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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苗栗車站西站英才路132巷兩側為西元1966至1970年間

陸續興建之臺鐵員工宿舍群（苗栗市鐵路一村），前經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於103至104年期間辦理招商均無人投標，爰規

劃於105年底拆除作為停車場使用，經地方人士奔走，並由立

法委員鍾孔炤國會辦公室於該年11月辦理現勘後，決定暫緩拆

除，並由本會補助苗栗縣政府經費，推動保存及活化利用工

作。 

二、 內政部於106年以「城鎮之心工程計畫」補助苗栗縣政

府辦理「苗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因計畫範圍

涉及「苗栗市鐵路一村」、其南側廣場及「苗栗鐵道文物展示

館」，經協調，「苗栗市鐵路一村」由本會繼續補助推動活化工

作，其南側廣場及「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由「苗栗火車站

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配合未來營運需求進行整體環境

改造。 

三、 行政院蘇院長於108年赴苗栗縣苗栗市訪視「苗栗火車

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執行進度及「苗栗市鐵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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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活化工作推動情形時，發現「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現場

陳列16輛珍貴車頭及車廂，且至今仍保存過去因舊山線鐵路蒸

汽車頭爬坡之需求設置之投煤練習場，相關文物極其珍貴且具

有特色，應充分利用發展為苗栗地區觀光亮點，以帶動當地經

濟發展，爰指示由吳政委澤成協調相關部會研議建置專館，妥

善展示相關文物，並結合鐵路一村整體營運，經行政院於108

年4月29日及6月5日召開研商及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正式命名

為「火車頭園區」，並決議由本會主政研提計畫。 

貳、 計畫目標 

本計畫以觀光遊憩導向，打造具國際級規格，並能兼顧不同性

別、年齡層、使用便利性及安全性之火車頭園區，期能藉由計

畫資源挹注，達成充實在地觀光發展資源、打造優質環境、釋

出青創空間、促進穩定就業及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等5項目標，並

據以訂定增加展示空間、增加綠化面積、釋出青創空間、促進

穩定就業及不同性別者對展示館空間及設施之滿意度等5項量化

指標，藉以帶動苗栗地區整體發展，各項指標內容說明如下： 

一、 量化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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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新建展示館（含3F~4F 行政及商業空間）2,530坪，既有

建築修復再利用（含鐵路一村、舊辦公室、備勤宿舍及投煤練

習場等）526坪，景觀工程1.3725公頃，依據本計畫目標，進

行空間配置並訂定量化指標如下： 

（一） 釋出青創空間 

本計畫規劃作為商業空間者計有展示館3F~4F及鐵路一村等2處，其

中鐵路一村（含東側倉庫）總樓地板面積約267坪，規劃作

為商業用途計200坪，展示館3F~4F 計584坪，規劃作為商業

用途至少300坪，合計可提供至少500坪商業空間，作為青年

創業場域。 

（二） 增加綠化面積 

本計畫景觀工程計1.3725公頃，預定至少保留其中1公頃作為非硬

舖面綠地，提升當地整體景觀品質。 

（三） 增加展示空間 

本計畫作為展示空間者計有展示館1F~2F（1,946坪）、鐵路一村

（67坪）、舊辦公室（136坪）、備勤宿舍（36坪）及投煤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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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場（87坪）等5處，合計可提供2,272坪展示空間，為苗栗

地區發展鐵道主題觀光增添新動能。 

（四） 促進穩定就業 

本計畫釋出商業空間暫定規劃為12處商業單元，以每處雇用固定人

力2人計，能直接提供24個穩定就業機會，另預估展場服務

人力6人，合計可促進30人穩定就業。 

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單位 目標值 

充實在地觀光

發展資源 
增加展示空間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透

過計畫資源挹注，完成

新修建之展示空間總樓

地板面積。 

坪 2,272 

打造優質環境 增加綠化面積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透

過計畫資源挹注，增闢

之綠地面積。 

公頃 1 

釋出青創空間 釋出青創空間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透

過計畫資源挹注，完成

新修建可作為青創等商

業用途之空間總樓地板

面積。 

坪 500 

促進穩定就業 促進穩定就業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透

過計畫資源挹注，產生

可長期雇用之人力需求

總合。 

人 30 

營造性別友善

環境 

不同性別者對

展示館空間及

設施之滿意度 

營運階段對各性別遊客

進行展示館及空間滿意

度調查，各性別者滿意

比率應高於70% 

百分比 70 

二、 質化績效指標 

（一） 提供國內珍稀鐵道車輛優質保存空間及展示機會。 

（二） 建構完整之鐵道文化旅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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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進苗栗市新興產業發展及軸線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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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補助苗栗縣政府辦理「苗栗火車

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 

（一） 計畫總經費：2億500萬元。 

（二） 中央補助款：1億8,450萬元。 

（三） 地方自籌款：2,050萬元。 

（四） 工程契約金額：1億7,500萬元 

（五） 預定改善面積：2.7公頃（整體景觀再造）＋2公里

（綠廊） 

（六） 開工日期：108年2月15日 

（七） 預定完工日期：10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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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原計畫內容： 

1. 苗栗車站東站廣場整體景觀再造（0.7公頃）。 

2. 苗栗車站西站廣場整體景觀再造（1公頃）。 

3. 鐵道開放綠化空間整體景觀再造（1公頃）。 

4. 綠廊串連計畫（建中街至貓裏山公園） 

（九） 目前調整情形： 

1. 鐵道開放綠化空間整體景觀再造（本計畫基地）減作。 

2. 增加綠廊寬度及相關設施。 

（十） 預定配合火車頭園區建置再檢討事項： 

火車頭園區礙於基地現況，恐無法單獨規劃停車場及大客車

停靠（放）區等空間，須配合苗栗車站東西站廣場景觀再造

工程一併檢討，並設置妥適之行人動線及引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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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家浪漫臺三線計畫」補助苗栗縣政府辦理「鐵路一

村復甦計畫」 

（一） 計畫總經費：5,015萬元。 

（二） 中央補助款：4,513萬5,000元。 

（三） 地方自籌款：501萬5,000元。 

（四） 原核定計畫內容： 

1. 鐵路一村建築群修復設計。 

2. 鐵路一村建築群修復工程。 

3. 鐵路一村日式宿舍遺構區展示館新建工程。 

（五） 配合火車頭園區建置調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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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配合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調整計畫內容為火車頭園區願景館

建置，預定於108年11月完成。 

肆、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一） 計畫用地 

本計畫將利用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有苗栗車站西站建中街地下

道以南土地（包含鐵路一村、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及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新竹機務段苗栗機務分駐所新舊辦公大樓、

備勤宿舍、投煤練習場、修理工廠、倉庫等）建置火車頭園

區，涉及土地如下： 

段別 地號 面積（m²） 使用分區 備註 

英才段 1497 42,785.48 

部分鐵路用地 

部分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部分使用 

文峰段 1189 5,447.74 鐵路用地 部分使用 

文峰段 1194 97.02 鐵路用地  

文峰段 1238 6,336.4 鐵路用地  

文峰段 1240 103.25 

部分鐵路用地

部分住宅區 

部分綠地用地 

 

文峰段 1241 1,462.33 鐵路用地  

文峰段 1244 4,174.66 鐵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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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段 1245 155.73 鐵路用地  

文峰段 1323 2,199.82 鐵路用地  

北苗段 441 2,204.33 鐵路用地 
法定停車

空間 

文峰段 1188 2,634.6 工業區 
法定停車

空間 

（二） 計畫涉及之建築物 

 

名稱 面積（m²） 現況（使用單位） 處理方式 

鐵路一村建築群 770 閒置 保存 

中山堂 75 閒置 保存 

倉庫 114 閒置 保存 

廁所 61.65  拆除 

牌坊   拆除 

材料倉庫 A 69 工務養護總隊 拆除 

材料倉庫 B 91 工務養護總隊 拆除 

材料倉庫 C 165 工務養護總隊 拆除 

材料倉庫 D 391 工務養護總隊 拆除 

修理工廠 1,146 苗栗機務、工務 保存 

鐵道文物展示館 2,343.2 苗栗機務分駐所 拆除 

舊辦公室 

（含備勤宿舍） 
447.7 苗栗機務分駐所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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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辦公室 2,624.86 機務、工務及電務 保存 

投煤練習場 293 苗栗機務分駐所 拆除重建 

 

 

 

（三） 相關文物資源盤點 

本計畫相關文物，經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初步盤點，列鐵路文物

清單之火車頭及車廂計有96輛，扣除在外展示者，尚有43輛

存於各機廠、機務段管理（如下表），本園區整建後，可展

示26-31輛火車頭及車廂，除目前於現場展出之16輛車頭及

車廂外，其餘展示車輛將透過與文化部、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決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將配合移置園區內展出。 

編號 文物名稱 數量 存放地點 列管單位 

1 工程宿營車30ES32375 1 工務養護總隊 高雄機廠 

2 工程宿營車10ES17001 1 工務養護總隊 高雄機廠 

3 柴電機車 S316 1 日月潭 彰化機務段 

4 工程專用車10EW11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5 代用平車35GF6061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6 平車35F20133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7 篷車25C10056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8 篷車10C1216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9 冷藏車10R104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10 通風車15V2016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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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畜車10K524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12 蓬守車3CK1573 1 日月潭 高雄機廠 

13 窄軌木造臥車 LTPB1375 1 花蓮機務段 花蓮機廠 

14 窄軌木造臥車 LTPS1102 1 花蓮機務段 花蓮機廠 

15 窄軌蒸汽機車 LDK59 1 花蓮機務段 花蓮機廠 

16 窄軌柴油客車 LDR2204 1 花蓮機務段 花蓮機廠 

17 窄軌柴油客車 LDR2307 1 花蓮機務段 花蓮機廠 

18 窄軌柴液機車 DH210 1 花蓮機廠 花蓮機廠 

19 柴油客車35DR2009 1 花蓮機廠 花蓮機廠 

20 柴油客車35DR2010 1 花蓮機廠 花蓮機廠 

21 窄軌蒸汽機車 LDT103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2 窄軌糖蜜罐車 LFT7602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3 窄軌平車 LCFC9706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4 窄軌鋼體貨車 LCC5801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5 窄軌鋼體貨車 LOC7101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6 窄軌木造貨車 LCC5006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7 窄軌木造貨車 LOC7363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8 窄軌木造貨車 LCC5521 1 花蓮鐵道文物館 花蓮機廠 

29 
木造客車

25TPK+D31+B31+B40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0 木造客車30SPK2502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1 窄軌客車 LTPB1813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2 阿里山客車 SPC2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3 臺糖公務巡道車254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4 蒸汽機車 CT152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5 蒸汽機車 DT561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6 蒸汽機車 阿里山28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7 臺糖蒸汽機車331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8 阿里山內燃機車11403-1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39 阿里山內燃機車11403-5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40 窄軌柴電機車 LDH101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41 柴電機車 R6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42 柴電機車 S305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43 柴電機車 S405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44 阿里山貨物平車15F6006 1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新竹機務段 

45 貳等客車35SP32426 1 高雄港 高雄機廠 

46 行李車35BK32952 1 高雄港 高雄機廠 

47 工程專用車15EF19 1 高雄港 高雄機廠 

48 平車35F20106 1 高雄港 高雄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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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蓬守車3CK2109 1 高雄港 高雄機廠 

