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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先期建設計畫 

 

(一) 計畫總經費：99.5億元。 

(二) 計畫推動期程：自 90 年 1月 1日至 96年 12月 31日。 

(三) 計畫內容： 

1. 瓶頸路段改善工程 

A. 八堵－汐止間：擴建為三軌正線，含增設百福通勤車站 

一處。 

B. 汐止－南港間：配合鐵工局南港專案施工，預為考量未來

擴建為三軌之機制，並增設南汐止通勤車站一處。 

C. 鶯歌－桃園間：擴建為三軌正線，含消除平交道一處及 

增設北桃園通勤車站(即鳳鳴)一處。 

2. 增設簡易通勤車站 

於臺鐵基隆~新竹段增設三坑、百福社區、南汐止及北桃

園等四個車站。 

(四) 預定配合本增設平鎮臨時站案再檢討事項： 

此計畫現階段已結案，無配合本案再檢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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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段) 

 

(一) 計畫總經費：122.2億元。 

(二) 計畫推動期程：自 94年至 102年。 

(三) 計畫內容： 

1. 增設通勤車站 

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計畫建議增設簡易通勤車站

計 13 座，並配合整體建設期程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其中第一

階段(先期建設)增設通勤車站共計 6 座，年期為民國 90 年至 

96 年；第二階段(後續建設)則係延續第一階段持續推動，預計

再增設 7 座通勤車站，其中第二階段桃園都會區預計增設車站

包括國際路站、永豐路站、中原大學站、環南路站(即平鎮)，

年期為民國 94年至 102年。 

2. 既有場站改善 

為提升臺鐵縱貫線自基隆至屏東間行車效率，改善部分 

車站設施與站間路線，本後續建設計畫包含改善車站 3 座， 

擴充站間路線 1處，及增設車輛基地 1處。 

(四) 預定配合本增設平鎮臨時站案再檢討事項： 

此計畫現階段已結案，無配合本案再檢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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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鐵局早年依交通部推動「臺鐵兼具都會區捷運功能暨增設通勤車

站評估規劃」及行政院核定「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先期鐵路建設計

畫」、「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後續鐵路建設計畫(基隆-苗栗段)」，所提

建議增設各車站辦理情形彙整如下表： 

表 3-1  臺鐵都會區增設車站辦理情形 

都會 

區別 

原設站 

名稱 
已執行 尚未執行 

目前 

名稱 

啟用 

時間 
備註 

臺北 

都會區 

三坑站 ◎   三坑站 92.5  

百福站 ◎   百福站 96.5  

南汐止站 ◎   汐科站 96.12  

樟樹灣站  ◎     

浮洲站 ◎   浮洲站 100.9  

桃園 

都會區 

北桃園站  ◎  鳳鳴站  

納入桃園鐵路地下

化工程 

國際路站  ◎  中路站  

永豐路站  ◎  桃園醫院站  

中原大學站  ◎  中原站  

環南路站  ◎  平鎮站  

新竹 

都會區 

北新竹站 ◎   北新竹站 100.11  

南新竹站 ◎   三姓橋車站 105.6  

豐富新站 ◎   豐富站 105.9  

臺中 

都會區 

豐南站 ◎   栗林站 107.10  

潭子南站 ◎   頭家厝站 107.10  

太原路站 ◎   太原站 91.11 
105.10 改為 

高架車站 

臺中北站 ◎   精武站 107.10  

五權站 ◎   五權站 107.10  

烏日新站 ◎   新烏日站 95.12  

台化站  ◎     

彰化南站  ◎     

大村站 ◎   大村站 95.4  

社頭新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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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 

