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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Words

軌
道運輸帶動沿線地區之發展，改變都市

樣貌與居民的生活型態，隨著近年來全

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為降低汽機車等私人運

具所產生出之空氣污染及碳排放，推動軌道運

輸系統已成為國內外各界之共識與迫切推行之

任務。然由於現今社會變遷迅速，民眾選擇多

元，如何在這快速變化中，保持進步且維持高

服務品質，取得民眾信賴與支持，更是軌道業

者刻不容緩之議題。因此，自2007年起，發

行「軌道經營與管理」半年刊，提供華人軌道

同業經營管理相互交流之平臺，期藉由實務經

驗累積與分享，達到傳承及彼此共同成長之目

的。

「軌道經營與管理」自創刊以來，至今已邁入

第6期。回顧過去5期，包含捷運票價之規劃與

訂定、電路系統研究、月臺區軌道侵入偵測預

警系統⋯等議題，並承蒙軌道同業不吝惠賜文

稿，將文章觸角延伸至桃園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及高雄捷運周邊土地利用等，使本刊物內容更

為豐富、議題更加多元。

編輯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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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軌道經營與管理」內容精采，涵蓋軌道

工程管理、安全管理、乘車環境、人力招募與

發展等議題。在軌道工程方面，除有「捷運工

程管理及執行程序」一文，介紹臺北捷運建立

的工程管理程序，分享如何在不影響系統營運

同時進行許多工程的機電重置及汰換工作外，

「高運量系統袋型軌之運轉效益分析」更以實

務角度，探討袋型軌運轉之功能與效益，對於

未設置袋型軌之路線，提出營運時可能遭遇之

困難。

另在安全管理方面，「職場減災管理作法探

討」一文探討如何落實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降

低職災件數，「逃生體驗營規劃與建置」介紹

臺灣首座「捷運逃生體驗營」，分享規劃之初

衷及實際建置之甘苦，提供軌道同業未來建置

類似展館時參考。

提供旅客舒適便捷的乘車環境，係旅運服務的

基本要件，本次收錄「高運量301型電聯車車

廂內裝翻新作業」及「高運量電聯車安裝即時

監視系統試辦案」2篇文章，分享如何在兼顧品

質與成本等因素之前提下，進行電聯車車廂翻

新，提升民眾搭乘之安全性及舒適性。

在人力招募與發展方面，「具競爭優勢之捷運

人力資源管理」則以捷運產業之特性，分析如

何透過人力資源管理，有效地招募合適人才，

取得競爭優勢，並構建完善人才招募與培訓系

統，達到選才、用才、育才及留才之培育目

的。

本期「軌道經營與管理」半年刊，除力求文章

精采可讀外，更希望帶給讀者更多實務的應用

作法及創新的管理思維，共同提升軌道營運之

品質。感謝軌道同業先進對本刊之支持，歡迎

隨時提供建議，督促我們精益求精，並惠賜文

稿，共襄軌道界充分交流學習之盛舉!

編輯室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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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運量系統
袋型軌之運轉效益分析

楊秦恒 Henery Yang／王瑞銘 Ruly-ming Wang／鄭明麟 Ming-lin Zheng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for 
Pocket Tracks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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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秦恒1 ／ 王瑞銘2 ／ 鄭明麟3

摘要 》

自1997年淡水線通車以來，臺北捷運公司已累積十多年高運量捷運系統

經營的經驗，為能傳承及回饋經營實務中所獲得管理經驗，臺北捷運公

司朝向「營運管理知識化」目標努力，進而萃取經營中經驗，藉以轉化

為捷運系統規劃與管理可運用之知識，以讓未來捷運系統規劃更能貼近

實務運轉的需要。

袋型軌為捷運高運量系統重要軌道設施，其可供列車臨時停駐、終端折

返，可大幅提昇列車運轉調度之靈活度。惟因都市土地取得不易，且在

空間及經費限制之下，部分路線減少或未設置袋型軌，對列車調度運

轉，形成極大的挑戰。

本文從調度實務角度，剖析袋型軌之運轉功能與效益，以2004至2008年
行車異常資料為研究基礎，分就「設置」與「不設置」袋型軌兩方案，

模擬推估「系統影響時間」、「影響列車」及「影響旅客」三項指標之

績效，最後衡量比較兩方案之差異，藉以說明袋型軌於實務運轉中之重

要性，提供捷運系統規劃單位參考。

關鍵字：

高運量系統、袋型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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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Danshui Line opened in 1997,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has got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of operating the MRT. To keep the experience they have got from 

this,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is working hard to reach the goal of transferring 

their experience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into knowledge. Therefore they can use this 

knowledge to plan the MRT system that can fit the real needs more and reduce the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wrong plans in the future. 

The pocket trac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of the Heavy–Capacity System. They 

provide the space for the trains to park temporally and return from the terminals and this 

function helps us to dispatch the trains more flexibly. But due to the limited space in the 

city and the budget, some of the lines do not have sufficient pocket tracks and it has 

become a big challenge for MRT operation.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a viewpoint of dispatching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operation 

for the pocket track. According to the unusual operation data from 2004 to 2008, we 

created two scenarios. One is “SET UP” and the other one is “NOT SET UP.”

We used three main performance indexe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cenarios. They are “time impact for whole system” “the number of affected trains” and 

“the number of affected passengers.” We will use this report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cket tracks on MRT operation and provide it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ir system 

planning.