50 敞車35G20060 1 高雄港 高雄機廠 

51 柴電機車 S201 1 高雄機務段 高雄機務段 

52 行李車40BK32406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3 行李車40BK32409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4 行李車35BK32353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5 檢查車30EOB32389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6 大物車30D11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7 大物車30D13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8 大物車50D11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59 油罐車30L853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60 篷車25C10008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61 篷車25C10077 1 高雄機廠 高雄機廠 

62 平車50F108 1 國防部陸軍校 高雄機廠 

63 平車35F20146 1 國防部陸軍校 高雄機廠 

64 平車35F20003 1 國防部陸軍校 高雄機廠 

65 篷車35C21305 1 國防部陸軍校 高雄機廠 

66 油罐車20L757 1 新竹機務段 新竹機務段 

67 蒸汽機車 CK101 1 彰化扇形車庫 彰化機務段 

68 蒸汽機車 CK124 1 彰化扇形車庫 彰化機務段 

69 蒸汽機車 DT668 1 彰化扇形車庫 彰化機務段 

70 蒸汽機車 CT273 1 彰化扇形車庫 彰化機務段 

71 柴電機車 S318 1 彰化機務段 彰化機務段 

72 柴電機車 R21 1 彰化機務段 彰化機務段 

73 柴電機車 R50 1 彰化機務段 彰化機務段 

74 柴電機車 R71 1 彰化機務段 彰化機務段 

75 電力機車 E101 1 彰化機務段 彰化機務段 

76 柴油客車25DR2053 1 彰化機務段 臺東機務分段 

77 柴油客車25DR2055 1 彰化機務段 臺東機務分段 

78 柴油客車25DR2056 1 彰化機務段 臺東機務分段 

79 柴油客車25DR2057 1 彰化機務段 臺東機務分段 

80 窄軌蒸汽機車 LDK58 1 臺北車站 臺北機廠 

81 窄軌柴油客車 LDR2201 1 臺北車站 花蓮機廠 

82 柴電機車 R68 1 臺北機廠 臺北機廠 

83 柴油客車35DR2652 1 臺北機廠 臺北機廠 

84 自強號電聯車 ET115 1 臺北機廠 臺北機廠 

85 客廳車35PC32701 1 臺北檢車段 臺北檢車段 

86 花車25SA4101 1 臺北檢車段車庫 臺北檢車段 

87 花車20SA4102 1 臺北檢車段車庫 臺北檢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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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花車35SA32820 1 臺北檢車段車庫 臺北檢車段 

89 柴油客車35DR2203 1 臺東機務分段 臺東機務分段 

90 柴油客車35DR2102 1 臺東機務分段 臺東機務分段 

91 柴油客車35DR2303 1 臺東機務分段 臺東機務分段 

92 柴油客車35DR2404 1 臺東機務分段 臺東機務分段 

93 柴油客車35DR2752 1 臺東機務分段 臺東機務分段 

94 柴油客車25DR2060 1 臺東鐵道藝術村 臺東機務分段 

95 柴油客車25DR2067 1 臺東鐵道藝術村 臺東機務分段 

96 柴油客車25DR2069 1 臺東鐵道藝術村 臺東機務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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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園區機能及空間配置 

火車頭園區建築配置圖 

 

火車頭園區建築物規劃用途 

編號 建築物名稱 新建/既存 用途 

1 展示館 新建 

1F：大廳及列車展

示區 

2F：空橋（賞車動

線） 

3F：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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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賣場及行政空

間 

2 鐵路一村 既存 
文創商店及鐵路工

作者生活展示 

3 願景館 另案新建 
講堂/特展空間 

VR互動設施 

4 舊辦公室及備勤宿舍 既存 鐵道文物展示 

5 中山堂 既存 特展及活動空間 

6 投煤練習場 拆除重建 投煤練習體驗區 

 

（五） 計畫內容 

依據上開配置，本計畫執行內容可歸納為下列3項： 

1.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既有設施拆遷 

本計畫拆遷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使用中房舍部分包含材

料倉庫 A-D棟拆除，聯合辦公大樓內部空間調整（收納工

務與機務資材），東站增闢材料倉庫（收納號誌及電力資

材）等。 

2. 既有房舍修復 

本計畫既有房舍修復部分包含園區內聯合辦公大樓外牆拉皮

及具歷史價值之建築物修復再利用，內容如下： 

（1） 鐵路一村既有建築物修復（含結構補強機電空調消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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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辦公室修復（含結構補強機電空調消防等） 

（3） 備勤宿舍休復（含結構補強機電空調消防等） 

（4） 聯合辦公大樓外牆拉皮 

（5） 火車維修廠外觀整理 

（6） 投煤練習場結構體重建 

3. 新建展示館 

本計畫新建部分包含空橋、展示館、展售與行政空間、景

觀工程及太陽能發電系統工程等，內容如下： 

（1） 新建空橋：新建空橋串聯苗栗車站至鐵路一村及園區展

示館行人動線，預估總面積約433m²。 

（2） 新建展示館：包含建置珍貴火車頭及車廂典藏品實體展

示空間、虛擬實境互動式展示設備、體驗設施等，預估

面積1,989坪。 

（3） 新建展售及行政空間：包含館舍商業空間及營運單位辦

公空間，預估584坪。 

（4） 園區景觀工程：包含步道、街道家具、照明設備及植栽

等，面積約1.3725公頃，不包含園區內軌道布設及新設

轉車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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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陽能發電系統工程：配合綠能政策建置太陽能發電系

統。 

4. 園區內新設軌道及轉車盤建置 

於園區內依據展示及典藏車頭、車廂體驗搭乘需求鋪設軌道

及設置轉車盤（本項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 

二、 分期（年）執行策略（含執行步驟） 

本計畫本計畫因須整合之工程界面複雜，園區內新建館舍及既有房

舍修復工程擬委託內政部營建署代辦，採統包方式執行，至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公空間及材料倉庫新修建、辦公室及資

材搬遷、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展示車輛遷移復歸，以及園區內

軌道布設、轉車盤安裝等作業，由本計畫編列預算委託該局辦

理，各年度之預定執行內容及策略摘要如下（屬統包工程施工

及協同作業部分，得由統包商提出替代方案調整工序及作業時

程，惟仍須符合112年10月2日前完工目標）： 

（一） 108年度： 

1. 園區整體先期規劃：本會預定於108年8月15日前審定統包

招標文件，並移交代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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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包工程招標：預定由內政部營建署於108年11月底前完

成統包工程招標。 

3. 臺鐵號誌分駐所辦公及倉庫工程規劃設計招標：本案基於

園區空間最有效利用，擬將鐵道車輛維修較無關聯之臺灣

鐵路管理局彰化電務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空間及倉庫遷

移至園區範圍外，爰規劃於苗栗車站東北側新建該分駐所

新辦公空間及倉庫，並將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苗栗聯

合辦公大樓1樓空間釋出，供車輛維修資材遷入，以維持

日治時期興建之火車維修廠維修車輛之機能，預定由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109年1月2日前完成規劃設計招標。 

（二） 109年度： 

1. 統包工程設計：於統包工程決標後，由統包商

依據整體規劃定性定量原則，製作工程預算書圖及辦理相

關執照申請作業，同時安排工序及針對施工界面可能產生

之問題預擬因應方案，預定於109年11月15日前完成建照

執照及拆除執照申請，啟動既有房舍修復工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彰化電務段&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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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鐵號誌分駐所辦公及倉庫工程規劃設計：預定由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於109年8月底前完成規劃設計作業，並於

同年12月12日前取得建造執照。 

3. 臺鐵號誌分駐所辦公及倉庫工程動工：預定由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於109年11月底前完成工程招標，並於同年12

月12日前動工，於110年11月5日前完成內部裝修。 

4. 既有房舍修復動工：依據基地現況，材料倉庫拆除及資材

搬遷作業尚不致影響除火車維修場及聯合辦公大樓外觀整

理以外之既有房舍修復工作，爰於取得相關執照後，由統

包商於109年11月同步啟動園區內包含鐵路一村、舊辦公

室、備勤宿舍修復、投煤練習場鐵皮屋拆除及建築物重建

工作，預定110年12月底前完成。 

（三） 110年度： 

1. 資材遷移及既有材料倉庫拆除：臺鐵號誌分駐

所辦公及倉庫工程完成室內裝修後，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進行辦公室搬遷、資材遷移及原聯合辦公大樓1樓空

間整建等工作，預定111年3月15日前完成，後續由統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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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進行既有材料倉庫 A-D棟拆除工作，預定111年4月6

日前完成。 

2. 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鋼棚架拆除及車輛移置：

於上開作業同時，由統包商進行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鋼棚

架拆除工作，並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進行現有16輛展

示車輛移置至基地外暫置地點作業，預定111年4月6日前

完成。 

（四） 111年度： 

1. 展示館新建工程動工：由統包商於111年4月6

日完成材料倉庫 A-D棟及既有鋼棚架拆除作業後，進場啟

動展示館新建工程（含空橋、展示館及展售與行政空間

等），預定112年10月2日完工。 

2. 聯合辦公大樓及火車維修廠拉皮工程：由統包

商於展示館新建工程動工時，同步進行聯合辦公大樓外牆

拉皮及火車維修廠外觀復舊工作，預定112年4月5日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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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軌道及轉車盤安裝工程：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111

年8月底展示館1樓板完成時，配合進行新設軌道及轉車盤

安裝工程，預定111年12月完成。 

4. 展示館1樓展示車輛遷入：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111

年12月展示館1樓軌道鋪設完成後，將預定於展示館1樓展

出之車輛遷入，預定112年3月2日前完成。 

（五） 112年度： 

1. 園區景觀工程：由統包商於展示館及聯合辦公大樓外牆施

工架拆除後啟動園區景觀工程（含公共藝術設置、法定停

車位建置），於112年10月2日前竣工。 

2. 工程驗收：由內政部營建署於113年3月底前完成結算驗

收、使用執照請領及綠建築標章申請工作。 

3. 設施點交：由內政部營建署於113年6月底前將本計畫各項

設施點交予後續營運維管單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三、 執行步驟分工 

序號 辦理事項 主政單位 
重大里程碑 

完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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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期評估及統包招

標文件製作 
客家委員會 

移交統包工程招

標文件 

108年8月15日 

2 
臺鐵號誌分駐所辦

公及倉庫工程 

交通部 

（臺鐵局） 

規劃設計招標 

109年1月 

規劃設計完成 

109年8月 

建照取得 

109年12月 

動工 

109年12月 

內部裝修完成 

110年11月 

3 統包工程 
內政部 

（營建署） 

招標完成 

108年11月 

動工 

109年11月（既

有建物修復） 

111年4月（展示

館新建） 

竣工 

112年10月 

結算驗收完成 

113年3月 

4 
統包工程建使照申

請 

由統包商辦理，

交通部（臺鐵

局）登錄為起造

人 

建照取得 

109年11月 

使照取得 

113年1月 

5 
倉料倉庫 A-D內資

材移置 

由交通部（臺鐵

局）辦理 

完成搬遷 

111年3月 

6 
既有展示車輛移置

及展示車輛遷入 

由交通部（臺鐵

局）辦理並提供

暫置地點 

移置完成 

1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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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館1樓車輛

