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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110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新北市輕軌三+級機廠標準配置參考設計原則 

期程 自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經 費 所需費用新台幣100,000元整 

緣起與目的 

鑒於新北市轄內人口稠密及土地資源緊缺之現
況，機廠用地取得問題係軌道建設興建所需面臨
之共同課題，然國內興建機廠之案例規模普遍偏
大，並不全然適用於新北市境內輕軌機廠配置之
需求，因此研究機廠用地合理規模，對於節約土
地資源的意義重大，而機廠內又以駐車廠及維修
工廠兩大廠區使用頻率最高、占地面積最大，參
考相關文獻，減少需求、規模降低、資源共用、
佈置合理等項目係影響機廠規模的主要因素，在
能滿足營運所需之基本條件下，研析相關配置優
化議題，有助於樽節經費並提升土地使用之經濟
效益。 

方法與過程 

新北市整體輕軌路網以共用淡海輕軌五級機廠進
行大修作業為原則，其他各輕軌路線多數配置三
級機廠，因此以三級機廠架構下，研析減少需
求、規模降低、資源共用、佈置合理等不同層
面，並考量檢查機坑、庫長計算、車頂作業平臺
及安全設施等工藝設計議題，進行三級機廠設計
優化；另考量各輕軌路線並非均能過軌通行，增
加地下車輪車床設備，以滿足經常性之車輪鏇削
作業，升級為三級+機廠進行五級以下維修工
作。 

研究發現及建議 

為考量新北市三環六線延續落實相關研析成果，
草擬輕軌三+級機廠標準配置設計參考原則，作
為未來規劃與設計之統一基準，並依據淡海輕軌
實際營運維修資料，滾動式檢討各級檢修頻率間
隔，趨近該車型實際使用數據，回饋納入計算使
維修能量逐漸精進，提升機廠使用率與效能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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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目前有關捷運機廠的設計多依循過往案例及使用經驗，空間配

置雖能滿足功能需求，使用方便性上亦經營運單位長期實務驗證，

惟現階段因用地取得困難，已較無機會如過往一般配置大規模、功

能齊全的機廠。以新北市輕軌路網對未來機廠配置的檢討為基礎，

自基本面降低對機廠規模的需求，並藉資源共享減省機廠功能及設

施，或透過合理的佈置，優化配置機廠，從系統需求、產業資源及

設計配置等各面向，檢討縮減機廠功能及規模的可行性。特別是，

透過對機廠空間佈設的合理檢討、優化配置，甚至採立體化、多功

能的組合設計，將可使機廠用地較傳統機廠節省超過50%以上。小

規模機廠的規設理念，將可達節約用地的目標，及節省大量的工程/

用地取得/維管經費，亦可在用地取得日漸困難的現在，提供經濟實

惠且符合需求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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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旨及背景說明 

隨著臺北/高雄捷運路網的形成，捷運系統對推動都市發展與更

新、改善交通與運輸環境，及強化市區與周邊地區連結等的種種效

益有目共睹，均使得國內各地方政府不僅致力於完善轄區內的軌道

路網，推陳出新，更持續推動建設，趕辦施工。目前除臺北、新北、

桃園及高雄持續優化其路網外，臺中捷運已近通車，而未來新竹、

臺南與基隆更將加入成為捷運俱樂部的成員，軌道(捷運)建設在國

內的發展方興未艾，前景可期。 

考量系統差異無法彼此支援維修，或滿足各自的營運維管需求，

目前國內各捷運路線均至少會配置1座機廠，部分如機場捷運等路線

更設置2座不同等級的機廠，以方便營運調度。 

機廠建置主要功能在於列車儲存及設備維修，依營運需求、駐

車輛數及維修計畫等進行配置，是維持列車良好技術狀態和輕軌正

常運營的重要基礎，基本建設規模主要取決於配屬列車數及檢修規

模，其中配屬列車由營運車、備用車、在修車組成，通常配置有維

修工廠、駐車廠、變電站、物品儲存倉庫、行政大樓、土木軌道廠、

污水處理廠及測試軌等不同廠區。 

鑒於新北市轄內人口稠密及土地資源緊缺之現況，機廠用地取

得問題係軌道建設興建所需面臨之共同課題，然國內興建機廠之案

例規模普遍偏大，並不全然適用於新北市境內輕軌機廠配置之需求，

因此研究機廠用地合理規模，對於節約土地資源的意義重大，而機

廠內又以駐車廠及維修工廠兩大廠區使用頻率最高、占地面積最大，

參考相關文獻，減少需求、規模降低、資源共用、佈置合理等項目

係影響機廠規模的主要因素，在能滿足營運所需之基本條件下，研

析相關配置優化議題，有助於樽節經費並提升土地使用之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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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訂定機廠標準配置設計要點，俾利日後規劃設計之依循。 

新北市整體輕軌路網以共用淡海輕軌五級機廠進行大修作業為

原則，其他各輕軌路線多數配置三級機廠，因此以三級機廠架構下，

研析減少需求、規模降低、資源共用、佈置合理等不同層面，並考

量檢查機坑、庫長計算、車頂作業平臺及安全設施等工藝設計議題，

進行三級機廠設計優化；另考量各輕軌路線並非均能過軌通行，增

加地下車輪車床設備，以滿足經常性之車輪鏇削作業，升級為三+級

機廠進行五級以下維修工作。 

三+級機廠功能為駐車、特殊車輛停放、車輛清洗、車輪鏇削、

定期檢修、非定期檢修，車輛、設施及相關零件之備品儲存。針對

大修作業，則採拆裝轉向架及相關設備後，以陸運方式送至五級機

廠進行五級維修；另針對行政、訓練、行控、醫務、餐廳…等設施

及緊急搶修任務，則依該路線營運需求個案檢討。 

 

參、 相關研究、文獻之檢討 

一、 機廠配置設計概述 

(一) 新北市三環六線願景 

新北市升格十年內，逐步實現淡海輕軌、新北環狀線通車營運，

境內捷運路線長度從十年前的31.4公里、25座車站，到109年達到86

公里共69座車站，同時也帶動新北都會人口、稅收及大眾運輸旅次

持續增長。未來在「三環六線」推動下，可望於119年境內捷運營運

長度達成169公里、154座車站，不僅銜接本市19個行政區，更將串

起北北桃一千萬人口捷運生活圈，平均每十萬人享有3.8座車站，與

東京(3.1座)、首爾(3座)、新加坡(2.2座)同為國際級大城市。新北市

三環六線願景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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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環六線願景圖 

 