區別 

原設站 

名稱 
已執行 尚未執行 

目前 

名稱 

啟用 

時間 
備註 

嘉義 

都會區 

頭橋工業區站  ◎     

北嘉義站 ◎   嘉北站 94.9  

臺南 

都會區 

大橋站 ◎   大橋站 91.10  

文化中心站  ◎  林森站 施工中 納入臺南鐵路地下

化工程 台南航空站  ◎  南臺南站 施工中 

仁德站 ◎   仁德站 103.1  

高雄 

都會區 

左營新站 ◎   新左營站 95.12  

果貿新村站 ◎   左營(舊城)站 107.10  

內惟站 ◎   內惟站 107.10  

大順站 ◎   科工館站 107.10  

註：臺北、桃園及新竹都會區預定增設之 13 站已納入「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

苗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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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簡稱桃高計畫) 

 

(一) 計畫總經費：308.45億元。 

(二) 計畫推動期程：自 98 年 2月 27日至 106 年 12月 31日。 

(三) 計畫內容： 

路線起於鶯歌鳳鳴陸橋北側(K53+350)，迄於平鎮台 66 線以北

(K70+500)，全長約 17.15km，計畫內容除將桃園、內壢、中壢等 

車站改建為高架車站，將另增設鳳鳴、中路(國際路)、永豐(永豐

路)、中原(中原大學)等 4座通勤車站。 

(四) 預定配合本增設平鎮臨時站案再檢討事項： 

本案平鎮站並無含括於桃高計畫環評開發範圍內，該計畫已報

行政院准予於臨時軌工程完成桃園車站北端(K56+375)至內壢車站

以北(K62+989)路段後暫停推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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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簡稱桃地計畫，尚未奉核) 

 

(一) 計畫總經費：約 1,047.93億元。(尚未核定) 

(二) 計畫推動期程：自 109 年 6 月 1 日至 119 年 2 月 28 日。(綜合規劃

報告假設預定 109年 5月核定) 

(三) 計畫內容： 

路線起於鶯歌鳳鳴陸橋北側(K53+255.746)，迄於平鎮台 66 線

以北(K71+200)，全長約 17.945km，計畫內容除將桃園、內壢、 

中壢等車站改建為地下車站，將延續桃高計畫之核定內容增設鳳

鳴、中路、桃園醫院、中原等 4 座通勤車站，並另新增 1 座平鎮 

通勤車站。(平鎮站預定 119年 3月通車) 

(四) 預定配合本增設平鎮臨時站案再檢討事項： 

環評部分：基於桃地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審查通過，故本案大部分位於桃地計畫之施工範圍後續可依環說

書規定辦理，惟目前桃地計畫環說書並無納入本案新增用地， 

故後續本計畫須於施工前將本案內容納入桃地計畫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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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部分：本案與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大致重疊，桃地計畫範圍

內仍有用地尚須取得，故本案須待桃地計畫完成用地取得作業後 

開始進行施工，若桃地計畫用地於本案施工前仍未取得，可由本案

先行辦理租用或徵用施工 (租地及拆遷費用已納入本案編列 )， 

惟超出桃地計畫用地範圍之臨時月台及站房用地，如屬私地部分 

須先以租用或徵用方式辦理。 

工程部份：臨時月台需設置於桃地計畫工區內之軌道支承版 

上方，除部分未與既有軌道衝突之連續壁、支撐柱及支承版可先行

施工外，其餘工程須待桃地計畫臨時軌撥軌後方能開始作業， 

故桃地計畫與本案相關之工項，如臨時軌(含系統機電)、連續壁及

軌道支承版等項目，如後續時程無法配合可先由本案代辦設計 

及施工。 

五、小結 

為解決都會區大眾交通運輸需求，增設平鎮站原屬 94 年行政院

「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段)」計畫辦理

事項，其後因受政策或計畫變更影響，以致平鎮站需延至 119 年 3 月 

方能通車(假設桃地計畫 109 年 5 月核定)，致使地方民意多次陳情表達

訴求。 

爰此，為呼應民意使平鎮站早日通車啟用，業經行政院 108 年 9 月

18 日召開之審查「增設臺鐵鳳鳴臨時站建設計畫」報告書會議協調後，

另立計畫新建平鎮臨時站，以符合民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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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 

