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縣議會第 17 屆第 8 次定期會

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報告

報告人：劉志清 董事長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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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召開第 17 屆第 8 次定期會，在此向各位彙報本公司業務。
承蒙

貴會對本公司的鞭策與支持，使得本公司業務得以持續發展，在此

先代表本公司全體同仁向各位議員先進致上最誠摯之敬意與謝意。
本公司於 99 年 3 月 29 日由本府全額投資成立，成立初期為節省人事
成本，前由本府地政局簽奉核准由本府各局處派員兼辦本公司各部門相關
業務，後於 101 年 6 月 25 日由本府工商發展局簽奉核准，處長級以下職務
免兼，今年李總經理維峰上任後為強化行政效率，因應航空城公司未來業
務需求，調整本公司組織架構，以加速業務推動，並期待未來創造豐厚收
入。
本公司擔任桃園縣政府「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組織工作之幕僚單
位，負責該委員會各項行政工作及聯繫等工作事項，並召開大會、會前會、
專案分組會議等，作為各項業務之協調統整，以協助縣府順利推動航空城
計畫。
另外本公司與縣府工商局共同整合招商資源，統一辦理航空城招商業
務，同時積極展開國內、外招商引資等業務，來活化與提升台灣經濟發展。
未來本公司除持續共同辦理招商業務外，並開展多項業務，如：推動
電子票證、承接專案管理顧問、辦理投資開發與資產管理等工作，朝多元
且提升產業發展方向前進。
以下謹將 102 年 4 月至 102 年 9 月間重要工作執行概況，以及未來努
力方向提出報告，俾利各位議員先進瞭解本公司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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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 桃園航空城計畫推動幕僚工作
(一)配合行政院於 101 年 9 月 18 日宣布「桃園航空城」計畫正
式啟動，及辦理桃園縣政府協調應辦相關事宜，並依據縣長
室 101 年 10 月 19 日簽示由本公司辦理後續幕僚工作。
(二)102 年 4 月至 9 月間，因應桃園航空城計畫持續推動(4 月
25 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桃園航空城新訂都市計
畫範圍、7 月 24 日起公開展覽桃園航空城新訂都市計畫)，接
續辦理「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各項業務：
1. 推動委員會會議 4 次－
因應桃園航空城計畫推動情形，本公司綜整各項行政業務，
由縣長率相關局處首長定期召開大會。本公司並製作會議
紀錄以利後續縣府追蹤列管。(相關資料請詳附件一)
2. 會前會會議 4 次－
因桃園航空城計畫各項業務已陸續展開，為能整合各機關
(構)辦理進度與開發時程，另由執行秘書(本公司李總經理
維峰)與二位副祕書長共同召開會前會，並將會議辦理情形
陳報大會。同時依各機關(構)辦理工作專案列管，以能整
體規劃及控制時程。目前列管專案暫計 68 案，依專案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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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數目如下：
用地取得組－33 案
開發建設組－18 案
財務組－1 案
產業招商組－7 案
行銷推廣組－8 案
公共關係組－1 案
(執行中案件計 22 案，規劃中案件計 46 案)
(相關專案資料請詳附件二)
3. 專案分組會議 6 次－
此外，為能進一步統整各機關(構)辦理航空城計畫權責分
工與整合資源，同時擬訂相關計畫陳報縣長，特召開專案
分組會議，由相關局處共同參與，以配合開發時程儘早規
劃準備與分工協調。本專案分組依招商業務、都市計畫暨
用地取得、基礎建設與行銷宣傳等主題召開統整會議。(相
關資料請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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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桃園航空城招商業務
配合機場商務發展及核心產業群聚發展，搭配海空雙港(桃園機
場、台北港)及自由貿易港區等區位優勢條件，同時結合周邊區域
既有產業資源及本縣優勢產業連結發展，並提供發展腹地與便捷
的運輸系統，進行各項招商活動，以創造就業能量，引領台灣經
濟啟航，帶動國家產業升級。
目前多家具知名度與指標性廠商(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 已與本公司表達合作與進駐之意願。
未來將持續接訪國內外廠商，協助瞭解桃園航空城開發計畫與產
業規劃，並配合本府多元行銷管道等整體招商策略(國內外招商說
明會、優化投資環境、單一窗口客製化服務與產業規劃等)，繁榮
桃園在地經濟與提升國際競爭力，帶動台灣的經濟與國際地位。
為宣揚航空城計畫及行銷對本縣及國家競爭力提升之重要性，
以爭取本縣縣民全力支持航空城政策推動，本公司持續協助縣府
推動航空城開發計畫，以下彙整辦理情形：
日期 活動事宜

辦理事項

4/11 中華電信拜訪桃園航空城公司

招商

4/22 拜訪桃園航空城諮詢顧問團 蔡勳雄顧問

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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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拜訪桃園航空城諮詢顧問團 徐小波顧問

拜會

4/23 交通部桃園航空城計劃協調餐敘

餐敘

4/26 拜訪桃園航空城諮詢顧問團 楊世堅顧問

拜會

4/27 台大土木系校友會航空城參訪

簡報

4/29 拜訪桃園航空城諮詢顧問團 丁廣鈜顧問

拜會

5/7

招商

野村總和拜訪桃園航空城

5/10 中華電信拜訪桃園航空城公司
5/17

全球招商賴作松執行長拜訪縣長（李顧問陪
同出席）

5/17 李前總統蒞府聽取航空城簡報事宜
5/23

拜會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徐人剛董
事長

招商
招商
簡報
招商

5/25 台灣公共工程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簡報

5/30 於行政院向毛副院長簡報航空城案

簡報

6/4

於紐約拜訪美商企業集團介紹桃園航空城計
畫案

代表縣長
出國國際
招商

6/10 旺報踩線團拜訪縣長

招商

6/11 鹿島建設來訪

招商

6/13 參訪中鋼及大鵬灣及漢神巨蛋

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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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西門子公司拜會桃園縣府
6/15

招商

桃園航空城李維峰總經理出席 2013 年大地 出席研討
地震工程國際研討會

會

6/24 國泰人壽拜訪桃園航空城公司

招商

6/25 拜訪桃園航空城諮詢顧問團 蔡勳雄顧問

拜會

6/26

三菱重工株式會社拜訪交通局（李顧問陪同
出席）

招商

6/28 出席桃園航空城推動座談會，並簡報

簡報

7/1

西門子公司拜訪桃園航空城

招商

7/1

天下雜誌拜訪桃園航空城

招商

7/4

Mott MacDonald 拜訪桃園航空城

招商

7/5

日本中央大學石原研而教授拜訪縣長

拜訪

7/9

山東膠州市拜會縣長

招商

7/17 中國輸出入銀行廖經理拜訪

招商

7/18

時代基金會 - 巨量資料的科技與應用高峰 出席研討
論壇

會

7/19 台商領袖二代策略菁英班

簡報

7/22 長榮倉儲申請承租大園竹圍土地案

招商

7/23 天下雜誌拜訪桃園航空城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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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美國商會招商

招商

7/29 參訪華膳空廚

招商

7/29 仲量聯行拜會桃園航空城

招商

7/30 關鍵時刻 2013 - 為台灣經濟開路高峰會

7/31

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李世久 副協
理拜訪桃園航空城

出席研討
會
招商

8/4

菁英會桃園參訪

招商

8/6

誠品公司拜訪桃園航空城

招商

8/7

遠見雜誌拜會縣長 （李顧問陪同）

行銷

8/9

旺報兩岸--晚宴

8/9

秀泰影城拜會桃園航空城

8/22

代表縣府
招待台商

Great Ocean Group 泰鴻集團沈棟董事長拜
訪桃園航空城

招商
招商

8/27 全球招商 楊執行長拜訪縣長

招商

9/3

行銷

「國際民航組織(ICAO)記者團」來訪

(活動資料請詳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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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桃園航空城學者專家座談會
(一) 桃園航空城捷運綠線未來工程將著重新技術、新工法與新
觀念，特辦理航空城捷運綠線工程與技術座談(如智慧交
通系統環境規劃、永續綠能城市規劃等)，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暢談工程與技術研究，以廣納建言與汲取新知，
並做為桃園航空城捷運綠線規劃之參考。相關會議召開如
下：
1. 8 月 1 日「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之卵礫層地下
段施工技術」座談會
2. 8 月 6 日「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之卵礫層地下
段施工技術」座談會
3. 8 月 9 日「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之上部結構施
工技術」座談會
4. 9 月 9 日「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營造廠商」說明
會
5. 9 月 18 日「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招標策略」座談
會
(座談資料請詳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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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舉辦一系列之先進技術論壇，協助相關政府單位在桃園航
空城的建設、開發、及未來的管理上，能引進許多先進之
技術與觀念，期望能為國內都市發展與工程建設樹立前瞻
性之典範。同時探討相關先進技術，供政府未來發展與建
設桃園航空城時參考。
本系列論壇之主題規劃如下：
1. 數位城市之發展與應用(已辦理，相關資料請詳附件
六)
2. 先進工法與檢監測技術
3. 智慧運輸與交通系統
4. 智慧綠建築與智慧城市
技術系列論壇，預定從 102 年 9 月起至 103 年 6 月期間辦
理。後續將視需要持續辦理相關專家學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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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與桃園航空城規劃與開發可行性策略建議
本公司從專業角度，綜合都市規劃、交通規劃、土地開發、都市
設計與景觀、基礎設施規劃、永續與環境規劃及財務規劃等方向
分析，提供全區開發願景規劃與開發策略研究之建議。同時檢視
航空城區範圍內的土地利用及土地規劃外，亦集中利用桃園資源
為桃園未來發展制定發展藍圖。
上述所規劃建議方向包括：
1. 以全球化觀點及國際先進成功案例經驗，擘畫桃園航空城總
體開發願景，研提多元化的發展策略及重點發展地區之開發
策略，打造桃園成為亞太地區新興經貿樞紐。
2. 結合永續規劃理念，創建一個節能、低碳、永續的國際都會，
發展桃園航空城為一個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共存共榮的宜居
城市。
3. 透過都市設計與景觀綱要規範，形塑整體都市景觀風貌，打
造桃園航空城為兼具文化與景觀特色的美麗創意城市。
4. 發展以大眾捷運系統導向發展的都市發展模式，引入土地開
發挹注公共建設概念，既健全土地開發與公共設施財務規劃，
亦倡導低碳交通的使用。
此外建議研提多元化發展開發策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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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令及政策可行性，市場及經濟效益，短、中、長期分期分
區開發策略，總體發展期程和開發執行策略。
2. 未來發展以永續發展基準以優化航空城的發展質數，及實踐
桃園低碳經濟發展的抱負。
3. 發展策略涵蓋促進經濟增長和建設高品質居住環境所需要的
基礎設施改善及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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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來努力方向
一、 航空城招商引資規劃
未來航空城計畫產業專用區引進產業以低污染、低耗能、低用
水及高附加價值(3 低 1 高)的產業型態為主要考量外，將朝以下
方向強化競爭優勢，吸引產業進駐：
1. 運用既有具競爭力產業(如資訊業、通訊業、電子業、自行
車業和汽機車零件業等)。
2. 利用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位居亞洲重要交通樞紐、物流
表現指數)高於中國和韓國等有利條件。
3. 提供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穩定、科技產業在世界地位舉足輕
重、勞動與技術人力資源素質高等優質數據。
4. 兩岸經濟基礎上，與他國相對較中國文化之了解、在中國佈
局之台商多過六萬家，擁有更多優勢。
5. 以「六海一空」為核心，及境內關外的概念，將自由貿易港
區升級為自由經濟示範區，使台灣擁有較高的競爭力。
此外，因應市場未來發展趨勢，提供產業進駐發展的機會：
1. 亞太區域是新興市場，帶動會展需求增加。
2. 航空城將建造先進且完整的基礎建設(如公路和捷運交通路
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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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岸關係改善及直航班機增加、現有台商回台趨勢與有利的
政策讓更多的陸資來台灣投資。
4. 亞洲新興國家迅速發展，帶動產業的發展潛力，如物流外判
在亞洲有強勁增長潛力，專業物流機會增加。
5. 全球各地深耕之華商、更多對海外營銷台灣物流。
6. 電子商務發展能配合需要智能物流發展，實現物流信息和資
源的共享。
7. 自由經濟示範區，提供外國公司更多的稅收優惠和貿易的好
處。
綜上，依照前述方針擬訂航空城產業合作及招商策略短中長期
規劃：
1. 產業專區分區劃設分析及建議
2. 國內外潛力投資產業及廠商分析
3. 區域經貿協議影響分析
4. 航空城劃設自由經濟示範區/自由貿易港區策略建議
5. 國內外招商策略規劃
6. 辦理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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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商務規劃
為推動及促進桃園航空城發展，建置桃園縣智慧型運輸及電子交
易機制，擬規劃建置電子商務系統，符合趨勢潮流發展，說明如
下：
1. 建立本縣專屬智慧型票證系統，配合機場捷運與航空城捷運
線營運，掌握國家門戶運輸系統票證與電子交易體系主導
權。
2. 結合多種運輸工具票證及電子商務系統，推動桃園航空城智
慧城市。
3. 協助本府相關政策與政績推廣、行銷，提高行銷成效與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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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續強化幕僚工作與承接本府跨局處幕僚專家工作
本公司未來將接續辦理桃園航空城計畫推動幕僚工作，繼續召
開「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相關會議(大會、專案分組會議、
會前會與工作會議等)與負責相關行政、業務聯繫及會議紀錄等
幕僚工作。
另因應桃園航空城計畫各項工程需要各種總顧問案與專案營建
管理(PCM)及第三方驗證(IV&V 獨立驗證與確認)、專責法律顧
問等，公司擬辦理各項專家學者座談提供各機關(構)辦理專案
時專業諮詢建議。
此外，本公司擬辦理各項專案顧問案，提供本府各機(構)航空
城發展總體考量以能達到整體績效，相關辦理方向說明如下：
1. 數位航空城建置顧問案(如航空測量攝影作業、E-GPS 定位
系統、三維數位城市基礎平台建置、3D 立體圖資系統)
2.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顧問案(如專案管理服務、獨立驗證及認
證、法律諮詢顧問)
3. 道路智慧運輸系統規劃案
4. 其他規劃顧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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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航空城公司組織架構調整
依據本公司發展願景與營運目標，本公司規劃調整組織架構如下圖，
以符合公司全面性及長遠性之發展需求，調整後各部門職掌規劃說明如
后：

1. 投資開發處：執行航空城及鄰近區域投資開發業務事宜，分設下列
各部。
a. 企劃部：掌理有關公司整體營運擘劃、經營策略、營運績效等事
項，包括中長期發展、重大投資、資源規劃、專案分析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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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執行航空城推動委員會幕僚作業。
b. 資產開發部：掌理有關開發標的搜尋與評估、開發模式規劃及開
發計畫之推動、追蹤等事項。
c. 工程部：掌理有關投資項目之開發工程規劃與管理及航空城區域
內工程規範之制定等事項。
2. 資產管理處：辦理資產營運管理及維護事宜，分設下列各部。
a. 資產營運部：掌理有關公司總體開發計畫之財務評估、自有或
受託管理資產之營運規劃與管理等事項。
b. 資產維護部：掌理有關公司資產維護及檢修等事項。
3. 商務處：辦理航空城開發計畫相關產業研究、招商服務及新事業發
展事宜，分設下列各部。
a. 招商部：掌理有關產業策略研究、招商規劃及投資者諮詢服務
等事項。
b. 貿易部：掌理進出口貿易等事項。
c. 新事業發展部：掌理航空城開發相關新事業契機之搜尋及開創
扶植具潛力之新事業早期發展等事項。
4. 行銷公關處：執行公司及航空城發展相關訊息之推廣事宜，分設下
列各部。
a. 行銷宣傳部：掌理公司形象之推廣及提升、行銷廣告方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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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告宣傳品製作等事項。
b. 公關活動部：掌理公司對外關係之建立與維持、新聞議題及訊
息之規劃與發布、大型活動規劃與執行等事項。
5. 財務會計處：辦理公司財政、會計及股務事宜，分設下列各部。
a. 財務部：掌理有關公司財務規劃、資金籌措與調度、建立金融
機構關係、股務及其他有關財務等事項。
b. 會計部：掌理有關預算、決算、內部審核、帳務、成本、會計
報告、會計資料、會計制度及章則之設計修訂，財務上增進效
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及其他有關歲計會計事項。
6. 總管理處：綜理公司人事、法務、行政、綜合庶務業務等事宜，分
設下列各部。
a. 人力資源部：掌理有關組織編制、人力資源策略規劃、職位分
類、權責劃分、分層負責、員工任免、遷調、考核、獎懲、訓
練、撫卹、退休、福利、諮詢輔導及勞工關係等事項。
b. 法務室：掌理有關公司涉及法律事宜之分析建議、契約及法律
文件之審閱、法制業務及風險控管等事項。
c. 行政總務部：掌理有關總務、文書、行政庶務及不屬於其他各
部門之工作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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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本公司係縣府 100%投資之公營公司，登記資本總額 20 億元，截至目前
為止，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6 億 8,031 萬 2,260 元，其中包括縣府以北區
綜合展示館計價投資 1 億 8031 萬 2260 元及其他 5 億為實收現金，皆透過
計價投資予本公司，本公司發行等額股票交與縣府工商發展局收執保管。
由於航空城計畫已辦理公開展覽，緊接著將進入最後實質審議階段，
隨之區段徵收作業即將展開，所有一切作業更將緊鑼密鼓推動。展望未來，
本公司將藉由擔任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幕僚工作與航空城相關招商任務，
持續協助縣府開發建設工作，打造數位航空城及亞太經貿樞紐，加強人流、
資金流和訊息流，奠定桃園為外國企業的亞太營運中心，帶動台灣的經濟
與國際地位。
另外，本公司將透過業務推動，辦理航空城行銷宣傳來推動航空城計
畫，同時經由產業規劃、招商活動與辦理新事業投資評估來提升產業競爭
力，藉由土地資源整合落實航空城整體發展策略規劃成果，盼實現桃園航
空城的發展願景，繁榮桃園在地經濟，帶動台灣轉型並深入全球化經濟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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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附件一)

「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 年度第 5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府 12 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肆、

主席：吳縣長暨主任委員志揚

伍、

會議記錄

一、

紀錄：吳專員正中

前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主席裁示：各委員均無意見，同意予以備查。

二、

本次會議專案簡報(略)及決議：

(一) 組織運作及執行案件盤點與彙總
決議：同意。
(二) 專案管理系統建置架構(研考會)
決議：使用中央研考會系統。
(三) 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制定(城鄉局)
決議：
1. 以機關用地名稱取代第二行政園區。
2. 加強對大園鄉與蘆竹鄉二鄉每一村落民眾說明是否納入徵
收範圍。
3. 福海宮用地保留須注意聯外道路規劃，用地規劃原則以劃設
公共設施用地為主，非劃設用地給福海宮私用。
4. 桃園捷運綠線都市計畫應向民眾加強說明聯合開發的好處
與站距短規劃的考量。
5. 其餘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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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航空城規劃建置測量自動化(地政局)
決議：同意。
(五) 桃園航空城執行區段徵收時程說明(地政局)
決議：桃園航空城執行區段徵收時程有關民國 109 年後工作不
列入，以免造成延宕之誤解，其餘同意。
(六) 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人力說明(地政局)
決議：同意。
(七) 整體水資源具體規劃工作(水務局)
決議：請水務局儘速與城鄉局討論規劃，其餘同意。
(八) 航空城智慧交通系統整體環境規劃(交通局)
決議：同意。
(九) 航空城聯外運輸系統整體規劃(交通局)
決議：請交通局與城鄉發展局綜合評估高鐵特定區、客貨運園區
與桃園市區、中壢市區、新訂航空城區域之聯外路網，其餘同意。
(十) 機場捷運及航空城捷運綠線場站聯合開發總顧問案(交通局)
決議：同意。
(十一) 桃園航空城基礎建設開發(工務局)
決議：
1. 交通部開發區域與縣府開發區域應以設計一致性與交通
部溝通。
2. 菓林地區與航空城區域相連，由城鄉局、交通局研議交
通脈絡。
3. 其餘同意。
(十二) 航空城在地化規範及標準研擬(環保局)
決議：應以符合法規要求建立航空城環保標準規範，以不影
響整體開發時程為主。
(十三) 機場捷運延宕通車對桃園機場影響(桃園捷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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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請捷運公司詳細說明人力使用情況。
2. 機場捷運路線相關文宣應標註清楚相關連結路網，如高
鐵、台鐵、捷運綠線等。
3. 其餘同意。
(十四) 推動桃園航空城計畫核定與新增經費報告(財政局)
決議：新增人力部分評估檢討由李執行秘書維峰、蔡副秘書
長宗烈與蔡副秘書長麗娟三人統籌，並會同財政局、人事處、
主計處依規定辦理，其餘同意。
(十五) 桃園航空城行銷識別(CIS)設計案(工商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十六) 桃園航空城招商策略顧問案(工商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十七) 桃園產業與國內外政經情勢分析(工商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十八) 102 年航空城願景行銷 CF 製作及託播案(觀行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十九) 桃園航空城 LOGO 票選活動(觀行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二十) 行銷航空城校園競賽系列活動(教育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二十一)

其他執行工作與重要議題
決議：
1. 請城鄉局與地政局依最新情形與不同情境提出新的
財務平衡估算。
2. 請李執行秘書維峰於都計公展後依簡報時間長短製
作圖文並茂、淺顯易懂的中英文行銷文宣；同時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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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府內人員於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公展後負責向外
重點行銷宣傳桃園航空城活動。
3. 「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其重要性不亞於縣府主
管會議，請秘書處與資訊中心比照主管會議協助辦
理。
4. 其餘同意。
(二十二)

自由貿易港區與自由經濟示範區
決議：請持續辦理，於下次會議簡報進度。

三、

臨時動議：
桃園航空城總體發展策略總顧問簡報(略)
決議：
1. 請奧雅納公司提出桃園航空城為自由經濟示範區最適合區
域之論述，以做為縣府向中央表達之意見。
2. 以縣界做桃園航空城區域分析規劃之界線。
3. 其餘同意。

四、

散會(下午六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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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 年度第 6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府 12 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肆、