Keywords： 

heavy-capacity system, pocket track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for 
Pocket Tracks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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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臺北捷運系統採規劃設計與營運管理分離的政

策，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局負責捷運系統規劃設

計與興建，另由臺北捷運公司負責捷運營運管

理。自1997年淡水線通車以來，臺北捷運公司

已累積十多年高運量捷運系統經營的經驗，為

傳承及回饋經營管理經驗，需深化及萃取經營

的經驗，轉化為捷運系統規劃與管理可運用之

知識，以讓未來捷運系統規劃更能貼近實務運

轉的需要，達到規劃與運轉單位雙贏的局面。

袋型軌是捷運高運量系統重要軌道設施，其功

能包括列車臨時停駐、終端折返等，可大幅提

昇列車運轉調度之靈活度。惟因都市土地取得

不易，且在空間及經費限制之下，部分路線減

少或未設置袋型軌，對列車調度運轉，形成極

大的挑戰。

鑑此，為讓袋型軌在運轉實務中所發揮的功能

及效益能提供未來捷運系統規劃之參考，本文

將探討袋型軌在實務中的運轉功能，並就近年

行車異常資料與運轉相關紀錄，分析臺北捷運

現有袋型軌之運轉效益，比較有無設置袋型軌

對系統運轉之影響，並推估新莊、蘆洲線因未

設袋型軌，將來可能面對的難題與其運行績

效。

袋型軌之基本佈設與功能 》

袋型軌（Pocket Track）又稱為中央儲車線或

袋式儲車軌，其軌道基本佈設如圖1所示，由六

組道岔及一條中央儲車軌組成，中央儲車軌長

度至少需能停駐一列電聯車，而每一組道岔可

經由其專屬轉轍器調整尖軌方位變更列車行駛

方向，其轉轍器依行駛方向規劃為成對控制，

且可由行控中心或車站號誌房進行遠端操控，

以便於行車調度之用。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規劃手冊[4]對袋型軌之功能

定義為：「營運路線上簡易之儲車設施，常設

置於區間營運終點站後方，供列車迴轉及避車

之用，而在進入機廠前之正線上，亦常設有中

央避車線，做為收發車時避車之用」。

就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多年的營運經驗，袋型

軌之功能與其運轉中扮演的角色，不再侷限原

始規劃之用途。依實際調度實務而言，袋型軌

不只可供故障列車待避，亦可供加班車臨時停

駐待命發車。綜合上述袋型軌原始規劃功能及

實務運轉經驗，重新對袋型軌之功能進行探

討，其分成「列車臨時待避」、「列車折返」

及「上下行軌橫渡」等三方向說明，詳述如

下：

一、列車臨時待避

袋型軌主要功能之一是提供列車臨時待

避，其中列車臨時待避又可分為故障車待

避（如圖2）及加班車臨駐待命（如圖3）
兩類型，其說明如下：



圖1  袋型軌之基本布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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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故障車臨時待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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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加班車臨駐待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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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營運時段電聯車發生異常，其故障程度

達到某種程度，為確保行車安全須執行到

站清車，另為降低營運風險，電聯車須依

規定駕駛模式及速限行駛。當故障電聯車

行駛速度低於正常營運之速度時，且距下

一列車待避點較遠，故障列車行駛過程會

引發後續列車的塞車效應，嚴重時將擴及

影響整條路線之運作，若再遇上故障電聯

車僅能慢速（例：5KPH）行駛，則後續列

車塞車所產生之遞延效應將更為惡化。另

考量某些故障狀況可能潛藏列車安全或無

法行駛的風險，例如：列車冒煙、異常燒

焦味、主氣壓缸壓力持續低於警戒值等，

故障列車須於清車後限速行駛至最近待避

點，由維修人員上車檢視確認安全無虞且

可正常速度移車方可回送機廠。為降低上

述狀況之衝擊，主線係以設置袋型軌提供

故障列車之待避空間，讓故障列車可儘速

駛離主線，以減少系統運轉之影響時間及

儘量降低營運安全風險。

此外，為紓解鄰近車站之大型集會活動散

場人潮，在運轉實務經驗中，會先將列

車安排至就近袋型軌臨駐待命發車，當大

型活動散場後，參與活動人潮陸續進入車

站，即可調度於就近袋型軌待避列車至車

站，其可節省加班車到達指定車站之時

間，並可提供旅客更便捷的運輸服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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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車折返

提供主線列車於上下行軌外臨停折返是袋

型軌主要功能之一，主要用於區間營運

（如圖4）及機廠發車折返兩種調度方式。

主線列車如在一般橫渡線（例：剪式橫度

線）停車折返，當列車間距較小時，列車

停車折返會影響後續列車正常運行，若非

因應異常狀況之緊急調度，正常營運之列

車運行計畫應儘量避免類似的規劃，而應

以袋型軌做為主線列車常態折返之用。

1

2 BL01

BL37 BL38 BL39 BL40 BL01 BL02

圖4  列車區間運轉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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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機廠發車使用袋型軌臨駐折返之示意圖

亦可快速紓解車站內候車人潮，且又能減

輕車站營運管理之壓力。由此可見，善用

袋型軌可增加行車調度之靈活空間，並提

升系統運轉效能。

供區間營運使用之袋型軌，因常態周期性

佔用袋型軌，進而排擠列車故障臨時待避

的空間，此形成控制員左右為難之調度困

境，為處理此一狀況行控中心須事先詳細

評估各種因應對策，方可順利化解此調度

難題。

一般捷運機廠轉換軌佈設僅提供單一行駛

方向發車，若需發車至另一行駛方向之軌

道，須將列車安排進入鄰近之袋型軌或在

主線軌道上臨駐折返（如圖5），此兩種調

度作業，以進入袋型軌對系統運轉影響最

小，若安排列車於主線軌道臨駐折返，必

須配合執行列車雙人勤務作業，以降低主

線停車時間，避免影響後續列車之正常前

進，通常在調度時間充足的情況下，機廠

鄰近無袋型軌或袋型軌被其他列車使用，

則會將列車調度至下一個鄰近袋型軌折

返，以避免對主線營運列車運行之影響。



三、上下行軌列車橫渡

袋型軌亦具上下行軌橫渡線之功能（如圖

6），其橫渡之用途與剪式橫度線無異，除

可供一般列車橫渡之用外，亦可供單線雙

向運轉之用，避免主線因單線故障無法排

除造成中斷運轉，以維持系統持續營運。

圖6  袋型軌之上下行軌橫渡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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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袋型軌分布
現況 》

