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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捷公字第10630149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30149700A60_ATTCH1.docx)

開會事由：研商修訂「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

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第2次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2月8日(星期五)下午2時0分

開會地點：本局總工室會議室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8巷7

號14樓)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任秘書室 王主任秘書偉

聯絡人及電話：余淑慧課員 2521-5550#8555

出席者：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任秘書室 法制課、臺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處

列席者：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副本：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公共關係室(含附件)

備註：

一、依106年11月14日研商修訂「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

」會議續辦。

二、有關涉及新北市轄區之車站，由於新北市政府未有i-Vo

ting之作業，是否可以配合該作業，請新北市政府於會

議中說明。

三、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1份如附件，請攜帶與會，會議中

不再提供資料。 2017-11-27
10:57:17

研考會 1061127

*ARAA10670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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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作業要點 修正內容 修正意見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落實以本府為地方主

管機關之捷運車站 (以下簡

稱捷運車站 )命名、更名或

車站站名加註名稱等作

業，依政府資訊公開原則，

並考量時空變遷及順應民

意需求，以昭公信，特訂定

本作業要點。  

二、  本府為辦理捷運車站命

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

由本府捷運工程局 (以下簡

稱捷運局 )設置捷運車站命

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評

審小組（以下簡稱評審小

組）。  

評審小組成員如下：  

（一）  捷運局、臺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臺北捷運公

司）代表一人。  

（二）  本府交通、都市發展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落實以本府為地方

主管機關之捷運車站 (以

下簡稱捷運車站 )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等

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原

則，並考量時空變遷及順

應民意需求，以昭公信，

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府為辦理捷運車站命

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

由本府捷運工程局 (以下簡

稱捷運局 )設置捷運車站命

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評

審小組（以下簡稱評審小

組）。  

評審小組成員如下：  

（一）  捷運局、臺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臺北捷運公

司）代表一人。  

（二）  本府交通、都市發展

無修正。  

 

 

 

 

 

 

 

 

本點暫予刪除。有關車站名稱

已依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

（ i-Voting）產生，具有大多

數民意基礎，評審小組無法做

終局判斷，其任務及功能已削

弱，若該小組功能及任務有所

調整再另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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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光等業務機關代

表各一人。捷運車站

位於新北市行政區域

內者，評審小組成員

為新北市政府捷運、

交通、都市發展及觀

光等業務機關代表各

一人。  

（三）  文獻、文化學者專家

代表各一人。  

（四）  捷運車站所在地之區

里長聯誼會會長及區

公所代表各一人。  

評審小組會議進行方式如

下：  

（一）  評審小組會議由捷運

局局長擔任主席，因

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副局長代理

之，以每半年召開會

議一次為原則，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若無待審案件得免

開。  

（二）  評審小組之決議以過

及觀光等業務機關代

表各一人。捷運車站

位於新北市行政區域

內者，評審小組成員

為新北市政府捷運、

交通、都市發展及觀

光等業務機關代表各

一人。  

（三）  文獻、文化學者專家

代表各一人。  

（四）  捷運車站所在地之區

里長聯誼會會長及區

公所代表各一人。  

評審小組會議進行方式如

下：  

（一）  評審小組會議由捷運

局局長擔任主席，因

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副局長代理

之，以每半年召開會

議一次為原則，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若無待審案件得免

開。  

（二）  評審小組之決議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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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成員之出席，出

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三、  捷運車站之命名原則及作

業程序如下：  

(一 ) 命名原則：  

1.命名之考量因素：  

(1)具有地方之辨識性。  

(2)具地標顯著性。  

(3)具歷史意義。  

 

 

2.本點第一款第一目據以

命名之標的，應位於以捷

運車站為中心，半徑五百

公尺範圍內，並應擇距離

其最近之捷運車站。  

3.捷運車站站名字數不得

超過六個字。  

4.捷運車站站名以交叉路

口命名者，以東西向之道

路名在前，南北向之道路

名在後。但在本作業要點

發布施行前已命名者，不

在此限。  

半數成員之出席，出

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三、捷運車站之命名原則及作業

程序如下：  

(一 ) 命名原則：  

1.命名之考量因素：  

(1)具有地方之辨識性。  

(2)具地標顯著性。  

(3)具歷史意義。  

(4)單一名稱。  

 