主席：吳主任委員志揚

伍、

會議記錄

一、

紀錄：吳專員正中

主席致詞
在都市計畫公展即將開始之際，請「開發建設」與「產業規劃
與招商」二個分組加速作業進行，以因應相關規劃與進程。

二、

前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主席裁示：各委員均無意見，同意予以備查。

三、

專案報告—航空城太陽光電簡報(林敬傑博士)(略)
主席裁示：為避免縣府組織疊床架屋，太陽光電應用請「低碳
桃花源推動委員會」後續參酌。

四、

列管工作進度彙報(李執行秘書維峰)(略)及決議

(一) 列管專案工作說明
決議：同意。
(二) 現階段已完成與目前主要工作報告(城鄉局)
決議：請城鄉局依照與奧雅納公司合約製作二部 3D 模擬影片與
二部宣傳影片，其餘同意。
(三) 數位航空城建置計畫與特定區計畫專案(地政局)
決議：同意。
(四) 委託地上建築查估專案管理服務案(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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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
(五) 合法工廠輔導安置作業(工商局)
決議：同意。
(六) 就學安置(教育局)
決議：同意。
(七) 委託辦理公共設施工程規劃及專案管理服務案(工務局)
決議：交通局於區內綠線捷運相關工程應統合工務局公共工程
並先行施工，以避免路面重覆開挖，其餘同意。
(八) 道路系統與開發招商專案(交通局)
決議：同意。
(九) 水資源規劃與共同管溝評估(水務局)
決議：河廊區外綠帶優先於明(103)年整治，以產生防洪功能，
其餘同意。
(十) 在地化低碳永續評估系統(環保局)
決議：同意。
(十一) 機場捷運通車時程(桃園捷運公司)
決議：該案持續列管。
(十二) 亞太及中長期招商規劃(工商局)
決議：
1. 對外招商用地以本府取得土地區域為招商標的。
2. 航空城產專區尚不屬各項法規之範疇，請李執行秘書維
峰召集相關局處研商制定航空城發展條例(名稱暫定)之
可行性。
3. 對外招商活動須能清楚說明招商條件，故招商相關條件
應先行整備，例如：供地條件(使用標售、出租、地上權
等方式)、開發期程等，請李執行秘書維峰開會協調招商
期程等相關議題。
4. 其餘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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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國際醫療專區規劃(衛生局)
決議：請研商在區內或周遭設立一般醫院的可行性與必要
性。
(十四) 行銷識別設計案(工商局)
決議：CIS 設計方向應朝向簡潔科技風、具有國際化及現代
化的風格。
(十五) 航空城願景行銷廣告影片製作和託播案(觀光行銷局)
決議：行銷廣告影片有「犧牲成就」與「航空城願景」二部，
依行政院毛副院長指示，「航空城願景」一部將先行製作託
播；其餘同意。
(十六) 航空城 CIS 票選活動(觀光行銷局)
決議：同意。
(十七) 航空城紀錄片計畫(文化局)
決議：紀錄片徵件時不要設限，以利桃園文創發展；其餘同
意。
(十八) 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教育局)
決議：請提供充分資料予參與活動人員，以利航空城行銷推
廣，同時請李執行秘書維峰招集相關局處統籌後續辦理，其
餘同意。
(十九) 為利航空城計畫順利進展，請李執行秘書針對專案分組召開
會議，統籌各分組議題，再向縣長(主任委員)報告。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四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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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 年度第 7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府 12 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肆、

主席：吳主任委員志揚

伍、

會議記錄

一、

紀錄：吳正中

主席致詞
歡迎葉副縣長世文加入本府團隊，將借重專才與經歷共同參與
航空城開發建設。

二、

專案報告—永續城市發展簡報(西門子公司)(略)

三、

主席裁示：綠能城市發展必需與都市計畫規劃時緊密連結(如道
路寬度、軌道運輸等)，因此機場捷運線和航空城捷運線在交通
路網連接上也需要評估綠能運輸系統設施，同時考量在區內埤
塘規劃 e-ship 運輸的可行性，來做為永續城市發展的相關建設。
前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主席裁示：各委員均無意見，同意予以備查。

四、

專案報告—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公展草案簡報(城鄉局)(略)
決議：
1. 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必須爭取放寬航高限制與增加建築容積
率，以平衡本府開發成本。
2. 爭取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後，航空城特定區計畫由桃園市政
府擔任擬定機關，以助益後續實質發展。
3. 菓林都市計畫請配合航空城特定區計畫規劃研提修正計畫
內容，以利菓林地區未來發展。
4. 航空城計畫是重大計畫，「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公展草案
查詢系統」必須連結至本府網站首頁，便利民眾查詢。
5. 航空城特定區內埤塘部分，委託專家研究未來管制或使用相
關方案，同時請葉副縣長世文研擬向中央陳情的對策，以保
障本府及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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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列管工作進度彙報及決議

(一) 列管專案彙報(李執行秘書維峰)(略)
(二) 安置作業辦理情形與面臨問題簡報(地政局)(略)
決議：於機場捷運線 A21 站區規劃合宜住宅之相關作業，請葉
副縣長世文召集城鄉局、地政局研擬之。
(三) 航空城願景館設置案簡報(城鄉局) (略)
決議：於海軍基地既有中正堂設置「臨時性」航空城願景館，
而「永久性」願景館應設置於交通便利且緊鄰機場之捷運站區
來做整體規劃—結合桃園城市規劃與周遭會展、旅館建設等一
併考量。
(四) 「E-GPS 定位系統」和「三維數位城市基礎平台建置」簡報(地
政局) (略)
決議：請針對本案與航空城計畫相關性和運用範圍，補齊資料
後再行提報。
(五) 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開發案委託辦理公共設施工程規劃及專案
管理服務案」規劃簡報(PCM、IV&V、專責法律顧問等)(工務
局)(略)
決議：在交通部與本府研商委託辦理「海軍桃園基地」工區作
業後，再進一步規劃總顧問案等事項。
(六) 桃園航空城 CIS 票選與願景行銷 CF 專案簡報(觀行局)(略)
決議：航空城 CIS 票選結果僅作參考，必要時修正以求完美。
(七) 請城鄉局於公展說明會時向民眾說明本府埤塘徵收政策，以避
免民眾誤解 。
(八) 本次會議未簡報共四案(環保局－桃園航空城全生命週期低
碳永續評估系統建制計畫」適法性與操作方式簡報、教育局－「行
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先期規劃簡報、衛生局－「自由經濟示
範區－國際醫療產業聽證會」簡報、工商局－航空城產業專區事
業廢水污水處理廠案)留待下次會議研討。
六、

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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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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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 年度第 8 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 分

貳、

地點：本府 12 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肆、

主席：吳主任委員志揚

伍、

會議記錄

一、

紀錄：吳正中

前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主席裁示：各委員均無意見，同意予以備查。

二、

專案報告—數位航空城簡報(嚴崇一博士)(略)
決議：請繼續辦理後續規劃工作。

三、

列管工作進度彙報及決議

(一) 列管專案彙整報告(李執行秘書維峰) (略)
決議：
1. 請城鄉局、地政局研擬埤塘徵收適法性問題，陳報葉副縣長
續辦之。
2. 請城鄉局因應航高限制開放，就合理建築高度預作相關都市
計畫檢討。
3. 產業專用區的土地管制規則(包含容許項目)，請城鄉局朝彈
性化方向規劃。
4. 請葉副縣長、蔡副祕書長麗娟召集相關局處研商航空城發展
招商誘因，以利後續招商作業。
5. 請奧雅納公司提供國外都市航高資料予本府，再由本府提送
中央爭取放寬航高限制。
(二) 航空城產業專區事業廢水污水處理廠案(工商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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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產業專用區以 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及高附加價值的
「三低一高 」產業 為主，同時必須符合環保局所制定「桃園航
空城全生命低碳永續評估系統」規範，後續依產業進駐情形再
議。
(三) 航空城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民眾意見彙整簡報(城鄉局) (略)
決議：
1. 對於航空城都市計畫人民團體陳情意見，請葉副縣長召集城
鄉局、地政局等相關局處，向營建署城鄉分署表達縣府基本
立場。
2. 零星工業區保留的政策，朝整體規劃方向與區內工廠溝通，
而污染產業應遷移以符合航空城規劃目標。
3. 非關都市計畫民眾陳情意見(農保、農舍、噪音補償與學校學
區安遷等)，請相關局處仍應回覆處理。
(四) 「桃園航空城全生命週期低碳永續評估系統建制計畫」適法性
操作方式簡報(環保局) (略)
決議：同意成立「低碳永續專案小組」(名稱暫定)，請黃副縣長
擔任召集人，執行秘書由環保局長擔任之。
(五) 「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先期規劃簡報(教育局) (略)
決議：競賽活動時程須配合府內相關活動整體搭配，並回報黃
副縣長。
(六) 「自由經濟示範區－國際醫療產業聽證會」簡報(衛生局) (略)
決議：
1. 國際醫療產業應考量相關實際運作層面與成效後再行討
論。
2. 評估航空城區域內醫院或直轄市市立醫院(一般醫療)的必要
性與可能性，同時請兼顧本縣區域內醫療資源的平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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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臨時動議
李執行秘書維峰：請示本府向行政院毛副院長報告事宜。
決議：由縣長率二位副縣長等向毛副院長報告。

五、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33

(附件二)
序號

專案分組

專案名稱

1

用地取得組 桃園航空城總體發展策略總顧問案

2

用地取得組 特定區計畫公展計畫圖(草案)查詢系統

3

用地取得組 航空城捷運線捷運設施用地變更案

4

用地取得組 航空城捷運線車站周邊農業區整體開發計畫案

5

用地取得組 航空城願景館設置案

6

用地取得組 桃園航空城計畫專案管理系統

7

用地取得組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可行性評估及徵收相關準備作業

8

用地取得組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土地及地上物公告發價作業

9

用地取得組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土地抽籤及分配作業

10

用地取得組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土地處分相關作業

11

用地取得組 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土地及地上物公告發價作業

12

用地取得組 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土地抽籤及分配作業

13

用地取得組 桃園縣航空城測量控制點查詢系統暨住宅不動產資訊系統擴充案建置

14

用地取得組 桃園航空城及周邊地區航空測量攝影作業案

15

用地取得組 E-GPS 定位系統

16

用地取得組 三維數位城市基礎平台建置(含 3D 立體圖資系統)

17

用地取得組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委託地上建築物查估專案管理服務案

18

用地取得組 航空城計畫範圍內合法工廠輔導安置作業

19

用地取得組 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開發案 1.農林作物查估專案管理服務案 2.查估服務案

20

用地取得組 桃園航空城特定區本府區徵範圍墳墓查估(遷葬)作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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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用地取得組 桃園航空城特定區內寺廟(含合法登記及未合法登記)數量調查

22

用地取得組 大園國中遷校計畫

23

用地取得組 圳頭國小搬遷安置計畫

24

用地取得組 后厝國小搬遷安置計畫

25

用地取得組 沙崙國小搬遷安置計畫

26

用地取得組 竹圍國小搬遷安置計畫

27

用地取得組 陳康國小搬遷安置計畫

28

用地取得組 埔心國小增修建教室安置計畫

29

用地取得組 內海國小增修建教室安置計畫

30

用地取得組 大園國小增修建教室安置計畫

31

用地取得組 竹圍國中增設國小部增修建教室計畫

32

用地取得組 竹圍國中遷校計畫

33

用地取得組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公有土地徵收案配合計畫-「航空城開發」專案

34

開發建設組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委託總顧問技術服務及專案管理服務案

35

開發建設組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獨立驗證及認證(IV&V)

36

開發建設組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法律諮詢顧問

37

開發建設組 桃園航空城計畫道路發展智慧運輸系統規劃及初步設計

38

開發建設組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與航空城聯絡道路系統建設計畫(本府 5 條道路)

39

開發建設組 桃園國際航空城大眾運輸暨周邊道路系統規劃

40

開發建設組

41

開發建設組 桃園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獨立驗證及認證(IV&V)

42

開發建設組 桃園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計畫專案營建管理總顧問

桃園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及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線站區(A7、A10、A11、
A15、A16、A20 及 A21 車站專用區)土地開發規劃及招商專案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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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開發建設組 桃園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法律諮詢顧問

44

開發建設組 「機場捷運營運準備」專案

45

開發建設組 桃園航空城水域環境整合及縣內埤塘水資源整合運用規劃

46

開發建設組 南崁溪水系用地樁位測量暨徵收計畫作業

47

開發建設組 老街溪水系用地樁位測量暨徵收計畫作業

48

開發建設組 區域排水用地樁位測量暨徵收計畫作業

49

開發建設組 濱海遊憩區整體活化方案

50

開發建設組 桃園航空城全生命週期低碳永續評估系統建制計畫

51

開發建設組 機場捷運通車時程

52

財務組

人力資源分析專案

53

產業招商組 桃園航空城中長期招商規劃案

54

產業招商組 桃園航空城與鄰近國家及新興市場聯盟可行性評估

55

產業招商組 桃園航空城發展條例規劃案

56

產業招商組 桃園航空城租稅規劃案

57

產業招商組 航空城醫院興建之規劃評估及委託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

58

產業招商組 桃園航空城計畫(人力需求)就業機會統計分析

59

產業招商組 桃園航空城亞太招商推動專案

60

行銷推廣組 桃園航空城行銷識別設計案

61

行銷推廣組 桃園航空城 C.I.S.票選活動

62

行銷推廣組 102 年桃園航空城願景行銷廣告影片製作案

63

行銷推廣組 102 年桃園航空城願景行銷廣告影片託播案

64

行銷推廣組 桃園航空城紀錄片徵件活動

36

65

行銷推廣組 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美術、平面設計、徵文競賽

66

行銷推廣組 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多媒體競賽

67

行銷推廣組 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比圖、模型競賽

68

公共關係組 桃園航空城發展諮詢顧問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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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年度專案分組會議
招商業務分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2年7月22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5樓顧問室
参、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一)
肆、主持人：李執行秘書維峰

記錄：吳正中

伍、會議內容：
一、 工商發展局經費運用情形與需求簡報(詳附件二)。相關經費需求
敬請於本(7)月25日平均地權基金審核會議中提報 。
二、 針對日商、東南亞僑界和台灣廠商，工商發展局規劃於今年度
辦理國內廠商聯誼會，並建議日商聯誼會於赴日招商前搭配辦理，
以強化對日招商成效。
三、

經本次會議討論後，敬請 工商發展局研擬以下資料：

1. 短中長期產業規劃與招商策略研擬。
2. 研擬城市競爭策略與新興市場城市聯盟籌組的可行性與規畫執
行構想方案。
3. 研究「桃園航空城發展條例」方案。
4. 以桃園縣升格直轄市規格研擬招商獎勵方案。
以上資料請於8月8日下班前交予航空城公司彙總，後續將安排時間
向縣長簡報，以利招商業務推展；以上各項所需經費，亦請工商發
展局一併提報。同時，為能吸引廠商投入航空城建設，建請工商發
展局先研擬項次4之獎勵方案。
四、

散會：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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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年度專案分組會議
都市計畫暨用地取得分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2年7月25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1602會議室
参、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主持人：李執行秘書維峰

記錄：吳正中

伍、會議內容：
一、 交通部規劃捷運綠線(G14~G18)納入航空城計畫，同時涵蓋相關
查估與區徵工作，後續將由本府再與交通部研商確認。
二、 因應即將開始之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公展與後續都市計畫審議，
請城鄉局準備下列資料，以利航空城計畫推展：
1. 請報告航空城都市計畫公展草案內容。
2. 請提出航空城都市計畫範圍內埤塘徵收因應策略，並請研擬相關
選項以做參考。
3. 請提出航空城願景館規劃與經費說明。
4. 請報告航空城合宜住宅規劃方案。
5. 航空城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於都市計畫審議通過後，授權桃園縣縣
府(於升格直轄市後) 辦理，請提報辦理程序。

三、 為接續航空城都市計畫審議通過後區段徵收前置作業，請地政
局準備下列資料，以能提早因應業務需求：
1. 請以主要流程說明查估、補償、徵收、發價作業流程與經費需求，
同時一併說明人力運用、辦公空間之需求情形。
2. 請提出區段徵收作業地籍整理委託案工作項目，同時蒐集國內可
執行作業的潛在廠商資料。

四、

為促使交通建設能與都市計畫完全契合，請交通局準備下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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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利後續都市計畫修正之參考：
1. 就現有航空城都市計畫交通路網相關規畫提出建議和需求。
2. 就航空城計畫範圍內提出全區交通便利方案(如輕軌等)建議和想
法。

五、 為裨益航空城產業發展，請工商局準備以下資料，以利後續招
商規劃：
1. 請提報航空城計畫範圍內工廠查估作業情形。
2. 請就本府自有產業專用區(產三、產四)需求配當提出初步分析，
同時以產業需求提出都市計畫規劃建議分析。

六、 請各機關一併提報上述方案之需求人力與運用經費情形，同時
為加強承辦機關了解航空城實際發展情況，建議安排出國觀摩等活
動，以應用於桃園航空城規劃；此外，各機關之機具(如運輸車輛)
租賃請編列預費，以促使相關業務運作順暢。

七、 以上資料(不限簡報張數)煩請各機關備齊後交予航空城公司彙
總，後續將安排時間向縣長簡報，以利上述業務順利推展。
八、

散會：上午1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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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年度專案分組會議
基礎建設分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2年7月31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1601會議室
参、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主持人：李執行秘書維峰

記錄：黃建發

伍、會議內容：
一、目前各單位執行專案規劃工作
(1)城鄉發展局
桃園航空城總體發展策略總顧問案。
(2)工務局
1.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分為四項：
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委託總顧問技術服務案。
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委託專案管理。
獨立驗證與確認(IV&V)案。
法律顧問案。
2.地上建築改良物徵收查估分為二項：：
航空城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地上建築改良物徵收查估作業案。
航空城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地上建築改良物徵收查估專案管理
服務案。
3.為因應航空城業務需要，工務局將近期專簽報成立一臨時工程
處以 辦理航空城相關業務。
(3)交通局
1.航空城都市計畫內聯外道路及區域內道路尚需檢討，俟路網之
道路 寬度、路線及路型確認後，才可後續軌道、BRT、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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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或單軌等相關建設。
2.將於103年執行1200萬之「桃園國際航空城大眾運輸暨道路系統
整合規劃案」。
3.桃園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及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
線站區(A7、A10、A11、A15、A16、A20及A21車站專用區)土地
開發規劃及招商專案顧問。
(4)水務局
1.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老街溪等四流河川水系整治。
2.二元供水系統規劃。
3.埤塘抗旱滯洪規劃。
4.航空城區域計畫內南北各2處汙水處理廠建置。
(5)環保局
因應政策環評與智慧(未來)都市發展，擬建置「桃園航空城在地
化低碳永續評估系統」，屆時請工務局、水務局、交通局、工商
局等配合辦理。
二、請水務局就航空城計畫範圍內提出全區排洪及都市防災建議構想
方案。
三、敬請

工務局研擬以下資料：

(1)堤防、景觀、植栽及道路工程等分工機制平台建立。
(2)對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制定新工程規範。
(3)共同管線整合平台執行構想方案。
四、「E-GPS定位系統」和「四維數位城市基礎平台建置」請水務局、
地政局、工務局及交通局共同完成建構。
五、為配合航空城開發史無前例計畫，請航空城公司聘請工程及法律專
家學者駐府，供縣府各單位諮詢服務。
六、為加速推動桃園航空城建設開發期程，請各機關研議分期分區開發
各專案工作優先順序、工作工項及排程，於下次分組會議提報。
陸、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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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年度專案分組會議
行銷宣傳分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2年8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時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1602會議室
参、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一)
肆、主持人：李執行秘書維峰

記錄：吳正中

伍、會議內容：
一、 各機關(構)辦理行銷宣傳專案工作報告(略，詳附件二「專案計
畫工作彙整表」)。
二、各機關(構)辦理專案工作後續說明：
(1) 城鄉發展局
A. 桃園航空城行銷影片及 3D 模擬影片請搭配明(103)年 1 月首播
記者會(時間暫定農曆過年前一週)前完成。其中 3D 模擬影片第
1 支，請配合行政院毛副院長指示於今(102)年 10 月份完成。
B. 航空城國際論壇(暫訂明年 2 月 26、27 二日)媒體露出部分，請
航空城公司協助媒體採訪露出(平面媒體)之相關事宜。
C. 航空城國際論壇地點及辦理情形，請儘早確認並提前排定縣長
時間。
D. 桃園航空城專家座談會主題，請儘早訂出並提報，以利後續進
行。
E. 桃園航空城行銷手冊內容請於今(102)年完成，並提供工商發展
局，避免招商手冊內容重覆。
(2)工商發展局
A. 為辦理明(103)年 2 月航空城國際論壇，請製作招商手冊供招商
及該次論壇使用，相關內容可參酌城鄉發展局製作之航空城行
銷手冊，避免內容重複。
B. 為辦理明(103)年 2 月航空城國際論壇，請擬定廠商投資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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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式中英文名稱及相關事宜，以利後續招商作業之進行。
C. 為了解「自由經濟示範區」及「自由貿易港區」之設立需求，
請工商發展局評估舉辦上述經濟特區座談會之可行性。
D. 配合明(10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相關演藝活動(觀行局舉
辦的夢想演唱會等)之舉行，請工商發展局將 T 恤及帽子納入
「桃園航空城行銷識別設計案」中設計，成品製造可至明年再
依需求由相關單位委請廠商生產。
(3)觀光行銷局
請協助各機關行銷活動新聞露出，加強航空城宣傳效果。
(4)文化局
A. 已協助三立電視台「真愛黑白配」戲劇拍攝作業，同時將繼續
協助其他國內影視劇組以桃園為主題拍攝作業。為裨益行銷桃
園，相關協調工作必要時請提報縣長裁決以利進行。
B. 請觀行局多加宣傳以桃園取景的戲劇景點，增加縣內觀光客
源。
(5)教育局
A. 請儘速上傳航空城計畫資料於網路上，方便「行銷航空城競賽
系列活動--美術、平面設計、徵文競賽」參與學生參考，以利
競賽活動推行。
B. 配合城鄉局的3D短片和行銷短片，以及觀行局的願景行銷影片
發佈時程，屆時提供「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多媒體競賽」
與「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比圖、模型競賽」參賽者瞭解
航空城計畫，以使競賽更具實質內容。

三、綜整各機關辦理行銷宣傳活動，預訂時程如下：
102年度：
09月－桃園航空城C.I.S.票選活動結果發表會(觀行局)
10月－桃園航空城願景行銷廣告第1支影片託播(觀行局)
11月－桃園航空城願景行銷廣告第2支影片託播(觀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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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桃園航空城紀錄片徵件活動頒獎記者會(文化局)
年底－桃園航空城行銷識別事務用品發表會(工商局)