一、經濟效益評估 

(一) 運量預測 

平鎮臨時站預計民國 115 年至 119 年間營運，預測鳳鳴臨時站

(預計 113 年通車)、桃園站、內壢站、中壢站、平鎮臨時站於 

115年、117年之全日旅客運量、尖峰小時運量，如表 7-1~7-2。 

1. 有無平鎮臨時站之全日車站旅客量分析 

由表 7-1，115 年無平鎮臨時站時，鳳鳴臨時站全日進站 

運量 2.34 千人次，桃園站全日進站運量 35.40 千人次，內壢站

全日進站運量 10.79 千人次，中壢站全日進站運量 31.17 千 

人次，合計臺鐵四站全日進站運量為 79.69 千人次；有平鎮臨時

站時，鳳鳴臨時站全日進站運量 2.35 千人次，桃園站全日進站

運量 36.07 千人次，內壢站全日進站運量 11.22 千人次，中壢站

全日進站運量 29.08 千人次，平鎮臨時站全日進站運量 3.86 千

人次，合計臺鐵五站全日進站運量為 82.57 千人次。即 115 年 

臺鐵新增平鎮臨時站之全日進站運量約增加 2.89 千人次。 

2. 有無平鎮臨時站之尖峰小時車站旅客量分析 

由表 7-2，115 年無平鎮臨時站時，鳳鳴臨時站尖峰小時 

進站運量 0.36 千人次，桃園站尖峰小時進站運量 4.31 千人次，

內壢站尖峰小時進站運量 1.62 千人次，中壢站尖峰小時進站 

運量 3.76 千人次，合計臺鐵四站尖峰小時進站運量為 10.05 千

人次；有平鎮臨時站時，鳳鳴臨時站尖峰小時進站運量 0.36 千

人次，桃園站尖峰小時進站運量 4.37 千人次，內壢站尖峰小時

進站運量 1.68 千人次，中壢站尖峰小時進站運量 3.53 千人次，

平鎮臨時站全日進站運量 0.56 千人次，合計臺鐵五站尖峰小時

進站運量為 10.49 千人次，即 115 年臺鐵新增平鎮臨時站之尖峰

小時進站運量約增加 0.45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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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有無平鎮臨時站之全日進出旅客量預測 

年期 車站 

無平鎮臨時站(1) 有平鎮臨時站(2) 增減量(2)-(1) 

進站人數 

(人次/日) 

出站人數 

(人次/日) 

進站人數 

(人次/日) 

出站人數 

(人次/日) 

進站人數 

(人次/日) 

出站人數 

(人次/日) 

民國 

115 年 

鳳鳴站 2,336 2,348 2,347 2,359 11 11 

桃園站 35,395 36,391 36,073 36,991 679 600 

內壢站 10,785 10,117 11,215 10,523 430 406 

中壢站 31,169 31,062 29,082 29,225 -2,087 -1,837 

平鎮站 -- -- 3,857 3,879 3,857 3,879 

合計 79,686 79,918 82,574 82,977 2,890 3,059 

民國 

117 年 

鳳鳴站 2,429 2,443 2,437 2,451 8 8 

桃園站 36,601 37,749 37,248 38,299 647 550 

內壢站 11,320 10,634 11,777 11,068 457 434 

中壢站 32,290 32,150 30,137 30,361 -2,153 -1,789 

平鎮站 -- -- 4,005 4,031 4,005 4,031 

合計 82,640 82,976 85,604 86,210 2,964 3,234 

資料來源：本計畫預測分析整理。 

表 7-2  有無平鎮臨時站之尖峰小時進出旅客量預測 

年期 車站 

無平鎮臨時站(1) 有平鎮臨時站(2) 增減量(2)-(1) 

進站人數 

(人次/時) 

出站人數 

(人次/時) 

進站人數 

(人次/時) 

出站人數 

(人次/時) 

進站人數 

(人次/時) 

出站人數 

(人次/時) 