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目前設置六處袋型軌，其

中淡水線和新店線各有兩處，南港線及土城線

各有一處，其設置位置與規劃之用途如表1說
明：

一、 目前大坪林袋型軌、亞東醫院袋型軌平常

營運時段供區間列車及支線列車停車折返

用，臺北車站袋型軌深夜時段供南勢角站

至臺北車站區間列車折返用。

二、 大坪林袋型軌之規劃亦兼負新店機廠發車

至主線折返功能，因其常態供小碧潭支線

列車折返之用，進而壓縮行控中心臨時調

度使用的空間。若淡新列車安排於新店站

進行與機廠備用車互換作業，為避免備用

車與支線列車於大坪林袋型軌發生進出時

間衝突，須預先調閱相關列車時刻表（見

圖7）方可妥為規劃換車作業，如事先規劃

時間不充足，將使列車更換作業變得更困

難。

資料來源：【1】【2】【3】【6】

表1  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之袋型軌分布地點與用途

編號 線別 袋型軌 位置 規劃用途 目前常態用途

1 淡水線
石牌

袋型軌
石牌站與唭哩岸站
之間

考慮爾後路網完成，為滿足線上站間最大運
量之需求，以方便區間營運列車之行駛

2 淡水線
臺北車站
袋型軌

臺北車站與中山站
之間

考量線上故障列車暫停之需，於中山站和臺
北車站間佈設袋式儲車軌，以維營運安全

供深夜時段南勢角
站至臺北車站區間
營運之用

3 新店線
臺電大樓
袋型軌

臺電大樓站與公館
站之間

為藍線列車過軌至北投機廠大修使用

4 新店線
大坪林
袋型軌

大坪林站與七張站
之間

供新店機廠列車進入主線之迴車調度，亦將
作為未來新店機廠增設小碧潭站與七張站間
列車營運迴車使用

供小碧潭支線區間
運轉用

5 南港線
忠孝復興
袋型軌

忠孝復興站與忠孝
敦化站之間

提供藍線列車調度、區間營運、暫停待避等
功能

6 土城線
亞東醫院
袋型軌

亞東醫院站與海山
站之間

提供電聯車進出土城機廠及藍線列車調度、
區間營運、暫停待避等功能

供亞東醫院站至南
港站區間列車終端
折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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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型軌為主線列車臨時待避點其中之一，

其他待避點尚含未營運之月臺、機廠轉換

軌、終端站之月臺、尾軌等。現行臺北捷

運主線待避點如圖8與圖9所示，淡新中線

圖8  淡新中線正線避車點之相對距離圖

圖9  板南、土城線正線避車點之相對距離圖

7.2 KM

5.3 KM

5.3 KM

2.6 KM 4.7 KM 4.1 KM 7.9 KM 12.5 KM

3.5 KM
1.2KM

南勢角
（終端站）

新店機廠
（轉換軌）

新店站
（終端站）

大坪林
袋型軌

臺電大樓 
袋型軌

北投機廠
轉換軌

石牌
袋型軌

淡水站
（終端站）

臺北車站
袋型軌

古亭站
尾軌

中和車站
駐車軌

0.7 KM

3.9 KM 9.6 KM

6.4 KM

6.4 KM

4.4 KM

土城機廠
轉換軌

永寧站
（終端站）

亞東醫院
袋型軌

小南門線
西門站月台

忠孝復興
袋型軌

南港站
（終端站）

南港機廠
轉換軌

共有12個待避點平均距離為4.6公里，土板

南線有7個待避點平均距離為為6.1公里。

現行最長待避點間距為亞東醫院站至西門

站，約為9.6公里。

圖7  七張站一、二月臺與大坪林袋型軌之列車時空圖











      






             

  

    






 


 




           








袋型軌之運轉效益分析 》

本文將以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目前設置六處袋

型軌為研究基礎，回顧過去的異常事件資料與

相關的運轉紀錄，分別探討袋型軌在「列車異

常」、「常態區間營運」及「大型活動」等方

面之運轉效益，並進一步說明袋型軌在運轉實

務中之價值，以供未來捷運系統規劃之參考。

一、列車異常之運轉效益

（一）分析流程

綜
合
分
析

模
擬
推
估
分
析

情
境
方
案
研
擬

方案分析比較

1. 系統影響時間  2. 影響列車  3. 影響旅客

績效指標

影響旅客估計模式

影響列車估計模式

系統影響時間估計模式

現       況 假設未設置袋型軌

2004 - 2008 年

高運量行車異常

事件統計資料

本研究依圖10所示之流程，進行列車

異常之運轉效益分析，將以2004年
至2008年之臺北捷運系統高運量行

車異常資料為研究基礎，並採「系統

影響時間」、「影響列車」及「影響

旅客」三項績效指標，分別估算「現

況」、「假設未設置袋型軌」兩種不

同情境之運轉效益，最後進行綜合分

析比較。

圖10  袋型軌於列車異常之運轉效益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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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4-2008年使用袋型軌之電聯車異常事件統計