103年度：
01月－桃園航空城行銷影片及3D模擬影片首播記者會(城鄉局)
02月－航空城國際論壇(城鄉局)
04月－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教育局)[行銷航空城]
06月－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多媒體競賽發表會(教育局)
09月－行銷航空城競賽系列活動--比圖、模型競賽發表會(教育
局)
10月－全民運動會(教育局) [行銷航空城]

四、為辦理桃園航空城計畫相關活動，請各機關建立專家學者資料庫，
並建議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以汲取多方建言。於辦理專家學者座談
會時若需業務支援，請航空城公司協助辦理。
五、請與會機關提報本次會議辦理事項予航空城公司彙整，待李執行秘
書維峰統整後，將安排向縣長簡報行銷宣傳專案活動，屆時敬請各
機關協助配合。

陸、散會：上午1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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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推動委員會」102年度專案分組會議
基礎建設分組第2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2年8月28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1602會議室
参、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主持人：李執行秘書維峰

記錄：吳正中

伍、會議內容：
一、

水務局工作報告(略)
決議：
1. 崁下段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請列入專案，於本會會前會的下次
會議時提報辦理情形。
2. 共同管溝污水管材請將相關分析資料提供工務局便於工程前期
先行施作，確保後續施工品質並避免道路二次開挖。
3. 「濱海遊憩區整體活化方案」請依葉副縣長裁示辦理。
4. 埤塘規劃除景觀營造外，請研擬使用功能性，強化相關水路功
效。
5. 水務局所提A16站區後方及新街溪旁示範工區尚屬可行，請水務
局立即規劃設計施工，應於103年完成；規劃時請納入新街溪河
道與橫山大埤以運河水路串連之可行性；另自行車道動線與相
關道路串聯應由交通局統籌規劃，請工務局、水務局規劃階段
應請交通局參與。
6. 配合未來智慧城市建構，都市防災規劃請提早準備相關規劃(包
含相關資訊系統運用)。
7. 為有效管制工業廢水，請環保局偕同水務局全面清查上述四條
河川沿線工廠汙水排放情形，先評估可行方法後提報本會，期
能打造煥然一新的航空城。
8. 航空城計劃範圍的綠帶(公園)與藍帶(水系)必須綜合規劃，請工
務局與水務局共同研商後提報，以能配合工程施作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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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務局工作報告(略)
決議：
1. 照明工程屬道路附屬設施，請修正為「道路及附屬設施工程」。
2. 未來主要道路施工規劃以在人行道施作共同管溝和管道為原
則，請城鄉局協助向內政部溝通，調整目前都市計畫公展草案
道路寬度。
3. 航空城計畫區內排水及污水工程，請水務局參與規劃，並於設
計階段時即考量日後便利施工及維護等作業，避免道路二次開
挖。
4. 為利後續工程施作，請各機關告知工務局所需協助各類專業工
程師數量，以利延聘總顧問時納入契約支援。
5. 請先研擬航空城整體施工建設規範指標，以做為各單位施工依
據。
三、交通局(略)
決議：
1. 為能控管交通路網建設(包含中央辦理路線)時程，請提出工程
施作與預算支出時間表。
2. 考量工務局後續工程業務繁重，關於道路工程施作，請交通局
與工務局協調辦理方式。
四、環保局
航空城環境評估系統建置請持續辦理，並請黃副縣長主持，爭取中
央(交通部、環保署)資源與統籌本縣業務。
五、地政局
3D數位航空城圖台系統建置與e-GPS系統建置等基礎建設案，請參
酌本會9月3日會議嚴崇一博士簡報內容持續辦理。
六、其他決議事項
1. 各基礎建設工程介面，請各機關務必配合進行，非僅由單一機
關獨立執行，方能使建設工作順利且如期完成。
2. 計畫區內人口預測量，請城鄉局以逐年、分區來預測人口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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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利各機關安排工程施作的時程。同時請地政局提供區段
徵收時程予城鄉局，以利進行前述之人口預估作業。
3. 請水務局將產業及人口發展與用水量關係納入航空城水資源
總顧問案辦理，以進行先期規劃。
4. 請交通局研擬航空城都市計畫區連通菓林都市計畫區、南山路
一帶與青埔高鐵區等交通動線，並納入「桃園國際航空城大眾
運輸暨道路系統整合規劃案」辦理。惟辦理時程若急迫需於今
年開始辦理，請向本府一層長官提報。
5. 請交通局模擬航空城都市計畫區目前規劃交通運載情形，以確
認是否所規劃交通動線(路寬、路徑等)可配合都市交通運載，
相關資料請城鄉局提供都市計畫公展CAD予交通局。
6. 請城鄉局景觀科規劃航空城計劃區內大型公園、園區提出構想
方案，並請工務局就航空城計劃區內機關建築物及公共場所預
做規劃構想，以建構現代化國際航空城市。
7. 景觀植栽部分，請工務局、城鄉局、農發局共同討論，並善用
桃園當地植栽。
8. 水務局所提超級堤防構想尚屬可行，請水務局與工務局討論相
關細節及分工，再做提報。
9. 航空城計畫區內四條河川工廠廢水防制由環保局主辦，涉及工
廠管理事項，請工商局協辦。
10. 新街溪、老街溪、埔心溪與南崁溪，未來整治與淨化工作，請
環保局提「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開發建設分組』」
討論。

陸、散會：下午3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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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縣政府新聞稿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一號 日期：102.09.03
網址：http：//www.tycg.gov.tw/

文/圖：縣府劉裕彬

由「聯合國記者協會」會長 Ian Willams 率領的「國際民航組織(ICAO)
記者團」一行 25 人，今(3)天下午到桃園縣政府拜會並參訪桃園航空城，
縣長吳志揚親自接待。吳縣長期盼藉由這次的參訪，能讓全世界更了解
桃園航空城的開發過程，以及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他也希望藉由
大家的報導，能吸引全世界的廠商到桃園投資設廠。
來訪的「國際民航組織(ICAO)記者團」成員，包括「聯合國記者協會」
現任會長 Ian Willams、前任會長 Tuyet Nguyen、副會長 Jose Luis
Barcelo，以及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泰國、英國、印度、菲
律賓、西班牙、捷克、芬蘭、巴西、阿根廷、愛爾蘭、印尼、哥倫比亞、
秘魯、葡萄牙、馬來西亞、宏都拉斯和厄瓜多等共 21 個國家的主要媒體
社長、總編輯和特派員等高層、記者與編輯所組成。
在外交部人員陪同下，「國際民航組織(ICAO)記者團」等一行人，於下
午抵達桃園縣政府拜會。首先由航空城公司針對桃園航空城發展規劃進
行簡報，並與參訪團進行相關問題的提問交流。
吳縣長向來訪的記者團指出，桃園是個友誼熱情的城市，它不僅是台灣
最接近世界的城市，更位處北台灣八縣市的中心，境內還擁有一座國際
機場，讓桃園成為東北亞、東南亞黃金雙航圈中心的樞紐位置，正因有
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和交通便捷的優勢，因而吸引全國前 500 大企業中
超過 200 大企業落腳桃園，工業產值更連續九年全台第一，是名符其實
的工商大縣。
吳縣長表示，「桃園航空城」計畫，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都市開發計
畫，更是打破台灣目前「悶經濟」的唯一機會。他希望藉由航空城的開
發，引領自由經濟啟航，帶動台灣產業轉型，從過去的製造業，轉型服
務業為導向。
吳縣長還表示，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以優越的地理位置，帶動其經濟的發
展，而桃園同樣擁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位置，因此，相信在桃園航空城
計畫開發完成後，必定可以和新加坡和香港一樣，成為台灣商流、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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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據點，甚至把台灣打造成「亞洲的軸心」。
會長 Ian Willams 則對桃園航空城計畫開發完成，是否會帶動大量人口的
進駐；以及如此大的開發計畫所需的龐大經費如何取得等問題，感到興
趣而頻頻發問。吳縣長則回答表示，基於交通上的便捷、舒適的居住環
境，以及台北和新北市人口飽和等因素，桃園縣在近幾年來的人口成長
早已冠居全國。吳縣長預估，桃園航空城開發完成後，將陸續引進約 20
萬人口進駐。

(當日簡報資料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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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Introduction

4

The Largest Urban Plan in Taiwan
The Bigges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Taiwan after the Ten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Next Taiwan’s Flagship Project –Introduction of Taoyuan
Taoy
Aerotropolis

Achieve through 20 Metro Station
Metropolitan Areas

Taoyuan County, Taiwan ROC

More than 4,500 ha developable area
Overall investment over NT$5000
billion
Creation of 300,000 new jobs

August 2013

Economic revenue of NT$2,300 billion

Wei F. Lee

Milestones

M.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Ph. 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01/23

Presidential Order promulgated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ea
Development Act

2010/04/30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Regional Plan

2011/04/11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the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ea Master Plan

2012/09/18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aoyaun
Aerotropolis Plan

2012/10/02

Executive Yuan established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Core
Plan Special Promotion Group

Board, Taoyuan Aerotropolis Project

2012/10/25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Promotion Committee

General Manager, Taoyuan Aerotropolis Company

2013/04/25

The Committee of Regional Urban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pproved the area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Plan

2013/07/24

Taoyuan Aerotropolis Urban Plan was exhibited

Counselor,
Executive Secretaries of Executive Task Force and Advisory

Taoyuan Aerotropolis Area

3

Total Area˖
˖4,791 ha

Proje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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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ewly Constituted
Urban Plan Area
4,874 ha

7DLZDQ3URYLQFLDO
+LJKZD\

4 Eastern boundary – Nankan
Creek,
Hishan
(County Highway 108)

Gateway of Taiwan
wan
Promote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7
&KLQHVH3HWUROHXP
&RPSDQ\2LO'HSRW

Road

4 Southern

boundary – Road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High
Speed Rail

1
0

7DR\XDQ
,QWHUQDWLRQDO$LUSRUW

4 Western Boundary – Laojie Creek
4 Northern Boundary – Required
site area for the third runway
and the periphery of the oil
depot

7DLZDQ+LJK6SHHG5DLO
'HVLJQDWHG$UHD

+LJK6SHHG5DLO

Upgrading of Taoyuan – The 6th Municipality of Taiwan

8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Advantages

Gateway to Asia – Full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

Young and Energetic

•

Convenient and Accessible

•

Harmonious Community

•

Sustainable and Livable

•

Wealthy Living

Taoyuan Industrial Park – Leading Manufacturing and R&D Capabilities

9

Rank No. 1 in Taiwan
GDP nearly NT$30,000 billion
More than 2,000 major domestic manufacturers
More than 350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s (U.S., Japan, UK, Hong Kong,
Singapore, China, Germany, etc.)

Production Centres in the World ˖
Electronics, semiconductor, computer 3C, mobile
phones, monitors, LED, etc.
Metal casting, plastics industry, precision
machinery, chemical industry
Auto parts, food, tex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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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ndustrial Parks – Total Area up to 5,520 ha

1
1

1
2

Public Founded Organizations

Air Rail Synergized Development (ARSD)

1
3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mpany

•

Capitalize the Opportunities
1. Expansion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land
use restructuring
2. Establishment of the Blue and Green Lines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ir, sea and road network
3. Upgrading of Taoyuan as the 6th Special Municipality
of Taiwan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

Expand and improve the original aerotropolis planning
by providing an integrated land use planning
framework which establish a tailor-made ARSD for
Taiwan

•

Utilize the connectivity brought by High Speed Rail and
Metro Lines to unleash Taoyuan’s competitiveness
which can expand its influence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MOTC
Airport Management, MOTC owned Free Trade
Parks

Taoyuan Metro Company
Taoyuan, Shin Taipei, Taipei
Over 80km long metro line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Taoyuan Aerotropolis Company
Taoyuan
Assets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Gateway of Taiwan to Asia

1
4

Aerotropolis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Concept

•

Hub and Spoke of Taiwan
• Comprehensive High Speed Rail, metro and highway
network can facilitate Taoyuan to become the hub and
spoke of Taiwan
•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Taipei Port can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aoyuan to become the transit centre in
Asis

•

Economic and Trading Hub of Asia to energize flow of people,

1
6

1
7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

•

Asia operation centre of foreign enterprises

•

Foreign trade platform for cities from China

Enhance Taoyua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osition to promote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Planning Concept
p
1
!
Ȉ Resume land for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ea

Ȉ Create the Gateway of
Taiwan

5
Industrial
In
ndusstriaal Clusters
ndus
ndustria
Va
aalu
lu
ue-adde
dded Enterprise
d
Value-added

Gateway
G
Ga
atewayy of
o Taiwan
Airport
Airpor Hub
Airpo

Sustainable Green City

1
5

•

Low-carbon and Sustainability
• Green Materials, Green Construction
Method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Guidelines
• Green Infrastructure, Green Energy, Green
Transport
• Green Corridor, Water Resource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

Green Energy Initiatives
• Promote green energy
• Preserve and re-use water resources
• Integration of Green Belt
• Rivers, Ponds, Wetland and Green Public
Space
• Sustainable green energy
• Sustainable Life Cycle Assessment Model
•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inventory
management

h i and
d
Ȉ C
Comprehensive
convenient transport
network
Ȉ Provide safe
produc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Ȉ Create a visually
appealing aerial view
and landscape

Ȉ Provide services and
industries to support
daily lives

Ȉ Aviation-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2

4

Connect
C
Co
o
on
nnect & Revitalize
Metro Corridors
C
Metro

Ȉ Metro line network
and TOD development

High
gh Qualityy & Innovative
gh
ve
e
Blue
Green Belt
Blu
Bl
ue and G

3

Ȉ Airport Height
Restriction and Noise
Sensitive Areas limits
the spatial planning

Ȉ Preserve and
revitalize local
culture

Ȉ Establish completed
green transportation
system
Ȉ Appropriate disaster
control mechanism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LLivable
ivable New
N
Town

Ȉ Appropriate
resettlement
arrangement

Ȉ Preserve landscape
resources such as
ponds

Ȉ Respect the
owznership of
privat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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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Eco-Smart Cityy

1
9

Eco

Smart

to eliminate all carbon waste

smart economy

to produce energy entirely
through renewable sources

smart mobility

to incorporate the environment
into the city

smart environment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and reduce poverty

smart people

to organize cities to have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therefore higher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health.

smart living
smart governance
22

Green & Blue Belts

2
3

Aerotropoli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Network

23

Future Smart City
•

•

Strengthen Cloud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
High-performance fiber optic
network structure
•
Tb-grade household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
Cloud computing and R&D
park 
Digital City
•
4D integrated geographical,
topographical,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numerical model
•
Residents’ message cloud
•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commercial, civic information
•
Smart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Network
!
• External Road Network

2
1
Digital map and Image Database
•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basic
design image data
•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scenario simulation

National Freeway No. 1, National Freeway
No. 2, National Freeway No. 4, Western
Highway, Taiwan Highway No.66
•
•

3-Dimensional urban planning
simulation control
•
Satellite positioning reference
station network
•
Constructing a speedy 3D digital
surveying environment
•
Skylin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
3D Urban Planning Control
•
Green and carbon footprint
management simulation an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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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Rails
High Speed Railway, Taiwan Rail, Metro
Line System (Taoyuan Blue Line, Red Line,
Green Link, Orange Line, Brown Line)

2
4

Green Public Transport
!
BRT Route +

Land Use Zoning
g Plan
!

2
5

Electric Bus Route

2
8

Legend
BRT route /LRT
Electric Bus Route 1/BRT
Electric Bus Route 2/BRT
Major BRT Stops
Major Electric Bus Stop

2
6

1.

Land Use Zoning Plan
n
!

2. Create Culture, Creativity, Science and R&D zone
around the Enterprise Zone and the new Enterprise
Zone will become the heart of the commercial area

Aerotropolis Functional Core Areas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3. Create Gateway of Taiwan zone around the A15
station that will become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of the airport and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of
being the business hub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4. Create Logistics & Trading zone around the A11
station and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located to
the south that attract the headquarters of business
operators and logistics & trading industries
5. Create Lohas Quality Residence zone between G14
station and High Speed Rail which can satisfy the
demand from the new residential zone located in
the east

Land Use Zoning Plan
!
Residential (1)
Residential (2)
Residential (3)
Residential (4)
Residential (5)
Residential (5) (For resettlement)
Residential (5) (For affordable housing)
sing
g)
Commercial (1)
Commercial (2)
Commercial (3)
Commercial (4)
Industrial (B)
Scattered Industrial Zone
Airport Specific Zone
Agricultural Special Zone
Free Trade Port Specific Zone (1)
Free Trade Port Specific Zone (2)
Enterprise Zone (1)
Enterprise Zone (2)
Enterprise Zone (3)
Enterprise Zone (4)
MRT Station Specific Zone
Religion Specific Zone
Telecommunication Specific Zone
Gas Industry Specific Zone
Pond Specific Zone
River
River (Airport Specific)
River (MRT Station Specific)
River (MRT Specific)
River (Highway Specific)
River (Park Road Specific)
River (Road Specific)

Park
Green Space
Green Space (Drains & Sewers)
Plaza
Carpark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High School
Government & Institutional Facilities
Drains & Sewers
MRT System
MRT System (Rail Specific)
MRT System (Park Road Specific)
MRT System (Road Specific)
Sewerage Treatment Plant
Electric Substation
Electric Tower
Earth Station
Rail
Highway
Highway (MRT System Specific)
Highway (Park Road Specific)
Park Road
Road
Updated Area Boundary
Urban Plan Boundary

• Administration Zone
• Hub of Local Authority
Focal area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e
•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use
• MRT Station Specific zone

A15

• Finance Zone
• High-end commercial centre
High-end office building and targets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firms and
companies
•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
•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use
• MRT Station Specific zone

A11
/G32
A16
/G18

G16
G17

Gateway of
G
Taiwan

Logistics
& Trading
Culture, Creativity,
Science and R&D

Administr
Administration
& Finance
Finan
Lohas Quality Residence

!!!!Administration & Finance Zone
!

2
7

Legend:

2
9

Create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Zone around the
A16/G18 and G17 station, and establish the second
administration centre along the 80m-wide Taoyuan
Aerotropolis Boulevard

G15
G14

!
!
!

55

3
0

Culture, Creativity, Science and
R&D Zone

ġ

ġ

!!!!Lohas
Quality Residence Zone


3
1

3
4

!


•Enterprise Zone
•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R&D centers
•
Enterprise incubator centers
•
Integrated culture & entertainment
production centers and performance
zones
•
Attract flow of people, products
and funds and provide space for
large-scale thematic
activities/events

•

Establish diverse, vibrant,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integration
of various culture backgrounds

•

Offer lohas,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creative
and harmonic 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along the MRT and
High Speed Rail areas

ġ
ġ

•Regional Commercial & Shopping Zone
•
Regional Commercial & Shopping
Centers
•
MRT Station Specific Zone
•
Commercial Use
•
Medical Cosmetology Industrial Zone
•
Residential use
•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use





Gateway of Taiwan Zone
!

!!!!!!!!
•

Enterprise Zone
•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enters
•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hibition &
trading centers
• Agricultural products value
adding & trading centers

•

Commercial Zone
• Conference & exhibition
centre
• Shopping complexed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 MRT Station Specific Zone

3
2

3
5

Enterprise Zone

ġ
ġ
ġ
ġ

ġ
ġ

!!!!Logistics and Trading Zone
•
•
•

•

Enterprise Zone - Branding

3
3

The barcode system is a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encoding system that
marks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a product allowing the information to be
extracted on request.

MRT Station Specific Zone
Enterprise Zone
•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rading centre
Commercial Zone
• Mainly office towers and shopping centers which
target the logistics and trading centre to northwest
and the residential zone to southeast
Residential Zone
• Middle-class residential use

The Enterprise Zone is generated as the barcode for the new Taoyuan
Aerotropolis, encoding the spirit of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business. The
Enterprise Zone becomes the Code of the City, a new urban landmark for
Taoyuan embedded in its urban system.
“Taoyuan” Barcode

ġ

Aerotropolis Enterprise Zone
Ba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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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Barcode Enterprise Zone

Enterprise Zone (4)

3
7

5 Industrial Clusters
•
•
•
•
•

4
0

Total Area˖226.16 ha

Cultural/ Creative
Climate Change
Super Data
Clean Technology
High-tech Engineering

The Barcode Enterprise Zone is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eart of the Aerotropolis. It is
composed of five key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dedicated specialized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the respective activities of each type
of industry. The five areas are linked by a
series of north-south landscaped bars that
provide open space amenities and
formalizing creating the Zone’s spatial order.

Barcode Enterprise Zone

Taoyuan Aerotropolis Industry Selection Principles

Industrial Cluster Model

3
8

4
1

Incubator Campus

Each industrial cluster is arranged to support
both start-up firms entering the industry and
established companies.
• The heart of each cluster is formed by a
centrally managed incubator campu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new firms with the
resources and space for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 These will share
specialist laboratories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meeting rooms etc allowing the
start-ups to focus on research and creativity.

