省政府亦同意由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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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籌措財源（如以鐵路立體化所釋出之土地的利用與規劃來

吸引民間投資），推動其都市地區鐵路立體化之規劃、興建工

作，但考量其投資龐大，故要求縣(市)政府仍需按規定先進行

綜合規劃提送中央審議，如嘉義市為推動其市區鐵路立體化工

作，業已自行辦理鐵路立體化土地利用計畫，目前亦即將進行

都市計畫、交通系統、財務計畫、鐵路營運配合等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顯然第三階段之鐵路立體化工作，主要係積極辦理

台中和台南的規劃建設工作，至於其他都市地區，則將再視鐵

路對其都市發展之影響情況，以及政府的財政負擔能力，再決

定其建設時程。 

10.1.2.6 台南市鐵路立體化推動狀況分析 

台灣地區除台北都會區萬華至松山段已完成鐵路地下化，松山

至南港段已奉核辦理外，其餘計有 13 縣市地區已分別完成鐵路立

體化相關規劃或可行性研究，以下茲就台南市區推動鐵路立體化建

設之背景說明如後：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北起台鐵縱貫線之永康站南方 3.7

處公里，南至保安站北邊 2.79 公里處止，全長約 7.55 公里，工

期為核定後第八年完工，計畫總經費約 296 億元。益本比為 1.08

，前已報部，尚未審定，現正由交通部鐵工局依交通部意見辦理

綜合規劃之修正作業。 

10.1.2.7 評估準則之選取 

利用前述所提出之鐵路立體化建設推動優先順序評估準則篩

選法－模糊德菲法，該研究針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內之 14 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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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及有效問卷均為 13 份），俾瞭解專家群體之

意見。其進行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一：建立影響因素集 

本研究由各項文獻中整理歸納初步的影響因素集如表

10.1.2.7-1 所示。 

表 10.1.2.7-1  初擬之評估準則及其說明 

標的 準則 說明 

促
進
都
市
發
展 

都市空間阻隔減少 減少鐵路沿線阻隔空間之長度 

沿線土地使用價值與效率增加 鐵路沿線土地每年平均增值額度 

都市發展用地增加 
鐵路路權用地釋出後，可提供作為都市發展

之用地 

改
善
都
市
交
通 

旅行成本節省 道路交通改善所減少之整體路網旅行成本 

平交道延滯減少 平交道改善後車輛延滯減少之時間 

平交道安全改善 平交道肇事次數之減少 

運輸系統整合與協調 與其他運輸系統之整合與協調 

改
善
環
境
品
質 

都市景觀美感改善 對鐵路沿線都市景觀的改善程度 

居民隱私權改善 對鐵路沿線居民隱私權的改善程度 

空氣污染改善 對空氣污染的改善程度 

噪音、振動改善 對噪音、振動的改善程度 

財
務
可
行
性 

鐵路營運衝擊 台鐵每年平均所需增加之營運維修費用 

場站聯合開發收益 場站聯合開發之租金或收入 

建造與土地取得成本 建造與土地取得所需之成本 

工
程
可
行
性 

施工所需時間 工程施工所需之時間 

工程建造困難度 工程施工時之困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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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蒐集決策群體意見 

將上述所得之結果，以問卷方式蒐集專家之意見。 

步驟三：應用模糊德菲法篩選評估準則 

如表 10.1.2.7-2 及圖 10.1.2.7-1 所示。 

表 10.1.2.7-2  篩選後之重要評估準則 

標的 評估準則 極小值 幾何平均數 極大值 

促進 

都市發展 
都市空間阻隔減少 6 8.463 10 

改善 

都市交通 

平交道延滯減少 5 7.705 9 

平交道安全改善 7 8.239 10 

改善 

環境品質 

都市景觀美感改善 7 8.723 10 

噪音、振動改善 5 7.961 10 

財務 

可行性 

場站聯合開發收益 5 7.707 10 

建造與土地取得成本 2 7.397 10 

工程 

可行性 
工程建造困難度 5 8.029 10 

 

 
 

圖 10.1.2.7-1  評估準則層級架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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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理本研究各評估準則之模糊權重如表 10.1.2.7-3 所示。 

表 10.1.2.7-3  各評估準則之模糊權重 

標的 評估準則 MIN AVG MAX 

促進都市發展 都市空間阻隔減少 0.0897 0.1881 0.3060 

改善都市交通 
平交道延滯減少 0.0481 0.0800 0.1180 

平交道安全改善 0.0624 0.1009 0.2164 

改善環境品質 
都市景觀美感改善 0.0269 0.0604 0.1407 

噪音、振動改善 0.0611 0.1419 0.3552 

財務可行性 
場站聯合開發收益 0.0426 0.0784 0.1378 

建造與土地取得成本 0.0504 0.1131 0.2024 

工程可行性 工程建造困難度 0.0510 0.1440 0.2348 

 

