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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鐵道自 1887年清朝巡撫劉銘傳先生籌建至今，已近 130年，我們

承先啟後，逐步闢建環島鐵路，並陸續完成台北、高雄、桃園等都會捷運及高速

鐵路建設。因不同世代而有各項不同軌道系統，呈現複雜且多樣的面貌，此一融

合與發展，鐵路先進們功不可沒。台灣不只在軌道工程技術上累積了許多經驗，

更在營運服務面創新突破，實應宣揚闡述。台灣軌道工程學會身為國家鐵道智

庫，不僅匯集國內外各系統的實施經驗、推動軌道技術相關研究，更進一步建構

公、私部門溝通管道，已成為我國軌道從業人員交流的最佳平台。基此，學會擔

任創新、進步與整合的角色，為期將推廣鐵道技術與發展軌道產業之節能減碳運

輸成果留供社會大眾或莘莘學子參與所需，特編撰成書。

本書係從台灣鐵路及捷運發展建設現況談起，包括台鐵、高鐵、捷運及正

在發展中的輕軌系統，而營運中各系統的創新作為與貼心服務，正是台灣軌道技

術的核心價值，所以嘗試將台灣軌道所蘊含的文化、永續、觀光意涵，併同各項

財務籌措及推動的行政制度與規章，彙編台灣軌道推動的特色。最後，更綜整台

灣未來將推動的軌道建設，介紹台灣軌道運輸產業及分析面臨的議題，並提出未

來發展願景。

於此特別感謝本學會出版委員會張主任委員武訓率相關會員進行編輯作業，

編撰期間承蒙臺灣鐵路管理局、高速鐵路工程局、鐵路改建工程局、臺北市捷運

工程局、高雄市捷運工程局、台灣高鐵公司、臺北捷運公司、高雄捷運公司、桃

園捷運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等單位，提供寶貴資料

與建議，方有本書付梓之機會。相信本書可促使社會大眾對台灣鐵道發展有更深

的認識，進而認同與支持鐵道建設，增進產業界、學術界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

共同邁向「2025生活鐵道」之目標。

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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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來，由於軌道科技的推陳出新，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節能減碳的世界潮流，台灣各都會

