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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捷運路網說明會 

(第一場次) 

一、時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晚上 7 時 

二、地點：太平區公所 3 樓大禮堂(太平區中平路 144 號) 

三、主持人：郭主任秘書志文                       紀錄:陳冠融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簡報：(略) 

六、與會人員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李麗華議員 

1. 大家都很關心藍線延伸太平，這條路線本人已經努力爭取很久，從

胡志強時代爭取到現在盧秀燕執政，林佳龍時代將梧棲到火車站這

條路線納入捷運藍線，並極力爭取藍線捷運延伸太平，避免太平被

邊緣化，太平區才會都市化。捷運完工後可以方便太平區的民眾往

返火車站、市政府及梧棲區，一定要加速推動。 

2. 今天簡報內容中藍線延伸太平竟然畫成紫色，環線路線什麼顏色我

沒有意見，但是延伸至太平的捷運路線一定要納入藍線延伸，命名

也宜用捷運藍線延伸太平段，更符合太平居民需求，也讓民眾好辨

識。 

(二) 何欣純立委服務處廖冏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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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屯區捷運路網可行性研究計畫說明會，中央有補助一筆經費 780萬

元，今天交通局將全套的屯區捷運計畫做一個完整的說明，但這個

規劃案可能還有一些變化，路線會需要配合太平的市民大道計畫做

一個調整。如捷運路線可以配合市民大道計畫也是非常不錯，在地

居民也對市民大道計畫有很多期待，本服務處一直以來也都非常支

持屯區捷運的發展。 

2. 里長、立委都非常關心捷運對太平市民的影響，希望捷運系統可以

快點完整的做規劃，今天說明會要完整蒐集民眾的意見，也希望說

明會可以到大里、霧峰舉辦，讓鄉親知道我們大平霧捷運環線，以

及藍線、橘線計畫都持續推動，市府是真的有認真在做事，祝福今

天說明會圓滿順利，謝謝。 

(三) 中興里林阿爐里長 

30年前就有規劃市民大道計畫，市民大道路線經過較多的農業區，相較

現在環線路線比較偏向工業區，本人認為走市民大道的路線會比較好，

不曉得現在為什麼要移到工業區這邊的路線。我們家是在永義路上，路

線移到市民大道比較好，市民大道南段計畫希望趕快規劃，才能有利太

平區的發展，希望環線還是要走市民大道的路線。 

(四) 陳○○君(含書面意見) 

P08、P09站初步選址看起來較偏僻，建議站點設置應結合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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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等商業活動。另站點位置是否有考量靠近夜市，如 P08或 P09都離

長億里和夜市還有主要活動區較遠，是否應該微調到長億路，才比較能

增加外來人口的搭乘意願。 

(五) 楊○○君(含書面意見) 

1. 屯區環線晨峰小時最大站間量僅 5,610人次/時，系統設計時是否考

慮採用輕軌運輸或 A型路權之輕軌捷運系統？ 

2. 太平非常需要完善的捷運交通網絡。 

(六) 鄭○○君 

1. 剛剛簡報有說明到紫線在北屯會跟綠線同月台轉乘，想詢問南段大

慶站會採用何種轉乘方式?是地下站體連接高架綠線?還是兩線採高

架轉乘方式?畢竟綠線跟紫線沿線有很多學校，學生在搭乘的時候

會很在意轉乘的時間是不是會花太久。 

2. 因為現在還是可行性研究階段，P06-P09這幾站之間的都市計畫會做

怎麼樣的調整? 