民國 

115 年 

鳳鳴站 355 355 357 357 2 2 

桃園站 4,310 4,380 4,365 4,775 55 95 

內壢站 1,621 1,505 1,684 1,567 63 62 

中壢站 3,760 3,739 3,526 3,540 -234 -199 

平鎮站 -- -- 563 566 563 566 

合計 10,046 9,979 10,495 10,805 449 526 

民國 

117 年 

鳳鳴站 368 367 372 372 4 5 

桃園站 4,487 4,553 4,526 4,651 39 99 

內壢站 1,729 1,601 1,797 1,669 68 68 

中壢站 3,918 3,890 3,679 3,693 -239 -197 

平鎮站 -- -- 587 589 587 589 

合計 10,502 10,411 10,961 10,974 459 564 

資料來源：本計畫預測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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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效益評估 

本計畫經濟效益評估主要係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7 年 

「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與應用軟體更新」，針對可量化

之經濟效益進行定量分析。平鎮臨時站之增設車站於民國 115 年至

119 年間營運，期間桃地計畫尚未完工。預計平鎮臨時站之經濟 

效益主要為平鎮地區部分私有運具轉移使用臺鐵，衍生旅行時間 

節省效益、行車成本節省效益、空氣污染減少效益、二氧化碳排放

減少效益。 

1. 基本假設 

A. 評估年期：評估基期為民國 108 年，平鎮臨時站營運期為

115年~119年。 

B. 物價上漲率：以每年 1.5%調整之。 

C. 社會折現率(SDR)：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7 年「交通建

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與應用軟體更新」，社會折現率

採用 4%。 

D. 經濟成本：直接引用財務成本，但不含轉移支付 (租稅 

成本、利息等)。 

2. 經濟效益評估 

將前述各項效益按年計算，得各項效益與總效益之現值，

彙整如表 7-3 所示。以社會整體經濟效益來看，本計畫將因平鎮

臨時站先行啟用，轉移部分私人運具，減少道路車流量後， 

衍生旅行時間節省、行車成本節省、空氣污染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減少等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如表 7-4，經濟成本效益評估分年明細表

如表 7-5，經濟效益值為 459.64 百萬元。由於平鎮臨時站僅營運

4 年(民國 115 年~119 年)，且服務運量較少，累計之經濟效益尚

不顯著，評估其計畫淨現值為負值、益本比 0.60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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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有平鎮臨時站經濟效益彙總 

項目 
效益值 

(百萬元，當年幣值) 

旅行時間節省效益 16.34 

行車成本節省效益 432.18 

空氣污染減少效益 3.63 

二氧化碳排放減少效益 7.50 

合計 459.65 

表 7-4  有平鎮臨時站經濟效益評估指標 

項目 增設平鎮臨時站 

淨現值 

(民國 108 年現值) 
-213.74 百萬元 

益本比 0.60 

內部報酬率 N.A 

表 7-5  有平鎮臨時站經濟效益評估分年表 

單位：百萬元，當年幣值 

年期 
建造 
成本 

營運維修成本 
成本 
小計 

旅行時
間節省 

行車成
本節省 

空氣汙
染減少 

CO2 排
放減少
效益 

經濟效
益合計 

淨效益 
(當年幣值) 

淨現金 
(108 年現值) 

109 1.8  1.8      -1.8 -1.73 

110 43.08  43.08      -43.08 -39.83 

111 13.16  13.16      -13.16 -11.70 

112 95.97  95.97      -95.97 -82.04 

113 170.66  170.66      -170.66 -140.27 

114 93.45  93.45      -93.45 -73.85 

115 79.04 35.00  114.04 2.98  80.12  0.67  1.23  85.01  -29.04 -22.07 

116   35.52  35.52 3.12  83.22  0.70  1.38  88.42  52.9 38.65 

117   36.05  36.05 3.26  86.22  0.72  1.45  91.65  55.6 39.06 

118  36.58 36.58 3.41 89.61 0.75 1.64 95.41 58.83 39.74 

119  37.12 37.12 3.57 93.01 0.78 1.80 99.16 62.04 40.30 

合計 497.16 180.27 677.43 16.34 432.18 3.63 7.50 459.65 -217.79 -2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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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 