建構完善軌道交通路網過程中，為維持列車可靠度應規劃機廠

空間來滿足例行維護保養及每日列車停駐之需求，機廠通常配置有

維修工廠、駐車廠、變電站、物品儲存倉庫、行政大樓(含行控中

心)、土木軌道廠、污水處理廠及測試軌等不同廠區及設施/設備，為

軌道系統列車儲存、設備維修及營運調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地，

以滿足未來營運服務品質。 

 

(二) 機廠功能及等級與傳統規劃概述 

各路線機廠的等級或功能，一般均在先期的上位規劃中，視系

統差異或路網的整體維修/駐車能量及調度狀況而決定，後續設計階

段則針對所需的功能，配置必要的廠房及設施/設備，傳統上並無一

定的設計準則，而係視個案的不同，量身訂做客製化的規劃。實務

設計上則依據所需服務的車隊規模、維修及行政活動所須空間，及

用地(含隔離綠帶)等狀況進行廠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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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廠主要提供列車停放、日常保養及檢修、列車救援、設備/設

施保養、材料物資供應與人員行政/培訓等功能，依所提供的服務一

般可區分為五級，視等級/功能的不同配置包含維修廠、駐車廠、變

電站、物品儲存倉庫、行政大樓(含行控中心)、土木軌道廠、污水

處理廠與測試軌等不同廠區及設施/設備，為軌道系統列車儲存、設

備維修及營運調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地。 

 

表 1  機廠功能及等級 

等級 功能需求 

一 

 列車停放 

 列車車廂內部清潔 

 列車出車前安全檢查 

二 

除一級功能外，另含： 

 列車車廂外部清潔 

 列車定期月檢維修任務 

三 

除二級功能外，另含： 

 列車定期半年檢、年檢維修任務 

 路線上列車故障搶修 

 路線上列車、軌道、號誌及其他系統備品儲存 

四 

除三級功能外，另含： 

 列車非定期檢修任務 

 路線上軌道維修車輛停放 

 列車車輪鏇削 

五 

除四級功能外，另含： 

 整體路網軌道定檢、維修 

 整體路網列車緊急搶修任務 

 整體路網備品儲存 

 整體路網列車及設備翻修、大修 

 軌道維修車輛定檢、維修、翻修、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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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內容、範圍、對象、限制與過程 

(一) 國內機廠案例說明 

目前國內不論是捷運或輕軌的技術標準或設計手冊，均未針對

機廠的規格、大小及配置有標準化的規定或要求。各路線機廠的等

級或功能，一般均在先期的上位規劃中，視系統差異或路網的整體

維修/駐車能量及調度狀況而決定，後續設計階段則針對所需的功能，

配置必要的廠房及設施/設備，傳統上並無一定的設計準則，而係視

個案的不同，量身訂做客製化的規劃。一般而言，等級越高的機廠，

因配備更多的廠區及設施/設備，機廠用地規模也越大，但機廠用地

的大小通常與服務的列車(含駐車及維修)需求有關，即便是同等級

機廠，也將因服務列車數、車長及廠區配置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2  軌道捷運(含輕軌)機廠等級與用地規模 

案例 機廠 等級 面積(ha) 備註 

臺北 

捷運 

中和 一 1.1 
高運量/唯一位於地下且規模

最小的機廠(6列車) 

新莊 三 13.9 高運量 

蘆洲 五 16.0 高運量 

北投 五 41.0 
高運量/曾為東南亞地區最大

的軌道機廠 

新店 三 3.5 高運量 

南港 三 7.8 高運量 

土城 五 26.8 高運量 

南機廠 五 14.3 中運量 

金城 五 11.8 中運量/興建中 

新北 

捷運 

三鶯 五 12.3 中運量/興建中 

淡海 五 5.4 輕軌 

安坑 三+ 3.6 輕軌/興建中 

桃園 

捷運 

青埔 五 19.0 中運量 

蘆竹 三 24.5 中運量 

北機廠 五 14.0 中運量/興建中 

臺中 北屯 五 19.5 中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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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機廠 等級 面積(ha) 備註 

捷運 

高雄 

捷運 

岡山 三 24.4 高運量/不含開發用地 

草衙 三 17.9 高運量/不含開發用地 

大寮 五 34.0 高運量 

前鎮 五 3.8 輕軌 

 

相較於捷運系統路線段多行經既有道路，縱有涉及私地，一般

而言其面積較小、私地主人數較少、複雜度也較低，亦較無人陳或

抗爭狀況，用地取得問題相對單純。而捷運機廠因需一次性取得大

面積完整土地，不僅可選擇的適當用地較少，通常也涉及眾多私地

主及複雜的權屬關係，且因多規設於較偏遠地區，徵收或協議價購

所能給予的補償費經常和地主的預期有明顯落差，因此在用地取得

上常會遭遇地主反對，協調困難，不僅流程曠日費時，常造成政府

與私地主間的摩擦爭議，亦不乏有興訟抗爭的案例。 

 

表 3 各線機廠用地取得期程(含都計變更) 

案例 機廠 用地取得(年) 

臺北捷運 
南機廠 約7年 

金城 約8年 

新北捷運 

三鶯 103年迄今，尚未完全取得 

淡海 約3年 

安坑 約4年 

桃園捷運 北機廠 101年迄今，尚未完全取得 

 

隨著都會人口快速集中，土地高度開發，目前已較難取得大面

積的適合用地，提供機廠興建使用，致使以往捷運計畫大規模、功

能齊全的機廠配置，在土地資源匱乏、政府經費緊縮、用地成本暴

增，及民眾維權意識提升的現在已愈見困難。鑑於機廠用地取得不

易已成為國內各地方政府推動軌道建設所需面臨的共同課題，新北



14 

 

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中興公司以新北市輕軌捷運機廠的規劃為例，

檢討可能採行的用地減省方案，並研析輕軌機廠標準配置作為後續

捷運機廠(不限於輕軌系統)的設計原則，以期能在滿足系統營運維

護管理的需求下，優化機廠配置、減少需地規模，除降低民意抗爭

外，亦有助於樽節經費，並提升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益，使機廠用地

規模更合理，對節約土地資源的意義重大。 

 