10.1.2.8 評估結果及建議 

一、該研究回顧國內外鐵路立體化案例（日本小田急小田原線、東

急目黑線、近鐵京都線、西武池袋線、香港九廣輕軌捷運鐵路

、美國俄亥俄州鐵路、台灣地區之苗南鐵路）發現，鐵路立體

化工程在日本各都市地區與美國等地已陸續展開研究、推動並

陸續完工。日本於鐵路立體化建設完成後，對於改善鐵路交通

安全問題成效顯著，而美國則於立體化工程進行前，先進行成

本、工程複雜度、環境衝擊、社區與鐵路當局支持度及經費籌

措之優先順序評估，分出不同推動之層次後，再陸續推動可行

性較高之計畫，其餘可行性較低之計畫則繼續研究與檢討。 

二、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專家訪談及實務經驗初擬都市鐵路立體

化推動優先順序之評估準則共 16 項，惟經採用模糊德菲法進

行準則簡化篩選後，各項較重要且具代表性之評估準則計有：

都市空間阻隔減少、平交道延滯減少、平交道安全改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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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美感改善、噪音振動改善、場站聯合開發收益、建造與土

地取得成本、工程建造困難度等 8 項。 

三、前述二大階段之都市地區鐵路立體化計畫經濟效益益本比大於 1

較有規模推動外，其他地區如：潭子、豐原、員林…等屬於較小

規模立體交叉改善案，若其影響範圍不大，似可以參酌本研究回

顧之苗南鐵路模式朝單點之小規模改善或循行車保安計畫平交

道改善方向加以解決，以保障當地交通與台鐵列車之安全。 

四、本研究重點係在於研擬、分析鐵路立體化建設之評估準則、審

核標準或進行推動優先順序之排序，其中之評估資料係採用國

內各相關單位歷年來所完成之計畫資料，再經專家問卷結果加

以分析，或參採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之可行性研究與其他相

關報告綜整研析而得。因國內各相關單位歷年來所完成之計畫

資料，部分為小規模研究，各案間之比較基礎不盡相同，實有

必要整體加以評估檢視。後續研究可建置一全面性、系統性之

量化資料庫，以量化資料方式呈現各地區鐵路立體化建設之必

要性與急迫性，以使各地區鐵路立體化改善建設推動之優先順

序之排序更為公正、客觀，以供未來進行決策時之參考。 

五、鐵路立體化並非解決鐵路穿越都市地區所衍生之相關問題的唯

一解決方法，而較為可行且可治本之方法，應針對各地區環境

的發展特性，藉都市計畫手段於都市發展之初妥以規範，以共

存共榮方式予以解決。如此方能使都市發展與鐵、公路運輸系

統間相輔相成，且共同發揮其最大之功能。 

六、由於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計畫經濟效益益本比大於 1，具

有鐵路立體化之推動規模，建議中央政府將台南市區鐵路地下

化工程列為優先推動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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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其他有關事項 

10.2.1 鐵路地下化向北延伸可行性初步探討 

由於台南科園發展日趨成熟，且因應園區開發交通及地方民意需

求日趨殷切，因未來地下化範圍可能延伸至永康、新市等，經初步研

究為保留向北延伸彈性，於設計階段宜就下列事項予以考慮： 

1.於細設時變更部份鐵路地下化高程，以穿過柴頭港溪，保留向北延

伸彈性。 

2.或可考量在柴頭港溪下方足夠深度施築延伸隧道，並在北引道終點

（約在聖功女中附近，原地下化隧道之變坡點處）保留一岔口，以

作為地下化工程範圍延伸使用。 

10.2.1.1 向北延伸方案分析 

向北延伸可行性評估因子有： 

˙交通因素 

˙工程可行性 

˙經濟效益 

˙開發時程 

˙環境影響 

˙鐵路營運 

˙工程費用 

˙都市發展 

初步研擬延伸至南台工專、永康站、新市站三個方案分析如下： 

方案一：延伸至南台工專 

本方案僅考慮穿過柴頭港溪及中華路後即出土。 

方案二：延伸至永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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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永康站在台南車站地下化後，擔負部份貨運業務。

因此考量本案延伸範圍，並不包含永康站之遷移亦即永康

站仍維持地面車站。僅將立體化範圍延伸至永康站前。 

方案三：延伸至新市站 

本案延伸範圍包含永康站之立體化。 

10.2.1.2 評估結果 

1.由於向北延伸係民意之趨向，所研擬之方案尚需經過審慎之評估

始可決定。 

2.研擬延伸至永康、新市牽涉到車站立體化、貨運設施之轉移，尚

必須和台鐵運務處、調度總所、工務處、工務段、電務處等單位

做長時間之協調，及做確實之分析評估，於細部設計階段須做完

善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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