3. 屯區環線是否確定使用何種系統，是否會使用與捷運綠線相同系

統？ 

(七) 謝○○君(含書面意見) 

1. 捷運藍線延伸段終點站 P17站距附近工廠僅約 100公尺，該處亦為

太平區重要公車轉乘點位，且也方便頭汴坑、光興路車籠埔地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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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人口搭乘，建議路線延伸至一江橋。 

2. 建議環線可以配合市民大道往市區調整，調整至長億夜市、長億高

中，現在太平區的發展北太平比較好，南太平發展緩慢，藉由捷運

計畫可以帶動南太平的發展。 

3. 捷運規劃的時程希望再縮短。 

七、書面意見:已併入與會人員意見。 

八、散會:晚上 8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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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捷運路網說明會 

(第二場次) 

一、時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3 樓大會議室(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三、主持人：葉局長昭甫                           紀錄:陳冠融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簡報：(略) 

六、與會人員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李麗華議員 

1. 藍線延伸這個報告，從胡志強、林佳龍到盧秀燕，等這個說明會等

了 10年，大家就知道捷運規劃有多麼不容易。捷運規劃的工作很多

人都在推動，捷運藍線到太平，連接台灣大道、梧棲，到台中火車

站，太平不想被邊緣化，捷運代表都市化的概念。 

2. 本人自 107年起持續爭取捷運延伸太平，建議加速規劃捷運藍線延

伸段，藍線主線已經進入綜合規劃階段，延伸線卻還在可行性研究

階段。可行性研究已經啟動是個好現象，我們很高興台中捷運能快

點形成一個完整的路網，捷運也代表一個都市正在進步，今天來這

裡最主要的目的要來聽聽鄉親的聲音，廣納各界意見，捷運儘早規

劃成為完整捷運路網，才能使台中市的交通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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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欣純立委服務處廖冏勳主任 

1. 請敘明屯區捷運路網可行性研究案除了環線外，是否有包含藍線延

伸，希望交通局要跟民眾詳細說明屯區捷運路網完整的規劃內容。 

2. 本服務處全力支持本次捷運建設規劃內容，爭取計畫核定。 

(三) 新坪里紀進豐里長 

1. 藍線延伸線我們這一代可能用不到，但要為我們後代子孫著想，以

新光都市計畫區為例，30年前開始規劃，現在完成了，希望鄉親一

定要堅持藍線延伸到太平，才可以造福後代子孫。 

2. 捷運蓋下去太平才會發展起來，不蓋捷運太平永遠都在邊緣區，現

在烏日已經非常蓬勃發展，大里也發展得相當不錯，只有太平還沒

發展起來。我的訴求就是捷運延伸太平一定要納入這次的規劃內容

裡，希望鄉親一定要持續堅持。 

(四) 鄭○○君 

禮拜三我也有參加說明會，我有發現目前紫線的路線似乎還沒有規劃出

機廠，不知道最後整個維修機廠的位置在哪裡?新北的淡海輕軌在完工

後，機廠還沒有完工，這樣可能會有些緊急狀況沒辦法維修，今天就是

來詢問一下紫線的維修機廠會設在哪邊? 

(五) 游○○君(含書面意見) 

1. 我是住在勤益里的市民，第一次參加說明會，非常感謝交通局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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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次說明會。這次捷運規劃有感受到市政府有重視到太平的發

展，覺得很開心。 

2. 捷運是城市都會化最重要的指標代表，剛剛李麗華議員也講了，藍

線已經規劃二三十年，我們期盼的捷運，不懂為什麼要這麼久。台

中綠線的規劃從 1998年通過到今年通車，整整 23年，我們有幾個

23年可以等呢，我這邊提的就是希望捷運可以加速進行。 

3. 剛剛李議員講的只是藍線延伸的重點，希望還是要將紫線也納入，

屯區捷運路網應該要雙線併行，目前環線走旱溪或廍子溪的河道是

非常合理的，因為他不用考慮到徵地問題，捷運推動就可以加速，

政府的預算也可以減少一些，建議雙線併行、加速進行。 

(六) 李○○君(含書面意見)  

1. 聽完簡報後，我想說的是這兩條路線其實是不一樣的路線，一條是

藍線延伸線，是地下段，一條是環線，是高架段。但是他們又分別

跟綠線、藍線銜接在一起，那沒有規劃機廠是不是環線跟綠線的機

廠共用，然後藍線延伸線就共用藍線機廠？這樣藍線延伸線的編號

應該是歸類為 2開頭。 

2. 既然環線在經補庫有跟綠線銜接在一起，那環狀線的列車是不是可

以從北屯機廠開出來，建議系統要可以跟綠線整合。 

3. 如果兩條路線一起送審比較容易通過的話，樂觀其成，如果有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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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順序的話，還是希望藍線延伸太平先做。 

(七) A 君 

1. 我想詢問紫線的部分，紫線這麼長的距離，有沒有規劃要在哪邊做

袋狀軌呢?之後可能會在哪邊發區間車? 