(二) 機廠配置原則及用地減省概念 

依交通部「輕軌系統建設及車輛技術標準規範」(交通部，

2018a)，有關機廠配置的條文包括：「機廠之設置應適級適量，並應

以輕軌列車和沿線各項設備的技術條件，以及線形、運量等為依據，

使列車能保持符合營運要求之性能狀態。」、「機廠空間配置應使列

車於營運調度及保養維修時動線順暢，並盡量使不同的維修工作可

以同時進行，俾使運轉能更有彈性。」、「駐車區之佈設配置應使列

車易於調動。」及「機廠設施及設備應依規劃之功能及分級設置，

並得包括必要之支援及行政設施。鑑於都市土地資源稀少，應盡量

節省空間配置。」等的說明，其中並未有對機廠規格、大小及配置

的標準明訂要求，機廠配置可視系統路線及列車數量/維修需求彈性

設置。 

一般在上位計畫確認機廠等級後，包含廠內軌道及廠區配置將

考量確保作業流程順暢、保持運作靈活彈性、減少調度時間/距離，

及避免影響動線進出等因素，以車輛駐車及維修為主體，於統籌考

慮其他設施的工作性質和功能要求、確保安全、方便管理及作業便

利的基本原則後合理佈置，特別是將駐車及維修部分與辦公區、非

帶電的檢修區分開佈置，以確保車流和人流互不干擾；至於維修廠

房及設備，則依檢修作業按系統佈置，在滿足使用功能前提下，性



15 

 

質相同或相近的適當集中設置，盡量共構，力求佈置整齊、緊湊及

合理，可節約用地及方便使用。 

機廠佈設依用地及與正線接軌條件的不同，可區分為「貫通式」

或「盡端式」2種(王林，2015)。其中「貫通式」機廠的進出廠線可

方便順暢車輛進出與檢修作業，調車作業與出入機廠車輛可同時進

行，車輛行走距離較短，惟所需用地範圍較大(圖 2，如北投機廠)；

而「盡端式」機廠需地及工程量較少，但駐車廠與維修廠採用橫列

佈置(圖 3，如安坑機廠)或縱列式反向佈置，檢修作業間需採「之」

字形折返調車，車輛行駛距離較長，且調車作業與出入機廠作業將

互為干擾，較為不便。 

 

 

圖 2 貫通式機廠配置(以北投機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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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盡端式機廠配置(以安坑機廠為例) 

 

除上述配置理念的不同將直接影響用地面積外，機廠係提供系

統營運、維修及調度等功能，若能合理的減少/整併需求或尋求外在

資源的支援，仍可在維持系統正常運作下，降低機廠的規模，有關

可能的機廠用地縮減概念臚列如表 4，分述如后。 

 

表 4 機廠用地減省規劃概念 

概念 目標 檢討說明 

減省 

減少 

需求 

 減少車隊規模，合理選用備用車比例 

 採狀態修及互換修，提升檢修效率，降低維修

時間 

 取消土木軌道廠及軌道備品存放場所 

 取消試車線或縮短試車線長度 

 行控中心整合配置 

 無道碴軌道替代環廠道路 

降低   駐車廠及維修廠最小化 

滯洪池

駐車廠

維修廠

扇形區

變電站

污水處
理廠

環廠
道路

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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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目標 檢討說明 

規模  辦公空間彈性運用 

共享 
共享  

資源 

 單一系統，共享大修資源 

 委外維修，落實國產化 

 利用既有設施，資源共享 

優化 
合理  

佈置 

 廠房組合佈置 

 配合進出廠線的洗車佈置 

 最小曲線半徑的設計 

 立體化機廠(各建物合理豎向設計) 

 多功能滯洪池 

 

(三) 減少需求，降低規模 

1. 減少車隊規模，提升維修效率 

維修廠及駐車廠是機廠設施/設備中佔用空間最大的廠區，而車

隊規模將直接影響維修廠及駐車廠所需的空間容量。車隊規模係考

量運輸需求(尖峰小時站間運量)、系統運能(列車載客容量、班距)、

整體運轉時間，及備用車比例而決定。其中班距因涉及服務品質，

不易大幅拉長變動，但整體運轉時間則受路線長度、路權型式的影

響，若能採用如專用路權、優先號誌等方式，或減少停站/折返時間，

提升平均營運速率，則能降低運轉時間，進而在滿足所需班距下縮

減車隊數量。此外，在相同的運能下，載客容量與發車頻率成反比，

因而可考量採用載客量較高的列車，以適度的拉長班距，在可提供

為旅客所接受的服務品質條件下，降低車隊規模。車隊規模縮減不

僅減省機廠空間，動輒上億的車輛購置成本減少，更可大幅節省整

體計畫經費。 

另一方面，為因應車輛維修或故障無法正常營運，一般需配置

一定比例的備用列車以因應不時之需。若能夠透過車輛製造及維修

技術的提昇，提高效率、縮減維修時間，及改善檢修方式等作為，

減少列車無法上線時間，則可縮減備用列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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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各系統多採週期性維修，依過往經驗或數學機率統計，

設定固定的維修時隔，週期性的指派維修任務，此將造成有部分的

維修係在設備尚未達需維修的程度即進廠維修，形成維修資源的浪

費，後續若能改採預測性維修(狀態修)，藉由對設備狀態的監控，

發展元件劣化曲線，預測元件狀態及最佳維修時機，在失效機率到

達門檻時才指派維修任務，將可降低維修頻率，並減少不必要的維

修作業。此外，亦可利用離峰列車停駐時間，分散時段在不同駐車

區，安排進行各項維修作業的「均衡性維修」，或模組化更換零組件

的「互換修」作業模式，均可縮短檢修的庫停時間，提高檢修效率，

降低維修設施需求，同時減小機廠用地。 

現階段國內備用車數量多採所需車隊數的10%或15%配置，東

京/香港地鐵則為10%，而日本山手線列車備用率僅 4%，顯見國內軌

道產業的技術提昇仍具發展空間。備用列車縮減需考慮整體產業維

修技術水準、效率及營運車隊規模，方不致產生營運時因車輛維修

無法上線，只能將班距拉長，以因應車隊數不足的窘境。 

2. 取消土木軌道廠、試車線或整合行控中心及廠內道路配置 

(1) 取消土木軌道廠及備品儲放區 

軌道因長期受列車鋼輪滾壓或外力撞擊，難免有因損傷而需維

修的狀況，土木軌道廠即為軌道維修車輛與機具的維修/儲放地點，

廠房周邊的空地則另作為軌道元件(包含道岔)、道碴等的存放場所。

相較於列車鋼輪在廠內可簡單快速的維修(車輪鏇削約只須30min)，

軌道維修因須在現地利用營運收班後的有限深夜時間露天進行，作

業易受周邊環境影響，且若無法及時完成作業將影響隔日營運，風

險較高，因而目前的設計理念多朝向提高鋼軌勁度，相對弱化鋼輪

硬度，使受力後不可避免的磨耗或損傷發生在鋼輪，盡可能保持鋼

軌免維修狀況。另一方面，輕量化的軌道補焊車將大幅降低所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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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車空間，其他維修作業車則可停放於廠區其他軌道，而軌道元件