遷入 

112年3月 

7 
倉料倉庫 A-D及苗

既有鋼棚架拆除 
統包商 

拆除完成 

111年4月 

8 相關設施點交 

由內政部（營建

署）點交予交通

部（臺鐵局） 

點交完成 

113年6月 

9 園區後續營運 
交通部 

（臺鐵局） 

108年9月啟動促

參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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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ys 2019/8/5 
2019/8/6 2019/8/8 
2019/8/9 2019/8/9 
2019/8/10 2019/8/12 
2019/8/13 2019/8/13 
2019/8/14 2019/8/14 
2019/8/15 2019/8/15 

3days 
1day 

1day 
1day 

3days 

2019/8/16 
2019/10/15 
2019/10/22 
2019/11/19 
2019/11/20 
2019/11/27 

2019/8/16 485days 
60days 2019/10/14 

2019/10/21 
2019/11/18 
2019/11/19 
2019/11/26 
2019/12/3 

2019/12/4 84days 

8/5 
8/8 
8/9 
8/12 
8/13 
8/14 
8/15 

10/14 
10/21 

11/18 
11/19 
11/2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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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期程與資源需求 

本計畫5年（109至113年度）總經費共需9億9,038萬1,613元

整，皆屬公共建設計畫經費（皆為資本門），將由本會循一般公

共建設預算程序，逐年編列預算辦理，經費概算及分年經費詳

如附表。 

一、 經費概算表 

（一） 主要經費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工作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壹 工程費用       

壹.一 工區假設工程 1 式 8,000,000 8,000,000 

壹.二 既有建物拆除 1 式 1,500,000 1,500,000 

壹.三 

新建展示館1F 1376 坪 200,000 275,200,000 

新建展示館2F 617 坪 200,000 123,400,000 

展售及行政空間3F~4F 544 坪 110,000 59,840,000 

壹.四 新建空橋 866 m
2 30,000 25,980,000 

壹.五 
鐵道一村既有建物修復再利用(含結構補強

機電空調消防等) 
1 式 50,000,000 50,000,000 

壹.六 
舊辦公室修復再利用(含結構補強機電空調

消防等) 
135 坪 150,000 20,250,000 

壹.七 
備勤宿舍修復再利用(含結構補強機電空調

消防等) 
34 坪 150,000 5,100,000 

壹.八 聯合辦公大樓立面拉皮 2380 m
2 10,000 23,800,000 

壹.九 火車維修廠外觀整理 920 m
2 5,000 4,600,000 

壹.十 投煤體驗區重建 58 坪 200,000 11,600,000 

壹.十一 景觀工程(不含鐵軌佈設及轉車臺) 1.32 公頃 15,000,000 19,800,000 

壹.十二 太陽能發電系統工程 1 式 5,000,000 5,000,000 

  小計     634,070,000 

壹.十三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壹.一~壹.十二項

*0.6%) 
1 式  3,804,420  3,804,420 

壹.十四 
自主品質管制作業費(壹.一~壹.十二項

*1.2%) 
1 式  7,608,840  7,608,840 

壹.十五 利潤及管理費(壹.一~壹.十二項*8%) 1 式  50,725,600  50,7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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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費用小計     696,208,860 

壹.十六 
營造工程綜合保險費(壹.一~壹.十二項

*0.5%) 
1 式  3,170,350  3,170,350 

壹.十七 營業稅(壹.一~壹.十六項*5%) 1 式 34,968,961 34,968,961 

  工程部分合計      734,348,171 

貳 勞務費用       

貳.一 設計服務費 1 式  18,335,449  18,335,449 

貳.二 智慧建築標章 1 式  1,000,000  1,000,000 

貳.三 綠建築標章 1 式  500,000  500,000 

貳.四 BIM作業費 1 式  2,000,000  2,000,000 

貳.五 耐震詳評 1 式  1,000,000  1,000,000 

貳.六 地質鑽探 1 式 
               

1,200,000 

                    

1,200,000 

  小計      24,035,449 

  統包合計(壹+貳)      758,383,620 

參 其他費用       

參.一 監造服務費 1 式  18,335,449  18,335,449 

參.二 工程管理費 1 式  3,620,219  3,620,219 

參.三 工程專案代辦採購技術作業費 1 式  8,562,089  8,562,089 

參.四 空氣污染防治費 1 式  190,000  190,000 

參.五 外線補助費 1 式  200,000  200,000 

參.六 公共藝術經費 1 式  7,343,482  7,343,482 

參.七 物價調整費(壹項*4%) 1 式  29,373,927  29,373,927 

參.八 工程預備費(壹項*8%) 1 式  58,747,852  58,747,852 

參.九 基地測量 1 式 126,630 126,630 

參.十 既有建築物測繪 1 式 500,000 500,000 

參.十一 策展人服務費 1 式 9,000,000 9,000,000 

  其他部分合計      135,999,648 

肆 交通部拆遷作業費用       

肆.一 
火車車輛移置費(含施工期間暫置保護設施

費用) 
1 式 36,400,000 36,400,000 

肆.二 轉車臺及軌道佈設費(含廢除股道) 1 式 22,500,000 22,500,000 

肆.三 
臺鐵材料設備遷移費(含臨時暫置區工程費

用) 
1 式 11,000,000 11,000,000 

肆.四 

臺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室與倉庫新建(苗

栗車站東北角)及聯合辦公大樓室內裝修

(材料倉庫移置處) 

1 式 26,098,345 26,098,345 

  交通部拆遷作業費用合計      95,998,345 

  總計      990,381,613 

備註：以上各項經費，得視設計內容及基地現況，於總經費額度內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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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肆.四分項細目經費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工作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壹 工程費用        

壹.一 工區假設工程 1 式 400,000 400,000 

壹.二 
臺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室及倉庫新建(苗

栗車站東北角) 
151 坪 83,650 12,631,150 

壹.三 聯合辦公大樓室內裝修(材料倉庫移置處) 200 坪 28,830 5,766,000 

壹.四 景觀工程 1 式 100,000 100,000 

  小計      18,897,150 

壹.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 (壹 .一 ~壹 .五項

*0.6%) 
 1 式  113,383  113,383 

壹.七 
自主品質管制作業費 (壹 .一 ~壹 .五項

*1.2%) 
 1 式  226,766  226,766 

壹.八 利潤及管理費(壹.一~壹.五項*6%)  1 式  1,133,829  1,133,829 

  建造費用小計      20,371,128 

壹.九 
營造工程綜合保險費 (壹 .一 ~壹 .五項

*0.5%) 
 1 式  94,486  94,486 

壹.十 營業稅(壹.一~壹.九項*5%) 1 式 1,023,281 1,023,281 

  發包工程部分合計      21,488,894 

參 其他費用        

參.一 設計監造服務費  1 式  1,545,608  1,545,608 

參.二 工程管理費  1 式  397,333  397,333 

參.三 空氣污染防治費  1 式  7,620  7,620 

參.四 外線補助費  1 式  10,000  10,000 

參.五 公共藝術經費  1 式  214,889  214,889 

參.六 物價調整費(壹項*0.5%)  1 式  859,556  859,556 

參.七 工程預備費(壹項*5%)  1 式  1,074,445  1,074,445 

參.八 基地測量  1 式 50,000 50,000 

參.九 地質鑽探  1 式 450,000 450,000 

  其他部分合計       4,609,451 

  總計       26,098,345 

備註：以上各項經費，得視設計內容及基地現況，於總經費額度內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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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年經費表 

（一） 主要經費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工作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合計 

壹 工程費用         

壹.一 工區假設工程 2,280,000 5,320,000 0 0 400,000 8,000,000 

壹.二 既有建物拆除 285,000 0 1,140,000 0 75,000 1,500,000 

壹.三 

新建展示館1F 0 0 130,720,000 130,720,000 13,760,000 275,200,000 

新建展示館2F 0 0 0 117,230,000 6,170,000 123,400,000 

展售及行政空間3F~4F 0 0 0 56,848,000 2,992,000 59,840,000 

壹.四 新建空橋 0 0 12,340,500 12,340,500 1,299,000 25,980,000 

壹.五 
鐵道一村既有建物修復再利用

(含結構補強機電空調消防等) 
0 47,500,000 0 0 2,500,000 50,000,000 

壹.六 
舊辦公室修復再利用(含結構

補強機電空調消防等) 
0 19,237,500 0 0 1,012,500 20,250,000 

壹.七 
備勤宿舍修復再利用(含結構

補強機電空調消防等) 
0 4,845,000 0 0 255,000 5,100,000 

壹.八 聯合辦公大樓立面拉皮 0 0 11,305,000 11,305,000 1,190,000 23,800,000 

壹.九 火車維修廠外觀整理 0 0 2,185,000 2,185,000 230,000 4,600,000 

壹.十 投煤體驗區重建 0 11,020,000 0 0 580,000 11,600,000 

壹.十一 
景觀工程(不含鐵軌佈設及轉

車臺) 
0 0 0 18,810,000 990,000 19,800,000 

壹.十二 太陽能發電系統工程 0 0 0 4,750,000 250,000 5,000,000 

  小計 2,565,000 87,922,500 157,690,500 354,188,500 31,703,500 634,070,000 

壹.十三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壹.一~

壹.十二項*0.6%) 
15,390 527,535 946,143 2,125,131 190,221 3,804,420 

壹.十四 
自主品質管制作業費(壹.一~

壹.十二項*1.2%) 
30,780 1,055,070 1,892,286 4,250,262 380,442 7,608,840 

壹.十五 
利潤及管理費(壹.一~壹.十二

項*8%) 
205,200 7,033,800 12,615,240 28,335,080 2,536,280 50,725,600 

  建造費用小計 2,816,370 96,538,905 173,144,169 388,898,973 34,810,443 696,208,860 

壹.十六 
營造工程綜合保險費(壹.一~

壹.十二項*0.5%) 
3,011,833 0 0 0 158,517 3,170,350 

壹.十七 營業稅(壹.一~壹.十六項*5%) 291,410 4,826,945 8,657,208 19,444,949 1,748,449 34,968,961 

  工程部分合計 6,119,613 101,365,850 181,801,377 408,343,922 36,717,409 734,348,171 

貳 勞務費用       

貳.一 設計服務費 15,676,809 1,741,868 0 0 916,772 18,335,449 

貳.二 智慧建築標章 0 475,000 0 0 525,000 1,000,000 

貳.三 綠建築標章 0 237,500 0 0 262,500 500,000 

貳.四 BIM作業費 0 1,900,000 0 0 1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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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五 耐震詳評 950,000 0 0 0 50,000 1,000,000 

貳.六 地質鑽探 1,140,000 0 0 0 60,000 1,200,000 

  小計 17,766,809 4,354,368 0 0 1,914,272 24,035,449 

  統包合計(壹+貳) 23,886,422 105,720,218 181,801,377 408,343,922 38,631,681 758,383,620 

參 其他費用       

參.一 監造服務費 66,008 2,713,647 4,248,324 10,390,699 916,772 18,335,450 

參.二 工程管理費 2,534,153 181,011 181,011 362,022 362,022 3,620,219 

參.三 工程專案代辦採購技術作業費 5,993,462 428,104 428,104 856,209 856,209 8,562,088 

參.四 空氣污染防治費 190,000 0 0 0 0 190,000 

參.五 外線補助費 0 0 0 0 200,000 200,000 

參.六 公共藝術經費 0 0 0 6,976,308 367,174 7,343,482 

參.七 物價調整費(壹項*4%) 0 0 0 0 29,373,927 29,373,927 

參.八 工程預備費(壹項*8%) 237,652 8,146,195 14,610,340 32,816,272 2,937,393 58,747,852 

參.九 基地測量 126,630 0 0 0 0 126,630 

參.十 既有建築物測繪 500,000 0 0 0 0 500,000 

參.十一 策展人服務費 0 0 0 0 9,000,000 9,000,000 

  其他部分合計 9,647,905 11,468,957 19,467,779 51,401,510 44,013,497 135,999,648 

肆 交通部拆遷作業費用       

肆.一 
火車車輛移置費(含施工期間

暫置保護設施費用) 
0 0 18,200,000 18,200,000 0 36,400,000 

肆.二 
轉車臺及軌道佈設費(含廢除

股道) 
0 0 22,500,000 0 0 22,500,000 

肆.三 
臺鐵材料設備遷移費(含臨時

暫置區工程費用) 
550,000 9,900,000 550,000 0 0 11,000,000 

肆.四 

臺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室與

倉庫新建(苗栗車站東北角)及

聯合辦公大樓室內裝修(材料

倉庫移置處) 