2. 紫線在 P10、P11現在走立元路、立新路，現在是雙向 2車道而

已，路幅並不寬，是不是捷運開工後，會有交通黑暗期? 

3. 屯區環線 P11、P12站路段跨越大里溪及台 74線快速道路，限高是

否足夠？有無工程技術問題須克服？ 

(八) B 君 

1. 紫線的部分有一個疑問，P7到 P11為什麼要走這個路線，特別是 P9

站現在是公墓，現在那邊沒有任何都市計畫的話，未來走這一段路

要如何發展? 

2. 其實剛剛投影片有列到藍線跟紫線的工程造價還有運量，可是兩條

路線造價跟運量沒有分別列出來，請問分別各是多少? 

(九) C 君 

剛剛很多民眾都比較關心紫線的規劃，跟紫線環環相扣的就是市民大道

第三期，市民大道第二期已經開始啟動了，第三期的計畫目前編列預算

都還是遙遙無期，市府這邊明年是不是有可能開始編列市民大道第三期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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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D 君 

捷運只靠單線無法帶動整體運量，現在紫線跟綠線成環的規劃很好。 

(十一) E 君 

1. 屯區環線橫跨多個重劃區，人口密度較市區少，建議轉乘站應規劃

更多私人運具停車場，以增加捷運使用機會。 

2. 建議捷運應結合更多市立醫院、社宅、運動中心等市政府新建設，

供市民方便使用。 

(十二) F 君 

我想講的跟上一位朋友說的很接近，其實捷運下車後要靠其他的交通工

具轉乘，未來交通局是否有規劃將車站周邊的道路重新規劃，讓行人有

個安全的步行空間。 

(十三) G 君 

1. P1到 P7這一段，從經補庫一直到太平，這一段中間有很多重大的

建設，包含屯區藝文中心、803醫院、坪林森林公園、太平運動中

心及勤益科技大學，之前有沒有考慮規劃路線行經這些地方? 

2. 剛有很多先進提到機廠問題，藍線延伸 P17站那邊如果有機廠的

話，有想過從經補庫接到 P17站嗎? 

(十四) H 君 

1. 建議屯區捷運應分階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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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捷運藍線延伸應再延伸至坪林、屯區藝文中心，甚至可

分叉至車籠埔、大里工業區；另屯區環線保留太原路以北併入捷運

綠線延伸大坑。 

(2) 第二階段：需充實北太平、廍子進入核心市區動線。 

2. 參考捷運綠線營運經驗，現況轉乘公車不便與相關配套不足，致使

捷運綠線運量不佳，本人質疑市府是否真的有誠意要推動屯區捷運

路網規劃與建設。 

(十五) I 君 

1. 太平目前分北太平跟南太平，那北太平中山路這邊交通是非常壅塞

的，路線是否可以規劃經過太平國民運動中心。 

2. 建議規劃中山路至坪林森林公園(太平國民運動中心)捷運路線。 

3. P07/P19站為高架及地下交會點，工程上是否能克服？ 

4. 捷運藍線於臺中火車站與臺鐵共構將如何處理？ 

(十六) J 君 

1. 建議捷運藍線延伸與屯區環線同步推動，以前都是人多了之後才開

始蓋捷運，會造成交通不便。如果紫線跟藍線蓋好，才能帶動人口

發展。 

2. 屯區環線祥順路跟太原路那站，距離醫院還有 500公尺左右，建議

可以延伸延伸至太原路，方便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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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書面意見: 