(一) 基本假設參數設定 

1. 評估基期 

本計畫評估基期以 108年為準。 

2. 評估年期 

本計畫評估年期自 108 年至 119 年底止，其中 108 年至

114年為設計及興建期；115年至 119年為營運期。 

3. 折現率 

本計畫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1.06%) 

作為折現率。 

(二) 計畫自償率分析 

本計畫成本項部分，建造成本約為 49,716 萬元，營運及維修 

成本平均每年約 3,654 萬元。收入項部分，臨時站票箱收入增量 

平均每年約 1,081 萬元，又因臨時站計畫沒有車站土地開發收益、

租稅增額收益及 TOD土地開發收益，故僅有鐵路本業收入。 

依表 7-6 所示，計畫自償率約-24.13%、財務淨現值為-58,559

萬元，因本計畫不具財務自償性，爰須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表 7-6  平鎮臨時站財務計畫收支情況表 

單位：萬元，當年幣值 

年期 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 

(108 年度現值) 
票價收入 

附屬事業 

收入 
營運成本 維修成本 

營運期 

淨現金流量 

營運期 

淨現金流量 

(108 年度現值) 

109 (180) (178)       

110 (4,308) (4,218)       

111 (1,316) (1,275)       

112 (9,597) (9,201)       

113 (17,066) (16,190)       

114 (9,345) (8,772)       

115 (7,904) (7,342) 958  19  (3,163) (337) (2,523) (2,343) 

116   1,016  20  (3,210) (342) (2,516) (2,312) 

117   1,077  22  (3,258) (347) (2,506) (2,279) 

118   1,142 23 (3,306) (352) (2,493) (2,243) 

119   1,211 24 (3,354) (357) (2,477) (2,205) 

合計 (49,716) (47,175) 5,404 108 (16,291) (1,736) (12,514) (1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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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建設計畫之經濟或財務效益固然重要，但許多交通服務之效益並 

不容易量化。以都會區的捷運系統而言，約 800 公尺即有 1 個車站， 

而本案中壢到埔心距離有 6 公里，即便中間再增加平鎮站，各站間也有

3公里距離，仍遠低於一般捷運站距標準。 

再者，隨著桃園都會區發展規模及強度增加，近年中壢站平均 

年客運量已達 1,000 萬人次(屬臺鐵高運量車站，全台排名第 3，僅次於

臺北站及桃園站)，車站尖峰運量及運輸能量已趨於飽和，因此，新增 

平鎮站後除了可提高交通運輸便利性，節省民眾前往車站之距離及 

時間，亦可分散中壢站運輸負荷，提昇臺鐵服務品質。(新增平鎮臨時站

後之平鎮站旅客量，屬旅客增量佔 60%，屬中壢站轉移量佔 40%) 

平鎮站原屬 94 年「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 

(基隆-苗栗段)」計畫辦理事項，後因受政策或計畫變更影響造成通車 

時程延後，考量政府應照顧人民基本行之需求，再者本案實係延續前開

「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段)」辦理， 

設站原由旨在呼應民意需求、服務地方居民及提昇交通便利性，並藉此

培養旅客搭乘習慣，故仍具新建車站之必要性。 

 

 

 

 



交通部鐵道局 

增設臺鐵平鎮臨時站建設計畫 

 41 

捌、附則 

一、風險管理 

(一) 風險辨識 

本計畫經初步檢討可能面臨包括風險： 

1. 無廠商投標。 

2. 桃地計畫環差審查及建造執照等文件申請作業延遲影響施工。 

3. 因線形設計新增用地引致用地取得作業延遲。 

(二) 風險分析 

本計畫參採「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訂定之「風險 

發生機率分類表」及「風險影響程度分類表」針對上開風險項目 

分析如下： 

1. 發生機率分類 

表 8-1  風險發生機率分類表 

可能性分類 描述 內容 

幾乎確定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發生 — 

可能 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無廠商投標。 

 環差審查及建造執照等文件申請作業冗長可能影響施工。 

 因新增施工用地導致用地取得延遲影響施工。 

幾乎不可能 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 

2. 影響程度分類 

表 8-2  風險影響程度分類表 

衝擊或後果 說明 目標達成 

非常嚴重(3) 無廠商投標，本計畫無法執行 經費或工期大量增加 

嚴重(2) 環差審查建造執照等等未如期取得，將影響實際動工時間 經費或工期中度增加 

輕微(1) 線形設計超過桃高計畫因而新增用地，引致用地取得作業延遲。 經費或工期部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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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評量 