Shared Specialized
Technical Facilities
Shared office building
Headquarters for mature firms

• Arranged around the campus larger plots
will be available for established firms to build
their own office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Enterprise Zone (3)

Types of Industries Permitted in Enterprise Zone (3) and (4)

3
9

1.
•

Total Area˖232.49 ha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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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Development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related industries
Regional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uxiliary aviation-related
industrie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hibition & trading centers
Cloud Computing Industry
Smart Vehicle Industry
Green energy industry
Busines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Composite leisure related
industries

2.
•
•
•
•
•
•

3.
•
•
•
•
•
•

Second Core Development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Finance and insurance related
industries
Wholesale & retail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Transport services industry
Warehouse & logistics
industry

Supporting Industries &
Ancillary facilities
Public authorities and
corporate bodies
Hotel Industry
Carpark
Office & Firm
Staff quarters & restaurants
Public facilities & utility
equipment

4
2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is a project addressed by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 achieve the “Golden 10 Years” vision
¾
•
•
¾
•
•
•

Evolve 2014~2016

4
3

•

To promot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o bring in new economic momentum
Core idea includes: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Further strengthen free trade in logistics and the flow of
human,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Further open up markets and liberalize trades :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WTO towards regional FTA / TPP) and Chinese
mainland investment (from ECFA towards WTO)
Forward-looking Industries
Choose industries with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demonstration function, and create more economic benefits
High value-added and high-end service industries base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aiwan's human resources, technical, ICT, regional and cross-strait advantages, to develop forwardlooking economic activities

•

•

•
•

•
•



Smart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Medical

High-value
Agriculture

Industry
Collaboration

•

•

Aerotropolis
Development Roadmap

•
•

•
•

•
•

Unify 2020~

Formulate overall planning framework and push forward
the progress
4
Complet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urban plan and resume 5
land required
Formulate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financial planning
•
Set up the structure of
Free Trade Zone and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
Plan and design
engineering works for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water environment,
transport network,
sustainability, etc. in the
Aerotropolis
•
Develop High Speed
Rail Designated Area

•

Complete the Aerotropolis
MRT
Bring in flows of people,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Achieve comprehensive
urban planning, and create
smart, green and sustainable
city

Entirely comple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integrate with the expansion
of city and push forward urban renewal

•
•

Inauguration of Airport MRT and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Utilize High Speed Road and Taiwan Rail to enha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rts & Taipei and New
Taipei so as to bring in flows of people and products

4
7

Revitalize the core areas of Taoyuan and Chungli
Realize the Taiwan Aerotropolis to be the gateway of
Taiwan

•
•

•

Develop the Enterprise Zone
Create a special character for each MRT station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erprise Zone and
promote the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Complement the expansion of the airpor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cale of the Aerotropolis

•

4
6

Complete the land
resumption process and
works
Push forward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Aerotropolis and realize
the new city development
Push forward the
Aerotropolis MTR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highway network

Brand 2016~2020

4
4

Link 2013~2014

Formul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ity competitive
strategy
Create a branding for Taoyuan and invite investment
proactively

•

4
8

Complete the development
spine of Taoyuan and Chungli
Realiz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business & trading, finance
and industrial operation
centre in Taiwan

• Taiwan Aerotropolis has become the Operation
Centre of Asia 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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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Roadmap

4
9

Thank you
Questions
Qu
and Answers

⚾ġĴįĺġ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and
Lifelines
Aerotropolis Metro Lines

Specified Industrial
Zone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ial Centers

PPP, DBFO, BOT

Industrial Campus

Station Development
Station Complex
Development

MIT Show Cases

Business Installation
Skyscrapers
Theme Buildings

Investment
Management

Urban Development
Business Investment
Retailer

Residential Complex

Free Trade Zone

Business Investment

Leasing
Real Estate
Leisure and Recreation

Free Economic
Demo Zone

Innovation, Design,
Banking, Hotel,
Convention, etc.

Conclusion
Objectives of
Taoyuan Aerotropolis
¾

A Brand New Urbanism for
Metropolitan

¾

Complex and Functional Living
Community

¾

Sustainable, Green Energy, Low
Carbon and Lohas Environment

¾

Emerging and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al Cluster

¾

Smooth flows of people,
product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¾

Logistics, Finance and Business
& Trading Operation Centre in
Asia Pacific Region

5
0

TOD

P articipating
I nvesting
C ollaborating

Taoyuan Aerotropolis will emerge
to be the Gateway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to create a superior investment platform
for the world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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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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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卵礫石層地下段施工技術研討會」
第一場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2年8月2日(星期五)下午3時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1602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 主持人：李總經理維峰

記錄：黃建發

一、主席致詞
1. 航空城計畫有兩條重要捷運路線，一條是「機場捷運」由高鐵局負責，一
條是計畫正開始展開的「桃園捷運」由縣府交通局主辦，這對桃園縣府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希望藉由學界、工程界力量協助縣府。今天召開本會的
目的有三個，(1)工程費及效益上最佳化。(2) 不排斥使用可行及品質效果
更好的最新工程技術。(3)針對困難高風險工程對策，事先沙盤推演。
2. 專家學者介紹(略)
二 、 高邦基局長致詞
1. 我代表交通局歡迎各位學者專家，捷運綠線長度 27.8 公里，一半高架、一
半地下，預期今年下半年完成招標策略、分標機制，招標文件明年上半年
完成，採統包機會大，希望明年下半年先期工程第一標實質開工。開工後
地上物排除、管線遷移、路樹移植及基礎工程之設計施工將透過統包機制
進行。將來設計施工期間，期盼各位學者專家蒞臨指導。
三、基本設計廠商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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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一) 主席：
1. 請大家提供意見，包括第一部分「工程配置」
，由傳統小圓潛盾到中圓潛
盾，再回到傳統潛盾的配置。第二部分「怎樣深入了解卵礫石層性質」
，
卵礫石層性質掌握不只對桃園捷運有幫助，對航空城內所有地下工程都很
有幫助。第三部分，桃園縣道路都很小，不管是 15 公尺或 20 公尺，以縣
長的立場，希望不要在道路上面施工，避免造成民怨。
(二) 陳正興教授：
1. G08、G09 疊式車站，路外基地是否取得?是否採聯開，還是徵收?
(三) 廖洪鈞教授：
1. 介壽路 20 米，局長說明路面不要開挖，可行方案請再確認。
(四) 基設顧問
1. G08、G09 路外基地初步規畫 110M 及 60M 銜接長度，站體基本設計已完成，
均屬於聯合開發。
2. G10 至 G07 車站間 15M 道路上，規畫內徑採 7.5M 疊式中圓潛盾隧道直接
通過，將來由 G08、G09 車站之路外基地向下開挖完成，由側向開挖與隧
道聯通，不會由道路上開挖車站及管線遷移。
3. 介壽路規劃 G04~G06 島式車站，採覆工鈑半半開挖施工，由路面向下開挖，
需施工圍籬及交維。
(五) 廖銘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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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地質特殊，以前案例如大溪慈湖灌漿不易控制；台電所有電纜洞道推
管，施工偏移曲折，有偏移 20 米案例。
2. 機場捷運 CU02A 標聯絡通道 CP1 開挖施工困難，主因是鄰近有南崁溪水脈，
造成大南灣層解壓軟化，灌漿沒用，採用真空抽水，效果也不很理想。
3. 機場捷運 CU02A 標廠商當時建議試坑調查， 90cm 大卵石分布在礫石層上
半部分，並非如預期在底部。
4. 卵礫石層沉陷特性，並非以安息角形式沉陷，而是煙囪型抽心。
5. 必需了解桃園卵礫石層之細粒料含量及粒徑分佈。大南灣層採連續壁也許
可行。桃園地區喜歡用鋼軌樁擋土板，不愛用連續壁或是用其他，不僅僅
是在深度考量，有其原則在。桃園地區地下水分佈、卵礫石分佈及大南灣
層位置，非常複雜，較難掌握。
6. 車站及潛盾通過地層，要有詳細地質鑽探資料，尤其中圓隧道相疊部分，
下方隧道先做產生鬆弛，上方隧道再通過時，其承載力分析，鬆弛影響範
圍考量，不能用傳統分析模式來做。
7. 現階段基設成果，招標文件不要是僅供參考，建議成果轉交給統包商或承
包商。節省調查時程對後續期程控制應該是關鍵。
8. 招標文件潛盾機不要規定禁止使用壓氣，應以勞安來配合管理。
9. 採覆工鈑半半施工或配套是適合的，不要完全不可開挖。
10. 路線上相鄰基地目前有蓋大樓開挖施工的，不管深度，建議參考看看。
(六)趙際禮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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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正路 15m，又是疊式隧道及車站，非常複雜，為台灣首例。道路不通了，
干擾老百姓將更嚴重。理論上很多工法都可行，施工品質才是重點。
2. 建議潛盾隧道儘量靠近車站，以小區段交維，覆蓋板半半施工施作連續壁，
潛盾機貫穿，可將風險降到最小。垂直雙環塞灌漿，可利用夜間施工。
3. 大口徑鑽探要先做，建議基設先執行，才能知道問題所在。複合地層界面
國外上方超過 50cm 下方超過 75cm 要地盤改良，疊式隧道局部交維不能少。
本案採統包模式問題較小，不是統包模式，則限制條件要交代清楚。
4. 真空抽水台灣與日本有 5 萬到 50 萬施工價差，要注意。
5. 考量緊急風險管理，相關管線要先調查清楚，如遇緊急狀況需灌漿，相關
管線仍需清開後執行。
(七)胡邵敏顧問:
1. 設計者設計要充分利用當地的特殊的地層特性。
2. 桃園的地質最特別的是卵礫石層有細料是含沙，有很高的地下水位，卵礫
石層是一個自立性很好的地層，只要細料沙不隨地下水流出，大顆粒卵礫
層可以站得非常穩，如廖顧問所言，潛盾隧道上頭崩塌下來的土就是一個
煙囪型的洞，底下掏空他就整個往下掉，並不是一個接近 45 度的分布，
這個材料在機場捷運這邊已經有部分的經驗。大家參考林口，中山高速公
路林口的邊坡都可以挖成 90 度，自然的邊坡也可以到達 90 度，礫石層不
能再用傳統的台北市的地層思維來做分析。
3. 卵礫石層的 c 跟 ϕ 都不能真正代表卵礫石層的特性，主要是因為它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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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殊的一個沖積扇，卵礫石層在沖積扇形成的時候，有一個覆瓦的結構，
每一顆卵礫石層都有很好的排列，每一顆都排得很緊，這種地層自立性很
好，土壓力幾乎是沒有，所以才參考民間的開挖打很深，鋼板都可以做擋
土，它的土壓力很小，但所有的民間開挖都有抽水，把水壓力抽掉，開挖
成功就是把水壓力抽掉。土壓力很小，可以用很省的擋土結構及支撐，就
可以進行開挖。
4. 今天所討論的擋土結構，在捷運是一個假設工程，永久結構是很厚的內牆，
設計要充分掌握這樣特性，地層千萬不要讓沙流出來，否則就會坍孔，所
以民間有很多的抽水，抽水在這個地層並不會引起很大的沉陷，所以抽水
是可以抽，但是方法要抽對。真空抽水的量地下大概６~７米，但要處理
的水也許是二十幾米的水。以往在這裡用深水井會比較少一點，因為深水
井要打一個很深的井，抽的水量也許也沒有很多，不像台北市景美層需要
大量的去抽，這個地方也許水量會比較少，但還是可以用深水井來把水位
降下去。
5. 按照以往的經驗在桃園做連續壁，此地土壓力比較小，開挖時邊上的卵石
會被鑽頭卡到，會有一些超挖量把邊上的卵石挖掉，我們的經驗，在設計
連續壁的厚度以外，一定要多加 40%的超挖量，在設計規範裡要容許這 40%
的超挖量及混凝土量。
6. 剛說的土壓力很小，假如我們可以控制水位，水抽掉挖連續壁時，用穩定
液可以防止沙流出，防止開挖時造成坍孔，但超挖量一定是有，那設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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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不需要用到 1 公尺的連續壁，因為民間的開挖做到 20 公尺都能用排樁
做成，既然這裡需要有超挖量，那我們是不是還要用 1 米的連續壁，若我
來做設計可能我會很大膽的用 0.8 公尺的連續壁，加上超挖量可能用到
1.2 公尺的水泥量，再加上土壓力很小的情況下鋼筋、支撐可以用到很小，
甚至於說你們建議用潛盾中圓 35 公分環片，在土壓力小只有水壓的情況
下是否可選擇用 25 公分的環片，設計者必須替承商考慮，設計必須考慮
實際做出來品質上也可以達到這要求，在假設工程，外頭連續壁其實就已
經是一個擋水的連續壁，車站內牆做起來，比民間施作的時間減少很多，
所以設計上可以考慮更省的方式來做設計。
7. 假如實際施工的空間很有限，可以考慮把潛盾跟開挖區靠近，如趙處長建
議，在這個地方要做灌漿，不是不可以只是很難，因為灌漿必須在卵礫石
裏頭鑽出一個孔，很可能施工時很多孔實際都是鑽在大礫石裡，因為每隔
一段距離才有一個開孔，剛好有一孔遇到卵石就會灌不出去，那附近的區
域灌漿效果就會沒有。
8. 關於調查建議盡早做出卵礫石的粒徑分佈與細料分佈，機場捷運在還沒有
開始招標之前，日本廠商就已經要求我們做林口段的粒徑調查，當時的作
法有一些用挖井的，有一些用怪手挖下去，做出很多的粒徑分佈去決定這
個地方最大的粒徑大概是多少，然後他們去考慮潛盾機的設計，所以在往
後的設計若沒有考慮此處的卵礫石層粒徑有多少時，這樣都是一個很大的
風險，絕對不可以在事後才把這些事丟給廠商，否則他無法掌控這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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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最好是你們能事先把這件事做好。
(八)陳正興教授
1. 關於地調我有一點補充，我看你們這邊要鑽 131 孔將近 4600 公尺，那這
些鑽孔其實都是打 SPT-N，在這裡都是礫石層其實得不到什麼有用的參數
來做設計，所以地調建議要做大型的譬如試坑或豎井的方式，做幾個重要
的地方，做出來的東西才真正有代表性，才真正知道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才對真正設計是有幫助的，所以應該將方向轉為做現地的大型試驗。

(九)廖洪鈞教授
1. 目前基本設計，大家談到很多事是細設之後要交給承商去做，但我們現在
談的不是這件事，因為如採統包的話，他的不同其實是發包的策略，譬如
說剛提到的 1 米連續壁，如果可以用排樁做下去當然可以，基設服務費用
有限，而且基設的建議在統包廠商進來後，可能僅供參考。所以應該思考
現階段該如何找出桃園地質的特性，如何去照這個特性走。
2. 以國道 3 號為例，一個邊坡打了 572 支地錨會滑下來，而下面是一根地錨
都沒打仍穩定，所以應採一些方式或措施去掌握到該地區的地質特性。
3. 機場捷運的經驗可以參考，應該要去看別人面對的問題後來是怎麼去克服，
尤其民間廠商都是算得很精準，那統包的廠商應該也要做同樣的事情。
4. 基設顧問應該評估排樁、主樁橫板條哪一個是比較合適，因為我是有點擔
心，這個地方如果軟礫石直徑有到 90 公分，而且他可能在淺層，我不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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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你連續壁抓斗對鄰房是不是有損壞，這不知道有沒有考慮鄰房問題，做
工程不可只考慮自己，若不考慮別人註定會失敗，要考慮一下鄰居怎麼
想。
(十)黃南輝博士:
1. 本工程可能採統包，細部設計是承包商在做，如何控制承包商偷工減料，
業主跟承包商之間要如何確認品質，就像剛廖教授講的，我們想的是細部
設計，我們想的是 1 米連續壁，他們可能想的是鋼板樁排樁之類的，那你
又不能說他不對，那中間在合約方面怎麼樣有個機制，說可以否決他們或
修改他們，因為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風險的問題，這業主可能要去思
考一下。
2. 另外一個是對交通局的建議，桃園捷運才剛開始，未來是否能將桃園的鑽
孔資料，管線資料來做一個整合，甚至於地質分區，因為台北的地質分區
做得滿好的，這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在未來 20~30 年都可以用
得上。
(十一)主席:
1. 桃園縣大眾捷運股份公司只管營運，不管施工，施工目前仍由交通局負
責。

(十二) 陳正興教授:
1.

看到報告標題中有桃園縣政府及台北捷運局，請問一下北捷和桃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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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

地質調查跟公共工程的配合，於基地內才有意義，但是否有用地可以實施
現地試驗，這才是重要的。

(十三) 高邦基局長:
1. 桃園捷運整體規劃到桃園綠線的可行性評估、綜合規畫及基本設計均委託
台北捷運局代辦，再交由 CECI 基本設計。目前規劃未來招標及招標後的
設計施工由桃園縣政府及北捷共同合作或自辦。未來並不會成立捷運工程
局，而成立捷運工程處。
2. 預定今年下半年招標策略擬定，明年進入招標階段。未來發包後，議題一
需要基設單位 CECI 地質調查增做部分，希望專家給予非常明確的看法供
CECI 執行。包括試驗的內容(像是大口徑卵礫石試驗)和試驗時間等，可
供後續設計施工參考，費用不是問題，重點是不要影響後續設計施工時
程。
3. 調查地點於未來工區近或是工區內才有意義，是否有既有空地離工區近又
可以使用，請考慮。
(十四)主席
1. 現階段雖為基本設計階段，但還是希望現階段調查越清楚，未來到施工負
擔就越少。若基設到細設中間須做更清楚之調查，歡迎各專家學者提出，
桃園縣政府表示費用不是問題。今天先討論議題一，希望可以提出補充調
查的相關計畫，像是現階段卵礫石調查，或是桃園地質分布等，若學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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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或是哪個單位協助都歡迎專家學者提出，桃園縣政府都可以協助。

(十五)周功台副總經理
1. 剛才幾位專家意見，從基本設計的地質調查結論來看，CECI 對於桃園地
區的地質分佈掌握得並不好。像是從剛才胡博士的意見，CECI 對於強度
的特性，跟水之間的關聯性，穩定性都沒有掌握好，沿線差異的變化是另
一個問題。
2. 對於胡博士提出爾後地下開挖部分，我們並不擋水而是排水，開挖只要水
處理好，擋土的部分都會單純很多。我個人認為：這邊的地層內水的特性
非均勻，有特定水脈流動。在水的處理方面，灌漿效果不好，效益差，盡
可能不要。偏向深點井，真空配合深點井，因傳統深井為重力式抽水，在
此地區效果不好。
3. 第二點為這階段為了提供較完整的資料給下個階段的設計施工廠商，可以
合適或某種程度準確性地掌握地層或土層特性，建議的地質調查項目和內
容確實有可以檢討的空間。之後會根據專家學者建議的方向會再檢討數量
和項目，若現場有場地可以施作，也可朝這個方向思考，我們希望可以增
加統包商對地層詳細的了解，減少施工疑慮及風險。

(十六)北捷局綜規處:
1. 基本上桃園捷運可行性和綜合規畫為台北捷運局幫忙桃園縣政府執行，基
設才委託 CECI 執行。提出兩個想法供大家參考。(1) 北捷一般都做雙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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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桃園因路窄是否有機會可簡化。(2) 北捷整體建設施工來講，最大的困
難點為管線遷移，目前 15m 道路不做開挖，並無管遷問題。但在介壽路三
個站，基本上為島式月台，施工為半半施工，因路寬很窄，管線永久遷移
的空間有限，施工中應為管線臨時吊掛。在整個施工期來看，連續壁施工，
因施工期最長，危險性也最高，是否能先期發包，單獨為一個標案，其他
主體和隧道工程再一起在主體工程標發包。對於連續壁施工的危險性降低，
這樣方法可不可行。

(十七) 周功台副總經理:
1. 車站的擋土開挖，採非連續性的擋土設施，是可以就管線的狀況去閃躲，
管線遷移和處理就會變單純，是有這樣的空間去配置考量。
(十八) 胡邵敏顧問:
1. 基本設計建議為開挖深度 2.5~16m 用主樁橫板條加衝擊樁，16~25m 建議
全套管排樁，25m 以上用連續壁。假定為淺開挖，像是出入口及通風井，
按照之前的經驗，可用鋼軌樁來施作，開挖到三層地下室大概 12~13 米這
個深度，用鋼軌樁最好施作。
2. 再深一點，若用全套管排樁，其接合性不太好，也須從套管外抓卵礫石層。
倒不如定一個深度，在此深度之下使用連續壁，但連續壁可不用傳統公母
單元接合，因在這個地方土壓力和水壓力都沒有很大，可用無翼尾接合，
碰到管線用單一個單元下去，若可以處裡的話，用兵樁方法來做。故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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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用全套管，因搖管機需要較大的空間。
3. 補充桃園地區連續壁施工案例，碰到的最大礫徑約 40cm，大多是 20~30cm。
奧村委託調查機場捷運，最大礫徑約 80cm。
(十九) 陳正興教授:
1. 因目前有的地質資料如DU01、DU02 都不是綠線範圍，其礫石層分佈若與
DU01、DU02 不同，則影響大，因礫石層強度受最大礫徑、組成、細料含
量影響，其單軸強度高達 2000kg/cm2，全套管無法鑽過，這麼大的工程地
調很重要，且礫石層是關鍵，不要引用鄰近的地質資料。
2. 另外地下水的部分，可能要做現地試驗調查而不是實驗室做透水係數試
驗。
七、結論
(一) 需要做的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其期程、數量、費用、契約程序及是否需
外聘專家，請世曦與北捷協調後提出，目標是能清楚了解綠線範圍的地
質，設計能順著桃園卵礫石層及大南灣層特性，其後續使用之工法才能
適應此處地質，使施工更有信心。
(二) 新增議題兩項:若使用 NATM 一路通過之可行性；高架段基礎型式、承載
力。
(三) 關於地質、管線資料彙整之上位計劃，建議交通局請教今天的專家，再
報航空城推動委員會。
(四) 補充地質調查之執行計畫以不影響現有發包期程為原則，但可以搭配不

73

同策略請世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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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高架段基礎及上部結構」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2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 1602 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 主持人：李總經理維峰

記錄：黃建發

一、主席致詞
桃園捷運綠線是縣政府的重大工程要推動,而且也是已經納入行
政院航空城計畫的核心計畫，推動小組已正式納入航空城的核心計
畫，也是航空城計畫的一部份。這一條捷運線對於航空城的開發至為
重要，尤其是高架段 G14 至 G18 原本為第二階段，但是很有可能由第
二階段併入第一階段執行，它是整個航空城計畫的精華區，G14 至 G18
行經航空城最重要的商業精華區，原則上在中央整個推動小組以及桃
園縣推動委員會希望是一併開發，不要到時候都市做好了還要再做一
次捷運工程，這幾乎是會是一個快定案的方向。整個案子我們是委託
北捷，北捷是世曦的業主，桃園縣是金主，在這個階段希望多聽大家
的意見，借重大家學者專家的意見，這條捷運線是否能夠做到最好，
我們希望最好最新的新技術、新工法都能用在這個計畫上，尤其在規
劃設計上，桃園縣政府願意多花一點錢，讓整個工程在後續的執行上
比較少爭議也好，而且用到最新最好的科技，甚至在新技術新工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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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未來也會邀請營建研究院來協助做新技術新工法的認定，讓任何
的新技術新工法都可以在整個航空城，也包括捷運綠線上去使用而沒
有任何的障礙。整個捷運綠線的工程分了幾組的專家來協助我們，我
們上個禮拜已經開過地工的技術座談，也請了許多地工專家來協助我
們，今天進行的是結構部份及材料部份的專家座談，後續還有合約部
份、時間控管、風險等等座談會，今天座談不會是唯一的一次，我們
希望是長期的配合捷運工程的推動持續的開會，希望在座學者專家能
夠幫助桃園縣、照顧桃園縣，多提供一些意見給我們，未來在整個計
畫推動上能夠順利進行。

二 、 高邦基局長致詞
首先代表交通局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本計畫未來將結合
上周五(8/2)地工座談會的地工專家以及今天結構專家組成技術顧問
團，希望以長期性的合作模式，對本案設計及施工階段提供技術諮
詢，希望在座專家能夠協助本案之推動。有關捷運綠線招標策略已經
在交通局內部密切討論中，目前交通局比較傾向採用大統包的方式，
未來如決定採大統包時，未來投標的統包團隊就會邀請顧問公司就設
計及施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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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設計廠商簡報(略)