年度

淡新中線（次） 板南、土城線（次） 全系統
全年合計
（次）

大坪林
袋型軌

臺電大樓
袋型軌

臺北車站
袋型軌

石牌
袋型軌

亞東醫院
袋型軌

忠孝復興
袋型軌

2004 0 10 9 13 0 6 38

2005 1 4 7 9 0 5 26

2006 0 3 10 9 2 5 29

2007 0 4 17 6 0 5 32

2008 0 10 12 7 0 7 36

合計 1 31 55 44 2 28 161

（二） 2004-2008年使用袋型軌之電聯車異

常事件統計

本研究初步就2004-2008年臺北捷運

高運量行車異常資料進行分析，篩

選出這五年中使用袋型軌之電聯車

異常事件，統計現行路網各袋型軌於

電聯車異常事件之使用狀況（如表2
所示），根據這五年的統計資料，平

均每年電聯車異常事件中使用袋型軌

約32.2次，其中以臺北車站袋型軌使

用頻率最高，平均1年有11次，石牌

袋型軌次之，平均1年有8.8次。大坪

林袋型軌與亞東醫院袋型軌使用次數

最少，係因其所在位置皆近機廠轉換

軌，且其亦供支線或常態區間營運終

端折返之用，調度實務上較不便於故

障車臨時待避。

（三） 各項績效指標之估算方式

本研究所採「系統影響時間」、「影

響列車」及「影響旅客」三項績效指

標，其定義與估算方式分別說明如

下：

1. 系統影響時間

「系統影響時間」係指電聯車發生

異常後其故障排除、清車及行駛至

待避點等過程之合計的時間。「系

統影響時間」另可分成「故障車應

變處理時間」與「故障車行駛至袋

型軌之時間」（如圖11所示），

「故障車應變處理時間」含括司機

員進行故障排除時間、列車清車時

間；「故障車行駛至袋型軌之時

間」為故障列車從清車點行駛至最

近袋型軌之時間。故障列車行駛速



圖12  行車異常事件之列車運行時空圖

系統影響時間

138

時間（T）

距
離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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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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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1132 102

138 139 111110

② 故障列車行駛至待避點之時間

② 故障車自清車地點至待避點之行駛時間

①

① 故障車故障排除及清車時間

R13 R14 R15 R16 R17 R18 R20

圖11  板南、土城線正線避車點之相對距離圖

度若高於平均營運速度（34公里/
小時），其行駛至袋型軌過程將不

致影響系統之運作，亦不增加系統

影響時間。

2. 影響列車

「影響列車」係指行車異常事件發

生過程中無法依既定時刻表運行之

列車，除包含故障列車外，再加上

後續受前車故障排除、清車及行駛

至袋型軌過程中所產生塞車效應影

響之列車。從圖12異常事件之列

車運行時空圖中，可將「影響列

車」分成兩部分估計，其一為「故

障車應變處理時間」所影響之列

車，另一為「故障車行駛至袋型軌

之時間」所影響之列車，另因「影

響列車」之精細計算方式非本文之

研究重心，故採取巨觀簡化之估算

方式，將上述兩不同階段之影響時

間估計其不同列車受影響之速率，

再分別計算「影響列車」，最後再

加總後為單一異常事件之「影響列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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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響旅客