本計畫計有風險項目計有 3 項，經風險評估結果，其風險分布

情形如風險圖像如表 1均超出風險可容忍值 2，應進行風險處理。 

表 8-3  風險評量項目表 

影響程度 風險分布 

非常嚴重 

(3)  
無廠商投標。 

 

嚴重 

(2)  

環差審查及建造執照等申請作
業冗長影響施工。  

輕微 

(1)  

新增施工用地，引致用地取得
延遲影響施工  

可能性 
幾乎不可能 

(1) 

可能 

(2) 

幾乎確定 

(3) 

(四) 風險處理 

有關上列 3項風險，規劃處理方式如下： 

1. 無廠商投標 

本項風險可透過提供合理標價、核實檢討工期，以及規劃

期間排除施工可能之障礙，藉以提升廠商投標意願，降低風險

發生機率。 

2. 環差審查及建造執照等文件申請作業延遲影響施工 

本項風險可透過規劃期間核實檢討相關法規、減少辦理 

環差程序及建造執照等申請過程因不合規定遭致退件反覆作業

程序時程情形、減少作業往返時間，降低作業延遲影響施工之

風險發生機率。 

3. 因線形設計新增用地引致用地取得作業延遲 

本項風險可透過規劃期間，詳細檢討相關需求，儘可能在

桃地計畫劃定之用地範圍內，規劃符合設計標準之線形設計，

避免新增過多用地，避免因用地取得作業延遲而影響施工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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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機關配合事項及民眾參與情形 

(一)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本計畫目前相關規劃作業係由交通部鐵道局主辦，後續設計及

施工將委由交通部鐵道局所屬工程處辦理。此外，平鎮臨時站施工

及營運期間，將局部影響新富一街，將請桃園市政府協助後續都市

計畫變更、用地取得、交通維持等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事項。 

(二) 民眾參與情形 

平鎮站雖併納入「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 

(簡稱桃地計畫)」辦理，惟施工中軌道切換整體需求須配合桃地 

計畫時程循序施作，在桃地計畫於 109 年 5 月奉行政院核定之假設

情形下，平鎮站預計 119 年 3 月方能通車，與原先「臺鐵都會區 

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段)」之預定通車期程

(102 年)已逾 17 年；其後民眾為期平鎮站可早日通車啟用，遂多次

陳情表達訴求，業經交通部及桃園市政府召開會議，並經行政院

108 年 9 月 18 日召開協調會議後，決議另立計畫辦理增設平鎮臨時

站建設計畫，以符合民意需求。 

三、分年經費表，詳如附表 1。 

四、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詳如附表 2。 

五、本計畫與其他機關業務關聯表，詳如附表 3。 

六、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詳如附表 4。 

七、公共建設財務策略規劃檢核表，詳如附表 5。 

八、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詳如附表 6。 

九、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 

本計畫爰係依行政院 108年 9月 18日之審查「增設臺鐵鳳鳴臨時站

建設計畫」報告書會議結論三：「另有關桃園市政府所提，本院 94 年

亦曾核定增設平鎮站，同屬政府早已承諾辦理而目前納入鐵路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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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的建設，為符公平性，請交通部立即啟動增設平鎮臨時站建設

計畫之報核作業。」，另立計畫辦理增設平鎮臨時站建設計畫，爰無替

代方案。 

十、二氧化碳之節能減碳目標 

本計畫車站將要求設計單位採用輕量化設計、耐久化設計及再生 

建材，以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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