(一)坪林里陳○○君 

綠線經補庫到藍線延伸 P17這段的屯區捷運線，應考量納入連結屯區重

要建設，如屯區藝文中心、803醫院、坪林森林公園、太平國民運動中

心、勤益科技大學等，以提升整體綜效。 

(二)中華民國大眾運輸促進協會李○○君 

1. P7到 P11路段無都市計畫，特別是 P9站點位於公墓，運量何來? 

2. 藍線與紫線經費、運量、自償率未分別列出，到中央如何提出? 

八、散會: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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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區捷運路網說明會 

(會後書面意見) 

一、時間：民國 110 年 11 月 3 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書面意見: 

(一) 洪○○君 

有關台中捷運紫線計畫，目前規劃在大慶站的部分是採端點設計，而且

是站外轉乘的做法，在未來勢必會變成一個大瓶頸!因為光每日從大里往

返台中市區的車流量如此龐大，加上中山醫學院周邊經常塞車，要在原

有道路的中間設置墩柱，縮減一個墩柱的做法，就只會讓該區域更塞、

更混亂，也影響救護車進出的時間性；另外採端點站外轉乘，將全部搭

乘捷運往市區的人趕下車再站外轉乘，未來只會把捷運大慶站塞爆~ 

個人建議以直通方式設計，可減少換車次數，並且形成小環線，方便市

區與大里往來(類似台北中和新蘆線)，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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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君 

屯區捷運將以紫線、藍線延伸太平兩段合為一個計畫辦理的方式進行，

若考量機電系統需避免拆開導致東延太平段規模過小招標不易的問題，

兩線之機電系統必是採併案招標之模式進行。然而，因為藍線延伸太平

未來將與藍線直通，紫線又將與綠線直通運行，表示藍線之機電系統將

因為屯區捷運而需與綠線有一定程度之相通。 

本人認為若要達成此目標，且同時又要因應藍線、橘線較多的運量，並

使全系統統一規格，降低維修複雜度，可以將藍線、橘線之機電與列車

規格設計成與綠線一致，並額外再多設計一節中間車，使藍線、橘線以

三節列車運行，綠線及紫線採兩節列車運行，藉此使台中捷運系統得以

統一系統，但又同時可以因應各路線不同運量而有不同列車載運量。 

(三) 廖○○君 

太平至臺中車站段，路線長度為 4.66公里，預計共設 4座車站，本人覺

得規劃之路線很好，可行經東區，太平主要標的物及機關設施，如東區

的東光園道(可串接旱溪媽祖樂成宮/成功國小/育英國中/東峰公園等)、旱

溪夜市，以及太平區的工業區通勤需求、太平區公所、太平運動場、光

華高工等。然而，其中的旱溪捷運站點(P20站)，本人建議實際設站位置

有 2個建議方案: 

方案 1:可以大致設在旱溪溪流底下(即東門橋正下方)，如此可將該捷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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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別設置在旱溪東西兩岸，西邊(旱溪西岸)設置在東光園道與振興路口