2.本點第一款第一目據以

命名之標的，應位於以

捷運車站為中心，半徑

五百公尺之行政區域範

圍內，並應擇距離其最

近之捷運車站。  

3.捷運車站站名字數不得

超過六個字。  

4.捷運車站站名以交叉路

口命名者，以東西向之

道路名在前，南北向之

道路名在後。但在本作

業要點發布施行前已命

 

 

 

 

文字修正。  

增列單一名稱，以單純、方便

旅客記憶。 (如台北 101/世貿

即為複數名稱 ) 

 

 

 

 

 

文字修正。  

 

 

 

 

 

無修正。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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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捷運車站站名不得與現

有或既有之捷運車站站

名類似或重複。同一捷運

車站有兩條以上捷運路

線交會者，不重複命名。 

(二 ) 命名作業程序：  

1.  捷運局應依行政院核定

之規劃路線或新增設捷

運車站後辦理命名作業。 

2.  為期廣納民意，由捷運局

函請捷運車站所在地之

區公所依本作業要點所

訂之命名原則廣徵民

意，並邀請民意代表、機

關學校、當地里長等召開

會議後，依會議結論函復

捷運車站建議站名，由捷

運局據以辦理命名作業。 

 

 

 

 

 

 

 

名者，不在此限。  

5.捷運車站站名不得與現

有或既有之捷運車站站

名類似或重複。同一捷

運車站有兩條以上捷運

路線交會者，不重複命

名。  

(二 ) 命名作業程序：  

1.  捷運局應依行政院核定

之規劃路線或新增設捷

運車站後辦理命名作

業。  

2.  為期廣納民意，由捷運

局提供車站相關資訊函

請捷運車站所在地之區

公所依本作業要點所訂

之命名原則廣徵民意。

並邀請民意代表、機關

學校、當地里長等召開

會議後，依會議結論函

復捷運車站建議站名，

由捷運局據以辦理命名

作業。  

 

    3.區公所依前目說明辦理

 

 

無修正。  

 

 

 

 

 

 

無修正。  

 

 

 

文字修正及刪除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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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捷運路線交會之捷運車

站，如係沿用已有之站

名，由捷運局函知捷運車

站所在地之區公所，無須

辦理命名作業。  

4.  捷運局依區公所所提之

捷運車站建議站名，提報

評審小組審議，除區公所

所提建議外，評審小組成

員亦得提出建議站名，併

同列入審議。  

 

5.捷運車站站名，經評審小

組決議，由捷運局簽請本

府核定後公告。捷運車站

位於新北市行政區域內

者，捷運車站站名經評審

小組決議，由捷運局函請

新北市政府同意後，簽請

本府核定後公告。  

四、  捷運車站更名或加註，申請

單位必須以機關或團體為

之，不接受個人申請，且須

結果函復捷運局捷運車

站建議名稱，由捷運局

依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

作業（ i-Voting）辦理

後續命名作業後，據以

簽報本府核定。  

4.捷運路線交會之捷運車

站，如係沿用已有之站

名，由捷運局函知捷運車

站所在地之區公所，無須

辦理命名作業。  

5.捷運局依區公所所提之

捷運車站建議站名，提報

評審小組審議，除區公所

所提建議外，評審小組成

員亦得提出建議站名，併

同列入審議。  

 

6.捷運車站站名，經評審小

組決議，由捷運局簽請本

府核定後公告。捷運車站

位於新北市行政區域內

者，捷運車站站名經評審

小組決議，由捷運局函請

新北市政府同意後，簽請

增列條文。  

 

 

 

 

 

 

修正目次。  

 

 

 

 
本目暫予刪除。有關車站名稱
已依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
（ i-Voting）產生，具有大多
數民意基礎，評審小組無法做
終局判斷，其任務及功能已削
弱，若該小組功能及任務有所
調整再另予考量。  

 
本目暫予刪除。有關車站名稱
已依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
（ i-Voting）產生，具有大多
數民意基礎，評審小組無法做
終局判斷，其任務及功能已削
弱，若該小組功能及任務有所
調整再另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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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其原因及理由。  