1,479,091 15,436,070 9,183,184 0 0 26,098,345 

  交通部拆遷作業費用合計 2,029,091 25,336,070 50,433,184 18,200,000 0 95,998,345 

  總計 35,563,418 142,525,245 251,702,340 477,945,432 82,645,178 990,38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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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肆.四分項細目經費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工作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合計 

壹 工程費用       

壹.一 工區假設工程 0 380,000 20,000 0 0 400,000 

壹.二 
臺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室及

倉庫新建(苗栗車站東北角) 
0 11,999,593 631,557 0 0 12,631,150 

壹.三 
聯合辦公大樓室內裝修(材料

倉庫移置處) 
0 0 5,766,000 0 0 5,766,000 

壹.四 景觀工程 0 0 100,000 0 0 100,000 

  小計 0 12,379,593 6,517,557 0 0 18,897,150 

壹.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壹.一~

壹.五項*0.6%) 
0 74,278 39,105 0 0 113,383 

壹.七 
自主品質管制作業費(壹.一~

壹.五項*1.2%) 
0 148,555 78,211 0 0 226,766 

壹.八 
利潤及管理費(壹.一~壹.五項

*6%) 
0 742,776 391,053 0 0 1,133,829 

  建造費用小計 0 13,345,202 7,025,926 0 0 20,371,128 

壹.九 
營造工程綜合保險費(壹.一~

壹.五項*0.5%) 
0 94,486 0 0 0 94,486 

壹.十 營業稅(壹.一~壹.九項*5%) 0 671,984 351,296 0 0 1,023,280 

 發包工程部分合計 0 14,111,672 7,377,222 0 0 21,488,894 

參 其他費用       

參.一 設計監造服務費 772,804 618,243 154,561 0 0 1,545,608 

參.二 工程管理費 198,667 158,933 39,733 0 0 397,333 

參.三 空氣污染防治費 7,620 0 0 0 0 7,620 

參.四 外線補助費 0 10,000 0 0 0 10,000 

參.五 公共藝術經費 0 0 214,889 0 0 214,889 

參.六 物價調整費(壹項*0.5%) 0 0 859,556 0 0 859,556 

參.七 工程預備費(壹項*5%) 0 537,222 537,223 0 0 1,074,445 

參.八 基地測量 50,000 0 0 0 0 50,000 

參.九 地質鑽探 450,000 0 0 0 0 450,000 

  其他部分合計 1,479,091 1,324,398 1,805,962 0 0 4,609,451 

  總計 1,479,091 15,436,070 9,183,184 0 0 26,09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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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預期效果及影響 

依據本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資

料指出，苗栗縣苗栗市客家人口比例高達89.74%，為典型的客

家聚落，亦為苗栗縣治所在，惟近年因缺乏新興產業動能，發

展已落後於同縣頭份市及竹南鎮等地區，期望藉由本計畫，有

效利用具區位優勢之大型公有土地，結合既有珍貴鐵道車輛及

臺鐵舊建築，以遊憩導向建置具國際水準之火車頭園區，期望

結合舊山線旅遊，成為苗栗地區觀光旅遊門戶及亮點，帶動在

地經濟發展，重新建構產業鏈，促進小農、導覽、休閒旅遊、

文化創意、生態及藝術等相關人才創（就）業。 

柒、 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 

一、 經濟效益評估 

本計畫可能產生衍生經濟效益主要項目包括：穩定就業人數之

薪資收入效益，及促進客庄觀光旅遊人數增加消費之經濟效

益。 

（三） 穩定就業人數經濟效益評估 



37 
 

本計畫預期可創造30人穩定就業機會，依據近5年（103-107

年）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各業受僱員工平均每人總

薪資年約597,622元。114-123年園區營運期間穩定就業約可

產生薪資收入效益總計179,28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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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光旅遊人數增加經濟效益評估 

本計畫建置標的為觀光遊憩導向之文教設施，依據文化部文

化相關機關參觀人次統計，排除圖書館、生活美學館、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等規模或性質差異較大

部分，其餘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13處館舍平均收費入園人次

約為60萬人，另查屬鐵道文化結合商業經營成功案例之哈瑪

星鐵道文化園區，每年平均入園人次亦約60萬人，惟考量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面積約24公頃、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約9.8

公頃，與本計畫籌設標的約2.1公頃差距懸殊，且本計畫區

位非屬北高等大型都會區或鄰近地區，在地居民近用效益有

限，爰核實推估營運初期每年參訪人次約45萬人次，後續再

透過本會賡續投入資源充實苗栗地區整體觀光環境，並協調

苗栗縣政府整合舊山線鐵道旅遊資源，以期逐年增加參訪人

數至60萬人次，前來參訪之觀光客除園區外亦將前往鄰近地

區消費，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6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國人從事國內旅遊，每人每日旅遊平均費用為1,471元，預

估可為園區及周邊地區每年創造約6億6,195萬元至8億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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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營收，114-123年園區營運期間可產生經濟效益總計78

億1,10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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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人數增加經濟效益概算表（單位：元） 

年度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合計 

參訪人次 450,000 460,000 470,000 500,000 530,000 560,000 570,000 580,000 590,000 600,000  

每人次消費 1,471 1,471 1,471 1,471 1,471 1,471 1,471 1,471 1,471 1,471  

消費總額 661,950,000 676,660,000 691,370,000 735,500,000 779,630,000 823,760,000 838,470,000 853,180,000 867,890,000 882,600,000 7,811,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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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濟效益分析 

整體計畫衍生經濟效益，若設定折現率6％，計算其益本比＝流入現值總計/流出現值總計，益

本比為656％，政府投資確實對地方發展有具體效益。 

 

衍生財務效益流入流出情形概算表（單位：千元）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總計 

收入      

穩定就業收入效益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 179,290 

國內旅遊成長效益           661,950 676,660 691,370 735,500 779,630 823,760 838,470 853,180 867,890 882,600 7,811,010 

流入概估           679,879 694,589 709,299 753,429 797,559 841,689 856,399 871,109 885,819 900,529 7,990,300 

流入現值           644,964 652,007 658,831 692,481 725,353 757,458 762,612 767,575 772,350 776,940 7,210,571 

支出     

建設成本 33,563 142,525 251,702 477,945 82,645                     988,380 

維管成本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0 

流出概估 33,563 142,525 251,702 477,945 82,645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138,380 

流出現值 33,563 141,030 246,450 463,063 79,232 14,230 14,080 13,933 13,787 13,642 13,499 13,357 13,217 13,079 12,941 1,099,103 

益本比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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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計畫 

（一） 基本假設參數設定 

1. 評估基期 

本計畫評估基期以109年為準。 

2. 評估年期 

本計畫評估年期自109年至123年底止。 

3. 折現率 

本計畫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作為折現

率，利率為1.06％。 

（二） 自償率分析 

本計畫直接收入來源，包含基地內商業空間租金及門票收

入，其中商業空間部分，出租面積共計500坪（含展示館展

售空間300坪及鐵路一村200坪），以苗栗縣苗栗市目前店面

租金平均每坪約300元/月推估，每月租金收入為15萬元，每

年180萬元；門票收入部分，以每人次50元推估，每年收入

自114年2,250萬元逐步增加至123年之3,000萬元，以109年

度為基期、折現率1.06%及實際營運期間10年（114至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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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條件進行分析，總收入為2億5,586萬8,000元，總成

本（包含建設、維管及孳息）為10億9,910萬  3,000元，

自償率約23.28%，園區建設本身不具自償性，爰須由政府編

列預算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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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收入試算表（單位：元） 

 
年度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合計 

參訪人次 450,000 460,000 470,000 500,000 530,000 560,000 570,000 580,000 590,000 600,000   

票價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門票收入 22,500,000 23,000,000 23,500,000 25,000,000 26,500,000 28,000,000 28,500,000 29,000,000 29,500,000 30,000,000 265,500,000 

 

 

自償率試算表（單位：千元）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總計 

收入  

商場租金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0 

門票收入           22,500 23,000 23,500 25,000 26,500 28,000 28,500 29,000 29,500 30,000 265,500 

流入概估           24,300 24,800 25,300 26,800 28,300 29,800 30,300 30,800 31,300 31,800 283,500 

流入現值           23,052 23,280 23,500 24,632 25,738 26,818 26,982 27,139 27,291 27,436 255,868 

支出  

建設成本 33,563 142,525 251,702 477,945 82,645                     988,380 

維管成本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0 

流出概估 33,563 142,525 251,702 477,945 82,645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138,380 

流出現值 33,563 141,030 246,450 463,063 79,232 14,230 14,080 13,933 13,787 13,642 13,499 13,357 13,217 13,079 12,941 1,099,103 

 自償率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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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則 

一、 風險管理 

（一） 風險辨識 

本計畫工程整合介面複雜，涉及文化資產修復、軌道工程、

設施拆遷等問題，施工期間尚需維持基地內辦公大樓及火車

維修廠運作，且基地內礙於既有建物及植栽影響，施工動線

及資材暫置空間均不理想，恐影響廠商投標意願，爰面臨以

下風險： 

1. 無廠商投標。 

2. 建造執照等文件申請作業延遲影響施工。 

3. 因施工動線不佳導致構造物毀損或其他意外。 

（二） 風險分析 

依據本會參採「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訂定之「風

險發生機率分類表」及「風險影響程度分類表」，謹針對上

開風險項目分析如下： 

1. 發生機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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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不可能  

可能 

 無廠商投標。 

 建造執照等文件申請作業延

遲影響施工。 

 因施工動線不佳導致構造物

毀損或其他意外。 

幾乎確定  

 

2. 影響程度分類 

風險項目 影響程度 說明 

無廠商投標 非常嚴重 
倘無廠商投標，本計

畫將無法執行。 

建造執照等文件申

請作業延遲影響施

工 
嚴重 

建造執照等文件倘未

如期取得，將影響實

際動工時間，導致無

法如期完成。 

因施工動線不佳導

致構造物毀損或其

他意外 
非常嚴重 

倘因動線不佳造成機

具運作間碰撞，輕則

造成財產損失，並增

加復原作業時間，重

則造成人員傷亡。 

 

（三） 風險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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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計有風險項目3項，經風險評估結果，其風險分布情

形如風險圖像如表1，均超出本會所訂可容忍風險值2，應進

行風險處理。 

表1本計畫風險圖像 

影響程度 風險分布 

非常嚴重(3)  無廠商投標  

嚴重(2)  

1.建造執照等

文件申請作業

延遲影響施工 

2.因施工動線

不佳導致構造

物毀損或其他

意外 

 

輕微(1)    