更可儲放於其他機廠(如淡海五級廠)空間。基於軌道維修頻率不高、

維修設備量體縮減、移置及備品集中他區有利調度使用等考量，土

木軌道廠及備品儲放區並非必要，以安坑輕軌而言，取消土木軌道

廠約可減省1,600m2用地面積。 

(2) 取消試車線 

列車運抵或大修後，須於軌道上進行一定里程數的測試，以確

認列車符合營運的要求，故一般機廠內均會設置一定長度的測試軌，

但此測試需求亦可安排於正線水平直線段上進行，如此即可減省測

試軌設置成本及空間，惟正線上的測試需在夜間營運收班後才能進

行，作業時間有限，故將延後整個測試完成時間，且若需測試車輛

太多時，將佔用測試路段夜間維修養護時間，特別是萬一測試車輛

發生故障，更將有影響正常營運的風險。 

(3) 整合行控中心及廠內道路配置 

為監控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有必要設置行控中心，惟以目前

的系統運作而言，行控中心並非每個路線均需配置，可將其整合至

特定場所，如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已整合至交九行控中心，桃園捷

運亦研擬將航空城捷運線行控中心整合至青埔機廠，以節省設置行

控中心所需的空間及經費。以淡海輕軌行控中心整合安坑輕軌合併

設置檢討為例(表 5)，目前雖評估維護成本較高，惟後續若能配合資

訊科技的發展，以光纖專線或5G 專用頻譜建立專屬訊號傳輸通路，

則不失為一個可異地監管控制的方案。 

 

表 5 行控中心設置比較(以淡海/安坑輕軌為例) 

 合併設置 分開設置(現況) 

優勢/

機會 

 中央行控中心便於掌握所有

路線情形、統籌控管 

 系統界面單純 

 建置相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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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設置 分開設置(現況) 

 便於資源整體調度 

 已有面積較大之淡海行控中

心可供併入 

 維運費用相對便宜 

挑戰/

劣勢 

 中華電信45Mbps 數據專線每

月成本約10萬，未來可望逐

漸降低 

 設備界面多，建置與維運費

較高 

 各中心間控制權轉移較複雜 

 各系統間為獨立個體 

 總部對於各路線較無法

即時掌控，但可透過部

分資訊傳遞至緊急應變

中心分享資訊 

 

除前述需求檢討外，為便於行車動線規劃及停駐一般車輛使用，

廠區內可採無道碴埋置式軌道取代一般機廠常見的道碴軌(圖 4)，此

項調整可提供更多的一般車輛行駛動線及調度彈性，除可減省廠內

道路所佔用的空間及路型限制外，亦利於簡化維護及保養，惟需注

意列車調度與一般車輛的行車安全。 

 

 

圖 4 廠區內無道碴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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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小化及彈性的空間使用 

國內並未訂定駐車廠及維修廠空間標準，目前多依過往的案例

資料及使用經驗進行設計。經參考包含中國大陸等相關國家及地區

的輕軌交通設計標準，有關駐車廠及維修廠通廊、走道等設計最小

尺寸建議如表 6，後續設計單位亦可再與營運單位共同檢討其寬度，

以方便營運維管使用。 

 

表 6 各廠房通廊、走道最小寬度建議(m) 

 駐車廠 維修廠 

車體之間通道寬度(無柱) 1.0 4.0 

車體與側牆之間的通道寬度 1.0 3.5 

車體與柱邊通道寬度 1.0 3.0 

廠內前、後通道淨寬 4.0 5.0 

 

此外，行政大樓多為提供辦公、培訓、會議及值班同仁必要留

宿的空間，可藉由小規模/多梯次的培訓、培訓/會議室空間共享，及

僅供收車後無法回家，或早班發車有留宿必要者留宿，其餘同仁均

當日往返等減少需求的方式節省空間，並讓空間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惟前述不論是駐車/維修及行政空間的減省，均將涉及對營運單位長

期使用方便性的限縮，仍應與營運單位協調。 

 

(四) 簡化系統，共享資源 

1. 系統單純化，共用大修資源 

軌道建設因核心機電系統的特殊性或專利，經常衍生不同系統

間無法相容互通的問題，特別是國內公共工程受政府採購法限制，

無法指定系統或廠商，加以軌道路網無整體採購規劃，致使國內各

地區軌道建設在分期分段推動過程中，分別採購不同的系統，特別

是中、低運量捷運部分，各地多存在同時多套系統運轉，無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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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問題，此均導致營運維管無法協同整合調度，造成資源浪費

及成本增加。 

新北市政府為避免其市轄境內輕軌路網(含淡海/安坑/五股泰山/

八里/三芝及後續的深坑/泰山板橋等路線)，因建設期程差異且經濟

規模不大，若各自辦理建設計畫審議及採購，將產生因系統多元致

不相容、維修/備料複雜昂貴，及採購受制於系統廠商等問題，後續

經檢討後突破採購法的限制，採「路網整體規劃、路線分期建設」

方式，透過淡海輕軌單一路線建設採購的後續擴充與配套機制，達

成整體路網系統維修單純化，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建設目標。系統

單純化除大幅減省建置經費，各路線的重要備品及耗材亦可彈性調

度使用，無需各自完整準備，故於辦理後續輕軌路線採購時，可大

幅減少備品及耗材的採購金額，除節省儲放空間外，亦可避免過多

備品過期未使用造成的浪費。 

除此之外，因系統相容維管資源互通，在「全生命週期成本最

佳化」的策略思維下，整體路網僅規劃於淡海輕軌配置一座五級維

修總機廠，其餘路線則規劃為三或四級廠。以安坑輕軌為例，僅配

置實際面積約2.5公頃(含保育綠地約3.56公頃)的三+級廠(含部分四級

廠功能)，四或五級大修則採公路運輸方式至淡海總機廠辦理，評估

安坑輕軌機廠用地可減少1.8公頃，節省約4億元用地取得經費，及

大幅減少因徵收民地所可能對民眾權益的影響、人陳及對時程的衝

擊。此外更可減省機廠空間、設備、備品及人力成本，以20年估算，

於扣除大修外運所需費用後，可減少約9.3億元的建置與營運成本(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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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淡海/安坑輕軌機廠共用效益評估(中興公司，2018) 

項目 節省經費(億元) 

用地 4.0 

維修設備、備品(2年) 0.2 

人力成本 5.5 

維修外運成本 -0.5 

合計 9.3 

 