五、  捷運車站之站名更名原則

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  更名原則：  

1.  捷運車站更名涉及龐大

重置經費及影響旅客使

用辨識性，營運中捷運車

站站名以不更名為原

則。但原站名地標或建物

不存在者，得辦理更名。 

2.  更名原則除本點另有規

定外，準用第三點第一

款之命名原則。  

（二）  更名作業程序：  

1.  興建中之捷運車站更名

作業，由捷運局主辦，營

運中之捷運車站更名作

業，由臺北捷運公司主

辦。  

2.  申請單位應向捷運局或

臺北捷運公司提出更名

申請，經捷運局或臺北捷

運公司依本點第一款更

名原則審核確有更名必

要者，並經本府同意；捷

本府核定後公告。  

四、  捷運車站更名或加註，申請

單位必須以機關或團體為

之，不接受個人申請，且須

陳述其原因及理由。  

五、  捷運車站之站名更名原則

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  更名原則：  

1.  捷運車站更名涉及龐大

重置經費及影響旅客使

用辨識性，營運中捷運

車站站名以不更名為原

則。但原站名地標或建

物不存在者，得辦理更

名。  

2.  更名原則除本點另有規

定外，準用第三點第一

款之命名原則。  

（二）  更名作業程序：  

1.  興建中之捷運車站更名

作業，由捷運局主辦，

營運中之捷運車站更名

作業，由臺北捷運公司

主辦。  

2.  申請單位應向捷運局或

 

 

 

無修正。  

 

 

 

 

 

 

文字修正。  

 

 

 

 

 

 

本條文及以下條文，因時間關

係尚未研議討論，下次會議再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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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車站位於新北市區域

內者，於報經本府同意

前，應先經新北市政府同

意，函請捷運車站所在地

之區公所依本點第一款

更名原則廣徵民意，並邀

請民意代表、機關學校、

當地里長等召開會議

後，依會議結論函復捷運

車站之建議站名。由捷運

局或臺北捷運公司據以

辦理更名作業。  

3.  興建中之捷運車站更

名，因涉及後續站名標示

資訊之變更，為不影響相

關捷運車站土建與機電

系統標進場施作時程，應

於捷運車站預定完工通

車日前二年六個月提出

為原則。  

4.  捷運車站站名更名，如有

涉及費用增加，應由申請

單位負擔。  

5.  更名作業程序除本點另

有規定外，準用第三點第

臺北捷運公司提出更名

申請，經捷運局或臺北

捷運公司依本點第一款

更名原則審核確有更名

必要者，並經本府同

意；捷運車站位於新北

市區域內者，於報經本

府同意前，應先經新北

市政府同意，函請捷運

車站所在地之區公所依

本點第一款更名原則廣

徵民意，並邀請民意代

表、機關學校、當地里

長等召開會議後，依會

議結論函復捷運車站之

建議站名。由捷運局或

臺北捷運公司據以辦理

更名作業。  

3.  興建中之捷運車站更

名，因涉及後續站名標

示資訊之變更，為不影

響相關捷運車站土建與

機電系統標進場施作時

程，應於捷運車站預定

完工通車日前二年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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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第四目及第五目之

命名作業程序。  

六、  捷運車站之站名加註名稱

原則、作業程序、位置及方

式如下：  

(一 ) 加註名稱原則：  

1.  加註名稱係為輔助原捷

運車站站名之辨識性、顯

著性等不足而辦理，如非

必要以不加註為原則。  

2.  每一捷運車站站名以加

註一個名稱為限，並以當

站加註為原則，且不得與

其他捷運車站站名或站

名加註名稱重複。  

3.  加註名稱之標的，應位於

以捷運車站為中心，半徑

八百公尺範圍內，並應擇

距離其最近之捷運車站。 

4.  加註名稱以三年為限，由

臺北捷運公司逐年檢

視，期滿前通知原申請單

位重新辦理加註名稱作

業。  

5.  加註名稱其施作費用及

月提出為原則。  

4.  捷運車站站名更名，如

有涉及費用增加，應由

申請單位負擔。  

5.  更名作業程序除本點另

有規定外，準用第三點

第二款第三目及第四目

之命名作業程序。  

六、  捷運車站之站名加註名稱

原則、作業程序、位置及方

式如下：  

(一 ) 加註名稱原則：  

1.  加註名稱係為輔助原捷

運車站站名之辨識性、

顯著性等不足而辦理，

如非必要以不加註為原

則。  

2.  每一捷運車站站名以加

註一個名稱為限，並以

當站加註為原則，且不

得與其他捷運車站站名

或站名加註名稱重複。  

3.  加註名稱之標的，應位

於以捷運車站為中心，

半徑八百公尺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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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重置費用由該申請