「影響旅客」係指行車異常事件中

受到故障車在故障排除、清車及行

駛過程中所影響之旅客數。「影響

旅客」在實務估算中較難界定與計

算，通常計算列車上旅客數為主，

而忽略下游車站月臺之候車旅客。

為改善此問題，本研究重新分析

2004-2008年運量資料，將其轉化

成月臺候車人數資料庫，進以分析

在事件發生時在下游車站月臺之候

車旅客數。「影響旅客」之估算係

含受影響列車之旅客數加上下游車

站候車旅客數。

（四） 績效比較分析 

本研究自2004-2008年高運量行車異

常事件中，篩選使用袋型軌與未營

運月臺做為待避之事件，重新依前

述定義與估算方式分別估算其「系統

影響時間」、「影響列車」及「影響

旅客」，其結果如表3所示，在「現

況」的方案中，平均每年「系統影響

時間」為391.3分鐘，「影響列車」

為174列，「影響旅客」為118,102
人次，在「未設置袋型軌」方案中，

平均每年「系統影響時間」為764.7
分鐘，「影響列車」為239列，「影

響旅客」為158,489人次。另比較

兩方案運行績效之差異（見表4），

「未設置袋型軌」方案比「現況」平

均每年「系統影響時間」增加373.4
分鐘，增加率為95.4%，「影響列

車」增加65列，增加率為37.3%，

「影響旅客」增加40,387人，增加率

34.2%。

表3  2004-2008年不同之袋型軌設置方案運轉績效

年度

現況 未設置袋型軌

系統影響
時間 （分鐘）

影響列車
（列）

影響旅客
（人次）

系統影響
時間 （分鐘）

影響列車
（列）

影響旅客
（人次）

2004 430.7 187 103,050 744.0 233 120,733 

2005 340.7 136 98,952 635.9 175 123,987 

2006 367.7 159 113,982 784.6 236 166,890 

2007 394.4 194 138,643 829.6 279 189,401 

2008 423.2 193 135,882 829.5 272 191,435 

平均 391.3 174 118,102 764.7 239 158,489

（五） 新蘆線之運行績效推估 

2010年蘆洲支線銜接新莊線市區段即

將通車至忠孝新生站，該路段並未設

置袋型軌，為深入了解其未來之可能

影響，將引用前述各項績效指標之估

計結果，推測新蘆線第一階段通車之

整體運行績效。

考量未來新蘆線之使用電聯車類型與

現行淡新中線相似（皆為日本川崎



表4  2004-2008年不同之袋型軌設置方案運轉績效比較

年度

系統影響時間 影響列車 　影響旅客

增加時間
（分鐘）

增加率
（%）

增加列車
（列）

增加率
（%）

增加旅客
（人次）

增加率
（%）

2004 313.3 72.7% 46 24.6% 17,683 17.16%

2005 295.2 86.7% 39 28.7% 25,035 25.30%

2006 416.9 113.4% 77 48.4% 52,908 46.42%

2007 435.2 110.4% 85 43.8% 50,758 36.61%

2008 406.3 96.0% 79 40.9% 55,553 40.88%

平均 373.4 95.4% 65 37.3% 40,387 34.20%

公司製造），故採淡新中線之2004-
2008年行車異常資料為推估基準（見

圖13），再進一步排除不符合新蘆線

設備與環境特性之異常事件，例：新

蘆線設有月臺門，淡新中線之人員闖

入或跌入軌道事件，並不會在未來新

蘆線發生，故須予以排除。

確定推估基準資料後，再計算新蘆線

與淡新中線行車里程之比例，依此比

例分別估算新蘆線第一階段通車5分
鐘以上及以下之延誤事件，其結果如

表5所示。預估一年有4件5分鐘以上

行車延誤事件，5分鐘以下估計有44

淡新中

2004-2008年
行車異常資料

新蘆線

第一階段通車
推估基準資料

● 5分鐘以上延誤事件

● 5分鐘以下延誤事件

● 5分鐘以上延誤事件

● 5分鐘以下延誤事件

事件篩選 行車里程比例

圖13  新蘆線第一階段通車之電聯車異常事件推估說明

件，其中共有8件行車延誤事件於異

常調度時有使用袋型軌之需求。另引

用前述各項績效指標之估計結果，推

測新蘆線第一階段通車之整體運行績

效，其結果如表6所示。

表5  新蘆線第一階段通車行車異常事件預測

事件分類
發生次數
（次/年）

故障列車進袋型軌之需求
（次/年）

五分鐘以上 4 2

五分鐘以下 44 6

註：  考量事件次數為整數，表內預測數字採用無條件
進位法。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for Pocket Tracks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RT
高運量系統袋型軌之運轉效益分析 019018



表6  新蘆線第一階段通車後有使用袋型軌需求事件之運轉績效推估

方案
故障列車

進袋型軌之需求
（次/年）

系統影響時間
（分鐘/年）

影響列車
（列/年）

影響旅客
（人次/年）

蘆洲線
（現況）

8 

193.4 58 36,795

蘆洲線
（模擬設有一處袋型軌）

98.9 42 27,723 

二、常態區間營運之運轉效益

袋型軌除了可供列車臨時待避外，另一

主要功能為提供常態區間營運列車於路

線終點折返，故袋型軌之設置地點，

將影響列車運行計畫於規劃常態區間

營運模式之選擇空間。袋型軌於區間

營運所提供之功能，非一般剪式橫渡

線（Scissors Crossover）可相比（見

表7），係因剪式橫度線若做為區間營

運列車終點折返之用，在班距較小情況

下，往往列車於連鎖區折返點停駐或行

駛橫渡線時，皆會影響上下行軌之後續

列車正常運行，故一般列

車運行計畫中鮮少以剪式

橫渡線做為區間營運終點

折返使用，亦因如此，袋

型軌設置數量與位置將成

為常態區間營運之規劃限

制。

在現行臺北捷運營運路網

中，使用袋型軌供常態

區間營運共有兩處，其一是亞東醫院袋型

軌，供板南、土城線之亞東醫院站-南港站

營運模式之用，另一是臺北車站袋型軌，

每日23:00 後供中和線列車行駛至淡水線臺

北車站折返之用，其營運模式為南勢角站-
臺北車站。

於既有電聯車數量限制下，為滿足都會核

心區域較高之旅運需求，在同一捷運路線

規劃兩種列車運行模式，可減少列車承載

率較低區段之發車數，有效提升整體營運

效率。以臺北捷運板南、土城線為例，目

表7  袋型軌與剪式橫渡線之比較 

類別
袋型軌

（Pocket Track）
剪式橫渡線

（Scissors Crossover）

簡圖

功能
列車臨時待避
列車折返（可供區間營運）
上下行軌列車橫渡

上下行軌列車橫渡
 配合終端站調度使用



表8  使用袋型軌於常態區間營運之運轉效益 

年度

淡新中線
（南勢角站-臺北車站）

　板南、土城線
（亞東醫院站-南港站）

全系統全年統計

發車數
（次）

節省列車行駛里程
（列車公里）

發車數
（次）

節省列車行駛里程
（列車公里）

節省列車行駛里程
（列車公里）

節省行車電費
（元）

2006 2,190 23,180 57,265 210,248 233,429 6,753,087 

2007 2,196 23,244 97,500 357,971 381,215 11,680,421 

2008 2,196 23,244 96,744 355,196 378,439 12,620,947 

平均 2,194 23,222 83,836 307,805 331,028 10,351,485 

永寧－南港＋亞東醫院－南港 永寧－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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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訂列車

加班車 

備用車

圖14  袋型軌之列車異常之運轉效益估計流程圖

前該路線有兩種列車運行模式，其一是永

寧站-南港站，另一為亞東醫院站-南港站。

平日晨峰為維持晨峰最密2分15秒班距，若

無亞東醫院袋型軌僅以「永寧-南港」大圈

模式運轉，需多2列電聯車，電聯車使用率

將高達95.2%（見圖14），此將壓縮電聯車

可維修時間而加重維修負擔，甚至可能影

響電聯車之運行可靠度。

另從節省列車里程與行車電費分析，現行

使用袋型軌進行常態區間營運之運轉效益

（見表8），於2006-2008年間平均每年全

系統可節省331,028列車公里，相對可節省

行車電費10,351,4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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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型活動之運轉效益