四、討論：
(一)主席：
桃園這條捷運線興建是由縣府交通局負責，以後是否成立捷運施
工處，交通局還在思索考慮當中。桃園縣另外有一個捷運單位是桃園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桃捷公司，桃捷公司並不負責捷運興建
部份，只負責營運的部份，桃捷公司目前的任務是要準備接管機場捷
運，桃捷公司是受新北市、台北巿以及桃園縣府三方的委託，是由三
家控股的單位組成公司來接管以及營運機場捷運，未來桃園綠線完成
後，理當也是由桃捷公司來接管營運，這個幾個單位的角色扮演先跟
大家說明清楚。機場捷運整個資產不是由中央委託到地方來，桃捷公
司不是資產管理單位，而是依大眾捷運法是由中央高鐵局完成機場捷
運後移交給桃園縣政府，桃捷公司是接受桃園縣府的委託來營運機場
捷運，未來桃園綠線也是朝這個方式辦理。

(二) 高邦基局長：
目前縣政府推動航空城是全臺灣最大的造鎮造巿計畫，桃園捷運
綠線在上周已經奉行政院的核定，由毛副院長核定把桃園綠線納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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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畫之一部份，因此本案將來的施工進度、品質以及面臨的困難
都可提到行政院內的專案會議討論，因此想到要比照航空城計畫顧問
團的概念成立捷運綠線的技術顧問團。主要希望在捷運綠線工程裏面
能夠創造出工程設計施工的特點、亮點，這些特點及亮點是針對工程
的品質、效率以及美觀能夠有不同於其他工程的作為，一定要透過在
座專家給我們指導。剛才的簡報是由世曦捷運部提出來的構想，世曦
公司有很多很好的內部資源，希望世曦能夠整合內部資源提供最好的
構想及方案。

(三)交通局軌道建設課林義昌課長：
請世曦補充說明高架段跨越高鐵轉蘆興街(15m 道路寬度)，轉彎
半徑較大，其施作方式也讓委員知道。

(四) 高邦基局長:
林課長所提到捷運綠線跨越高鐵而且是斜交，這個結構的形式以
及施工中的安全是絕對要特別考量。

(五)北捷局戴課長：
以台中捷運及文湖線 U 型梁都設有隔音牆，簡報中有提到 U 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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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牆可作為隔音應該都沒有作用，所以 U 型梁具有隔音效果可減省工
程造價，可能是需要全線做噪音分析後才能下結論。
經檢視發現隔音罩的量體比 U 型梁還大，我們有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造型方面是否需要再調整一下。

(六)台灣世曦顧問公司張荻薇副董事長:
剛剛高局長有提到本計畫高架橋斜交跨越高鐵，在本公司的五楊
高架橋也有跨越一高的案例，一高斜交角度大，跨徑長達 216m，也
是因為環境的考驗讓我們的梁橋能夠創造這麼大的跨徑，高鐵晚上會
停，但是一高是完全不停的，它在沒有中斷任何一個車道的情況下，
去完成鋼梁的架設，這裡的難度應該沒有像一高那麼嚴苛，主要是因
為高鐵寬度沒有那麼大，以台灣的施工技術應該是可以克服的。
另外，上部結構使用 HALF THROUGH 的 U 型結構，第一個用的是
臺鐵的大甲溪橋，臺大也去作載重試驗，因為它是第一座，它是兩支
I 型梁，中間用橋面版接起來，再施加橫向預力，它是鐵路橋，載重
比捷運要大，因為跨越河川所以跨徑也比較大，以此來看梁在承受載
重後，上方受壓力作用所以有側向穩定的問題。U 梁比較特別，它不
像箱梁可以在下方加隔梁(DIAPHRAGM)，所以 U 梁的設計細節就很重
要，它的側向勁度就很重要，也就是這樣 U 梁不能做太高，因為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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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梁的側向穩定就愈差，所以它的跨度一定受到限制，若太長太重也
無法吊裝，它是使用在小跨度的地方，對側向穩定分析要做相當的努
力，這個不是只有在計算應力，而是它的穩定問題要經過分析。
剛剛北捷局有提到隔音牆，U 梁側牆雖然可以當作部分隔音功
能，但是也要預留日後加裝隔音牆的可能性，像新生北路高架橋它原
本的護欄是透空的，雖然沿途居民一再反應噪音問題，可是就是無法
加裝隔音牆，必須要等到橋梁改建，把護欄改成封閉性的才有可能，
為了因應都會區日後的改變，預留加裝隔音牆是有必要的。隔音牆本
身要能承受風力與其他外力，但是重量也不能重到壓壞結構體，不能
無限上綱，隔音牆本身的強度要拿捏好。
桃園地區地質條件不錯，地震危害度比較小，本計畫周邊也沒有
第一類活動斷層，所以相對地它更有機會可以使用一些特殊工法，像
我們公司在台中生活圈四號線就有使用預鑄橋墩這種工法，這個地方
可以考慮使用，如果搭配一些消能設施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例
如對車輛振動是否有幫助，等一下會有兩位專家，或許他們對消能的
東西會有一些更好的想法。
營建自動化本身就是循環施工、制式施工、循環使用，所以
能不能很多營建自動化，事實上跟營造廠有很大的關係，將來發包策
略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最低價標，明明政府不希望這家廠商得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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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卻是這家廠商得標，那就會很麻煩，像某公共工程由一家廠商影響
周圍廠商，結果影響最後的通車時間，然後又標到其他工程，反正如
果是最低標就是他的，類似像這樣的案例，你要奢求什麼很難，他能
作出基本功六十分就很好了，自動化的目的是要提高品質、縮短工
期，如果廠商的程度不足，我覺得反而會適得其反，所以營建自動化
跟廠商態度有關，像臺中生活圈的廠商有心要做好，他就會投入比你
要求還要更多的人力或設備，但是有些廠商就不見得是這樣，臺灣有
很多好的廠商但是他未必能夠得到一些好的設計的案件，所以如果這
個計畫想要用先進工法或營建自動化工法，對能夠選到好的廠商是很
重要的，未來如果走的方向是大統包，設計是被納入統包裡面，在這
種情況下要如何能夠發揮出設計構想與設計創意，是需要去思考的。

(七) 高邦基局長：
如果將來縣長同意採用大統包的方式來做招標的話，按政府採購
法統包作業實施要點的規定，是唯一採用最有利標決標，不會有最低
標決標的情形。統包的辦法就是要用評選的方式選出最好的包商，所
以不致於有低價搶標的問題。剛才北捷局的意見，張副董事長提供了
許多見解，將來如採用大統包時，在結構設計作業時，會要求統包商
要考量預留設置隔音牆。另外有關消能抗震的部份也希望在座專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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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提供一些意見供參考。

(八)張國鎮教授：
現在臺灣正處於一片低瀰的工程前景之下，本案如能推出具有特
色之工程確實可振奮人心。簡報中提到的耐震設計考量是一般制式的
寫法，目前國內已有新的設計規範正在研擬中，即所謂的性能設計
法，設計單位應該從性能方面來著手設計，例如考慮發生 475 年迴歸
期地震時列車要能維持營運，或者是設定可以修復的結構損壞程度，
都可以在設計階段來做個規劃，例如為了要達到設計理念的要求，設
計單位可能要考量設置消能裝置，事實上，消能裝置在臺灣已經相當
成熟，很多顧問公司設計過也曾用過，在中山高以及二高橋樑的耐震
補強用過很多。另外，新設計的耐震設施必須要考量留設維修空間，
所有的消能系統是需要做維修的，置換消能設施所花費的成本有限，
但是如果未考量維修施工作業空間就不太好了，將來橋梁耐震補強只
要更換 Damper 就好了，甚至就可以不用動到基礎了，這方面是值得
思考的，造價也可以降下來。如果採統包應該有新的思維，最主要的
思維是一定要用最有利標，比較困難的一點是我們公務機關要不要有
所作為，確實是大家都怕，癥結問題是審查委員的遴選，現在有許多
教授都不太願意擔任審查委員，依工程會陳前主委認為重大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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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找學校教授擔任評審，其實有工程經驗的公務機關也很多，由公
務機關互相借用來擔任評審是值得參考的建議。本案如果依照世曦建
議的自動工法來施作橋梁工程，當基礎工程完工後，可能很快 1~2 年
就做好了，但是捷運工程還有機電系統工程，有可能土木標完成後還
要好幾年機電系統才會完成。自動工法有很多種，僅能提供給未來統
包商參考。如何有蘿蔔跟棍子來要求廠商，如何確實執行讓不好的廠
商進不來，最有利標如何找到好的廠商以及制定好的機制。要展現有
特色的工程，例如在非常短的工期如期如質完成，五楊高架即是最佳
案例，很可惜最後失敗在一處小地方，不然將是國內工程界重要的里
程碑。本案工程包括系統工程是可以思考如何利用新工法、新技術，
如期如質完成以創造新的指標。

(九)詹穎雯院長
未來招標策略如採大統包應該是我們非常期待的，不過剛剛張主
任也提到有相當多的難度，以下提供幾點建議給大家參考。
做為最有利標將來決標機制是最為關鍵的，除了業主開出來的規
範標準要能夠導引投標單位能夠提出我們所想要看到的這些內容以
外，最有利標的機制是相當關鍵的。決標機制要把負責採購法的主管
機關納入做為工作團隊的一部份，因應畢竟他們掌有採購法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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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實際上工程會也有輔導有利標的團隊，未來政府改組後也會持續
運作。如能使訂定決標機制的承辦機關介入，除了在採購法解釋可發
揮最大的作用之外，某種程度有種背書的作用。
第二點是我個人的期許，希望將來能有個審標機制，我一向非常
反對就是我們的廠商簡報由這邊的委員排排坐，聽完簡報以後打分
數，這是一個相當粗糙相當不合理的機制，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委
員要聽完這些簡報然後要去做判斷，我個人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一件
事情。我建議要採行東南亞一些先進國家的作法，例如新加坡他們的
審標機制，雖然是採取委員制，但是審標基本上是一個過程，是一個
相當長的程序，在這程序內投標單位的簡報或者是他的報告只是其中
的一環，前後審標機制可以長達 1~2 個月的時間，那委員就有充份的
時間就投標廠商的內容、條件、規格等等去做一個很詳細的審查，最
後再由主辦單位再根據委員的意見再去做決策，不一定是投票的方
式，所以有這種審標機制可以思考的話，桃園縣捷運綠線統包有利標
可以就審標這個機制把它研究創造出來，應是開臺灣工程的先例，同
時可以提高決策，特別是對這些投標單位所提供之資訊做一個比較詳
細評估應該是一個契機。實際上審標機制不是單向由投標廠商提供資
料去研讀、判斷，不僅僅是這樣子而已，投標單位所提供之規格、條
件有疑義或者是有改善空間的時候，審標機制都可以反向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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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單位也可以做一些回應或者是調整，所以這個審標機制時程會拉
得比較長，但是時間比較長的代價絕對是有利於選到最好的包商，只
要是審標機制是透明的，這樣的結果是可以幫助主辦單位找到一個最
好的包商。另外，發包策略上希望主辦單位要想辦法提供最好的價
格，在預算許可之內儘量把發包預算提高，我們不要怕廠商賺錢，我
們甚要讓他有機會在這當中去爭取到他最大的利益，甚至是同業非常
羨慕的利潤，但是只要他做得好這個利潤就是廠商應得的，應該要創
造這樣的可能性，因此要預算夠好才能吸引夠好的團隊。再談規格方
面，如果本案是大統包，那麼從設計及施工等等都包含在內，因此未
來硬體完成之後桃園縣府要來接續營運時，營運成本也希望在設計時
都要納入考量，因此也會包含系統的問題，將來統包商要儘可能降低
營運成本，雖然初期成本比較高，但長期可以降低營運成本可這是划
算的，這一部份未來要請統包團隊用全生命週期這樣的概念來做分
析。另外有關系統部份，桃園捷運縣與機場捷運線未來可能形成環線
的系統，所以在設計斷面以及軌道相關規格部份可能要考慮到與機場
捷運系統整合成單一糸統的可能性。很遺憾捷運工程要有特色是很難
的，它就是一條線，它不像是跨河大橋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所以所
謂的特色可能可以從工法過程當中去呈現出來機會是比較大的，就工
程技術面而言，臺灣這方面已經相當的先進，本案的難度都不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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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考慮在過程中採簡報中提到綠營建概念是相當重要的，利用自
動化工法先進的技術來達到綠營建的效果，這個效果有三個：第一個
可節省施工期程，第二個施工過程會涉及相當多的都會區，要儘量可
以減少對既有道路市容的擾動，採取自動工法是必要的，要儘量縮小
開挖的面積，縮短局部施工，第三個對於碳排量會有相當的助益，即
所謂碳盤查這樣的執行的成績會相當可觀的。預鑄橋墩這樣子的工法
是值得鼓勵大量實施，那樣的工法可以將每個橋墩開挖的面積及施工
期大量的減省。有關品質的部分，不只是 SCC 整個混凝土品質提升對
工程都會有相當的助益，北捷局的工程對混凝土都有的相當的經驗也
非常重視，未來在這個工程的施作上面，有關混凝土跟 SCC 都要納入
驗證項目制度，會提到混凝土驗證項目，是因為有經過驗證的廠商跟
沒有經過驗證的廠商是有很大的差異的，桃園縣政府是有心要追求最
好的品質，納入這些驗證項目是有必要的。

(十)宋裕祺教授
剛剛詹院長所提有關發包策略部分個人非常贊同，若這個案子準
備要用大統包方式，那從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維護等營運成本
應該整體去規劃，並注意成本問題。審標時要注意廠商提出之工法，
廠商業績、人力，機具調度能力，施工工期，施工費用等等，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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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詳細列出，這樣才能選擇出想要的優良廠商。
日後得標廠商會提出設計成果，建議主辦單位要有審查機制，統
包商從規劃到設計到施工所提出的成果，必須經過主辦單位的審查及
核定，如果沒有審查機制或單位，會具有風險性，成果需要經過什麼
單位審查(例如結構外審)也可以明訂出來以供依循。
跨越茄苳溪，南崁溪及高鐵橋梁的橋型，可以考量變化，不需要
是一種固定橋型。也可以考量讓日後競標的廠商提出不同橋型，讓業
主可以從中選擇。
上部結構採用 U 型梁，剛剛張副董已經提出相關的意見。U 型梁
本身中性軸較低，與箱梁或 I 型梁相較，若發生張應力則應力值較
低，對 U 型梁的耐久性較好，而其側牆也有阻隔噪音的功能，不過要
注意受壓區域的側牆穩定問題。
地下管線部分應考量進行試挖工作，讓細部設計時的變更設計工
作可以減少，並預留變更設計機制。
2*1 的大口徑 2.5 公尺基樁基礎，要注意在弱軸方向的抵抗力。
像簡報中所列的預鑄橋墩及 H 型鋼複合柱，國家地震中心都有參
與，日後地震中心也可以提供協助。目前地震中心也在研究改良式的
預鑄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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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彭康瑜副總工程司
U 型梁有其特色，可以因地制宜，國外的案例尚有智利聖地牙哥。
軌道工程使用隔減震系統，需土建及系統全盤考量。本地區地震
力相對上較不大，使用隔減震的誘因就會降低。
由簡報中所述，若考量不遷移高壓管線，則會引致使用兩種不同
口徑的基樁(1.5m 及 2.5m)，此對統包商來講會有不同思維，因為統
包商會準備兩種不同基樁施工機具，會影響統包商的投標意願。
詳細的管線調查與遷移費時，其實可以考量納入前期優先施工
標，在統包商進場施工前就完成，如此可以節省部分統包商調查或遷
移時間，請考量其可行性。
跨越高鐵橋梁可以考量像高鐵跨越中山高速公路的桁架橋型式。
詹院長提到審標機制，最近國內幾家顧問公司都經歷過新加坡的
審標機制，台灣是否可以借鏡，初步覺得是可行的，不過有關法務層
面的東西仍然有待解決。

(十二)台灣世曦顧問公司張荻薇副董事長:
一條捷運路線，其實控制工期的應該不是高架橋，而是地下段。
到最後會控制的也是機電核心系統或軌道或車輛。
若本計畫機電系統與機場捷運完全一致，那就代表桃園綠線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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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機電系統已經定案，要綠線完全引用機場捷運那套系統會有需要許
多界面協調工作，會相當辛苦，正如同當年台北木柵線與內湖線系統
整合一般，也就表示上位的計畫或規劃必須先行決定，下位或下游才
能配合來辦理。
有關發包策略的問題，要先解決法源的問題，後續公務人員才能
據以執行。像國外亞銀，世銀，日銀的投標發包機制相當透明也具有
公信力，但是在國內若貿然引用則可能就有難度。國內在九二一大地
震之後，為了讓橋梁重建能夠儘快完工，有幾個跳脫傳統發包策略的
橋梁施工案例，有”先用後審”並配合相關行政程序的變通作法。

(十三)詹穎雯院長
再談到發包策略，除了法規層面的東西之外，未來若採用大統包
採用最有利標，將會成立工作小組，需要將工程會等主導採購法解釋
權責的機構納入，一方面是對工程會的重視，另外就是對他們想推動
的最有利標的支持，採用最有利標，包商的選擇是相當重要的。
三座跨越橋，雖然不是靠近海邊，不過未來仍然需要請細部設計
單位或統包商提出在橋梁壽年中的耐久性如何考量。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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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
1.桃園縣政府完全會同意使用新工法新材料新技術，我們要研究
與實務並行，我很希望這些新的工法、新的技術採行的時候，應該配
套 performance Monitoring 。
2.新工法台灣沒有用過，用過後會是怎麼樣，檢測跟監測操作的
空間，我們這些系統要不要委託國震中心作一些驗證，我們既然用了
就要把他學習得很徹底，都應該在施工的前端開始準備了，不要到了
都上去了，才來說做其他的事業或怎樣，這一部分請你們注重一下，
整個新工法新材料我期望是全套的，材料部份要如何引進 GRMC 認證
制度，但我們應該要做的，這也是我在營建研究院任職的時候極力推
行的東西，怎麼樣把材料認證制度引進這個標案裡面這是非常重要
的，碳盤查另外有一個研究案是由我們縣府環保局在執行的，作永續
發展的碳盤查計畫。未來的設計上尤其是到細設的部份，尤其在基設
和我們標案可以引進性能設計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審標的機制最
有利標的發包，統包的方法，第一階段要請世曦蒐集相關的案例可執
行的案例。採購法有寫，但在台灣沒有用過，詹院長指點給我們一條
很明確的方向，請工程會參與，請交通局安排請工程會指導，請交通
局持續溝通以及相關例案的研究。全生命周期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們
不要設計一個東西到時候不能維護不能管理，現階段比如說 BlM 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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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的維護管理系統檢測，檢測的手冊，這應該一併要求廠商
最後都應該產生這樣子的東西出來，完整的維護管理的制度，這是我
的要求，一定要做到，我希望在基設的部份相關的原則要放進去，我
舉個例子，機場捷運跨越中山高的部份，那一段其實箱梁進不去，晚
上停車的時候只能檢測上面，下面往上的地方做檢測，到現在也找不
到適當地方可進去，那個地方那會是大問題，沒有貓道做檢測的地方。

(二) 高邦基局長：
對世曦有一點建議，對今天專家學者的意見應該把它綜整寫成文
字，以後可以追蹤考量辦理情形。今天所有專家的討論包括結構發包
機制或者招標策略不同面向，既然是委託你們做基本設計，你們公司
內部可能要跟其他的部門多做些討論和協調，把最好的成果提到委員
會來。本案預計明年下半年的第一個標要開工，是我們的壓力也是責
任，因此施工團隊採大統包的概念時，他的施工團隊組成的份子是什
麼，統包要招標的時候，它的功能的以及規格要做處理，包括上部結
構的技術也要做一些雙方履約權利義務規定，分不同層面去訂定招標
的條件。統包開標程序是非常長的，前一天跑一趟中鋼，中鋼告訴我，
統包的文件準備超過六個月，而且是逐條審查，非常繁雜，明年度要
開工現在就要動了，中鋼特別告訴我要財務、會計、保險、法律通通

94

要委外去做，特別提醒世曦捷運部要注意。

(三)交通局
專家學者提供我們意見的部分，列入我們捷運後續工程追蹤考
核。

(四)北捷局
剛才局長提到高架橋要有特色，誠如幾位老師講的比較難發揮，
這次簡報的內容從台中捷運到文湖捷運幾乎是相似的，所以大概只能
從品質方面來作。

(五) 高邦基局長
特色不一定是景觀、美觀，可以是施工方法、材料、營建管理的
機制，別人沒有做過的這就是特色。

(六)張國震主任
特色是要看你如何定義的，像國道 4 號生活圈，第一希望要快，
第二是不希望阻礙交通狀況，不需要施工道路只要用吊裝，只要在吊
裝的地方有局部的施工圍籬就可以了，重點是所謂的特色是要看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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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定義它，這就是我們所講的綠色施工或者是你要講的是環保，要讓
人家感受到，要讓桃園縣民感受到這一條捷運施工時非常乾淨沒有阻
礙，那這樣子就會非常有特色了。

(七)主席
ABC(Accelerated Bridge Construction)要盡量採用，就今天深
入的部份請世曦準備更詳實的資料比較 overall(全方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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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卵礫石層地下段施工技術研討」第二場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 1602 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 主持人：李總經理維峰