捷運、縱貫西部的高速鐵路、城市輕軌、甚至各支線鐵路等建設，一一應運而生，可說是進入一個百花齊放

空前繁榮的軌道時代。為了帶領中外人士一窺台灣軌道建設發展的堂奧，並為其發展過程留下紀錄，台灣軌

道工程學會責無旁貸地擔任起編輯出書的重任。本書即在此氛圍下集結各方之力付梓，齊為台灣軌道發展史

跡作見證。唯因政策等實務依機關行政考量可能有調整，故最後正確資訊仍以官方發佈為準。

本書撰寫的架構依以下方式進行。在時間軸序上，從發展沿革、工程建設、營運維修再寫到未來的展望；

在軌道分類的軸序上，則從台灣鐵路、高速鐵路、都會捷運、輕軌建設到各支線鐵路。本書共分五章，第一

章「台灣軌道史跡」，鋪陳台灣軌道發展的歷史。第二章「台灣軌道運輸建設概況」，是以簡要方式與宏觀

角度，介紹過去及目前各軌道之建設情形，含路網、建設歷程、特殊工法及建築風貌等。第三章「台灣軌道

系統營運現況」，主要介紹各鐵路系統的營運及維護特色與成就，同時針對營運困境陳述其努力的作為，如

何以多角化經營方式浴火重生，包括運務創新 (觀光與郵輪式列車 )、結合文化與觀光產業等。第四章「台

灣軌道運輸推動特色」，主要介紹台灣軌道建設過程中之特殊作業事項，包括規劃設計對於環境保護、古蹟

留存、在地文化與鄉土風情等之融入，充分展現出台灣軌道建設工程與環境共生的特色，並且以積極方式去

型塑優質的軌道文化，如排隊守序、禁止飲食、自動讓座、公共藝術、無障礙設施等；另外，本章亦將介紹

如何籌措財源，如 TOD及 TIF等方式，以充裕軌道建設基金。第五章「台灣軌道運輸的市場與展望」，則將

介紹台灣未來軌道建設計畫，說明未來的市場與商機，並期許軌道建設發展之願景及自我之惕勵。最後再將

台灣軌道工程之參與單位彙編成附錄，以列表方式呈現，介紹給有業務或研究之需求者，可同心協力為台灣

軌道建設一起努力。

台灣軌道運輸建設囿於規模，無法營造出世界級的浩大工程，但我們並不氣餒與妄自菲薄，反而精益求

精，如在工程設計方面，充分掌握「精而美，小而巧」的精隨，與因應當地的特性，配合自然景觀勾勒出與

環境協調並及展現力與美之結構造型，且發展出獨特的工法。在營運維修方面，台灣將具百餘年歷史之台灣

鐵路，配合時代進步，帶入嶄新的營運模式；使台北捷運系統之可靠度連續 5年獲得世界第一，顯示台北捷

運是全世界最佳地鐵系統之一；高雄捷運的美麗島站及中央公園站，在美國著名旅遊網站，分別贏得全球第

二及第四美麗車站的殊榮；另外，我們有彬彬有禮的乘客，發揮溫良恭儉讓的傳統美德，營造出一個乾淨有

序、安穩舒適的乘車環境，這均為台灣的驕傲，值得喝采。

展望未來，政府仍將以軌道運輸為主流，秉持永續發展的理念改善交通，是個充滿商機的市場，值得

投資與開發。除了硬體改善之外，軌道運輸建設同時也將肩負起文化軌道與生活軌道的雙重任務，順應綠色

運具的世界潮流，軌道勢將成為台灣民眾生活的必需。台灣軌道工程學會全體會員均為台灣軌道建設的一份

子，任重而道遠，謹以出版本專書共享國人及愛我台灣軌道產業之朋友，唯亦期望政府主事者早日提供更精

進便利的軌道運輸。

出版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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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鐵路運輸事業發軔於清朝末年 (1887∼ 1895)，到日本時代 (1895∼ 1945)

達全盛時期，四通八達的鐵路網總長曾將近 5,000公里，包括主幹線及各種產業鐵路，

皆能深入到各鄉鎮。台灣光復後，由於公路建設的興起，鐵路曾漸失去優勢，而面臨

虧損與部分拆除，至 2003年時僅存 1,496公里，然隨著環保意識抬頭，以及為解決大

量交通需求，自 1990年代開始又陸續增建新的軌道系統。尤其在人口稠密的西部都

會區，捷運系統與高速鐵路相繼完成，台灣鐵路運輸儼然已成交通的主流。

1.1發展史跡
台灣軌道的發展，歷經清朝時代、日本時代以及中華民國三個時期，迄今

一百二十八載。每個時期的軌道建設，主要依當時的環境需求而發展，其層面涵蓋台

鐵幹線與支線、林業鐵路、糖業鐵路、高速鐵路、都會捷運系統等，茲就台灣各種軌

道運輸的發展歷史分別概要敘述如下。

一、台鐵幹線與支線

台灣第一條鐵路是由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期間建成，當時的路線為基隆—新竹，

總長 106.7公里，全線共 14站。1887年 (清光緒 13年 )，劉銘傳奏請興建台灣鐵路，

清廷准許自籌工款後，經招商於同年 4月在台北大稻埕開工。1891年 (光緒 17年 )10

月，基隆至大稻埕段通車，繼任的邵友濂巡撫續築大稻埕至新竹段，並於 1894年通

車至新竹。當時之軌距為 3呎 6吋 (1,067公厘 )。

清廷於 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對於清代之台灣鐵路，

因路線標準及運輸能量不符其需求，遂於 1899年 11月 8日，由台灣總督府成立鐵道

部掌管鐵路運輸與建設。並歷時 9年，於 1908年將基隆到高雄，總長 404.2公里的縱

貫鐵路全線貫通。讓過去台灣南北往來費時數日的交通，縮短至朝發夕至的一日時程。

同時台北至淡水及高雄至九曲堂兩支線亦相告完成。後因山線坡度甚陡，運輸能力受

限，乃於 1922年完成竹南至彰化間長 85公里的海線鐵路。

1917年又開始修築八堵經宜蘭至蘇澳之宜蘭線，1924年完成通車。1927年收買

電力公司之集集支線，1929年收購平溪支線。台鐵東線則於 1909年自花蓮開始修築，

1917年通至玉里，共長 87公里。自玉里至台東長 83.3公里之一段，原係由台東糖業

公司所築，1926年由台鐵收購，成為花東幹線。其後，西部幹線因運輸漸繁，1919

年基隆台北間鋪設雙軌，1926年後之十年間，台北至竹南及台南至高雄間亦鋪設雙

第一章　台灣軌道史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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