臺北捷運鄰近地區時有大型活動，如大型

表演活動、政治集會、體育活動及大型展

覽等，會增加大量捷運搭乘旅客，為紓解

活動人潮，臺北捷運公司配合活動的特性

與需求適時安排加班車。通常大型活動人

潮特性，有下列三點，說明如下：

（一） 活動前進站人潮時間與地點較為分散

參與大型活動的人潮大致來自各地，

較不可能集中由某幾個車站進站，而

且進站時間隨個人習性不同較分散於

各時段，故活動前進站人潮時間與地

點較為分散，其活動規模及人數若無

法與跨年活動相比，則一般對捷運整

體疏運情況尚不致有太大影響。

（二）活動結束後散場大批人潮湧入車站

對捷運系統而言，大型活動於活動結

束後，大批人潮瞬間湧入車站將造成

車站運作上的壓力，若未適當採行人

潮管制措施，將會持續累積營運安全

風險。為紓解車站人潮與營運壓力，

最快速有效之方法為以未載客列車直

達該車站載客，讓車站人潮能瞬間降

至較低且易於管制的水準，以確保車

站營運之安全。

（三）部分大型活動結束時間難以準確預估

部分大型活動結束時間難以準確預

估，例如：演唱會、政治集會等，此

致加班車到站時間難以預排，影響活

動結束後進站人潮之紓解速度，將累

積車站運作壓力與負擔。

就前述後兩項之大型活動人潮特性，

臺北捷運累積數年之運轉實務經驗，

逐步發展較為系統性之調度作法，以

未載客列車事先於活動結束前安排至

就近袋型軌臨駐待命，當大型活動散

場後，散場人潮陸續進入捷運系統鄰

近車站後，立即調度於就近袋型軌待

避之列車至車站，其可節省加班車到

達指定車站之時間，並可提供旅客更

便捷的運輸服務外，亦可快速紓解車

站內候車人潮，且又能減輕車站營運

管理之壓力。

從圖15所示，以中正紀念堂站大型活

動為例，若事先無未載客列車於臺北

車站與臺電大樓袋型軌停駐待命，再

分別從北投機廠與新店機廠調度列車

至中正紀念堂站，將增加20.02分鐘

與9.33分鐘列車行駛時間，即中正紀

念堂活動人潮疏解時間也隨之延後；

若於臺北車站與臺電大樓袋型軌事

先有備用列車待命，最快5分鐘內上

下行都有一列空車至中正紀念堂站載

客，可快速疏散車站內人潮，降低車

站人潮安全維護之壓力。



圖15  使用袋型軌調度列車疏運大型活動人潮

註:R13：臺北車站（淡水線），R23：石牌站，G09:臺電大樓站，BL10:忠孝復興站

回顧2006-2008年臺北捷運營運相關

紀錄，主要大型活動地點與輸運車

站及其加班車待命的袋型軌如表9所
示，其中以中山足球場大型活動最

多，以圓山站為主要輸運車站，上行

中正紀念堂

北投機廠

轉換軌

4.72分鐘

4.25分鐘2.19公里

1.93公里

散場人潮

9.33分鐘

5.9公里 

11.4公里

20.02分鐘

大型活動

節省旅客等候加班車時間 節省旅客等候加班車時間

臺北車站

袋型軌臺電大樓 

袋型軌

新店機廠

轉換軌

加班車可於臺北車站袋型軌待命，至

圓山站僅需5.43分鐘，下行加班車可

於石牌袋型軌待命，至圓山站需要

9.67分鐘。

表9  使用袋型軌於大型活動之運轉效益

活動
地點

活動次數
主要
輸運
車站

上行輸運 下行輸運

06
年

07
年

08
年

袋型軌
至車站
時間

（分鐘）

轉換軌至
車站時間
（分鐘）

袋型軌
至車站
時間

（分鐘）

轉換軌至
車站時間
（分鐘）

中山足球場 10 1 6 圓山站 R13袋型軌 5.43 23.75 R23袋型軌 9.67 15.03

博愛特區 6 3 臺大醫院站 G09袋型軌 6.62 15.95 R13袋型軌 2.43 22.45

中正紀念堂 3 6 中正紀念堂站 G09袋型軌 4.72 14.05 R13袋型軌 4.25 24.27

臺北車站
附近

1 臺北車站
（R13） G09袋型軌 8.28 17.62 R13袋型軌 1.00 21.02

大稻埕 1 1 雙連站 R13袋型軌 3.72 20.33 R23袋型軌 12.63 18.00
頂溪鄰近 1 頂溪站 -- -- -- R13袋型軌 9.62 29.70
東區 1 9 7 忠孝復興站 -- -- -- BL10袋型軌 1.00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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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

袋型軌是捷運高運量系統重要軌道設施，其可

供列車臨時停駐、終端折返，可大幅提昇列車

運轉調度之靈活度。綜合前述分析，袋型軌之

運轉效益，說明如下：

一、 列車異常之運轉效益部分，係以2004-2008
年臺北捷運系統高運量行車異常資料為研

究基礎，並採「系統影響時間」、「影響

列車」及「影響旅客」三項績效指標，分

別估算「現況」與「假設未設置袋型軌」

兩不同情境之運轉效益。「未設置袋型

軌」方案比「現況」平均每年「系統影響

時間」增加373.4分鐘，增加率為95.4%，

「影響列車」增加65列，增加率為37.3%，

「影響旅客」增加4 0 , 3 8 7人，增加率

34.2%。

二、 常態區間營運之運轉效益部分，袋型軌可

供區間營運之終端列車停駐折返，可有效

運用列車並安排適當之列車運行模式，以

滿足都會核心區域之旅運需求，並可降低

電聯車使用率，減輕維修負擔，另亦有效

節省行車電費。

三、 袋型軌用於大型活動加班車調度時，可加

快密集性旅客輸運，降低車站營運管理之

壓力。

另外，從調度實務中累積之運轉經驗，對於捷

運系統規劃袋型軌設置地點之建議，說明如

下：

一、 若機廠轉換軌發車方向未朝向鄰近之終端

站，例如：南港機廠，宜於該轉換軌下游

鄰近區域規劃設置袋型軌，俾利尖峰發車

及正線列車與機廠備用車互換作業。

二、 配合常態區間營運設置之袋型軌，不宜設

置於市區旅運需求較高路段，以免終端清

車困難並易引起旅客抱怨，運轉規畫實務

並未採行類此營運模式。

三、 建議每一捷運路線宜設置一處以上之袋型

軌做為列車待避之用，以增加列車調度之

彈性，並減少列車故障對系統運作之影

響。設置位置地點應一併考量其他避車點

（機廠轉換軌、終端站月臺）位置，將全

線待避距離進行均分，以提高各待避點之

使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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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301型電聯車自1997年3月開始營運至今已達12年（自1992年交車至今