可能性 
幾乎不可能

(1) 
可能(2) 幾乎確定(3) 

 

（四） 風險處理 

有關上開3項風險，規劃處理方式如下 

1. 無廠商投標 

本項風險可透過提供合理標價、工期，以及規劃期間排除施

工障礙，提升廠商投標意願，降低風險發生機率。 

2. 建造執照等文件申請作業延遲影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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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風險可透過規劃期間核實檢討相關法規，藉以減少建

造執照等文件申請過程因違反規定遭退件之情形。 

3. 因施工動線不佳導致構造物毀損或其他意外 

本項風險可透過協調，及早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物料

運離現址，拆除既有材料倉庫，以及妥適規劃工程資材暫

置空間等方法，改善施工動線，減少事故發生機率。 

二、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及民眾參與情形 

本計畫已規劃由內政部營建署代辦，施工期間交通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需配合施工期程進行辦公室、材料倉庫搬遷，以及火車

修理廠部分軌道封閉作業。 

另本計畫基地經研判無法於基地範圍內劃設足額法定停車位，

需與苗栗車站周邊公有停車場或土地一併檢討，內政部營建署

補助苗栗縣政府辦理之「苗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

程」建議配合本計畫改善法定停車位至基地間之人行動線，俾

利發揮資源挹注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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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透過本會補助苗栗縣政府建置之願景館，使民眾及早

了解園區建置規劃，以及體驗展示內容，並透過願景館營運團

隊進行社區擾動，整合在地資源。 

三、 分年經費表，詳如附表2。 

四、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詳如附表3。 

五、 本計畫與其他機關業務關聯表，詳如附表4。 

六、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詳如附表5。 

七、 公共建設財務策略規劃檢核表，詳如附表6。 

八、 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詳如附表7。 

九、 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 

本計畫係依蘇院長貞昌108年4月19日訪視「苗栗火車站東西站

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執行進度及「苗栗市鐵路一村」活化工

作推動情形時，有關應建置專館，妥善展示相關文物，並結合

鐵路一村整體營運之政策裁示辦理，爰無替代方案。 

十、 二氧化碳之節能減碳目標 

本計畫以至少達到銀級綠建築 CCO2≤0.82為目標，將要求設計單位

採用輕量化設計、耐久化設計及再生建材，以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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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分年經費表 

本計畫經費均為資本門經費 

一、 分年經費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經費需求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總計 

公務預算 
資本門 0.3557 1.4253 2.5170 4.7794 0.8264 9.9038 

小計 0.3557 1.4253 2.5170 4.7794 0.8264 9.9038 

 

二、 分項計畫經費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工作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總計 

統包工程費用 0.2389 1.0572 1.8180 4.0834 0.3863 7.5838 

其他費用 0.0965 0.1147 0.1947 0.5140 0.4401 1.3600 

交通部協同作業費用 0.0203 0.2534 0.5043 0.1820 0 0.9600 

其他費用 0.3557 1.4253 2.5170 4.7794 0.8264 9.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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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1、計畫書格式 （1）計畫內容應包括項目是否均已填列（「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以下簡稱編審要

點）第5點、第10點） 

V  V   

（2）延續性計畫是否辦理前期計畫執行成效評估，並

提出總結評估報告（編審要點第5點、第13點）  V  V 
非延續性計

畫 

（3）是否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提具相關財務策略規劃

檢核表？並依據各類審查作業規定提具相關書件 V  V   

2、民間參與可行性

評估 

是否填寫「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評估（依「公共建設

促參預評估機制」） V  V   

3、經濟及財務效益

評估 

（1）是否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預算法」第34條） V  V   

（2）是否研提完整財務計畫 
V  V   

4、財源籌措及資金

運用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如單價、數量等

計算內容） V  V   

（2）資金籌措：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將影響區域進

行整合規劃，並將外部效益內部化  V  V  

（3）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令規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所擬訂各類審查及補助規定 

V  V   

（4）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需經費能否於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內容納加以檢討，如無法納編者，應

檢討調減一定比率之舊有經費支應；如仍有不敷，須

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檢討不經濟支出及自行檢討

調整結果等經費審查之相關文件 

V  V  

 

（5）經資比1：2（「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

要點」第2點） V  V  

 

（6）屬具自償性者，是否透過基金協助資金調度 
 V  V 

已評估 

不具自償性 

5、人力運用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 
 V  V 

無新增人力 
（2）擬請增人力者，是否檢附下列資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則 

c.請增人力之類別及進用方式 

d.請增人力之經費來源 

 V  V 

6、營運管理計畫 是否具務實及合理性（或能否落實營運） 
V  V   

7、土地取得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閒置土地房舍 
V  V   

（2）屬補助型計畫，補助方式是否符合規定（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10條）  V  V 非補助計畫 

（3）計畫中是否涉及徵收或區段徵收特定農業區之農

牧用地  V  V 未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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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與其他機關業務關聯表 

關聯計畫所屬機關 
關聯計畫 

（計畫案名） 
計畫內容 差異與配合關係 

內政部營建署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以具有潛力及兼負生活

圈服務機能之鄉鎮市核

心地區優先，進行老舊

市區活化工程，促使老

舊市區公共服務、公共

設施品質得以提升，改

善國人生活環境水準，

促進城鄉均衡健康之發

展。 

本計畫須透過與該計

畫補助苗栗縣政府辦

理之「苗栗火車站東

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

工程」針對行人動

線、指標系統及設計

語彙等進行整合，始

能發揮相輔相成功

效。 

文化部 臺北機廠活化轉型國 

家鐵道博物館園區實 

施計畫 

1.進行國定古蹟「臺北

機廠」轉型國家鐵道

博物館之 上位政策

調查研究、規劃設

計、定位分析、財務

規劃、營運模式等事

項。 

2.辦理臺北機廠國家鐵

道博物館園區古蹟修

復再利用規劃設計暨

修復工程。 

3.辦理園區智慧綠能初

步規劃、五大管線共

同管溝計畫、基礎設

備設施整備及改善。 

4.辦理蒐購與典藏重要

珍貴車輛及車廂、修

繕鐵道文物，委託展

示規劃、口述歷史研

究與出版及相關行 

銷推廣活動。 

1.本計畫規劃階段已

借重該計畫針對全

國鐵道類館舍及園

區調查研究成果作

為整體規劃之參

據。 

2.該計畫以成立博物

館，典藏鐵道相關

車輛、文物及史料

為目的，與本計畫

建立觀光遊憩導向

之火車頭園區之定

位有所區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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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108年6月24日 

填表人姓名：吳棟隆                                                                                  職稱：技正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e-mail：ha0311@mail.hakka.gov.tw    □非業務單位人員，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電話：（02）8512-8558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外，

皆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見；計

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

容，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 

貳、主管機關 客家委員會 主辦機關（單位） 產業經濟處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V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V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V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mailto:ha0311@mail.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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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計畫之現況問題

與需求概述 

1. 本計畫基地現址為閒置之鐵路一村宿舍群及

以簡易鋼棚架搭建之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

依行政院蘇院長貞昌108年4月19日現場訪視

指示整建為觀光遊憩導向之火車頭園區，除

提升園區吸引力，提升自主營運之可行性

外，希望吸引外地遊客前來觀光，帶動當地

經濟發展。 

2. 有鑒於過去鐵道展示場域及鐵道文化較為缺

乏不同性別、族群方面之論述，未來園區相

關展示，將融入不同性別、族群在臺灣鐵道

歷史及鐵道工作者家庭中扮演之角色之內

容，以落實性別及族群平等。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

題與需求。 

4-2和本計畫相關之

性別統計與性別

分析 

1. 本計畫空間規劃，將以不同性別、年齡層等

群體綜合考量，建置完善公共服務環境。 

2. 後續營運階段，將針對各性別對於本計畫園

區之展示館及空間進行滿意度調查。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

書等各種途徑蒐集既

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

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應儘量顧及不同性

別、性傾向及性別認

同者之年齡、族群、

地區等面向。 

4-3建議未來需要強

化與本計畫相關

的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及其方法 

未來在營運規劃上，於辦理相關活動或展覽時，

將針對性別、族群及年齡層之差異與需求，規劃

適合不同類別欣賞、參與之內容與主題活動，逐

步建置更為友善的公共服務場域。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

計類別及方法，包括由

業務單位釐清性別統計

的定義及範圍，向主計

單位建議分析項目或編

列經費委託調查，並提

出確保執行的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

（併同敘明性別

目標） 

1. 提供國內珍稀鐵道車輛優質保存空間及展示機會。 

2. 建構完整之鐵道文化旅遊環境。 

3. 促進苗栗市新興產業發展及軸線翻轉。 

4. 各項設施及配套之軟體資源規劃，兼顧不同性別、年齡層、使用便利性

及安全性等綜合考量，營造友善性別環境。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

改善方法（計畫

於研擬、決策、

發展、執行之過

程中，不同性別

者之參與機制，

如計畫相關組織

或機制，性別比

例是否達1/3） 

本計畫於執行及定期成效檢討過程，相關審查會議委員及督導小組專家學者

之組成，將顧及「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原則。 

柒、受益對象 

1.若7-1至7-3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8-9及「第二部分－程序

參與」；如7-1至7-3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至8-9，逕填寫「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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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

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列示「無

涉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為

受益對象 

 V 

本計畫受益對象未針對

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有差異待遇。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以同

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或個人自

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7-2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

內容涉及一

般社會認知

既存的性別

偏見，或統

計資料顯示

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V 

本計畫受益對象未限於

特定性別人口群，無涉

及存有預防或消除性別

偏見、縮小性別比例差

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

者。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群，

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偏見、性別比例差

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

「是」。 

7-3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涉及

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

者 

V  

未來工程設計將考量促

進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

合理性、區位安全性，

或消除空間死角，或使

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

安全性（如區位設置安

全性、休閒座椅設置及

標示小心斜坡等）。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涉及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便

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或消除空間

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者之可能性

者，請評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

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

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本計畫針對「各項建設

及配套之軟體資源規

劃，兼顧不同性別、年

齡層、使用便利性及安

全性等綜合考量，營造

友善性別環境」部分，

編列之預算額度約500

萬元。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

異，回應性別需求。 

8-2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差異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本計畫將強化無障礙設

施、哺【集】乳室等公

共設施之便利性、安全

性及友善性。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回應性別需

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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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

何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

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本計畫後續營運階段，

將要求管理單位針對園

區活動，同步運用多元

媒體宣傳，以利不同年

齡、性別者均能獲得訊

息，並鼓勵各性別均能

積極參與。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的方

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

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8-4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1.本計畫在營造性別友

善措施方面，將針對

不同族群需求，規劃

設計停車場、停車

位、設置休閒座椅、

無障礙廁所、電梯及

坡道等相關建設，以

便利不同性別、弱勢

者使用。 

2.本計畫後續營運階

段，將規劃適合各類

居民、婦女、孩童及

不同族群欣賞之特展

主題及活動。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落實法規政策：計畫

符合相關法規政策之

情形 

本計畫軟、硬體設施之規劃、

設計，將兼顧不同性別、年齡

層使用者便利與安全，符合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

能源與科技篇強調了解女性與

弱勢的需求，促進公共資源與

設施的分配正義與普及之精

神。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網站（http://www.gec.ey.gov.tw/）。 

8-6預防或消除性別隔

離：計畫如何預防或

消除性別隔離 

1.本計畫各項工程工作，將蒐

集並納入女性意見與經驗，

以促進工程領域能融入性別

觀點。 

2.本計畫後續營運階段辦理相

關主題展示及活動時，將融

入性別意識相關內容，以促

進不同性別共同了解火車頭

的故事與鐵道之美。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對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限制或