2. 委外維修，引入產業資源，落實國產化 

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包含38項軌道建設在內的前瞻基礎計畫，

藉由擴大內需鼓勵國內廠商投入，透過國外技術轉移引進核心技術，

積極導引國內業者建立自主軌道系統技術能力及產能，不僅從供需

面、技術標準及採購所涉資格及規格等問題全方位的提供解決方案，

以突破軌道工業國產化的障礙，更優先選定輕軌系統為國產化關鍵

項目，並要求國內各系統不論新購或維修，均須符合國產化的目標。

以輕軌列車而言，在淡海輕軌列車的基礎上，2022年國產化比例需

提升至50%，2026年將再次提升至70%；維修部分則訂定關鍵績效

指標(KPI，圖 5，交通部，2018b)，以創造市場規模，給國內廠商得

以成長的空間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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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18~2026年軌道產業維修備品國產化目標 

 

經檢討，考量國內廠商已具備部分設施/設備的維修及換修能力，

因而除安全等級較高的號誌、電力系統建議仍採自行維修以降低風

險外，其餘包含轉向架、空調、電機、變壓器等設備的大修、維修

廠內的加工和化驗計量等作業，甚至軌道、橋梁/隧道與車站等結構，

均可盡量委託產業界專業廠商進行，以減少營運單位所需維護作業

人員或設備，進而降低對機廠空間或設施的需求，國外包含倫敦、

巴黎、上海及東京地鐵系統均不乏類似案例。 

3. 利用既有設施，資源共享 

(1) 廠外駐車 

一般而言，收班後的列車通常儲放在駐車廠內，於次日發車前

再分別行駛至指定車站等候依班表發車，若駐車廠空間不足或為減

省駐車空間，實務上可採車站或尾軌駐車方式，將列車停駐於端末

或指定地點，亦可提供早班發車調度彈性、降低空走距離，惟廠外

駐車需考量保全實體隔離、司機員休息/過夜/盥洗室、報到/車班管

理室、清潔/保全/駐衛警室，亦須規劃列車回廠維修計畫，以生命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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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而言，其維運費未必較低。 

(2) 維修廠駐車 

系統營運初期約5~6年左右，一般尚未達大修期，此時維修廠之

大修股可兼做駐車軌使用；而大修期間列車則停駐於大修股，亦可

節省駐車廠空間，惟此通常僅為短期方案，若遇列車事故將會影響

維修能量，或機廠肩負多路線大修任務時不宜採用。 

(3) 取消污水處理站 

機廠內人員活動及車體維護清潔，不可避免將有生活污水或事

業廢水需處理，依各地方政府權屬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高

雄輕軌係規劃將處理過的廢污水直接排放進入污水管，由既有污水

系統接續處理；新北市則依生活污水/事業廢水的不同，分別納入污

水及雨排系統處理。機廠附近若已有污水系統，則前述污/廢水，可

經前處理至符合相關納管標準後，排放至既有的污水系統，無法納

管時再自設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至雨排系

統。 

 

(五) 配置優化，合理佈置 

1. 功能整合，合理佈設 

機廠配置眾多廠區，若能將可合併的廠房/設施盡量合併一起設

置，緊湊合理的佈設廠區線路，將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德國

柏林及挪威卑爾根輕軌機廠而言，於廠房股道配置底層機坑及頂層

維修平台(圖 6)，即可將駐車及維修股合併設置，節省使用空間，惟

此種合併方式因在同一股道上綜合運務及維修等2種不同性質的作業，

流程管控上較為複雜，且進入月/年檢週期後的列車調度也較麻煩，

相對的也較容易有工安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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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駐車/維修功能合併設置的機廠配置(VCDB，2015) 

 

另一方面，洗車線係機廠常用設施，考量營運調度，一般均於

進出廠線或廠房附近設置獨立的洗車房(圖 7)，惟此將新增空間需求。

安坑輕軌係採「進廠線通過」方式，配合進出廠線設置洗車線(圖 8

「D」區)，透過道岔的轉換，列車將可選擇直接進出機廠或進行例

行的洗車工作，此配置方式不僅未影響列車進出調度，更可減省特

定的洗車區(含進出軌道)配置空間，降低用地需求。 

底層坑道 面層平台 頂層平台

Norway, Bergen LRT Depot

Germany, Berlin LRT De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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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中捷運洗車線配置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060152.aspx) 

 

圖 8 安坑機廠配置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06015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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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廠區內因車速較慢，且無旅客搭乘，故較無需考量舒適

性及車內噪音對旅客的影響，可採小轉彎半徑的軌道設計，以縮減

軌道區的用地範圍。加以機廠一般多位於偏遠地區，列車行駛小轉

彎區域時所產生的車外噪音，對周邊民眾的影響相對較小，必要時

亦可設置如隔音牆、圍籬、軌道潤滑等隔/減音設施降噪。 

2. 立體化機廠及豎向設計 

在用地受限狀況下，可採立體化的豎向設計，將所需空間往上

空或地下發展，特別是在具一定高差的地形，立體化機廠不僅可縮

減用地，亦可避免大挖大填，可在土方平衡條件下降低對環境的破

壞。以安坑輕軌機廠為例，前期規劃即考量廠址面積僅約3.56公頃，

且鄰近邊坡部分用地坡度已達四級坡，不適合興建設施，需保留作

為隔離綠帶無法開發，實際可用面積僅2.5公頃，加以地形存在約12

公尺高差，故在考量土方平衡及避免過度破壞環境條件下，依地勢

規劃設置2層的立體機廠(圖 9 a)，其中上層(2F)主要設置維修設施(圖

8a)，列車可自位於同高程的安一路主線，沿進出廠線進入維修區進

行維修，或緩降至下層(1F)駐車廠(圖 9 b)內儲放，惟因儲車及維修

分屬不同層廠區，列車進入1F 儲放後若需再進行維修，則必須行駛

至進出廠線道岔後，方能換軌進入維修區，故需特別安排維修計畫，

以利列車於收班自主線下線後直接進廠進行維修，避免列車空走或

對調度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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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安坑輕軌立體機廠規劃構想(新北市政府，2015) 

 

另一方面，中興公司於研析國內某捷運系統機廠規劃時，因需

在2公頃廠址，規設滿足12列電聯車需求的五級主機廠，故利用廠址

約15公尺高差的地形，並配合主要進出動線及軌道高程，在土方平

(a)安坑輕軌立體機廠構想-2F維修區

(b)安坑輕軌立體機廠構想-1F駐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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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條件下採立體化機廠規劃(圖 10)。其中，駐車/維修廠位於地面層