已達17年），部分車廂內裝設備已有老舊之情形。此外，由於近年來新

購之371型電聯車陸續上線加入營運，為避免因新舊車廂差異過大，影響

旅客觀感，臺北捷運公司特針對301型電聯車車廂內裝進行相關設備更新

與改善作業，以提昇列車服務品質。

本次301型電聯車車廂內裝翻新工作項目包括車廂地板翻新、座椅重新烤

漆、座椅飾條更新、車門屏風外框更新、車廂內裝飾條翻新及車廂照明

設備更新等六項。

於執行車廂翻新過程中，除參考國內外相近系統之做法外，並針對所需

之費用與人力進行研究，以於兼顧品質及成本等要素之前提下，獲得最

佳效益之改善。翻新後除了使車廂內裝煥然一新外，對於車廂之舒適度

亦有顯著之提昇。此外，本次專案之各項改善作業，均自行規劃與設

計，並尋求國內專業廠商進行相關零組件開發與生產，除提高公司維修

自主能力外，亦有效降低維修備品採購成本。

關鍵字：

車廂內裝翻新、電聯車翻新、車廂地板、車廂座椅、車廂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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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t’s been 12 years since Type 301 EMU started to operate in March 1997. (It’s been 17 

years since delivered in 1992.) The interior facilities are worn and outdated compared with 

Type 371 EMU. Old facilities create a bad impression for the public. TRTC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starts the improvement program to retrofit the interior facilities of 

type 301 EMU and to increase service quality.

The main retrofit items of car interior of type 301 EMU include replacement of saloon 

floor, baked enamel of passenger seats, renovation of passenger seat strips, renovation 

of draft screen frames, replacement of car interior strips and upgrade of saloon ligh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trofit of car interior, we refer to similar domestic and foreign 

systems. Budget and manpower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get best efficiency on 

the premise of quality and cost. After retrofit of car interior, not only is the car made to 

look brand-new, but also provides more comfortable riding service and transportation 

quality. 

Furthermore, all of the improvements of this project were planned and designed by TRTC, 

and the related components were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domestic specialized 

manufactures.

In this way, TRTC does not only increase the capability of maintenance, but also 

decreases the purchase cost of spare parts.

Keywords： 

retrofit of car interior, retrofit of EMU, saloon floor, passenger seats, saloon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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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臺北捷運高運量電聯車目前共有301型、321
型、341型與371型等4種車型，其中301型為美

國聯合鐵路集團（與日本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

聯合承攬）製造，321/341型電聯車則由德國西

門子公司所製造，而371型電聯車則為日本川崎

重工業株式會社製造，各車型之內裝設計略有

不同。

301型電聯車自1992年交車，1997年3月開始營

運，營運使用至今已達12年。與新購之371型電

聯車比較，301型電聯車部分車廂內裝設備已有

老舊情形。為避免因新舊車廂差異過大，影響

服務品質，臺北捷運公司特別針對301型電聯車

車廂內裝進行部份設備翻新與改善作業。

本次專案之各項改善作業，均由公司自行規劃

與設計，並尋求國內專業廠商進行相關零組件

開發與生產，除提高同仁維修自主能力外，亦

有效降低維修備品採購成本。另為獲得最佳效

益之改善品質，於執行車廂翻新過程中，除參

考國內外相近系統的做法外，亦針對所需之費

用與人力進行研究，以兼顧品質及成本等要

素。翻新後的車廂內裝除煥然一新外，對於車

廂舒適度亦有顯著之提昇。

有關車廂內裝翻新工作包括：車廂地板翻新、

車廂內裝設備翻新（座椅重新烤漆、座椅飾

條更新、車門屏風外框更新及車廂內裝飾條

烤漆）與車廂照明設備更新等項目（如圖1所
示）。



車廂照明設備更新車廂內裝飾條烤漆

座椅飾條更新

座椅重新烤漆

圖1  車廂內裝翻新工作位置示意圖

車門屏風外框更新 車廂地板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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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地板翻修 》

一、緣由

301型電聯車自1997年開始營運至今已12
年，部分車廂地板於結構地板接縫處已有

細紋裂縫產生，且部分車廂地板結構有塌

陷不平整之情形，不僅影響列車營運服務

品質，更影響旅客搭乘安全。

本公司針對車廂地板結構塌陷及地板皮裂

紋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評估分析後，於2007
年11月至2008年12月期間先以試辦方式

將塌陷較嚴重車廂地板予以更新，試辦結

果成效顯著，故後續規劃車廂地板翻修計

畫，針對地板塌陷之車廂，逐一執行地板

結構及地板皮更新作業，以徹底改善此一

問題。

圖2  蜂巢結構地板示意圖

二、車廂地板結構說明

301型車廂地板結構主要由地板皮、蜂

巢結構板（內部係以特殊紙質蜂巢為

主，邊緣以硬木包圍，再以0.4mm不鏽

鋼板包覆）、陶瓷纖維紙及陶瓷纖維棉

所組成（如圖2及圖3所示），結構地板

功能說明如表1所示。

硬木

陶瓷纖維紙陶瓷纖維棉

蜂巢結構

不鏽鋼板

不鏽鋼板

踢板

平頭十字螺絲

地板皮

不鏽鋼板

硬木

陶瓷纖維棉

陶瓷纖維紙

蜂巢結構



圖3  車廂內地板結構示意圖

表1  結構地板功能

零組件名稱 功能說明

地板皮 除供乘客踩踏外，並具防水、防滑及耐壓與美化車廂之效果

蜂巢結構板 支撐乘客踩踏重量、填補底盤結構

陶瓷纖維紙/棉 降低車輛行駛噪音、隔熱、填補蜂巢結構板與車體底盤間之縫隙

陶瓷纖維棉

不鏽鋼板

0.4 mm不鏽鋼板

紙質蜂巢結構

硬木

陶瓷纖維紙

陶瓷纖維棉
蜂巢結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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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新作業