僵化期待。 

http://www.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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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平等取得社會資源：

計畫如何提升平等獲

取社會資源機會 

1.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將針

對設施及空間，納入不同性

別及族群意見，使公共建設

資源能惠及不同性別及族

群。 

2.本計畫後續營運階段，辦理

相關主題展示及活動時，將

考量不同性別、族群之需

求，辦理相關主題特展或活

動，吸引不同性別者及族群

到訪。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提

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 

8-8空間與工程效益：軟

硬體的公共空間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在空間使用性、安全

性、友善性上之具體

效益 

本計畫各項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計均考量促進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合

理性、區位安全性，或特殊需

求友善性，例如： 

1.兼顧不同性別及生理差異，

妥適規劃各項措施，以保障

各類別使用者之權益。 

2.規劃建築坐落位置之區位選

擇，儘可能弭除戶外空間死

角（如避免女廁位置邊緣

化），以維護使用者安全。 

3.後續營運階段以性別平等概

念推動各式活動與展覽，消

除潛在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的威脅或不利

影響。 

4.考量使用親子嬰兒車及坐輪

椅等遊客需求，規劃平面透

水性步道磚鋪設計，營造友

善空間。 

5.步道系統規劃設置休息座

椅，提供婦女攜帶孩童、年

長或有需要的遊客短暫使

用。 

6.規劃無障礙車位，並考量於

遊客上下車及步行區域範

圍，鋪設防滑、平面、透水

性材質鋪磚。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生的

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全設

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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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設立考核指標與機

制：計畫如何設立性

別敏感指標，並且透

過制度化的機制，以

便監督計畫的影響程

度 

本計畫已訂定「不同性別者對

展示館空間及設施之滿意度」

之績效指標。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何

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績

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納入年度

管制作業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族

群、地區等面向。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

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

由或替代規劃等。 

9-1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本計畫於規劃時融入性別主流化之概念，能關懷協助青年（含婦女）之

創（就）業，並建構性別友善環境及空間，值得肯定。 

9-2參採情形 

9-2-1說明採納意

見後之計畫調整 

有關委員所提意見，本會將參採並納入計畫執行時

辦理。 

9-2-2說明未參採

之理由或替代規

劃 

 

9-3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108年6月24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 請機關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第壹項至第捌項後，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第二

部分－程序參與」項目，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後，再由機關填表人依據「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續填「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評定為「有

關」者，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其檢視意見填列「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9-1至9-3；若經評

定為「無關」者，則9-1至9-3免填。 

＊ 若以上有１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案在研擬時未考量性別，應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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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專家

學者資料可至臺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0-1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8年7月4日至108年7月11日 

10-2參與者姓名、職稱、服務

單位及其專長領域 

姓名：姜貞吟 

服務單位及職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副教授、客家委員會第4屆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員 

專長領域：性別、族群、移民、客家 

10-3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10-4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料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評

結果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

法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

難 

■有， 

   且具性別目標 

□有， 

   但無性別目標 

□無 

■有， 

  已很完整   

□有，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7-3任

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7-1至7-3均評定

「否」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評

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本計畫與性別有關的部分，主要在公共設施中的

性別友善設施的規劃、設計與興建。 

10-7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本計畫書對於性別友善措施的規劃妥當，計畫書

中已規劃性別友善設施。 

10-8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宜性 合宜。本計劃書已規劃性別友善設施，友善設施的完備

將會提高不同性別者使用的舒適感。 

10-9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合宜。本計畫性別友善設施的完成將有助於不同性別在

公共設施的不同需求。 

10-10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11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本計畫將依規定比例建置各項友善性別設施，主

要效益在於提供公共建物中的性別友善度，包括性別友

善廁所、廁所安排（男女廁比例間數、位置、廁所內不

鏽鋼扶手等）、哺乳室、孕婦友善停車位、平面友善步

道等。計畫完成後，將提供不同性別使用者的需求。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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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綜合性檢視意見 本計畫於規劃時融入性別主流化之概念，能關懷協助青

年（含婦女）之創（就）業，並建構性別友善環境及空
間，值得肯定。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合宜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姜貞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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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公共建設財務策略規劃檢核表 

計畫名稱 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 

主辦機關 客家委員會 
承辦人 吳棟隆 電話 (02)8512-8558 

E-mial ha0311@mail.hakka.gov.tw 傳真 (02)8995-6980 

主管機關 客家委員會 
承辦人 蔡雯茹 電話 (02)8512-8516 

E-mial ha0465@mail.hakka.gov.tw 傳真 (02)8995-6977 

計 畫 緣 起 

及目的 

依據行政院蘇院長貞昌108年4月19日訪視「苗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

程」執行進度及「苗栗市鐵路一村」活化工作推動情形指示，應於當地建置專館，

妥善展示相關文物，並結合鐵路一村整體營運，發展為苗栗地區觀光亮點。 

計畫內容 建置火車頭園區 

計畫期程 109年1月至113年6月 

經 費 運 用 

（單位：億

元） 

規劃設計 

及監造費 

土地價款 

及補償費 
工程經費 機械及設備費 其他 合計 

0.4754 0 7.7833 0 1.6451 9.9038 

財 源 規 劃 

（單位：億

元） 

        年度 

來源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合計 

中

央

政

府 

公務預算 0.3557 1.4253 2.5170 4.7794 0.8264 9.9038 

特別預算 0 0 0 0 0 0 

非營業基金 0 0 0 0 0 0 

國營事業 0 0 0 0 0 0 

融資財源 0 0 0 0 0 0 

地方政府 0 0 0 0 0 0 

民間投資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合    計 0.3557 1.4253 2.5170 4.7794 0.8264 9.9038 

財務策略及效益評估 

評估項目 
主  辦  機  關  評  估  結  果 主管機關 

審查意見 評估摘要 可行性 

財

務

策

略

檢

核 

增額容積及周邊

土地開發 

 

本計畫利用閒置公有土地及房舍建置

觀光遊憩導向之火車頭園區，未涉及

取得增額容積或結合周邊土地 

開發之行為 。 

 

□可行 

▓不可行 
 

租稅增額財源 

本計畫透過觀光遊憩導向之園區開

發，間接活化周邊區域發展，未來相

關地價稅、房屋稅及土地增值稅等增

額租稅收入多屬地方稅，難以直接挹

注本計畫財源。 

□可行 

▓不可行 
 

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可行性 

本計畫經估算自償率為19.95%，園區

之新修建工程本身不具自償性，難以

吸引民間參與投資。 

□可行 

▓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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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結合收益加

值分析 

本計畫於基地範圍內規劃500坪商業

空間，預期將結合餐飲及文創產業複

合式經營，租金收益部分暫估每年約

180萬元。 

▓可行 

□不可行 
 

成立非營業計畫

基金規劃 

新設或整併基金，需經一定法定程

序，短期內無法達成，爰不可行。 

□可行 

▓不可行 
 

運用價值工程，

覈實工程經費 

本計畫施工介面複雜，為確保工程內

容確實可行，擬採統包最有利標方式

辦理，並將價格納入考量，以覈實工

程經費。 

▓可行 

□不可行 
 

財

務

效

益

分

析 

自償率分析 本計畫以109-123年為評估週期，自償率為19.95%  

投資效益分析 
本計畫以實際營運期間114-123年評估，整體經濟

收益為67億9,875萬元 
 

融資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自償性低，未來收益約略與維運成本持

平，爰不具融資可行性。 
 

主 管 機 關 

綜合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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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 

壹、公共建設基本資訊 

一、計畫名稱：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 
二、執行機關：客家委員會 
三、公共建設現況： 

（一）基地區位：苗栗縣苗栗市英才段1497地號、文峰段1189、1194、
1238、1240、1241、1244、1245及1323地號。 
基地面積：約2.1公頃 
建物樓地板面積：約2,853平方公尺 

（二）經營現況： 
■新興之公共建設 
□既有之公共建設 

□全部委外 

營運現況： 

１、最近1年營運收入：         萬元 
２、最近1年營運費用：          萬元 

□部分委外，範圍：                                    
營運現況： 

１、最近1年營運收入：         萬元 
２、最近1年營運成本及費用：         萬元 

□自行營運，範圍：                                    
營運現況： 

１、最近1年營運收入：         萬元 
２、機關管理人力：專職       人；兼辦    人 
３、最近1年管理維護預算約：         萬元 

（三）基地是否有環境敏感之虞： 
□是，說明：                                             
■否 

（四）土地權屬： 
■全數為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為執行機關 

■管理機關為其他機關（機關名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含私有土地（約占計畫範圍      %），其所有權人為： 
□國營事業（機構名稱：                             ） 
□私人 

□其他 
（五）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區 

使用分區為鐵路用地 
□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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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類別為                                 
（六）基地是否有聯外道路： 

■是 
□否，未來有道路開闢計畫： 

□是，說明(含預算編列情形)：                           
□否 

（七）基地是否有地上物待拆除、排除占用或補辦使用執照等情形： 
■是，說明（含預算編列情形及執行單位）：本計畫將拆除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既有材料倉庫 A-D棟，並補辦鐵路一村、中山
堂、舊辦公廳舍及備勤宿舍使用執照 

□否 

貳、政策面 

一、本案是否符合相關公共建設政策： 

■是，相關政策： 
□國家重大計畫：                                           
■中長程計畫：本計畫執行期程自109年1月起至113年6月止，屬中長

程計畫 
□地方綜合發展計畫：                                         
□地方重大施政計畫：                                         
□符合公有土地或資產活化目的 

□其他：                                                     
□否（停止做答，跳填「陸」並核章） 

二、本案是否符合引進民間參與之政策： 

□是，相關政策： 

□公共建設計畫經核定採促參方式辦理：                        
□具急迫性之新興或須增建/改建/修建之公共建設：                       
□已建設之公共建設，管理人力、維護經費受限：                 
□其他：                                

■否，說明：本計畫經濟效益分析結果，雖能創造整體社會之效益，具

有經濟可行性。惟就財務面而言，新建階段財務自償比率不高，缺乏

自償能力，故不具採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可行性。 

叁、法律及土地取得面 

一、民間參與之法律依據： 
■促參法 
（ㄧ）公共建設為促參法第3條之公共建設類別，其類別為： 

文教設施 
（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第7款） 

（二）公共建設將以促參法第8條之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交由民間新建－營運－移轉（BOT） 
□交由民間新建－無償移轉－營運（BTO） 
□交由民間新建－有償移轉－營運（BTO） 



65 
 

□交由民間增建/改建/修建－營運－移轉（ROT） 
■交由民間營運－移轉（OT） 
□民間機構備具私有土地－擁有所有權－自為營運或交由第三人
營運（BOO）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三）公共建設執行機關是否符合促參法第5條： 

□是： 

□主辦機關 

□被授權機關，授權機關為：                          
□受委託機關，委託機關為：                           

■否 
□依其他法令辦理者：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 

□國有財產法 

□商港法 

□其他：                                                     
□無相關法律依據（停止做答，跳填「陸」並核章） 

二、土地取得： 
■主辦或被授權執行機關為土地管理機關 
□尚需取得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或管理權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國公有土地，土地取得方式為： 

□撥用公有土地 

□依其他法令規定取得土地使用權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夾雜公私有土地，私有土地取得方式為： 