(2F)，與主線軌道同高程，有利於列車進出維修或儲放；而地下層

(1F)則為行政大樓、污水處理廠及變電站等設施(圖 11)，員工及設備

運輸車輛可藉由既有省道直接進出，方便通行。 

 

 

圖 10 輕軌五級立體機廠規劃透視圖(中興公司，2018) 



31 

 

 

圖 11 輕軌五級廠立體化規劃構想(中興公司，2018) 

 

當機廠用地使用範圍受限或地形高程差異太大時，可將駐車廠/

維修廠採立體化方式配置，以減少土地使用，惟因廠房高、廣且需

承載列車及其他高重量設備，需大幅增加廠房結構強度，故建設成

本亦大幅增加。以安坑輕軌機廠為例，駐車廠/維修廠立體化後之機

廠土建工程經費達18.5億，約為平面機廠建設成本8.83億的2.1倍。 

駐車廠/維修廠立體化雖將大幅增加結構建設成本，惟立體化機廠並

非僅局限於駐車廠/維修廠，其概念亦包含於有限用地將廠房，辦公

機廠南半側設置連續防洪牆，建立防洪保護防線

機廠北半側利用整地高程優勢，形成防洪保護防線

200年重現期
淹水位

入流量採100年重現期降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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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量採5年重現期降雨強度，
排往下游既有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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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輕軌五級機廠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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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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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備料庫房、污水處理、變電站等使用上無衝突的空間再集中立

體豎向配置，特別是在平面的駐車廠及維修廠間，經常因廠房長度

不同，存在未利用空間，若能做為廠辦大樓用地，將可節省用地及

提高工作效率，並節省建設經費。依張道海(2014)等人之研究，不

論是對廠區配置、車隊規模、廠房空間參數及維修需求的檢討，均

能減省用地，其中廠區配置則是影響用地規模的主要因素。特別是

將同類廠房一體化及立體化的配置方式，其節地量約佔前述因素總

節地量的50~60%，可最大程度的節省用地。 

3. 多功能滯洪池 

依「水利法」及「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

定辦法」規定，機廠用地必須配置一定容積的滯洪池。以安坑輕軌

而言，2座滯洪池面積合計約755m2(容量約1,200m3)，除佔用大面積

土地外，且因需銜接下游排水路，而需分區佈置，廠房設施及軌道

配置則因須避開滯洪池區位，嚴重限縮廠區配置的彈性。滯洪池功

能主要為延滯調節洪水，以降低下游水路洪峰及水患發生/衝擊，亦

可兼作生態/景觀池使用，法規及實務上僅需符合水理分析所須之容

量即可，並未有其他使用上的限制，因此若能在維持滯洪池功能狀

況下，善用空間配置樓(廠)房等設施，將減省可觀用地，同時機廠

配置亦可解除滯洪池存在的限制而更有彈性。國內已不乏針對滯洪

池空間加值利用的案例(圖 12)，中興公司於前述2公頃五級廠規設時，

為縮減用地，亦將滯洪池規劃於進出廠軌下方，形成軌道列車行駛

於滯洪池上方的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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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高雄市滯洪池上方設置立體停車場 

(https://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paper/132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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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方法 

新北市整體輕軌路網以共用淡海輕軌五級機廠進行大修作業為

原則，其他各輕軌路線多數配置三級機廠，因此以三級機廠架構下，

研析減少需求、規模降低、資源共用、佈置合理等不同層面，並考

量檢查機坑、庫長計算、車頂作業平臺及安全設施等工藝設計議題，

進行三級機廠設計優化；另考量各輕軌路線並非均能過軌通行，增

加地下車輪車床設備，以滿足經常性之車輪鏇削作業，升級為三+級

機廠進行五級以下維修工作。 

 

伍、 研究發現 

一、 機廠三+級機廠原則 

整體廠房及設備的佈置若能依據檢修作業按系統配置，在滿足

使用功能前提下，性質相同或相近的適當集中設置，盡量合建，以

方便使用，並力求佈置整齊、緊湊及合理，可達節約用地之目的，

說明如下： 

(一) 廠區採無道碴設計：為便於廠區內行車動線規劃及停駐一般車

輛使用，可採無道碴埋置式軌道取代一般機廠常見的道碴軌(圖 

13及圖 14)，此項調整可提供更多的一般車輛行駛動線及調度彈

性，可減省廠內道路所佔用的空間及路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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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一般車輛停駐於無道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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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無道碴路面減省廠內一般道路設置空間 

(二) 合理的豎向設計：行政管理大樓、變電站、汙水處理廠等應採

垂直整合方式規劃，並整體考量機廠內各建物整合豎向設計。

可將辦公區、營運及維修人員之辦公與休息空間、備料庫房、

汙水處理、變電站及一般車輛停車空間等使用上無衝突的空間

集中配置，以立體化(豎向)方式減少土地使用、減少工程投資、

提高工作效率。 

(三) 多功能滯洪池：滯洪池上方應規劃其他用途，如停車、置物/堆

料等，提高機廠用地使用效率。 

(四) 廢水優先排放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綜合規劃階段之環境

影響說明書若有載明機廠之生活污水及車廂、相關設施維修保

護之清洗廢水(含懸浮固體物、清潔劑及油脂等)，可經前處理至

符合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標準後納管，則可先行與主管機關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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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是否自設污水處理設施；若未能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則應自

設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 

(五) 機廠排水設計：各庫房內排水設備宜採用排水溝、排水管相結

合的形式，建築密集區採用暗管排水，股道間採用格柵蓋板排

水溝；檢查坑和室外電纜溝的排水宜利用地形採用重力排水。 

(六) 取消試車線：以廠外正線直線段執行測試，廠內原則不設置測

試軌。新購列車、列車大修及轉向架調整校正後，需經測試軌

完成動態功能測試含通訊及號誌介面測試後，方可進入正線營

運。若正線上有適合之直線水平路段可供作測試軌，可將測試

軌規劃於廠區外進行，若無適宜路段則仍應於廠區內設置有測

試軌。 

(七) 機廠配置規劃需同時檢討土開需求、環評規定、地質改良、一

般車輛停車空間、及因應法規變動等不同層面，因各路線特性

因地制宜，依屆時法規、地方需求及相關土地特性納入規劃。 

(八) 扇形區應為崁埋式軌道(槽形軌)，且需同步考量拖板車迴轉半徑

需求，及平行軌道間兩列車包絡線檢核作業。 

(九) 特殊車輛停放空間與維護保養場所：特殊車輛包含電動牽引車、

路軌兩用救援/復軌工具車、拉線車兼高空維修作業車，因廠區

內規劃為無道碴設計，路軌兩用車型可停駐於列車未行經之空

地處，或維修工廠內墩柱與墩柱間之空地，僅拉線車兼高空維

修作業車1列車需停放於軌道上，因此可併入駐車廠，不單獨增

建儲車建築物。另特殊車輛無需同列車執行大修拆解工作，僅

機油更換、電瓶充電等簡易作業，耗費時間較短，可於維修工

廠內檢修區，於列車維修排程穿插執行維護保養工作。 

(十) 另由於輕軌系統具混合路權營運模式，多配置崁埋式軌道(槽形

軌)，因此混凝土澆置後軌道不易更換，設計上即考量列車車輪



38 

 