單位負擔。但申請單位係

無償提供土地供該站捷

運設施使用，且該加註名

稱經審核通過者，得不收

取相關費用及不受三年

期限限制。加註年限屆滿

時，若原申請單位不存在

或無法支付維護重置費

用者，由臺北捷運公司逕

予移除。  

6.  加註名稱原則除本點另

有規定外，準用第三點第

一款之命名原則。  

(二 ) 加註名稱作業程序：  

1.  興建中之捷運車站站名

加註名稱作業，由捷運局

主辦，營運中之捷運車站

站名加註名稱作業，由臺

北捷運公司主辦。   

2.  申請單位應向捷運局或

臺北捷運公司提出加註

名稱申請，經捷運局或臺

北捷運公司依本點第一

款加註名稱原則審核確

並應擇距離其最近之捷

運車站。  

4.  加註名稱以三年為限，

由臺北捷運公司逐年檢

視，期滿前通知原申請

單位重新辦理加註名稱

作業。  

5.  加註名稱其施作費用及

維護重置費用由該申請

單位負擔。但申請單位

係無償提供土地供該站

捷運設施使用，且該加

註名稱經審核通過者，

得不收取相關費用及不

受三年期限限制。加註

年限屆滿時，若原申請

單位不存在或無法支付

維護重置費用者，由臺

北捷運公司逕予移除。  

6.  加註名稱原則除本點另

有規定外，準用第三點

第一款之命名原則。  

(二 ) 加註名稱作業程序：  

1.  興建中之捷運車站站名

加註名稱作業，由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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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註必要者，並經本府

同意，函請捷運車站所在

地之區公所依本點第一

款加註名稱原則廣徵民

意，並邀請民意代表、機

關學校、當地里長等召開

會議後，依會議結論函復

捷運車站之建議加註名

稱。由捷運局或臺北捷運

公司據以辦理加註名稱

作業。  

3.  捷運局依區公所所提之

捷運車站建議加註名

稱，提報評審小組審議，

經評審小組決議後，由捷

運局簽請本府核定。  

(三 ) 加註位置：  

1.  於捷運車站月台軌道側

牆及月台邊緣照明設施

或月台門或縱向樑之捷

運車站站名後加註名

稱。特殊配置之捷運車

站，其加註位置，興建中

由捷運局所屬工程處召

開會議確認之。營運中，

局主辦，營運中之捷運

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

業，由臺北捷運公司主

辦。   

2.  申請單位應向捷運局或

臺北捷運公司提出加註

名稱申請，經捷運局或

臺北捷運公司依本點第

一款加註名稱原則審核

確有加註必要者，並經

本府同意，函請捷運車

站所在地之區公所依本

點第一款加註名稱原則

廣徵民意，並邀請民意

代表、機關學校、當地

里長等召開會議後，依

會議結論函復捷運車站

之建議加註名稱。由捷

運局或臺北捷運公司據

以辦理加註名稱作業。  

3.  捷運局依區公所所提之

捷運車站建議加註名

稱，提報評審小組審

議，經評審小組決議

後，由捷運局簽請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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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臺北捷運公司辦理。 

2.  出入口之捷運車站站名

皆不予加註。  

3.  月台柱面或電扶梯或樓

梯側包版之捷運車站站

名，不予加註。  

(四) 加註方式：於加註位置以

無底色貼紙標註之方式施

作。  

 

核定。  

(三 ) 加註位置：  

1.  於捷運車站月台軌道側

牆及月台邊緣照明設施

或月台門或縱向樑之捷

運車站站名後加註名

稱。特殊配置之捷運車

站，其加註位置，興建

中由捷運局所屬工程處

召開會議確認之。營運

中，則由臺北捷運公司

辦理。  

2.  出入口之捷運車站站名

皆不予加註。  

3.  月台柱面或電扶梯或樓

梯側包版之捷運車站站

名，不予加註。  

(四) 加註方式：於加註位置以

無底色貼紙標註之方式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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