□協議價購 

□辦理徵收 

□其他：                                                     
□是否已與相關機關或人士進行協商： 

□已協商且獲初步同意 

□已協商但未獲結論或不可行 

□未進行協商 

三、土地使用管制調整： 
■毋須調整 
□需變更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需變更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肆、市場及財務面 

一、擬交由民間經營之設施是否有穩定之服務對象或計畫： 

■是 

□不確定 

二、使用者付費之接受情形： 



66 
 

（一）鄰近地區是否已有類似設施須付費使用 
□是 
■否 
□不確定，尚待進一步調查 

（二）其他地區是否已有類似設施須付費使用 
■是 

□否 
□不確定，尚待進一步調查 

（三）是否已有相似公共建設引進民間參與之成功簽約案例 
■有（案名：京都鐵道博物館） 
□沒有 

三、民間參與意願（可複選）： 

□已有民間廠商自行提案申請參與（依促參法第46條規定辦理） 

□民間廠商詢問者眾 

□已探詢民間廠商意願 

□廠商有意願 

□廠商不確定或無意願 

■無探詢民間廠商參與意願 

四、公共建設收益性： 
■可產生收入 

□可產生收入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高出甚多 

■可產生收入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差不多（續填五） 
□可產生收入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少很多（續填五） 

□不可產生收入（續填五） 
五、依促參法第29條給予補貼之可行性 

■具施政優先性（如施政白皮書列明、有具體推動時程） 

□不具施政優先性 

伍、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作業要項提示（務請詳閱） 

一、機關於辦理可行性評估時，應於公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地方

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廣泛蒐集意見，公聽會提出之建議或反對

意見如不採用，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具體說明不採之理由。 

二、公共建設如涉土地使用管制調整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機關應於規劃期

間適時洽商土地使用、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相關開發審查機關有

關開發規模、審查程序等事項，審酌辦理時程及影響，並視需要考量是

否先行辦理相關作業並經審查通過後，再公告徵求民間參與。 

三、機關於規劃時應考量公共建設所需用水用電供應之可行性、聯外道路開

闢等配套措施。 

 
「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審核意見修正對照表 

部會 審核意見 修正情形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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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一、 計畫經費：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於

108年7月11日召開「建置火

車頭園區-園區整體規劃」預

算編列合理性會議，請依會

議決議修正計畫經費。 

(二) 有關本園區現有建築物整修

辦理權責，如經苗栗縣政府

認定屬文化資產，因文化資

產之修復及再利用需提報計

畫並經審議完成後方得進行

工程事宜，審議程序冗長，

且依前揭文化資產保存法規

定應由管理機關辦理修復，

為免影響統包廠商投標意

願，故不宜納入統包範圍，

應由臺鐵局自行辦理。如本

園區現有建築物經苗栗縣政

府認定不屬文化資產，則由

本署納入統包需求書範圍。 

二、 計畫期程： 

(一) 預定由本署於108 年11 月底

前完成統包工程招標，請修

正為由本署於108 年11 月底

前完成統包工程招標公告。 

(二) 原有16輛展示車輛預定111年

4月6日前完成移置至基地

外，恐影響展示館新建工程

進行，建議後續配合統包施

工需要提前移置完成。另展

示車輛遷入作業之時程亦需

配合統包施工需要完成遷

入。 

三、 其他：新建展示館之虛擬實

境互動式展示設備、體驗設

施等涉及使用單位權責，如

一、 本計畫業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108年7月11日「『建

置火車頭園區-園區整體規

劃』預算編列合理性會議」

結論檢討部分計畫項目經費

並依公共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規定修改編列方式，詳

計畫書第26至31頁。 

二、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逾50年建

物，經苗栗縣政府於108年7

月5日辦理現勘，並於7月17

日召開文資委員小組審查會

議，為加速老建築保存活化

相關作業進行，委員同意在

不拆除前提下不登錄為文化

資產，爰仍請依吳政務委員

澤成108年7月5日主持「『建

置火車頭園區』專案小組第2

次會議」裁示，納入統包工

程辦理。 

三、 本計畫統包工程招標作業，

仍請依吳政務委員澤成108年

7月5日主持「『建置火車頭園

區』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裁

示，於108年11月底前完成，

俾利併同願景館開幕辦理統

包啟動儀式。 

四、 本計畫工程要徑為臺灣鐵路

管理局彰化電務段苗栗號誌

分駐所辦公室及材料倉庫新

建工程》材料倉庫 A-D 棟資

材搬遷及拆除》展示館新建

工程，展示車輛移置非屬工

程要徑，係配合材料倉庫拆

除作業訂定管制時程，計畫

書第17頁分期（年）執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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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該設備，日後由使用單位

依營運維管需求自行採購較

符所需。 

略章節業已敘明「屬統包工

程施工及協同作業部分，得

由統包商提出替代方案調整

工序及作業時程…」請參

閱。 

五、 考量本會已補助苗栗縣政府

於願景館內建置虛擬實境互

動設備，本計畫暫未編列相

關經費，未來由管理單位視

營運需求決定是否進一步增

設。 

財政部 

一、 本計畫係奉政策指示推動，

已確立經費來源及由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負責營運，

原則尊重園區規劃。 

二、 惟該計畫僅具部分自償能

力，其收益尚不足以支應未

來營運所需，未來將長期仰

賴政府補助，其園區空間規

模宜同步考量營運期間自籌

財源及維運能力，併就先行

成立之願景館，提出整合性

處置利用，避免資源浪費。 

三、 有關本計畫第16頁執行步驟

分工9.園區後續營運，列示

108年9月啟動促參可行性評

估1節，後續主辦機關若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應依該法第6條之1規

定，辦理可行性評估及舉行

公聽會，另第45頁公共建設

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請依本

部106年9月14日修正「公共

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附件

更新。 

一、 本 計 畫 經 核 算 自 償 率 約

23.28%，雖不具新建經費自

償性，惟尚能維持營收與維

運費用平衡，無須長期仰賴

政府補助。 

二、 本計畫促參可行性評估將請

後續營運單位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規定辦理。 

三、 本計畫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

檢核表業依106年9月14日修

正「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

制」附件更新如計畫書第58

至62頁。 



69 
 

交通部 

一、 本案依據行政院108年7月5日

「建置火車頭園區」專案小

組第2次會議結論，本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

局)負責配合事項包括火車車

輛移置、轉車臺及軌道佈

設、臺鐵局(號誌部分)新建

辦公室與倉庫(苗栗車站東北

角)、臺鐵局材料設備遷移及

辦公樓室內裝修等工作，前

揭 工 程 總 經 費 概 估 約

103,195,600元(不含策展服

務費)業已納入本計畫，後續

將由臺鐵局依計畫期程配合

執行辦理。 

二、 有關園區法定停車位不足之

課題，經臺鐵局與客家委員

會所委託本案整體規劃團隊

進行研商後，原則提出3項改

善方案，應可妥善解決，惟

未來擇定方案如涉及需增加

停車位建置經費，擬由本計

畫經費調整支應，並納入本

計畫統包工程一併辦理。 

三、 為維持臺鐵局搶救維修業務

正常運作，園區內需配合拆

除之倉庫，請後續統包工程

代辦機關-內政部應配合先建

後拆原則辦理。 

四、 為維持園區內既有維修工廠

之正常運作，火車頭園區建

置工程期間，應規劃配套措

施避免對於維修工廠之運作

影響衝擊。 

一、 本計畫法定停車空間問題，

業由規劃建築師利用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土地規劃平

面劃設、東站廣場新建停車

塔及基地內新建地下停車場

等3項方案，經108年7月23日

本計畫審議會議主席裁示，

採平面劃設方案，並請苗栗

縣政府調整「苗栗火車站東

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

東站北苗段441地號及文峰段

1188地號施工內容，俾利作

為法定停車空間使用。 

二、 本計畫針對園區內需配合拆

除之倉庫，原即規劃採先建

後拆原則辦理。 

三、 園區施工期間，將維持維修

工廠正常運作，倘需借用股

道進行吊裝工程時，將請統

包商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再作細部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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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一、 本案倘有涉及文化資產資產

保存法相關規定，請依相關

程序辦理。 

二、 建議本園區可與未來國定古

蹟臺北機廠國家鐵道博物館

相互交流及連結，以擴大效

益。 

一、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逾50年建

物，經苗栗縣政府於108年7

月5日辦理現勘，並於7月17

日召開文資委員小組審查會

議，為加速老建築保存活化

相關作業進行，委員同意在

不拆除前提下不登錄為文化

資產。 

二、 本會預訂於108年8月邀請文

化部臺北機廠國家鐵道博物

館及鐵道專家辦理研商會

議，確認園區具體定位及後

續營運階段合作事項。 

行政院

公共工

程委員

會 

一、 本計畫原報所需經費約9.92

億元，經本會於108年7月11

日邀集客委會及內政部營建

署釐清，請客委會依「公共

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

冊」之成本架構重新調整編

列方式，並確認估算單價所

設定之建造標準及依據後，

客委會於7月12日以電子郵件

提供修正經費需求(詳來文附

件1)，總經費為9億9,038萬

1,613元，經檢視尚屬合理。 

二、 為利計畫執行順遂，請客委

會依本計畫上開編列單價所

設定之建造標準，落實於後

續之統包評選招標需求文

件，並據以辦理後續之評

選、設計、施工、監造及驗

收事宜。 

本計畫統包招標文件，將責請規

劃團隊依據108年7月11日「『建置

火車頭園區-園區整體規劃』預算

編列合理性會議」討論中所提及

之材質及標準落實於統包招標文

件，俾利代辦機關辦理後續評

選、設計、施工、監造及驗收事

宜。 

行政院

主計總

處 

一、 績效指標：本計畫所列績效

指標「釋出青創空間」、「增

加綠化面積」、「增加展示空

間」，以及「促進穩定就

一、 各項指標說明已補充於計畫

書第3至5頁。 

二、 有關本計畫後續經營之建議

意見，將請後續營運單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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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未見指標定義與衡量基

準之說明，又各項績效指標

之基礎值亦付之闕如，均建

請補充。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案內規劃

新建展示館並擬與現地空間

整體配合，為提升參訪率及

空間使用效益，建議除作為

火車頭園區外，宜朝多功能

使用目的設計，如與地方周

邊設施、學校教育等連結，

讓參訪者透過「觀賞、接

觸、體驗」方式，使園區成

為廣受大眾接納之休憩與學

習場所。另火車頭園區建置

期間，宜針對未來之經營策

略，廣蒐國內外鐵道園區營

運模式，研擬最適宜之永續

經營方案。 

三、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本項說明提及「因屬專案計

畫將於客委會中程歲出概算

額度外，循預算程序，逐年

編列預算辦理」一節，查本

計畫係於行政院匡列該會109

至112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後提出，109年度經費部分，

本總處刻正辦理各機關109年

度概算審查作業，將依審核

原則及相關程序進行審查核

列，至以後年度經費，屆時

計畫應已奉核，行政院即可

據以匡列各年度概算額度，

爰建議修正上開文字為「本

計畫所需經費，將循年度預

算程序辦理」。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納入參

考。 

三、 本計畫自110年度起，當循一

般公共建設預算籌編程序辦

理，惟仍請協助配合調整後

續年度文化次類別整體公共

建設預算匡列額度，避免排

擠文化部及本會其他計畫經

費。 

四、 本計畫業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108年7月11日「『建置

火車頭園區-園區整體規劃』

預算編列合理性會議」結論

檢討部分計畫項目經費並依

公共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

規定修改編列方式，屬共同

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已有規範

項目，業依109年度基準調降

單價，詳計畫書第 26至 31

頁。 

五、 鐵路一村（含東側倉庫）總

樓地板面積約267坪，為依文

資委員意見推動保存再利用

工作，將比照文化資產規格

進行整修，以每坪19萬元計

算，總價約5,000萬元。 

六、 本計畫推估觀光人次產生之

經濟效益，係指遊客為參訪

本園區前來苗栗地區消費之

總額，非指觀光客於園區內

直接消費金額，與園區性質

無關，至參訪人次推估部

分，本計畫建置標的為觀光

遊憩導向之文教設施，依據

文化部文化相關機關參觀人

次統計，排除圖書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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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經費概算表僅列示工