硬度相較於軌道踏面軟，透過車輪鏇削及更換來維持輪軌接觸

連續性，故軌道磨損達需替換之狀態至少間隔10至15年，在維

修需求與頻率低之前提下，可透過外包予專業廠商，減少相關

工班成本及庫存空間。另備品儲放經長期曝曬，需經過前置打

磨處理，亦無法直接使用，且工班長期未作業，將使作業效率

造成折扣，需反覆人員訓練與回訓等，更降低庫存軌道備料與

工班之必要性。 

 

二、 駐車廠設計原則 

就整個機廠的運作及配置而言，駐車廠及維修廠是整個營運階

段使用最頻繁且佔地規模最大的廠區，故若能減省其規模，對用地

的縮減將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基於前述系統單純化原則，新北市轄境內首條建設及營運的淡

海輕軌所採用的電聯車，已成為新北市輕軌路網的制式車型，後續

包含路網中的其他路線，其電聯車設計均將依循淡海輕軌電聯車的

主要參數，在其基礎上再做進一步的優化。因駐車廠空間與列長度

及車隊規模息息相關，為評估廠區規模，本文考量新北輕軌電聯車

每列車車長為35公尺，並依目前各後續路線所預估的車隊規模，概

估以16列電聯車之數量進行標準配置，未來若個別路線配屬列車超

過16列，則可檢討增設長度可停放兩列車的檢修軌道，以維持檢修

區之維修能量，或考量於檢修股道、正線或其他可能的駐車場地(如

高架車站等)，停駐列車以滿足駐車需求。 

經參考相關輕軌交通設計標準，有關駐車廠及維修廠通廊、走

道等設計最小尺寸建議如表 8，後續設計單位亦可再與營運單位共

同檢討其寬度，以方便營運維管使用，惟寬度增加雖有利使用方便

性，但不可避免的將增加廠房空間及用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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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廠房通廊、走道最小寬度建議(m) 

 駐車廠 維修廠 

車體之間通道寬度(無柱) 1.0 4.0 

車體與側牆之間的通道寬度 1.0 3.5 

車體與柱邊通道寬度 1.0 3.0 

廠內前、後通道淨寬 4.0 5.0 

 

(一) 配屬列車計算 

配屬列車(列)=營運車(列)+備用車(列)+在修車(列)，其中： 

1. 營運車：營運所需之列車數。 

2. 備用車：一般為營運車的10%。 

3. 在修車：營運車×在修車係數，其中在修車係數=Σ[各級檢修之

修時×檢修循環係數(含大修、年檢、半年檢、三月檢、雙周檢)+

臨修]/年度工作日×100。 

(二) 設備配置考量 

為有效利用空間，駐車廠內每股軌道通常將停靠不只1列的電聯

車，惟為便利營運調度，每股軌道基本配置2列位，以停靠不大於4

列位為原則。考量每列車停靠位間的4公尺橫向通道，及1公尺停車

誤差，其列車與列車間距為5公尺。另為避免列車進入限制區域，每

股道末端應設置止衝擋。 

此外，駐車廠應設置送電告警及安全設施，當車輛採用架空線

供電時，在進廠前應設置架空線隔離開關或分段器，並需設有送電

時的信號顯示或聲響，提醒於有限空間作業的維修人員，以策安全。

另考量一般系統均會依運量/運能的不同採分階段購車，故駐車廠規

模除應按近期需要規劃外，並應預留遠期可擴充發展的條件，若遠

期擴建困難時，可按遠期規模一次興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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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維修廠設計原則 

(一) 維修廠之廠區配置 

維修廠主要配置分為檢修區、頂升設備區、庫房區、車輪鏇削

區及車道區等五大區塊(圖 15)，其中： 

1. 檢修區：作為執行三級及以下檢修作業之區域，包含車頂設備

及車底設備維修保養工作。 

2. 頂升設備區：主要用以執行轉向架換修作業用途。 

3. 庫房區：預留規劃存放相關耗材、備品及維修設備用途等空間，

包含電動車具充電區、電池充電室、空壓機室、儲砂及加砂設

備等。 

4. 車輪鏇削區：執行列車及特殊車輛定期車輪鏇削作業，以維持

車輪真圓度，亦作為列車卸載軌用途，搭配兩組架空式起重機

執行列車卸載作業(圖 16)。 

5. 車道區：作為拖板車吊運轉向架之用途，出入口需考量運送拖

板車轉彎半徑及載貨淨高之空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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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維修工廠標準配置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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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架空式起重機吊運車廂 

 

(二) 檢修台位分析 

維修廠規模應根據車輛技術條件、配屬列車編組數量，依檢修

週期和檢修時間分析確定。檢修台位(列位)=檢修台位不平衡係數×

年檢修工作量(列)×庫停時間(日)/年度工作日。其中，年檢修工作量

(列)=檢修循環係數(年或萬公里)×配屬列車(列)，而檢修循環係數可

分為時間制(年)及走行公里制(萬公里)，取其先到期者執行，且高階

修程包含各次階修程的檢修工作內容，以時間制為例，檢修循環係

數(年檢)=(大修間隔時間/年檢間隔時間-大修間隔時間/大修間隔時

間)/大修間隔時間。 

其次，維修廠各修程工作量計算時，應計入維修不平衡係數，

主要考量為有的檢修作業佔用台位時間多，有的檢修作業佔用台位

時間少，如各級檢修工作除例行的更換油料、耗材與清潔作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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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檢查完之後，不同的列車耗損及行駛里程數等狀況不一，可能

有部分列車會超出預計台位佔用時間，因此需考量一定之係數預留

彈性。不平衡係數即反應檢修工作量之差異，參考相關標準，大修、

年檢為1.1，半年檢、三月檢、雙周檢/月檢則為1.2。 

 