兩側進出；而東邊(旱溪東岸)可設置在旱溪東路與振興路口兩側進出，如

此一來，可以顧及到旱溪東西二側之居民搭乘之進出需求，不致於若單

設在某一邊，則另一邊只能有路線經過，但離站點很遠之情況，例如，

若只設出入口在旱溪東岸，則西岸居民要搭車還要走過東門橋至東岸，

這樣往台中車站反而要更遠，另外，若進出口能設立上面所述之位置，

還可以利用寬廣的東光園道路口及旱溪東路路邊的公有用地，減少私有

地徵收之必要，一舉數得。 

方案 2:可以再增加 1站(共 5站)，而其中一站設定於旱溪西岸的東光園路

及振興路口處(P21站)，而另一站可設定於近十甲東路及振興路口處(P20

站)，以顧及到旱溪二側居民之就近進出入站搭乘需求。 

以上是以住附近居民身份提供個人建議，惠請能納入參考，謝謝。 

(四) 張○○君 

在看了屯區捷運公聽會簡報後，我整理了一些對台中捷運後續路網的想

法，希望貴局能夠參考並評估： 

紫線延伸環狀線(請詳圖示)目前紫線僅規劃經補庫至大慶，但與綠線不能

直通運轉，無法達成如北捷環狀線一線到底的效果。我自己畫的紫線的

路網如下：出大慶站往北跨過建國南北路、穿越十三期後沿河南或黎明

路往北至七期、經逢甲及中央公園後轉至環中路及環中東路，最終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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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至經補庫形成環狀路網。由大慶站開始順時針運行可以串連南屯區：

十三期重劃區、五權西路口(與崇德豐原線市區段轉乘)、黎明新村(中央

政府機關)。西屯區：市政河南商辦區、秋紅谷(與藍線轉乘)、逢甲、僑

光、會展中心、轉運中心(與橘線轉乘)。北屯區：台中巨蛋、洲際棒球場

(與崇德豐原線轉乘)。潭子區：慈濟醫院希望貴局能夠在規劃紫線大慶及

經補庫站時評估預留日後延伸大環線之空間。以上提及之轉乘站，希望

在規劃藍、橘及紅線時評估預留與紫線轉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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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邱○○君 

1. P19/P07為地下-高架轉乘站，礙於路幅，是否將設計成側疊式地下

站轉乘側疊式高架站? 

2. P17之後是否保留再延伸的可能? 

3. P16/115亦可設計成高架跨越台鐵，並在中山醫口腔大樓旁的停車場

設置紫線的車站，可大幅縮短轉乘至綠線的距離。 

4. 遠期路網崇德豐原線何時會啟動可行性研究?台中捷運僅藍橘線屬於

放射狀路線，私認為放射狀路線需求龐大，但供給不足，若可興建

則有機會大大提升中捷運量。 

5. P03-P06的路段為何不進入人口密集的新光重劃區，而走在外圍的祥

順路一段? 

6. 如附圖，雖與屯區捷運關係不大，然而不少民眾認為市區路網不夠

密集因而構思出圖中這條紅環線(發想自崇德豐原線)。此線可補足市

區的捷運服務缺口，是否應在藍橘線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及施工階

段時先做預留，以便未來方便興建?(逢甲路可走福星路至僑光一

帶，再穿過漢翔公司至中央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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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李○○君(含書面意見) 

1. 捷運藍線延伸與屯區環線皆未規劃機廠，是否與其他規劃路線共

用？ 

2. 屯區環線與捷運綠線於 G01站有銜接，營運方式是否能整合為環線

或 P字型？ 

3. 屯區環線是否有確定使用何種系統，是否會使用與捷運綠線相同系

統？ 

4. 建議選擇最容易通過核定的方式報核，如兩線同時報核較容易，則

以紫線型式規劃；如考慮優先性，仍應以捷運藍線延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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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吳○○君 

捷運處承辦長官您好，敝人作為大里區居民，根據屯區捷運說明會簡報

內容，提出紫線設站位置建議如下： 

1. P12與 P11站之間僅相距 550公尺，站距稍嫌過短；加上考量 P10

站未有橋梁通往大里溪對岸，僅能服務北岸一側人口，是故以上因

素恐使這三站益本比大打折扣。因此敝人建議刪除 P11站，並將

P10站位置西移至立仁橋北端（十九甲派出所東面綠地），使整體經

濟效益提升。 

2. 德芳路與爽文路口比鄰大里二期、大里舊市區以及計畫中的大里三

期重劃區交界處，建議可評估於該地新增 P13a站，或是將 P14站

位址東移至該地。 

3. 紫線於頭汴坑溪河堤（太堤西路）轉北往太平市區路段建議沿長億

南街施作，並將 P9站設置於新仁路長億南街口（新仁橋北端），以

就近服務大里工業區、長億社區、長億學區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