程費用、勞務費用與其他費

用三類，考量本計畫辦理項

目主要為建設工程，建請依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

列手冊」成本架構列示直接

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

工程預備金等，又所列項目

如有一般房屋建築費、一般

辦公室翻修費、智慧建築與

綠建築標章等屬共同性費用

編列基準表已有規範者，則

請依109年度編列基準列計，

其餘部分請參酌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意見卓處。 

(三) 另概算表內部分工作項目如

鐵道一村既有建物修復僅載

明1式計5,000萬元，欠缺明

細項目，為評估經費合理

性，建請補充各工作項目價

量分析與估列依據資料。 

四、 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 

(一) 案內評估客庄觀光旅遊人數

增加所產生之經濟效益，係

以客委會補助建置類似規模

園區平均每日參訪人數，與

交通部觀光局106年國人旅遊

狀況調查每人每日旅遊平均

費用推估，惟查該會並未補

助鐵道園區類型計畫，且觀

光局調查之旅遊平均費用似

與火車頭園區性質未合，爰

建議洽請文化部或臺鐵局等

提供所轄鐵道園區參訪人數

與消費狀況估算。 

美學館、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等

規模或性質差異較大部分，

其餘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13

處館舍平均收費入園人次約

為60萬人次，另查屬鐵道文

化結合商業經營成功案例之

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每年

平均入園人次亦約 60萬人

次，惟考量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面積約24公頃、哈瑪星鐵

道文化園區約9.8公頃，與本

計畫籌設標的約2.1公頃差距

懸殊，且本計畫區位非屬北

高等大型都會區或鄰近地

區，在地居民近用效益有

限，爰核實推估營運初期以

每年參訪45萬人次為目標，

後續本會將賡續針對苗栗地

區投入資源充實整體觀光環

境，並協調苗栗縣政府整合

舊山線鐵道旅遊資源，以期

逐年增加參訪人次至60萬人

次，業依該人次重新推估經

濟效益，詳計畫書第32至35

頁。 

七、 原計畫書內現金流量計算表

係以民國123年為基期計算每

年現金價值（合計欄位為現

金價值總合，基期設定不影

響自償率計算結果），已調整

表格相關欄位，並改以109年

為基期重新核算，避免誤

解，詳計畫書第36至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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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計畫自償率19.95%係以

114至123年度商場租金與門

票收入合計數，除以109至

123年度建設與營運成本總數

推算，惟查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施行細則所定自償

率，係以公共建設計畫評估

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

總額」，除以該年期內「各年

現金流出現值總額」，案內所

採計算方式並未按現金流量

現值設算，建請釐正。 

行政院

性別平

等處 

為周延旨揭計畫性別觀點，請客

家委員會參考下列建議修正計畫

內容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一、 為使本計畫規劃及推動時能

融入性別觀點，請將性別影

響評估表伍、計畫目標概述

有關「各項設施及配套之軟

體資源規劃，兼顧不同性

別、年齡層、使用便利性及

安全性等綜合考量，營造友

善性別環境」一節，依「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

計畫編審要點」納入計畫書

之計畫目標章節，並設定相

應之績效指標及目標值(如不

同性別者對展示館空間及設

施之滿意度)。 

二、 為達成前開計畫目標，案內

有關設施拆遷、房舍修復及

新建展示館等相關工作，請

落實蒐集並納入女性意見與

經驗，以促進營建工程領域

對女性使用者觀點的重視。 

一、 已將性別指標增列於計畫目

標章節，詳計畫書第3至5

頁。 

二、 本計畫先期規劃專案建築師

及設計助理均為女性，相關

設施拆遷、房舍修復及新建

展示館等工作，均已透過女

性觀點規劃，未來將賡續落

實蒐集並納入女性意見與經

驗，作為建築設計參據。 

三、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

估檢視表業依審核意見修正

如計畫書第48至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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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處對本案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之意見如下，併請參酌

修正： 

(一) 原填列「1.本計畫基地現址

為閒置之鐵路一村…一本院

蘇院長指示整建為觀光遊憩

導向之火車頭園區」一節，

建議補充不同性別者之需求

及處境差異，以呈現本計畫

之性別觀點。 

(二) 4-2 原填列「本計畫空間規

劃，將以不同性別、年齡層

等全體綜合考量，建置完善

公共服務環境」，以及4-3 原

填列「在未來營運規劃上，

於辦理相關活動或展覽時，

將針對性別、族群及年齡層

之差異與需求，規劃適合不

同類別欣賞、參與之內容與

主題活動」等節，請客委會

補充現行相關計畫與性別相

關之數據及說明，以作為本

計畫相關工作規劃與執行之

參考，如無性別統計與分析

資料，請納入未來需強化之

性別統計，以了解不同性別

者之受益情形。 

(三) 原填列「本計畫後續營運階

段，將要求管理單位特別關

注不同性別者均能獲得訊

息，並鼓勵各性別均能積極

參與」一節，請敘明具體做

法。 

(四) 原填列「本計畫所依據之法

規命令，遵循基本人權、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性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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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之基本精神」一節，

請敘明本案落實上開法規政

策之具體作為，如本計畫

軟、硬體設施之規劃、設

計，兼顧不同性別、年齡層

使用者便利與安全，符合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

境、能源與科技篇強調了解

女性與弱勢的需求，促進公

共資源與設施的分配正義與

普及之精神。 

(五) 除原填列「本計畫後續營運

階段辦理相關主題展示及活

動時，將融入性別意識相關

內容」一節外，建議說明本

計畫設施拆遷、修復及新建

展示館等相關工作，預防或

消除性別隔離之做法(如督促

各項工程工作，蒐集並納入

女性意見與經驗，以促進工

程領域能融入性別觀點)。 

(六) 原填列「本計畫後續營運階

段，辦理相關主題展示及活

動時，將提供不同性別者平

等獲得資源機會」一節，請

補充具體做法，另建議敘明

營建工程之規劃、設計及執

行，促使不同性別者平等獲

取公共建設資源之做法，以

符合伍、計畫目標概述所列

性別目標(營造友善性別環

境)之意旨。 

(七) 原填列「本計畫將依規定比

例建置各項友善性別設施及

哺乳室」一節，與本項意旨

未臻相符，請依「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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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概述」所訂之性別目

標，設立相關預期績效指標

(如不同性別者對展示館空間

及設施之滿意度)及評估基

準，以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

形。 

苗栗縣

政府 

一、 請照時程急迫請有效掌控期

程。 

二、 請確認建物是否具有文資身

分，以利後續請照事宜。 

三、 「苗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

環境再造工程」西站廣場台

鐵用地，考量車行、人行、

接駁等空間限制，目前已無

停車空間。 

四、 查所附「火車頭園區建置計

畫」P.7有關土地使用分區部

分，英才段1497地號為「部

分鐵路用地、部分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文峰段1240

地號為「部分鐵路用地、部

分住宅區、部分綠地用地」，

請修正。 

一、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逾50年建

物，經苗栗縣政府於108年7

月5日辦理現勘，並於7月17

日召開文資委員小組審查會

議，為加速老建築保存活化

相關作業進行，委員同意在

不拆除前提下不登錄為文化

資產。 

二、 本計畫法定停車空間問題，

業由規劃建築師利用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土地規劃平

面劃設、東站廣場新建停車

塔及基地內新建地下停車場

等3項方案，經108年7月23日

本計畫審議會議主席裁示，

採平面劃設方案，並請苗栗

縣政府調整「苗栗火車站東

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

東站北苗段441地號及文峰段

1188地號施工內容，俾利作

為法定停車空間使用。 

三、 苗栗市英才段1497地號及文

峰段1240地號使用分區，已

修正如計畫書第9頁。 

國家發

展委員

會 

一、 本案係奉政策指示推動，且

業經行政院召開多次會議，

確定園區規劃構想、分工事

項、經費來源、推動期程及

推動機制，並協調解決若干

重要執行課題，合先敘明。 

一、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權屬

已載於計畫書第9頁；既有建

物處理方式已補充於計畫書

第10頁備註欄；相關文物資

源盤點已補充於計畫書第11

至13頁；園區空間機能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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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執行策略及方法一節，

請客委會依行政院108 年4 

月29 日「建置火車頭博物

館」研商會議結論，加強園

區規劃內容，應至少包括：

土地使用分區與土地權屬檢

討結果、既有建物處理方

式、相關文物資源盤點情形

及徵集方式、園區空間機能

與設施配置、願景館於園區

完工後存廢評估建議等。 

三、 有關期程與資源需求一節，

本計畫經費將由公共建設預

算支應，並應循年度預算規

定程序辦理；另考量本計畫

辦理項目主要為建設工程，

請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

算編列手冊」及「共同性費

用編列基準表」列明成本項

目及編列經費。 

四、 有關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

畫一節，請客委會會同臺鐵

局，研擬優先導入民間資源

之後續營運方式及營運計

畫，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

參考本會「公共建設計畫經

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

手冊 」，重新評估經濟及財

務效益。 

五、 本計畫涉及跨機關協商部分

事項尚未解決(如經認定為文

化資產之既有建物修復工程

是否納入統包工程範圍、園

區法定停車空間解決方案)，

請客委會儘速與相關機關協

施配置已補充於計畫書第14

至15頁，另願景館於園區完

工後將賡續作為展示空間。 

二、 本計畫自110年度起，當循一

般公共建設預算籌編程序辦

理，惟仍請協助調增後續年

度文化次類別整體公共建設

預算匡列額度，避免排擠文

化部及本會其他計畫經費，

另各計畫項目經費業依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7月

11日「『建置火車頭園區-園

區整體規劃』預算編列合理

性會議」結論重新檢討，並

依公共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

冊規定修改編列方式，屬共

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已有規

範項目，業依109年度基準調

降單價，詳計畫書第26至31

頁。 

三、 本計畫園區目前規劃由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促參

可行性評估，依據目前推估

營運收益，雖不具新建經費

自償性，惟尚能維持營收與

維運費用平衡，無須長期仰

賴政府補助。 

四、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逾50年建

物，經苗栗縣政府於108年7

月5日辦理現勘，並於7月17

日召開文資委員小組審查會

議，為加速老建築保存活化

相關作業進行，委員同意在

不拆除前提下不登錄為文化

資產；至法定停車空間問

題，業由規劃建築師利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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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研提對策，以期如期完工

營運。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土地規

劃平面劃設、東站廣場新建

停車塔及基地內新建地下停

車場等3項方案，經108年7月

23日本計畫審議會議主席裁

示，採平面劃設方案，並請

苗栗縣政府調整「苗栗火車

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

程」東站北苗段441地號及文

峰段1188地號施工內容，俾

利作為法定停車空間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