記錄：黃建發

一、主席
1. 基設範圍工作，請依專家學者意見，反映於基設報告，非基設範圍工作，
請基設廠商提出想法與構想。
2. 補充地質調查的理由，目的為何，要說明清楚。調查數量無法涵蓋部份，
將來廠商進場後如須進一步調整，亦要說明清楚。
二 、 高邦基局長
1. 補充地質調查成果要能配合招標期程，請儘速進行。
2. 補充地質調查用地，請現地協調確認可行，並儘量靠近工區。
3. 地震危害度分析及洪水位調查，請會後提出現階段執行的必要性，執行內
容、經費及工期，給桃園縣府參考。
三、補充地質調查內容意見
1. 胡邵敏博士:滲透性係數(K)會因試驗封層不易，進水長度估算不正確，而
造成超估，基設廠商要詳細分析 K 值。
2. 黃南輝博士:變水頭試驗成果參考性不足，建議至現地看看工地如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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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設計廠商簡報(略)：
五、討論：
(一) 主席：
1. 縣長立場是不要地面開挖，不要讓民眾有施工擾民感覺。無法給大家有地
面開挖空間。
(二) 高邦基局長:
1. 民俗”鑽轎下”概念，景福宮廟方是否同意?能否找到民俗方面非常有地
位的人來說服廟方。
BDC 答覆: 不論穿越民房或景福宮我們對於建築物安全都會掌握，以最佳
方案及替代方案方式，兩案並陳。
2. 依照統包概念，採用新奧工法或潛盾工法會尊重廠商，基本規格要列出來，
包含機電參數，09/04 再聽聽廠商的意見。
3. 今年或明年上半年交通局有沒有可辦理的事項，以加速推動捷運工程，例
如先進行非破壞性透地雷達管線調查，以後再交給未來廠商進行管線遷
移。
4. 按照修訂政府採購法規定，如果採用統包，唯一的決標方式是採最有利
標。
(三) 王泰典教授：
1. 中圓的方案不做聯絡通道，消防法規會通過嗎？公路總局在做仁水隧道時，
跟公路法規還差有８公尺，隧道還未超過長隧道的標準，隧道下面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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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但他們認為這樣不會通過，所以就變成要要再擴挖並辦理環差。所
以我不曉得我們中圓方案按法規會不會通過？可行方案請再確認。
2. NATM 不一定要用岩栓，因為卵礫石層中岩栓的功效５個中至少失效３
個。
3. 即便按照消防法規中圓的方案會通過，那假設有緊急事件時救援的方案為
何？
4. 從 Google Map 上來看中正路非常小，未來捷運蓋起來之後，道路兩旁很
多小房勢必會重新改建成大樓，這將會是一個很大的議題，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開發將會受到禁限建的範圍引響，從規劃施工方面來看這項工程是可
行，但從未來道路周圍開發的角度來看，這項工程是否有其他路線的方案，
或許路線不一定要在中正路下面。
(四) 北捷陳俊宏工程司
1. 北捷為什麼要做聯絡通道?國外很多報告是沒有做聯絡通道，那時也是有
想過要取消，但在規劃手冊上依 Bored Tunnel 的方式每３００公尺就是
要有一個聯絡通道，所以北捷跟高捷都是有做聯絡通道。捷運跟公路的差
異在於，公路上每一輛車都是一個火源，相較於捷運隧道內都是低燃或是
不燃的系統，所以公路有一個非常嚴謹的消防法規去做解釋，那捷運系統
因為缺乏相關的研究跟規定，所以就每個縣市的要求不同去做設計，那桃
園這裡是否可取消還是要經過桃園政府的同意，因為在很多國家的捷運是
沒有做聯絡通道的，且取消聯絡通道也可將施工風險大大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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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禁限建的方面之前做過很多的研究，目前在未來開發上所有的建築物是
不會進入禁建範圍，只會影響到限建範圍，那在限建範圍內的要求就是不
要去影響到捷運隧道，現在已有很多的施工方法去克服，有距離１米甚至
小於１米的案例，所以禁限建將不會有很大的影響。還有一個降低潛盾隧
道影響的方式就是潛盾隧道的設計，目前北捷潛盾隧道大多是用柔性隧道，
之後對於鄰房開挖會有隧道結構散掉的行為，相對於剛性隧道，目前有松
山線的一段轉彎半徑非常小且穿越民房的線段採用剛性隧道，也就是採用
直螺栓的方式施作，目前日本已不做柔性隧道，全部採用剛性隧道，所以
未來可以考慮就全線以直螺栓隧道施做，來降低禁限建的影響。
(五) 北捷曾昭容工程司:
1. 桃園市的都市計畫規定，１５米道路兩側的建築物必須向後退縮４米，所
以未來將會有將近２０米的範圍，並不會影響到禁限建範圍內，且我們設
計上是採用疊式隧道而非水平隧道，那為什麼會選擇在中正路上是跟桃園
市的交通廊道行為有很大的關係，未來是希望在桃園這個地區形成一個路
網。另外一點我們設計上所有的營運、機電系統、逃生疏散基本上是按照
北捷的設計流程來做規劃，那為了克服這段中正路不開挖，不做垂直式的
聯絡通道，我們是利用車站內除了原本車站的逃生疏散，我們還隔出了一
個隔艙用正壓的方式來去克服這段中正路路面不開挖所做出來的調整。
(六) 廖銘洋顧問:
1. 禁限建的問題，台北有台北的規定，高雄有高雄的規定，那桃園是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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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個桃園地區的禁限建辦法？
2. 通過景福宮路段要去思考如何讓沉陷量減少至容許的範圍之內。
3. 潛盾工法有許多突破性施工方式，不僅是土壓平衡式，未來在招標文件上
建議提供多種方案並將方案的風險寫明，不需要提出主觀推薦的方案及各
方案經費的估算，因為經費的估算包商會自行評估，在施工風險項目明確
的情況下要選擇何種施工方案包商也會自行評估。
4. 不在地面開挖的構想要適度放寬限制，交維措施不可能沒有。
5. 車站的聯絡井不管是水平或垂直跟車站的介面，在用地問題方面，如何將
問題簡單化還需要再思考一下。
6. 環片設計上要考慮到卵礫石層單點承壓的可能性造成應力集中，需要再思
考一下現行設計的其他施工方法來解決潛盾在卵礫石層中的問題。
7. 目前業主所設定的工期在卵礫石層特殊地質是否可行，要如何減短工期或
需要展延工期要先做評估，若評估後認為無法在業主提出的時間內完工就
必須向業主反映。
(七) 趙際禮處長:
1. 在禁限建的規定內對於環片的禁建範圍是１米，這是沒有什麼爭議的，有
爭議的是在於限建的範圍內，限建範圍內又分１區、２區、３區，又有分
它的深淺，所以不同的狀況是不能做比較，那以目前法令規定，施作的優
先順序就有很大的影響，捷運先做好，鄰房建設就必須花很多的經費去保
護捷運的安全，按照法令規定，後做者就是要保護先做建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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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為施工者或業者來講，對於整個工程規劃，經費和工期是一個很大的關
係。目前都不是談統包，如果要談到這麼細，跟原來講統包的精神有點不
太一樣。
3. 建議把整個施工邏輯的關係，先後步驟先訂出來，是連續壁先做還是隧道
先做，還是什麼先做，先不要管桃園縣政府，以一個設計者專業的立場，
認為可行的方案是哪個。有什麼風險有什麼優缺點去說服縣長。
4. 交維不能做三年，做三個月可不可以，不能維持五米，三米可不可以。交
維三個月，跟維持五米，整個施工構想會不一樣。
5. 管線調查一定要做，有了之後交維基本上要容許承包商圍幾米，給一些限
制條件，整個施工方法構想和改變，不見得要用目前規劃做。
6. 要告訴縣長說，若是你容許圍三個月或是晚上才圍，可能的風險減少多少，
否則按照現在規劃，所有的車站或是聯通道那都是一個未知數的風險，風
險很難預料到。對老百姓的影響是要在前面發生，還是要後面發生了再來
影響，這是一個選擇。
7. 完全不做一些容許地面施工範圍跟影響到最小交維，可能對整個工程的成
本跟安全的影響都不見得是好事，所以要抓一個平衡點。
8. 做一個施工計畫，第一個要考慮施工邏輯合不合，邏輯要合了之後才能去
談技術，因為技術可行，或是邏輯 OK、技術不可行，也沒有用。邏輯性
和技術性都 OK 了之後，就要考慮法令性相關的問題。
9. 容許地面施工，承商進場後，要了解要徑在哪裡，這個工程整個的要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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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路段，用地的取得一定要有，既可當為施工場地也可以做為減少施工
風險的地方。
10. 如果容許局部交維，用的方法跟基設會不一樣。基設每一個工法，通不通？
都通，都可以行，但是什麼時候會發生風險，沒人知道。考慮某一方面犧
牲時，爭取到安全值不值得?參謀人員最起碼要把這些方案提出來讓縣長
自己去看，因為他要負責任，他到底認為風險該是在哪裡，他做了決定，
大家也都支持他，起碼心理已經知道往後可能會有什麼風險，現在是一個
小影響，往後會是一個大影響。
11. 統包的話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跟更符合安全上的方法，因為一個災害發生
的話賠起來以台北來講，最少就是 10 億起跳。另外灌漿的方法，尤其在
統包商裡面就是不能限定那麼多，在卵礫石層這麼大的卵礫石，要做二次
灌漿，要做機頭灌漿，這些都是在軟弱地盤才能做的東西，這個地方可能
都會有問題。
12. 如果按照這個工程的特性，排出網圖是不可行的，工期是不可為的，真的
是不夠的。這個細部排程的部分可能還是要麻煩 CECI 稍微讓兩位主席這
邊很清楚，也讓縣長知道風險是在前面還是後面，發生的時候會怎樣。
(八) 黃南輝博士:
1. 景福宮的問題，我覺得外行人看熱鬧，我覺得這些灌漿都是做秀的，做一
做給老百姓看的，我有盡力保護。說實在大概也都沒有什麼用，不是有效
的東西，我覺得結論方面很難講，像是地基等方面，可能做一些地樑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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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這是 general 的問題。另一個既就是跟民眾的溝通也很重要，像是跟
廟方，跟他怎樣溝通，還有古蹟專家之類的。這方面可能要借助社區，或
是這方面文史之類的，我覺得這個可能比技術來講更重要。

(九) 陳正興教授
1. 雙中圓 G08 路段車站在精華地段，為什麼只有 2 公尺月台的部分。像是
G09 全部打通就沒有壓迫感，這種月台只有旅運量很小的地方才會使用，
但是在商業區裡面，我覺得做出來之後感覺不像是精華地區的車站，只有
在非常郊區的部分才會用這種月台，所以在 G08 月台只剩下 2 公尺的話，
在進出對觀感非常不好。
2. 工期不足這件事，真的不能編太少，工期編的不足到最後一定是一延再延，
本來是功勞一件最後都被罵得一蹋糊塗。像是五楊高提早通車是功勞一件，
但是通車延誤的三四次，現在一點小毛病都被人家放大，搞得天下大亂，
變成沒有任何功勞，反而就是被人家詬病。這件事情政治承諾最後都跳票
了，這件事情真的要跟縣長好好地講，是不是改變一種方式像是讓一段先
部分通車，這件事情一定不能等，七年的時間是做不到，再加上這是統包，
又是延宕，光談發包就晚了，因為七年時間一定是做不到，可能投標出去
就剩下不到六年的時間，而且中間還會有很多意外，如果中間不幸有災害
發生都會有影響，一個災害就會搞個兩三年。尤其是在這種地段，兩三年
絕對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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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胡邵敏博士:
1. 基設沒有特別針對桃園卵礫石層、桃園的地下水狀況和桃園市區裡鄰房分
布狀況來做規劃。像是景福宮，所謂的鄰房保護的方法，在這個地層裡有
沒有效呢？地面上能不能補強，在工法上都是需要考慮的。從邊上過，要
怎麼保護，會不會挖的時候就影響到他一邊的基礎。還有我們剛才看到有
一些施工的參數，像是排土量使用 54.1 立方*120%，究竟這個數字的精確
度是怎麼樣，這個影響非常大。背填灌漿用 150%算不算合理，因為在這
個地方卵礫石層搞不清楚有可能大到 40~50 公分或是 60 公分，潛盾這樣
過的話會絞出來這個範圍會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大很多。
2. 提供一案例:幾年前在中正路民生路交界處之地下工程開挖到地下 10 餘
公尺使用 60CM 連續壁施工，挖出的寬度到 90CM，試挖單元沒有一單元保
持在垂直度，開挖時用抽水井即完成開挖，意即只要處理好水壓力，則土
壓力幾乎是沒有，唯一需要考慮的是有無用地可施作很多抽水井，這些事
先規劃好幫助統包商，不要將所有風險給統包商，儘量得到最好的資訊給
業主，使將來施工時風險最少，時程最短，若所有參數都丟給統包商去決
定，則未來投標一定是天價，開會議題針對卵礫石層地下段施工技術，因
此我們要以施工技術為主。
(十一)主席:
因招商說明會即將開始，簡報內容要包含:
1、桃園縣府之要求及需求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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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工內容以簡報所有方案為原則，不提供建議方案
3、不提供工程經費細部資訊
4、穿越景福宮方案採開放態度
5、請交通局著手研擬禁限建之規定，所需經費由軌道基金支應
6、卵礫石層地質之特性要確實掌握
7、所有方案的提出構想應以符合桃園在地的都市狀況及需求去思考，工期評
估再審慎檢討，最後定案工期須向縣長報告
8、景福宮部分，應以其為主之想法，考量完整之地調與監測，讓民眾安心。

(十二) 高邦基局長:
1、優先路段要達成可行性報告要求 110 年通車目標。
2、統包文件要思考訂定施工要求以符合通車目標期程。
3、招標文件 G08 車站更名為 G07A 站
4、請建議明年中以前交通局可以提前作業之項目，例如是否可用非破壞性檢
測方式去調查現有道路之地下段部分之管線及建物識別調查，請世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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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捷運線營造廠商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2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00 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 1602 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附件)
肆、 主持人：李總經理維峰

記錄：黃建發

一、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營造廠的先進參與，先就航空城捷運線(簡稱捷運綠線)
目前計畫進度做背景說明，長度為 27.8 公里，民國 100 年底可行性
報告奉行政院核定，民國 102 年提送綜合規劃報告及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目前綜合規劃報告已在高鐵局審議中，審核通過後需再報交通部
審議;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目前在環保署審議中。兩本報告經交通部及
環保署審查通過後，則兩案併陳送行政院轉經建會審議，經建會審查
通過後再報行政院核定後，本計畫至此定案，定案後將辦理工程招
標。
今天本次會議主要希望各位先進對本計畫招標及分標方式發表
意見，聽聽大家的看法。
桃園縣政府希望明年下半年能招標、決標及開工，這是縣府的目
標。今天主要為土建工程廠商之說明會。於此之前，縣府已針對本計
畫招開兩次地工專家學者座談會，一次高架橋專家學者座談會。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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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招標策略會再辦理一次專家學者會議，來決定捷運綠線未來的
招標模式，目前初步規畫，明年會針對全線的機電系統及優先路段的
土建工程做招標，後續路段的土建工程，則於第二階段再行招標。
目前綜合規劃報告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是由桃園縣政府委託台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北捷局)辦理。
二、簡報(略)
三、補充說明
1. 主席:
(1)、 招標策略目前桃園縣政府並未決定，簡報所提 6 個招標模式
為台灣世曦基本設計顧問所提出的方案，希望大家對此提出意
見，後續會再辦理一次專家學者會議，討論後再呈報縣長最後
定案。
(2)、 不管未來採何種招標模式，捷運綠線在廠商後續施工或細設
時須創造特色亮點，路線段會有 2 個跨越河川及 1 個跨越高鐵
的橋樑，有可能會採特殊的橋樑模式；所有的車站，希望一站
一特色，特色可為車站建築特色，亦可為營運特色，結合地方
文化特色發展。
(3)、 如果未來招標策略採用統包，依採購法唯一決標方式為最有
利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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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簡報內容為縣府委託北捷局代辦，發包給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所辦理的基本設計目前成果。重申相關簡報內容均未最後
定案，因時程緊迫，僅先行提出讓各位先行了解，以預做研究
及準備。
2. 李維峰顧問
(1)、 關鍵路段從 G07 至 G10 路段為桃園縣火車站前精華區段，縣
府希望盡量讓民眾方便，減少擾民的影響，請各位可再提出更
好的施工方法，並不限於簡報所說方案 A 到 G(?)方案的方案，
縣府樂見其成。
(2)、 此外，縣府也想了解各位對本計畫採統包模式，抑或是傳統
細設完成後再發包施工的模式的意願及意見。
3.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丁壇正工程司
(1)、 關於車站特色，除高架車站外，地下車站亦有可創造特色之
空間，如高雄捷運美麗島車站、台北捷運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
站下凹式地下車站，本計畫 G06 站亦可有空間可以成為一個地
下車站的亮點。
(2)、 今天說明會議亦希望大家能提供各位在營建施工上，對卵礫
石層施工經驗及工法。
(3)、 關於招標策略，過去傳統模式完成細設再行發包施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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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均有細部設計圖說說明。本計畫如採統包模式，而統包發
包時有別於過去傳統模式資訊完整，在僅有基本設計圖說下發
包，對此作法是否大家的想法如何，可在此會議中提出討論。

四、討論
1. 泛亞工程
(1)、 以營造的立場，希望採用傳統招標方式，採用設計完成再招
標，每一個廠商報價均有一個公平的基準。
(2)、 如採統包，須採用最有利標決標，有利標評審過程中，每一
個人針對各項評審項目看法不同，會產生公平性的認定問題。
(3)、 採大統包招標只有一家廠商得標，其他廠商恐無機會參與本
計畫之公共工程。所以仍希望能提供多點機會給營造廠。
2. 日商華大林
(1)、 本案主辦機關是縣府還是桃園航空城公司，預算來源為中央
或地方政府?
(2)、 為何本次會議由桃園航空城公司出面召開?
3. 主席：
(1)、 本案唯一主辦機關是桃園縣政府交通局。工程費是由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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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共同分擔，非自償部分中央分擔 78%，桃園縣政府分擔 22%；
自償部分由未來 TOD、TIF 財務效益支應，現階段由桃園縣政府
向國內外銀行借貸支應。
4. 李維峰顧問：
(1)、 桃園縣交通局隸屬桃園縣政府，而桃園縣政府下有兩個公營
控股公司，分別為桃園航空城公司及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航空城公司主辦召開本次會議，主要以桃園縣政府幕
僚單位立場，協助縣府討論任何桃園航空城相關建設議題，桃
園航空城公司並不涉入相關招標工作。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僅負責營運，不涉及興建工作。
5. 中鋼公司
(1)、 建議採大統包招標模式。本公司有高雄捷運經驗。由一家公
司整合界面，對工期及品質都有幫助。
(2)、 本案估算距通車期程僅剩約 8 年，扣除招標作業時間後工期
僅 7 年多，甚為急迫，僅有採大統包模式才可能完成。
(3)、 後續路段僅 G03~G04 之間地下潛盾隧道工程，單獨發包不經
濟，如預算許可下，建議 G03~G04 之間地下潛盾隧道工程納入
優先路段施作可降低整體計畫興建成本。
6. 大陸工程

116

(1)、 有關統包招標模式，以本公司立場樂見國家建設工程採取此
種開放模式，無形中提升營造廠結合設計能力。以統包模式結
合土建與機電系統，對國家建設有正面的效益。
(2)、 統包的風險中須特別注意行政風險，如交維、用地取得、管
遷等。舉例，廠商是無行政權，用地取得以及管線遷移均須政
府主辦機關協調地方政府及各主管機關或公司共同處理，上述
風險責任建議在招標過程或文件敘明釐清，以避免擾民，加速
工進。
(3)、 中正路上 G08 以及 G09 據瞭解用地尚未取得，未來可能影響
工期。
7. 主席：
(1)、 如未來採統包，預計將會有足夠的時間提供給廠商備標，以
供廠商充分了解計畫內容、特性。
(2)、 業主與統包商的權利義務均在統包招標文件中，未來思考將
招標文件放置於網站上公開閱覽，請大家提供意見。而統包文
件也會借助法律顧問進行研擬。
(3)、 有關管遷部分亦請北捷局研究，管線部分是否可以非破壞性
方式先行辦理調查。如採統包模式，相關工程資料均會盡可能
提供給承包商。至於提供預付款以減輕廠商資金壓力，亦為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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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目前研究考量措施之內。
8. 北捷局丁壇正工程司
(1)、 後續路段僅 G03~G04 之間地下潛盾隧道長度原則上已足夠符
合潛盾機施作經濟性。目前中央預算不足，所以才規劃為兩階
段興建。如未來行政院核定可一起施作，則分標方式會重新研
究調整併入前段地下段工程之效益。
9. 以台北經驗，影響捷運工程的多為路樹移植工程及管線遷移工程，
目前亦在研析如何避免影響桃園綠線施作。以台北環狀線做法，
高架段除先行辦理路樹移植外，管線調查是在細部設計階段逐墩
試挖調查，地下段管線含永遷與臨遷，臨時遷移則還是需要交由
承商施作。未來可能會建議桃園可採此方式進行，原則上會盡可
能提供相關管線資訊給承商作為風險評估基礎。
10. 主席：
(1)、 行政協調屬桃園縣府交通局應辦事項者，交通局絕對負責處
理
(2)、 是否於招標公告之前便先行處理採路樹移植、管線調查或橋
墩逐墩試挖等工程，因牽涉現場工址狀況及工程技術評估，尚
須進一步探討。如評估未來可行，考量於主體工程招標前，先
將先行施作之項目合併一個先期標，先行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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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08 站、G09 站位於中正路上，用地取得應指路外出入口基地
用地取得。G08 站目前為永和市場，權責單位為本府另一單位，
未來會負責其地上物拆遷事宜，再交由捷運承商施作，如交付
時程無法符合捷運原訂期程，縣府會研擬對策，並與承商討論
改變施工順序方式處理。所以永和市場用地取得議題縣府已注
意到，並積極處理中。
(4)、 所有捷運用地原則上將盡可能於開標前完成取得，如有例外，
縣府亦會於施工中協助用地取得。?
11. 北捷局丁壇正工程司
(1)、 G09 站路外出入口基地目前都市計畫劃為變更為為聯開基地，
後續待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完成後，即以聯開程序處理，如同台
北捷運聯開基地開發程序辦理。
12. 北捷局楊文絮課長
(1)、 針對招標策略討論到現在，對大統包並無強烈反對之意見，
因此如採大統包模式時，機電系統廠商與土建廠商勢必組合，
投標廠商團隊之組合方式及是否需由單一廠商主導，由誰主導，
針對此廠商組成模式各位營造廠先進是否有特別的想法。
13. 主席：
(1)、 如採大統包模式，縣府考量允許共同投標，土建廠商與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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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並列乙方方式處理
14. 北捷局丁壇正工程司
(1)、 大統包模式下土建工程金額較高，但機電系統因有兩階段通
車，所以期程較長。
15. 工信工程
(1)、 根據營造業法之規定，單一工程承攬金額不得資本額 10 倍，
公司總承攬額度不得超出資本額 20 倍，同業中很難找到符合本
標統包案之廠商。
(2)、 JV 有 JV 的介面問題，太多家廠商 JV，會造成更複雜的問題
出現。
16. 中鋼公司
(1)、 本公司有高雄 BOT 之經驗，高雄捷運局將高雄捷運委託給高
雄捷運公司，中鋼公司為高雄捷運公司最大的股東。在整個運
作上，高雄捷運公司負責為工程整合工作，非實際營造施工部
分。考量國內營造公司的規模，大公司的確不多，且都有工程
在辦理中，施工集中於一、二家營造公司，會造成工程延宕，
所以未來大統包模式下，營造施工部分會以專業分包分式給國
內營造廠商。
(2)、 大統包模式，主要在於規模大的承商公司可以協助業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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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整合與管理，有效解決介面以及風險的問題。中鋼公司?
立場建議採用。
17. 泛亞某廠商
(1)、 中鋼捷運統包的模式並不能適用於桃園綠線。中鋼公司在高
雄捷運的角色相當於台北捷運中北捷局的角色，將整個工程整
合後再行發包。目前桃園縣政府交通局就是本計畫中鋼公司的
角色，將整個工程整合後再行發包。所以本計畫與高雄捷運中
鋼統包模式是不同的。
18. 日商清水公司
(1)、 後續監造由哪一個單位擔任?是否為北捷局辦理。
(2)、 有關發包策略，建議容許廠商會後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提出
意見供主辦機關參考。
19. 主席：
(1)、 監造單位牽涉到採購機構的分工，唯一的業主是桃園縣政府
交通局，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將會提供人力與技術的支援，業主
代表是桃園縣政府交通局，北捷局與桃園縣政府交通局將來一
定會合作，合作方式尚在討論中。
(2)、 各位廠商有任何意見隨時歡迎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提出意見，
並於 9 月 18 日招標策略專家學者座談會之前提供，聯絡人為桃