表 9 車輛日常檢修修程和定期檢修週期表 

檢修種類 

檢修週期 

檢修時間(d) 走行里程 

(萬 km) 
時間間隔 

大修 50 5年 20 

年檢 10 1年 7 

半年檢 5 0.5年 3.5 

三月檢 2.5 3月 2.5 

月檢 1.25 1月 1 

列檢 - 每天或兩天 - 

 

(三) 設備配置考量 

維修廠所配置之維修設備，至少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所述之各

項設備： 

1. 頂升設備區：移動式登車平臺設備、地下式同步列車頂升設備

(至少2組)、轉向架推車(至少6組)、車廂支架(滿足1列車需求)。 

2. 檢修區：架空式起重機、懸臂吊車設備、儲砂及加砂設備、廠

用壓縮空氣系統設備、直流供電設備、廢油收集設備。 

3. 車輪鏇削區：車輪磨耗檢測設備、地下式自動車輪車床設備(圖 

17)。 

4. 洗車軌：自動洗車設備，包括洗車機、洗車線路和廠房。 

5. 特殊車輛：車輛電池充/放電機、電動牽引車、路軌兩用救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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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工具車、拉線車兼高空維修作業車。 

6. 倉儲：倉儲設備、電動搬運車、柴油/電動堆高機。 

 

 

圖 17 地下式自動車輪車床設備 

 

起重機型式與額定荷重應滿足工藝和檢修作業的要求；架空式

起重機走行鋼軌的高度應根據車輛高度、頂升方式、頂升高度、車

頂作業要求和起重機的結構尺寸計算確定，以盡量降低廠房高度節

省工程費。此外，基於三+級機廠並不進行五級大修，故當輕軌列車

達5年的大修週期時，需拆卸轉向架進行設備翻修，並採外運方式

(如陸運)送至五級機廠進行維修，為節省轉向架轉盤裝設空間，取

消轉向架轉盤，改採轉向架推車(圖 18)，搭配架空式起重機共同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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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轉向架推車 

 

考量維修保養人員操作感電安全問題，維修廠一般不設置固定

式架空線或第三軌，淡海輕軌列車車型雖搭載儲能裝置可藉此移動

列車，但仍應考量儲能裝置故障而無法移動列車之情境。而為使列

車於廠區內移動，提升車削作業與其他檢修列車調度彈性，原則可

配置2輛電動牽引車，作為列車牽引使用，其中1輛配置於地下車輪

車床區，另1輛則配置於維修工廠內全廠區使用。 

 

(四) 檢修區設計配置 

經參考國內、外維修廠的設計，不乏有採壁式檢查機坑(圖 19)

提供維修人員使用的案例，惟壁式檢查機坑將使檢修人員僅能在車

輛側面，透過站蹲結合的方式來完成車下設備檢修作業，且通風及

照明條件較差，作業舒適性不佳，均將造成檢修人員過度耗費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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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降低檢修效率，更易產生疏漏，故應考量採柱式檢查機坑設計

(圖 20及圖 21)，以提升檢修效率，縮減檢修台位占用時間，加速轉

換輪用。另為考量人員作業安全，檢查坑兩側、兩端階梯應設置安

全護欄，避免工作人員不慎墜落。 

 

 

圖 19 柱式(左)及壁式(右)檢查機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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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柱式檢查機坑案例 

 

圖 21 淡海輕軌柱式檢查機坑 

 

此外，為利於作業人員執行檢修業務，檢修區之每條股道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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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設置柱式檢查機坑外，並應根據作業需求，宜有1~2列位設置外接

式直流供電設備、中間作業平台與車頂作業平台(圖 22)，作業平台

兩側則應設有欄杆等防護設施，並附活動式開口供檢修人員上列車

車頂進行維修保養作業，以維安全。 

 

 

圖 22 檢修區示意圖 

 

車頂作業平台一般均採鋼結構，並以立柱支撐，惟為節省通道

空間，支撐型式可考量採用單一立柱(圖 23)或懸吊(圖 24)方式。懸

吊方式係將整個鋼結構作業平台，利用廠房結構承載懸吊，使整個

維修動線通道通暢無阻礙，避免進出動線及作業空間受立柱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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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單一立柱型式檢修平台 

 

圖 24 懸吊式支撐檢修平台 

 

另一方面，檢查機坑兩端可採檢修坡道或階梯方便維修人員進

入機坑(圖 25)，採階梯方式可提供較短且較陡的走行路線，可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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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機坑前後端平台供作業使用，但同樣的較不利維修人員攜帶

工具(如小台車)進出：採坡道設計則可方便工具台車進出，但坡度

考量下需占用較大空間，且需避免將列車轉向架端設置在檢修坡道

範圍內，以避免列車滑動等不穩定狀況。檢查機坑的長度(Lj)應不小

於列車長度(L)+附加長度，其中附加長度可考量停車誤差1公尺及兩

端階梯踏步各1.5公尺，以4公尺估算。 

至於檢査機坑深度，在股道外宜為0.9公尺~1.2公尺，股道內則

應不小於1.6公尺，且機坑內應設計排水設施，並有連續式照明(圖 

26)以提供良好的照度，其中照明燈具應具 IP65防塵防水等級。 

 

 

圖 25 檢修階梯踏步及兩端之坡道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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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連續式 LED照明 

 

陸、 結論與建議 

機廠用地取得不易已為未來軌道工程興建需面臨的共同課題，

新北市輕軌路網已透過簡化系統，促成路網內各路線均可共用淡海

輕軌五級機廠的大修資源，其他輕軌路線則僅搭配設置三+級機廠，

可減少需地及建設規模，降低工程建設及後續維管經費。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為考量新北市三環六線延續落實相關研析成果，草擬輕軌三+級

機廠標準配置設計參考原則，作為未來規劃與設計之統一基準，並

依據淡海輕軌實際營運維修資料，滾動式檢討各級檢修頻率間隔，

趨近該車型實際使用數據，回饋納入計算使維修能量逐漸精進，提

升機廠使用率與效能。 

二、 長期性建議 

藉由蒐集已商轉的輕軌路線營運維修資料，分析大修、年檢、

半年檢、月檢、日檢等各級檢修工項，占各檢修區及大修區列位時

間，及間隔維修頻率等大數據資訊，可進一步檢討每股軌道之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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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維修能量的落差，從而對維修廠設施/設備需求做進一步的檢

討節省，亦可達空間精簡的目標。而在滿足營運維管條件下，空間

適當集中設置，盡量合建，並力求佈置整齊、緊湊及合理的廠房設

施及區位配置，均可達節約用地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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