121

園縣政府交通局軌道建設科林義昌科長，及童啟銘股長。
20. 中鼎工程公司
(1)、 本公司建議採 B0 方案，本計畫成敗在於機電系統，機電系統
廠商需負責機電系統保證及可靠度，B0 方案業主可直接管理系
統機電系統廠商，可掌握機電系統的功能。此外，B0 方案可達
到土機界面之整合效益。業主對於工程成本亦較能掌控。
(2)、 至於 B0 方案的系統機電廠商決標方式，建議採異質性最低標
模式，招標三階段開標方式：先為資格標審查，接著是規格標
評分，有門檻限制，最後是價格標篩選。如此可淘汰素質較差
的廠商，亦可避免廠商以低價搶標，取得優質廠商。
(3)、 B0 方案為一個機電標、三個區段標，合計四個廠商，基本上
可分三風險。B1 方案為 1 加 2 三個標，B2 方案為 1 標，相對上
風險相當大。目前招標財務資格審查上，均採資本額的篩選或
淨值流動資產及流動負載的比例，在審查上，無論是一個廠商
或幾個廠商 JV，很難確實了解其財務面。未來如財務發生的問
題，一個如此大的計畫完全由一家廠商或一個 JV 團隊獨立負責，
其風險是相當的大。
(4)、 B0 方案為機電系統廠商與土建細設顧問組合，機電系統廠商
家數與土建細設顧問家數如需相匹配，土建細設顧問家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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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與機電系統廠商一對一組合，建議招標條件可允許 DDC
可以向多家系統機電廠商報價，系統機電廠商得標後，再提送
細部設計分包廠商名單。
(5)、 B2 大統包方案風險太大，且其金額大，易產生政治風險。在
合約架構上，如採 B2 方案，則建議以共同投標方式，得標後再
由得標之土建或機電系統廠商推舉領導廠商。
21. 大陸工程
(1)、 近年來國內交通建設多採異質性最低標模式決標，事實上一
方面在於卸責，另一方面徒增招標工作，最後都流於形式，變
成當採最低標決標後還無法做好時，面對應對社會公議時的手
段，但實質上很少聽過在資格或技術標審查時機關有任何的實
際篩選淘汰的作為。如此對營造廠商或政府都沒有好處，索性
直接就採最低標決標就好。如真切考慮要篩選廠商能力好壞，
就應該採最有利標決標。
(2)、 雖然目前營造廠商投標時流於惡性競爭，但政府有責任也有
義務將整個招標環境改善，引領廠商投標。台北捷運松山線招
標最後均淪為低價搶標 69 折標。
(3)、 國內政府統包招標與國外統包概念相當不一樣，特別是主辦
機關深度介入統包商自主性，以致無法充分發揮統包效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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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採統包招標，建議主辦機關應徹底研究統包招標文件與做
法。
22. 西門子
(1)、 本公司建議採大統包，可減少介面整合作業並在時程內完成
工作。
(2)、 希望能夠開放 Fire standard for Euro(歐規)。
(3)、 招標文件建議提供英文版。
(4)、 建議能夠開放由投標團隊自行分工指派軌道工程歸屬土建承
商施作或機電系統承商
(5)、 建議大統包的投標團隊 Team leader 能由投標團隊自行推派，
已提供投標團隊的運作彈性。
23. 主席：
(1)、 如採統包模式，原則上會努力要求契約提供的廠商提供英文
版契約文件，但法令上仍以中文為主。
(2)、 有關安全逃生規範採行是否開放採用歐洲規範，請基本設計
顧問與台北捷運局討論定案後，納入基本設計報告說明。
24. 北捷局丁壇正工程司
(1)、 目前安全逃生規範常用的有美國規範及歐洲規範，至於日本
規範比較接近歐洲規定，所以仍以美歐兩種規定為主。國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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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捷運系統均採美國 NFPA 規定。如要開放採用將牽涉到全面採
用的技術層面問題，此部分目前仍與基設顧問討論中，且目前
台灣尚無實際使用歐規的案例。
2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1)、 歐洲 UITP 規範部分已進行部分開放重點的考量，尤其是機電
系統列車防火時效的部分，但是否全面開放，仍需至基本設計
最後才有定案結果。
26. 北捷局楊文絮課長
(1)、 如果招標策略定案後，大統包的 TEAM LEADER 資格應會於招
標文件內規定，否則在業主審標時，會產生困擾。
(2)、 軌道工程施作歸屬問題，如果非大統包模式，則招標文件會
規定軌道工程施作權責歸屬；但如採用大統包模式，則軌道工
程的施作權責則由得標團隊自行決定。
27. 大成公司
(1)、 以傳統方式發包，應是營造同業的期望。但考量到優先路段
通車時程限制下，建議機電系統含軌道工程一個標，整個設計
施工控制可壓縮工程。土建工程建議採統包方式，分為 5 個土
建統包標分別發包，可加速完成工作。
28. 李維峰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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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縣政府對於所有參與航空城建設的建設單位都會視為興
建夥伴，目標在於品質與效率，未來如採統包模式，將會是真
正的統包。
(2)、 本案不論最後招標策略採大統包或系統單獨統包，機電系統
部分一定是要考量路網的長期系統運作，整體營運成本最佳化
及最有效率，避免日後營運維修造成困擾。
(3)、 縣長希望用最短的時間，最有效率及最佳品質來完成捷運綠
線興建及航空城相關建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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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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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開發之先進技術論壇系列(一)
3D 數位城市之發展與應用
活動時間：102 年 9 月 16 日(一) 08:30-17: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 1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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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壄䰈ᾦ

A3 Flight Planner App
$䖶㤝䮹䰯䳻悋ᾃNJV
㋪弉⩷㓑濕⩇垛㑷ṽ

9 斾堿⩇垛䄷⃣⚸ⵥ

VisionMap 䙫Flight Planner 㘖䬓ᷧῲṆ㘖┖
ᷧ⏖✏㙡ㅎ❲㈲㩆⎱⹚㝦ᷱ娔姯刑䷁䙫
appƏ⏖㖣iOS⎱Android䳢䵘ὦ䔏ˤ

9 ⩇垛㔀摑PLQ

9 ⊭ㆄⷍ䜪䝝

Flight Planner⏖⟡㖣刑檿⎱刑怆䬰姯䭾刑䷁
敺巄,⎱⽘₶䍙⎽䙫㔯僤ˤ 䕝棂刑䊧㲨㔠孱
㘩Əὦ䔏婙app⏖Ọ⿒怆䙫㛛㔠刑䷁⎪㕟ˤ

Watch how fast A3 is 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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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MAP MI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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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KW6SHHG 储↓⹊唓䋄䮹䰯

VisionMap MIST㐶ḋ䖶㤝䮹䰯
VISIONMAP MIST㐶ḋ䖶㤝䮹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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揈栔㋔㎸怲⊼ 5ROO0RWLRQ

棂㩆ℋ廰怲⊼ )RUZDUG0RWLRQ

• 檻䨴⯶˚憴憶廼 .J

棂㩆旅↓ 9LEUDWLRQ

•  SL[HOVHF 䳫ISV
Camera scans at 1 radian/sec:

• ⅎ⻡*36

Camera scans at 1 radian/sec:
↓〉垚῝ 摉␝

↓〉垚῝ 撚摇

• ⏑曧曢㹷⎱⤐䷁怊䴷
• ⅎ⻡⤁廟⊼ㄲ壃℆壄何
•  *% 66'ℙ⬿䩡敺
• 㒴ὃ檿⺍aIHHW
9LVLRQ0DS⯯∐䙫⊼ㄲ壃℆㉧堺ὦ
9LVLRQ0DS⯯∐䙫⊼ㄲ壃℆㉧堺ὦ⽾$䛟㩆✏ỢἼ怆⺍ᷲƏᷴ媽棂刑檿⺍檿ㇽἵƏ
䙭⏖㎷ᾂ抚∐⎱檿⒨峑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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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Camera two side Oblique Flight Scheme

A3 Camera Vertical Flight Scheme

䄷涜
FOV

•
•
•

FOV

βmax

2α
Lmax

βmin
n
Lmin

2α

Lmax
Do

Dv

Lmin
Orthophoto
area

Q2
W2o

Orthophoto
area

Qp
Q1

Oblique
area

Oblique
area

$&,5䖶㤝䈦ᲾῨ↠

Wo
W1s/W2s

Rmin

• 㮻⅝ẽ&,5䛟㩆㛰㛛檿䙫棂刑檿⺍巆㛛檿䙫姊㝷⺍
• ㎷ᾂ 姊㝷⺍䙫 1,5⎱ 5*%⽘₶
• 檿䲥⺍䙫㔄⽘㸓憶

Rmax
Rmax - max. oblique footprint
βmax - oblique max. angle
βmin - oblique min. angle
Q2 - side oblique overlap

Rmin - min. oblique footprint
Lmax - max. oblique distance
Lmin - min. oblique distance
W2o - oblique coverage width

⤁栢⸝㭊⯫⽘₶
壤⛽˚⇭㝷˚恀㸓䛊㎎
徙㥔ㇽ㝾㥔䔏忻

FOV - full coverage angle
2α – permissible orthophoto angle
W1s/W2s – sweep coverage width

Wo – orthophoto width
Q1 – orthophoto side overlap
Dv – flight lines distance

Qp – side sweep coverage overlap

Do - oblique flight lines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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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Edge

$&,5Ợ⋀
RGB image

CIR image

The Next Generation: Aerial Mapping Gets Even Better with A3 Edge
• Largest footprint of 80,000 pixels – up to
4 times larger than other cameras

• Pixel size of 5.5 micron, yielding
29 megapixels/frame
• Highest resolution per altitude – i.e. collects
cts
10 cm GSD from 14,000 ft.

Aerial Survey Productivity
Orthophoto GSD (cm)
Flight Altitude above ground level (feet)

3

5

10

15

20

25

30

3,281

5,468

10,936

16,404

21,872

27,340

32,808

Ground speed (knot)

120

160

205

240

250

300

340

Distance between flight lines (m)

100

317

941

2,007

3,215

5,165

6,198

Aerial survey productivity (sq.km/hour)

20

65

279

595

1,191

1,913

2,755

• Latest generation of CCDs & electronics,
providing highest dynamic range imager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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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KW6SHHG 凑⊼⽳嘼䏭䳢䵘Ẳ䴠

$剙 &,5 ⽘₶䮫ὲ

ⸯᾍㆋ㏛⹊⃮ノ㙚巶₸䕂㖾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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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䛟㩆奶㠣

$/LJKW6SHHG 䉠滅

CCD

X2

Single Frame Size

4006 pix X 2666 pix = 11 Mpix

Color

RGB or CIR

Bit per Channel

12 bit

Pixel size

9.0 μm

Focal length

300 mm

Aperture

F / 4.5

Max. Sweep FOV

~109 Deg

Frame rate

7.4 fps

Data collection capacity

6 - 8 hours

㛧⿒䙫嘼䏭怆⺍
㛧䟔㘩敺ⅎ⯮⛽岮ᾂㆰⷩ⠛

⅏凑⊼⋽⭳㕛䙫ⷌὃ㴨䧲

⽘₶凑⊼摙ⴳ

Storage Type

Flash Drive

Storage capacity

1 TB

GPS

Dual-frequency

Camera Unit Size

50cm X 50cm X 40cm

Camera total weight

38 Kg

⎲╫䙫ὦ䔏俬Ẳ杉

⤁㨊『䙫䔉⒨
凑⊼剙媦⹚塈
ᷴ曧奨✗杉㎎∝滅

•
•
•
•
•

$FFXUDWH$7
9HUWLFDO 2EOLTXH,PDJHU\
'60'70
2UWKRSKRWR
6/) 6XSHU/DUJH)UDPH

/LJKW6SHHG㘖┖ᷧ∐䔏㔄⽘㸓憶㖠嘼䏭₥㖃⽘₶䙫廆檻
ḍ᷻✏嘼䏭⋬␒❩䛛⎱₥㖃⽘₶䙫⯯㠯㘩Ə㎷ᾂᷧ凛䙫檿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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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KW6SHHG ⮠㗺ὦ䔏䙫廆檻

A3 Core

'DWD9LHZHU

Turbo Charge Your Orthophoto Production & Mapping with A3 Core

•
•
•
•
•

• 40,000 pixel footprint – twice the footprint
of other vendors’ cameras

㪉好刑㊴岮㖀巆⽘₶
岮㖀嘼䏭巆䔉䔆⠘
憶㸓㎎∝滅巆䴼⯴㖠ἴ
岮㖀弟⇡
㛧⽳䔉⒨䙫4$4&

• Automated processing
• Best value for money
&RQWURO&HQWHU宅㑗壆䩕⊈ⴱ圊弉
䩕䩟䋄

• Easily upgradable to A3 or A3 Edge

•
•
•
•

24

䩡ᷰ姯䭾 ℰ㝆㲼⹚ⷕ
䔆ㇷ'60
䔆ㇷ㭊⯫⽘₶
䔆ㇷ6ZHHSV 6/)V6XSHU/DUJH
)RUP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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㛧⿒怆䙫岮㖀嘼䏭

/LJKW6SHHGĂ ῄ嬰䲥⺍
•
•
•
•

/LJKW6SHHG Ჾ⟧⊭唓䋄ノ䔼∁ⴱ㑷悊䕂宅㑗
9 ⅏凑⊼䩡ᷰ姯䭾Ə檿⮭⺍'60Ə㭊⯫摙ⴳƏ₥㖃⽘₶Ə
䪲檻䛟⯴
9 ▕ᷧ⌧⠱ %ORFN ⏖Ọ嘼䏭 ⼜⽘₶

⤁憴⽘₶
⤁憴㖠⏸
 凚妧㸓妹
;⅘廂滅

9 ὦ䔏*36✗杉䫀ㇽ✗杉㎎∝滅凮␍Ə惤⏖Ọ总∗檿䲥⺍
9 桖吾廪ἵ䙫䇆怲ㇷ㜓

Orthophoto GSD (cm)
LightSpeed Orthophoto Processing
Speed (km2/24 hrs)

3
90

5

10

15

20

25

30

250 1,000 2,250 4,000 6,250 9,000

Note:
1. Processing productivity is calculated for a fully automatic A3 processing not including DSM calculation and common manual processes like cut-line editing and QA.
2. Processing productivity is calculated for the VisionMap LightSpeed standard cluster, optimal aerial survey parameters and assumes parallel processing of sever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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檿䲥⺍䙫䩡Ḕᷰ妹姯䭾 $7
GSD (cm)

5
RMSxy

RMSz

RMSxy

10
RMSz

剙媦凑⊼⹚塈
15
RMSxy

20
RMSz

RMSxy

25
RMSz

RMSxy

30
RMSz

RMSxy

RMSz

AT (internal, pix)

0.5

1.0

0.5

1.0

0.5

1.0

0.5

1.0

0.5

1.0

0.5

1.0

AT - PPP
without GCP
(abs. in cm)

20.0

22.5

25.0

30.0

35.0

40.0

40.0

45.0

45.0

50.0

50.0

55.0

AT - DGPS
without GCP
(abs. in cm)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AT - DGPS \ PPP
with GCP
(abs. in cm)

4.0

5.0

6.0

7.5

7.5

10.0

10.0

14.0

12.5

18.0

15.0

21.0

Notes
• Assuming PPP accuracy: RMSxy and RMSz – not more than 18 cm / Assuming DGPS
accuracy: RMSxy and RMSz – not more than 8 cm.
• Forward overlap - not less than 55%; Side overlap - not less than 60%.
• Number of strips in one AT block - not less than 2; Number of sweeps in one strip not less than 20.

•
•

•
•

GCP - signalized points with coordinates in WGS84; GCP placement
- every second strip every 15th sweep;
Accuracy assessment - in WGS84; Accuracy assessment on GCPsregarding check points which are located between outside strips of
the block.
AT (internal) - AT accuracy assessed on tie points.
Check Points Accuracy: RMSxy and RMSz - not more than 2.5cm.

⑬Ჾᾍⴃᴉ摑䕂ㆺ㉣䲘
⑬Ჾ6ZHHSᴉ摑䕂ㆺ㉣䲘
僨ᴉ摑䕂ㆺ㉣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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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oints per m²

㳪夤㜆ṉḽ䏦ピḽ䏦◮映㉥涜徻侻弒⃮榖䭼ⵤ
Strips

Alt.(feet)

Alt. (m)

GSD (cm)

GPS

GCP/ChP

RMSE
Dx (m)

RMSE
Dy (m)

RMSE
Dz (m)

Bel A307

3

11,000

3,300

10

DGPS

0/95

0.06

0.06

0.20

Bel A307

3

11,000

3,300

10

DGPS

4/91

0.02

0.03

0.05

USA A313

6

8,200

2,500

7.5

PPP

0/68

0.13

0.09

0.22

USA A313

6

8,200

2,500

7.5

PPP

4/64

0.06

0.09

0.07

Flight Mission

Notes
• PPP – 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GPS processing (without ground reference stations)
• DGPS – Differential GPS processing (with ground reference stations)
• GCP (Ground Control Points) = 0 – adjustment without GCPs (only GPS)
• ChP (Check Points) – GCPs are not participated in the adjustment.
• ds with signalized GCPs and GCP accuracy ~2 cm. Last 5 mission were checked with natural GCPs and GCP accuracy about 20-50 cm.

38

142

$/LJKW6SHHG 凑⊼䔆ㇷ'60⏗Ḕ䮫ὲ

43

39

$/LJKW6SHHG 㨀㹽䡓檻曧㰩

•

1 x Manager Server

•

4 x Multi Core Processing
Servers, 12 cores each, 96 GB
RAM each

•

High Capacity Storage (48 TB)

•

Fast network switch (10 GB)

•

1 x Work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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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䛟㩆㖣⤁㖠杉䙫ㆰ䔏
刑檿aIHHW P 㘩刑⸝⯓总aNP
◮䬋Ʊ◮⸠㳪悍

幰㠫弉䏦
ⶡ⚝僨䤸㏛ⸯ

ὼ㑚㏛ⸯ䏦㑺'⚌Ⳁⶸ㣟

㼻⩱⺩廝ょ婈

榖墡㙎ⵤ徻Ⳁ㏛ⸯ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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㪒⃧㔀伔㪋㐗⛀ Antwerp Cathedral

Copyright Aerodata International 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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ⳁ樭✜䃼◮㣗 $WRPLXP

㔖㏛$⽘₶䙫㔄⽘㸓憶廆檻
Racurs

AtlasKLT

Intergraph

Summit Evolution

SocetSet

VirtuoZo

OrbitGIS

LPS

ESPA 3D

MicroMap

Multivision

Arc GDS

Menci

Com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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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erodata International Surveys

两䴷

A3 ₥㖃⽘₶ㆰ䔏㖣ᷰ䶔➵ⷩ㨈❲-㗌㜓㝘ẓ

9LVLRQ0DS $ 㖾⟥ⸯᾍ㱳厉Ʊ㖾⺩廝䕂宅㑗唓䋄
$㒨㛰ⷩ⠛ᷱ㛧⤎⽘₶㶜咲

$㎷ᾂ㛧⿒怆䙫⯯㠯⟞堳㔯䍮

凑⊼䔆ㇷ 2EOLTXHV2UWKRSKRWR6WHUHR0RGHOV'60

$㘖㛧ℯ怙䙫壤⛽䳢䵘
52

A3 ₥㖃⽘₶ㆰ䔏㖣ᷰ䶔➵ⷩ㨈❲-倝巖㑹↞

9LVLRQ0DS ⅏䏪ὦ䔏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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ῲ㠯䟻姵

䏥㛰⮉㈝
Vekta

NAIP Project

De Bruin

Ofek Aerial Photography

Getmapping

Air Bashkortostan,
Russia

IFP Report

Roslesinforg

http://www.visionmap.com/en/a3-in-practice/cas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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㔠䡤❶ⶪ(Cyber City)
ᶱ䵕㔠ỵ❶ⶪ(3D Digital City)

忳䓐㕄⺷㓅⼙⺢䩳ĴŅ㧉✳ᷳ
㈨埻㍊妶

 㔠䡤❶ⶪ㗗㊯德忶㓅⼙㷔慷ˣ3D GISˣ䦣
≽⺷㷔丒⸛⎘ˣ⼙⁷嗽䎮䫱㈨埻炻㔜⎰⎬⺷
䨢攻屯妲⛐䵚晃䵚嶗嘃㒔䨢攻⺢䩳ầ䛇䘬ᶱ
䵕❶ⶪ㧉✳炻忚侴ㅱ䓐⛐㮹䓇ˣ㔁做ˣ旚㓹
䀥ˣ悥ⶪ妰䔓ˣᶵ≽䓊ˣ奨ˣ㔠ỵ℠啷䫱
㕡朊ˤ(ㆸ⣏棺夳㚱㔠䡤❶ⶪ⮎槿⭌䵚枩)
 ⬴㔜䘬㔠䡤❶ⶪ㗗⛐暣儎䑘⠫ᷕ墯墥ᶨᾳ䛇
⮎䘬❶ⶪ炻℞ℏ㵝ᶵ㗗慵䎦䛇⮎ᶾ䓴❶ⶪ
ᷕ⛘⼊ˣ⯳ˣ忻嶗ˣ㢵㟥䫱䫱⎬枭䈑ẞ䘬
ỵ伖ˣ⸦ỽ廒冯⢾奨炻㚜ㅱ⊭㊔❶ⶪ䘬㳣
≽冯㨇傥ˤ(哉⬱ˣ昛列炻2010)

㖶㕘䥹㈨⣏⬠⛇䑘䲣
⻝ⲹ⬿ ⌂⢓
Dr. Chang, Kuan-Tsung
ktchang@must.edu.tw
ktchang1216@gmail.com
0921214694

2D vs. 3D

ᶱ䵕㔠ỵ❶ⶪᷳㅱ䓐(1/2)
 嘃㒔❶ⶪ⮶奥
 悥ⶪ夷∫
 3D⮶凒
 幵ḳ⍲⚳旚⬱ℐ
 䑘⠫冯㘗奨㧉㒔
 ⶍ䦳夷∫冯姽Ộ

Digital Community
Digital City (1/2)

ᶱ䵕㔠ỵ❶ⶪᷳㅱ䓐(2/2)
 忳廠夷∫⍲䭉䎮
 䀥⭛旚㓹㧉㒔冯ㅱ嬲
 ⺢䭱冯怢⛨ㆾ䈡⭂⟜㘗慵⺢
 ⧃㦪⍲忲㇚䓊㤕
 怑⛘⿏㚵⊁(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

 The Smart Community, information
city and e-city are also used.
 A connected community that
combines broadband communicatio
ns infrastructure; flexible, serviceoriented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open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Digital Community
Digital City (2/2)

ᶱ䵕㔠ỵ❶ⶪㅱ䓐䭬䔯

٭ਚ
3Dጀᕢ

3D
ໍᕢࡱҾ

 Meet the needs of governments
and their employees,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space) of digital communities
varied.

Ⴚمഢᄑ

9 they can be extended from a city
district up to a multi-million
metropolis

࢙ߏᇒ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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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㧉㈨埻(4/11)

1$6$:ROGZLQG
*RRJOH(DUWK
0LFURVRIWYLUWXDOHDUWK
(65,$UF*,6 ([SORUHU
6N\OLQH7HUUD([SORUHU
,QHW '8QLYHUVH

 䳸⎰⛘⼊⚾⍲忼溆暚忚埴冒≽⊾⯳㧉⟹

(哉⬱ˣ昛列炻2010)

3D⺢㧉㈨埻(1/11)

3D⺢㧉㈨埻(5/11)

 ẍSketchUp or 3DMaxsṢⶍ⺢㧉

 䐆℠C3 Technologies ℔⎠(⚳旚䥹㈨)䘤⯽





塓Apple 㓞岤 98% 冒≽⊾
䨢庱⣂䚠㨇(㔠慷䁢⓮㤕㨇⭮)
妰䬿㨇夾奢㕡㱽
10 cm 妋㜸⹎

 ⇅㛇⺢伖ㆸ㛔㤝檀炻⺢伖㫸映ẍ⍲⊿伶䘬
妰25ᾳᷣ天❶ⶪ
 ⯂䃉Ṇ㳚❶ⶪẍ㬌㕡㱽⺢伖ˤ
3RLQWRROVSOXJLQIRU6NHWFK8S

3D⺢㧉㈨埻(2/11)

3D⺢㧉㈨埻(6/11)

 ẍ⺢䈑廒䶂冒≽䓇ㆸᶱ䵕⯳㧉✳

 䐆℠C3 Technologies⺢伖㟰ἳ

(Nokia炻2012)

Apple iOS6.0 map

3D⺢㧉㈨埻(7/11)

3D⺢㧉㈨埻(3/11)

 Smart3Dcapture
9 École des Ponts ParisTech and Centr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du Bâtiment
9 㬟䴻 15 ⸜䘤⯽侴ㆸ
 2011⸜1㚰ㆸ䩳Acute3D㈨埻庇橼℔⎠
 䌚⼿ 2011⸜㱽⚳“㚨Ἓ⍇∝” 䋶

 ẍ䩳橼⁷⮵慵⺢墯暄ᶱ䵕⯳㧉✳

 123D™ Catch and Recap™(Autodesk)ˣEADS,
Formula One Management, InterAtlas, Asia Air
Survey, Aerometrex, Saint-Gobain, IFP

(哉⬱ˣ昛列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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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㧉㈨埻(8/11)

Smart3Dcapture⺢伖ㆸ㝄⼙䇯

 䳸⎰⣂⯢⹎ˣ⣂Ἦ㸸⼙⁷屯㕁炻䓊墥ᶵ⎴䱦
䳘䦳⹎3D㧉✳

DHUR'SUR EURFKXUH
<RXUZRUOGLQWUXH'

3D⺢㧉㈨埻(9/11)
 Smart3Dcapture庇橼㝞㥳

デ嫅修倥 !

3D⺢㧉㈨埻(10/11)

3D⺢㧉㈨埻(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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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䁊
晤㗵ⱘ⯶㲠✸

㲼⛲ⷛ溵

142,000⼜ 7~10⅓⇭⽘₶Ə㶜咲1,132⹚㖠⅓憳(2惏UltraCam䛟㩆₥㖃㔄⽘)

䤸巇㏛ⸯ宅㑗Ṅ㵎:储ⷵⲣ䣉朥␍㗇攎⊶

⏗䁊
晤㗵ⱘ榓㧤㨲

㗌㜓㝘ẓ

7~10⅓⇭⽘₶(UltraCam䛟㩆+IGI₥㖃䛟㩆)

䤸巇㏛ⸯ宅㑗Ṅ㵎:储ⷵⲣ䣉朥␍㗇攎⊶

⏗䁊
晤㗵ⱘ䡒䣡尞

㾚㴙

1.75⅓⇭⽘₶⽘₶姊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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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W

㖾前䴁3D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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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ne䶙柨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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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ne䶙柨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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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ne䶙柨䈯

Skyline䶙柨䈯

Skyline䶙柨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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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城市是基於無所不在的網路涵蓋、感知技術和資訊安全基礎
設施，充分獲取城市管理、行業、公眾使用者海量資料，打造智
慧生活、智慧產業、智慧管理的城市資訊化應用。
2. 藉由寬頻化基礎網路、雲端化服務平台、智慧化應用服務等整合
，提供有感的應用服務：包含智慧政府、智慧家庭、智慧節能、
智慧交通、智慧旅遊、智慧防災、智慧物流、智慧生活…等

.аȨਲ༜ૐࠤޜȩ
ਲ༜ૐࠤޜȩਓၯᔮวࣁٯ

寬頻化基礎網路
智慧城市

ύႝߞኧᏵϩϦљ
Ҭ೯ਓၯೀ
Ҭ೯ਓၯೀ ೀߏ ЦඳѶറγ
103/9/16

雲端化服務平台

智慧化應用服務
5

Ҟᒵ

Ҟᒵ

ǵՖᒏඵችࠤѱ

ǵՖᒏඵችࠤ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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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ǵᆘՅࣽמϯޑૐࠤޜวࡌ

ѤǵᆘՅࣽמϯޑૐࠤޜวࡌ

ϖǵ่ᇟᆶࡌ

ϖǵ่ᇟᆶࡌ
2

6

1

3

ӄౚ୯ሞᐒวᖿ༈

JDGඵችࠤѱޑϖεຑࡰ
JDGඵችࠤѱޑϖεຑࡰ
2. 透過如法規、獎勵措施或網路
建設，提供企業、政府、居民
寬頻服務
知識工作力 3. 透過有效的教育
訓練，讓勞動者
成為知識工作者
5. 透過公私部門的方
4.
透過電子化政府推動及
案縮減數位落差， 數位內涵
經濟群體努力，推動創
創新
可經由數位科技發
新事業發展，刺激經濟
展獲得好處及利益
發展
 分享全球智慧城市的最佳做法，以幫助世界各地的城市找到可持續的重建和發展
 藉由五大評選指標 ，評估城市實力、能力、活力、潛力及魅力
 真正智慧的城市應具備智慧化發展的文化氛圍，寬頻建設是智慧城市是基礎設施
1. 透過經濟發展的市場力，藉由城
市寬頻、勞動力及其他資本的最
佳配置，吸引資金投入，創造就
業市場
行銷推廣

1. 以機場為中心，發展為多元機能航空城都會

寬頻建設

1) 航空城為全球發展所趨
2) 開拓機場周圍物流、商務、娛樂及觀光等產業發展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2. 機場服務型態轉變-導入科技、文化、娛樂的應用

(Knowledge

(Marketing
Marketing)
)

Workforce)
Workforce
)

(Digital

1)
2)
3)
4)

(Innovation
Innovation)
)

Inclusion)
Inclusion
)

人流轉運中心/貨物集散中心
購物中心
會議中心
娛樂中心

3. 整合機場智慧服務及週邊產業，朝向智慧航空城發展
1) 拓展旅遊經濟服務規模
2) 增益非航空業務應用收入
3) 帶動區域產業發展

ICF: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國際智慧城市論壇組織)
3

7

ඵችࠤѱ୍ܺวጄᛑ
ඵችࠤѱ୍ܺวጄᛑ
物流與
流通
健康與
醫療

生活與
教育

機場商業城市

市民與
政府
能源與
節能

智慧城市

交通與
運輸
觀光與
文化

ૐڂޑࠤޜጄȋ
ૐڂޑࠤޜጄȋើў୷ᐒ

安全與
防災

㕭⭊廱忳

社區與
家庭

岤䈑⓮⟜

通信與
寬頻

⚾㚠棐

ẹ攺橼槿
8

4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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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桃園成為台灣輪軸

1. 善用ICT 服務的機場，通關快速
1)
2)

1) 整合桃園機場、台北港成為亞洲轉運中心
2) 整合高鐵、捷運、高快速網成為台灣交通
的樞紐
2. 打造桃園為亞太地區的經貿樞紐
1) 外國企業的亞太營運中心
2) 合作城市對外經貿平台
3. 提升桃園的國際戰略地位
1) 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2) 發展前瞻性的經濟活動
4. 帶動區域產業轉型及台灣經濟繁榮
1) 推動「6海1空自由經濟示範區」
2) 再造「前店後廠」智慧運籌商機

旅客入境 13 分
旅客出境 17分

2. 大型資訊電子看板應用
3. 文創產業展示平台

整型諮詢

傳統文化體驗

快速通關

屯㕁Ἦ㸸:㟫⚺䷋凒䨢❶䯉ṳ

9

ክەᐒ

1. 手機APP資訊服務

提供樟宜機場零售和餐飲場所以及機場設
施和服務的資訊

13

ᡏวҞϷၗਏ

3. 行動客服諮詢服務

提供百餘位工作人員手持iPad，在機場各處
穿梭，提供有需要的旅客即時詢問、諮詢、
指示等服務

1. 發展目標
1) 投資高達4,950億元，包括機場園區的3,750億元及
園區附近地區的1,200億元
2) 土地開發範圍，包括：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的
6,150公頃及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之620公頃

2. Speedpost KIOSK

方便旅客將無法攜帶至飛機的物品快遞寄出,
寄送的物品有Barcode可供旅客上網追蹤

4. 機場空間互動導覽

2. 預期效益
1) 預計客運量目標值6,000萬人，貨運量450萬噸
2) 預計帶動2.3兆的經濟效益、840億稅收、創造26萬
個工作機會

10

14

5

7

३ෝهᛪ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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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機登機證
1)
2)

ǵՖᒏඵችࠤѱ

以短訊或電郵收取備有QRcode的手機電子登機證
到離境閘口，掃描手機登機證，即可入閘登機

2. 智慧卡和生物特徵識別系統
1)
2)

使用指紋、虹膜辨識
提昇航空保安水準

Βǵӄౚૐࠤޜวᖿ༈

ㇳ㨇䘣㨇嫱

3. RFIＤ行李追蹤管理

Οǵਲ༜ඵችૐࠤޜೕჄ
ѤǵᆘՅࣽמϯޑૐࠤޜวࡌ

RFI

ϖǵ่ᇟᆶࡌ

凒䨢ᾅ⬱

烓埴㛶徥希䭉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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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化的航空城

ǵՖᒏඵችࠤѱ

1)
2)

Βǵӄౚૐࠤޜวᖿ༈

透過資通技術(ICT)應用建立嶄新產業
服務及旅客創新的綠色體驗
藉由 ICT 發展「智慧運籌」及「智慧
城市」服務，擴大產業經濟效益

2. 發展「國門智慧運籌之都」
Οǵਲ༜ඵችૐࠤޜೕჄ

1)
2)
3)

ѤǵᆘՅࣽמϯޑૐࠤޜวࡌ

架構加值型保稅供應鏈
建立高效率物流平台
形成雙港相關產業聚落

專注服務「人」與智慧創新感受

高效率流通「物」與整合運輸

3. 發展「產業科技智慧之城」
1)
2)
3)

ϖǵ่ᇟᆶࡌ
12

建立高科技城市示範區
塑造旅客創新服務地標
成為智慧管理運維中心

16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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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מϯޑૐࠤޜวᏯౣ
智慧交通、智慧物流
(以電子業為核心)
運籌管 ICT服務業
理產業
維修 轉 倉
產業 運 儲 物
製造 製 維 流
產業 造 修
智慧
物流 ICT服務業

智慧機場、智慧觀光
(人流價值優化)
ICT服務業
智慧
交 交通
通
人
智慧
流 資 觀光
訊 智慧
服務
ICT服務業

智慧城市產業
城市智慧化
航空城計畫區
桃園航空城
智慧化大戰略
機場綜合需求
服務智慧化
智慧機場產業

廱Ḁ㊯⺽屯
妲

℔ℙ忳廠屯妲⊁

忻嶗Ṍ忂屯妲

干屯妲

凒䎕屯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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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1. 在停車場柱子上設置『機場航廈
干⮶⺽』感應立牌。

行

旅途經濟

食

智慧
交通

智慧
觀光

人流

車流

智慧
機場
資訊流

物流

娛

2. 在標示有『㨇⟜凒 干⮶⺽』的感應
區上進行NFC感應或讀取QR Code，取
得並儲存旅客停車位置。

遊

智慧
物流

機場停
車導引

金流

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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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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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中
旅遊前

航空城雲端交通管理中心

• 遊程規劃
• 訂房服務
• 交通工具

1. 整合六大產業，提
供一條龍服務

交通控制策略

私部門資源

2. 公私資源整合，提
供旅遊資訊服務

路網車流監看

旅行社業
旅館住宿業

3. 雲端應用提供自由
行無縫服務

飯店餐飲業
交通運輸業

4. 旅遊智慧應用分
析，提昇旅遊品質
及安全

路口監控設備

車輛偵測設備

CMS 看板

旅行時間標誌板

：

：

：

物流服務業
伴手禮業

：

I Information , C Communication, T Transaction, E Entertainment

旅遊APP

• 導覽
• 導航
• AR
• 購物

旅遊後

• 旅遊心得
• 旅程紀錄
• 照片

公部門資源

智慧旅遊

商品
上架 旅遊雲 資料
開放
資料智慧分析
旅遊資源管理
智慧應用
協助桃園縣維持旅遊品質
協助店家發展旅遊服務

景點資訊
餐飲資訊
店家資訊
活動資訊
住宿訊息
伴手禮資訊
客家文化
交通資訊
停車資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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ඵችਓၯ.
ඵችਓၯ.ၠӝ୍ܺ
服務功能

1.整合高鐵、捷運軌道、聯外公路客運運輸系統，建構無縫運輸環境
2.提昇人流交通運輸服務便利性

1. 旅遊行程

旅遊行程
交通票券
旅遊票券
好康館

餐飲

2. 旅遊資訊

3. 住宿
4. 餐飲
5. 旅遊票券
旅遊資訊 6. 交通票券
7. 好康館
8. 行李託運
伴手禮 9. 社群
10. 伴手禮
住宿

內容

提供國內多家旅行社之旅遊行程商品上架銷售
提供旅行社旅遊行程商品查詢及評價資訊服務
旅遊行程放在儲存雲帶著走
提供交通、天氣、景點、住宿、餐飲、活動等 旅遊資訊服務
提供旅遊行程規劃工具，便利自遊者規劃專屬行程，並可下載至
手機APP，讓旅遊行程及資訊隨時可得
3. 提供著名景點3D虛擬觀光服務展示、讓旅客預先 雲遊台灣
整合縣內旅宿業者，提供住宿訂房資訊服務
1.
2.
3.
1.
2.

整合縣內美食業者，提供美食餐廳訂位服務
整合縣內遊憩業者，提供多種類的票券訂購服務
提供機票、台鐵、高鐵、台灣好行等搭乘資訊及票價資訊
提供業者上架優惠商品，包括：旅遊行程、住宿、餐飲、名物等各類
特殊優惠商品供旅客搶購
提供行李託運至飯店之服務
提供旅遊資訊討論專區，並經營各類會員活動
整合縣內伴手禮業者，提供提供業者上架各類精緻的桃園名物，供線
上選購
2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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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來台智慧型手機租用、行動通訊、行李託運等服務
2. 提供旅遊資訊、伴手禮電子商務、導覽導購等服務

1. 結合台灣好行套票

ICT觀光
應用情境

1) 慈湖線
2) 小烏來線

行程中景點導覽服務

3D觀光應用

觀光地理資訊應用 出境：

國外旅客入境

2. 雲端電子看板服務

購物宅配及歸還
手機

租借通訊服務

a
擴增實境
（AR）

電子看板
（Kiosk）

WiFi 通話
上網
導航
導覽導購應用

購買商品
宅配回國

二維條碼
（QR code）

國外旅客出境

旅館 景點 商店

旅遊服務中心

國外旅客

1) 景點資訊推播
2) 伴手禮、店家廣告服務
3) 桃園好山好水介紹

店員

下載旅遊APP
APP至手機

支付交易

資料來源: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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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身旅遊服務—暢遊台灣

完整旅遊攻略 輕鬆走遍全台灣

提供優惠情報、景點導覽、
交通指引、美食天地、住宿
指南、旅遊幫手等服務
路線規劃

交通路況

停車資訊 國快道資訊

HiNet 旅遊雲運用ICT技術
滿足您旅遊前、中、後的所有需求

優惠情報

景點導覽
暢遊台灣

交通指引

地圖

實境導覽

列表
顯示桃園著名
景點資訊

住宿指南

旅遊幫手

美食天地

旅遊祕書

NFC/QR
Code

顯示台北住宿
資訊，接取觀
光局373筆住宿
資訊

http://travel.hinet.ne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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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旅遊行程、
規劃旅遊行程
、查詢景點介紹
查詢景點介紹((景點預先
景點預先瀏覽
瀏覽))、購票
購票、、訂房服務
查詢景點、住宿

9
9
9
9

景點Ａ
景點Ｂ
飯店Ａ
活動Ａ

規劃行程

㘢ㄏ㕭忲
㘢ㄏ㕭忲

票券訂購

1. 運用NFC/QR code/WiFi行動定位技術提供旅客機場導引 服務降低
旅客過境轉機困擾
2. 導引旅客通關登機，尋找機場服務設施、提供入境轉乘公車資訊，
建構優質服務品質

準備旅遊工具

旅遊APP
旅遊
APP下載
下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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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行李送至飯店
機場入境

旅客繼續旅遊

1. 提供行李託運服務
2. 解決自由行旅客隨身攜帶行李旅遊的困擾

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機場
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
機場運送至飯店
運送至飯店

提供機場店家商品導覽及位置資訊，導引旅客輕鬆購買商品
包裝機場為旅遊景點，擴大旅途經濟效應

點選采盟
免稅店

飯店

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飯店運送至飯店

采盟服務台
2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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ඵች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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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空調節能
 2.環境管理
 管控設備包含：電力、空調、照
依客戶需求部署 納管用戶空調
明、熱泵鍋爐、太陽能、節水、
CO/CO2/溫溼 系統，提供節
能控制
度感測器
給排水、環境監控等系統

ඵችਓၯ.
ਓၯࡕ*
ඵችਓၯ.ၯำᒵϷϩ٦)ਓၯࡕ*
照片分享

由APP紀錄行為

景點、住宿評鑑

 5.LED路燈
LED路燈監控平
台服務

遊記分享

•
•
•

 1.用電管理
依客戶需求監測總
(分區)用電狀況並
提供需量告警

社群網站
部落格
Facebook、、Twitter
Facebook
Twitter、、Plurk
Plurk等網站撰寫遊
等網站撰寫遊
記、分享照片

資料來源: 觀光局

 6.水情資訊
水情資訊監測服務
(水位、雨量)

 4.資訊看板
公共空間部署節
能資訊看板服務

33

37

ඵችᐒ.
ඵችᐒ.ᐒJDU
ᐒJDUᔈҔ୍ܺ
JDUᔈҔ୍ܺ

ᐒඵ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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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辦票機登機證
自助出入境審查機
多元化 Check In
㈨埻

印出登機證
與登機口地圖

印出RFID
行李拖運Tag

RFIＤ行李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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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營運管理中心

智慧化維安管理透過監控與警示，可整合營運、保全及交通等多種應用指揮與調度
，便於整控機場運營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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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城發展是全球發展趨勢
1) 先聚焦定位
2) 發展台灣自有特色
3) 創造成功基礎

2.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有助避免閉門造車
1) 多辦理研討會，凝聚國產官學研意見
2) 實際深度參訪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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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㦪㳣䑘⠫

凒䨢❶攳䘤⣏䵙
䳸婾

¾㕘冰冯檀旬≈₡ῤ䓊㤕
倂句
¾㙊忂Ṣ㳩ˣ䈑㳩ˣ屯慹
冯屯妲㳩
¾Ṇ⣒ˣ䈑㳩ˣ慹圵ˣ冯
䴻屧䆇忳ᷕ⽫

℔䆇℔⎠䳬䷼
•

5
2

㠪⛹⛲暂㩆⠛傈Ụ㛰昷⅓⏟
– ẋ态惏⇡岮˚㠪⛹上告ṲỊ塏
– 㩆⠛⛹⌧䵺䇆䮈䏭Ə␒ẋ态惏㈧ⱓ凑䔘岦
㗺㸖⌧

•

㠪⛹⤎䜥㍞怲傈Ụ㛰昷⅓⏟
– 㠪⛹上˚㖗⋾ⷩ˚⏗⋾ⷩ⏯岮
– 㩆⠛㍞怲䷁˚刑䩡➵㍞怲䷁怲䇆䮈䏭

•

㠪⛹刑䩡➵傈Ụ㛰昷⅓⏟

BetterTechnologyforaBetterTomorrow

– 㠪⛹上⇡岮˚㩆⠛⅓⏟告ṲỊ塏
– ⛹⌧䵺䇆䮈䏭˚岮䔉䮈䏭˚岮㉼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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