（一）更新及強化蜂巢結構板

參考321型電聯車之蜂巢結構板型

式，委請國內蜂巢結構板製造之專業

廠商，依301型電聯車原地板框架尺

寸設計，將蜂巢結構板內部改採6mm
之鋁合金蕊孔蜂巢為主，邊緣以厚度

圖4  蜂巢結構板示意圖

圖5  蜂巢結構板分解示意圖

3mm中空鋁條包圍並於結構板內增加

實心鋁條（如圖4），再以0.5mm不

鏽鋼板包覆（如圖5），以提昇301型
電聯車地板之結構強度與安全性。

面層板


紙板、三夾板、木屑板、纖維板、美耐板、塑膠板、板、各種金屬板等適用





展開之蜂巢芯材


面層板



黏著劑

加工成之夾心平板





（二）更新地板皮

地板皮材質依據捷運局PTS規範必須

符合NFPA130規定，故針對地板皮

之選購，除洽詢301型電聯車原製造

商外，亦參考國內外相關系統，最後

選擇使用與321型電聯車相同廠牌之

地板皮，以確保相關規範、性能與品

質均符合要求。另由於地板皮花色與

旅客觀感密切有關，係屬旅客服務之

重要環節，因此考量車廂整體明亮度

及同路線列車地板皮花色一致性等因

素，故301型電聯車車廂地板後續更

新之地板皮花色均採用淺色系為主。

（三） 藉由車廂地板結構與地板皮的更換

（如圖6所示），可達下列成效：

1.  增強結構強度：可延長地板使用壽

限，減少後續維修費用。

2.  提昇列車安全性：可降低旅客受傷

風險。

3.  改善旅客觀感：已改善原有之細紋

裂縫、塌陷情形，且車廂地板皮採

淺色系列，使車廂內之明亮度大幅

改善。

4.  降低人力成本：委外翻修約需新臺

幣280萬元/1列車，自辦維修約需

新臺幣80萬元/1列車，22列車約可

節省新臺幣4,400萬元。

5.  提昇維修自主能力：提昇同仁專業

技術與經驗，並達到維修技術自主

之目標，以利未來電聯車維修工作

發展。

圖6  地板更新主要作業流程圖

步驟1
 原老舊地板皮鏟起

步驟2
 車廂內裝拆卸

步驟3
 結構地板拆卸

步驟4
 放置新的結構地板

步驟5
 鋪設新地板皮

步驟6
 內裝復歸後之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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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內裝設備翻新 》

一、緣由

車廂內部有關須經表面塗裝之設施設備，

包括座椅、座椅飾條、車門屏風外框及

車廂內裝飾條（設備廂飾條及車間通道飾

條），因長期受旅客倚靠或隨身物品刻

劃，導致相關設施表面嚴重脫漆，造成旅

客搭乘電聯車之視覺觀感不佳。針對相關

受損部位，曾陸續以局部補漆方式進行處

理，但發現會與原漆色產生色差及耐久性

不佳。基於前述原因，遂自2004年起開

始針對車廂內裝相關設施進行一系列外觀

翻新改善措施，委請專業廠商執行專案改

善，以提昇列車服務品質及確保內裝翻新

之施工品質。

圖7  遭刮傷之座椅表面

二、車廂內裝設備翻新各項目之型式說明

（一）座椅型式

1.  301型座椅：塗料與玻璃纖維混合

後熱壓成型，再以烤漆噴塗，其遭

刮傷之座椅表面如圖7所示。

2.  321/341/371型座椅：採玻璃纖維

熱壓成型後再進行塗裝。

（二）座椅飾條型式（如圖8所示）

1.  座椅飾條結構：材質均為鋁合金，

表面噴漆處理，2人座椅及3人座

椅飾條嵌合於座椅本體上，背對背

座椅A字形飾條則固定於車廂側牆

上，中間以黏合泡棉填補縫隙。

2.  功能說明：填補座椅與車廂側牆之

間隙，避免夾傷旅客或其它異物掉

落。

3.  飾條脫漆情形說明：如圖9所示



圖9  2人背對背座椅飾條脫漆情形

（三）車門屏風型式

高運量電聯車車門屏風因車型不同可

分為有車門屏風外框（301型）及無

車門屏風外框（321、341及371型）

兩種型式，其安裝位置為電聯車車廂

門左右兩側，使旁邊座位上之乘客不

受到上下車及站立旅客之干擾，並在

車廂門開啟時，可以擋住吹來的風，

避免旅客感到不適，提高營運品質。

其使用情形說明如下：

1.  車門屏風外框型式（301型如圖10
所示）：本型式之車門屏風採用

6mm強化玻璃。玻璃四周以塗上

黑漆之鋁合金外框包覆，並鎖固於

車廂側牆，另一邊則以矽利康膠合

方式，將外框與3個塗上黑漆之立

柱托架固定後，鎖固於立柱上。

圖8  座椅飾條結構示意圖

座椅飾條

泡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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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301型車門屏風 圖11  371型車門屏風 圖12  321/341型車門屏風

2.  車門屏風外框型式（321/341型如

圖12所示，371型如圖11所示）：

本型式之車門屏風321/341型採用

8mm強化玻璃，371型採用6mm
強化玻璃。玻璃車側端以車側托架

（經表面處理之鋁合金材質）鎖固

於車廂側牆，另一邊則先以3個立

柱托架（亮面之不鏽鋼材質）搭配

橡膠挾持玻璃後，再以螺絲鎖固於

立柱上。

經評估後，301型電聯車如更新為

無框之設計，雖然在外型美觀上較

優，但需一併更新屏風玻璃，考量

成本因素，採將原脫漆之鋁合金外

框更改為亮面不鏽鋼材質，屏風玻

璃則繼續沿用，以維持原有之美

觀，並降低更新成本。

（四）車廂內裝飾條型式：

有關內裝飾條之型式及其不良部位說

明如圖13所示。



圖13  車廂內裝飾條不良部位示意圖

部位名稱 改善前照片

設備箱飾條

車間通道飾條

車間門飾條及車間門門窗

2人背對背座椅飾條

飾條表面

嚴重脫漆

車間門飾條嚴重脫漆

且有受損情形

車間門門窗嚴重脫漆

飾條表面

嚴重脫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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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新作業

（一）座椅重新烤漆

比照321/341型電聯車座椅之塗裝

方式，使用與321型座椅同型之漆料

（MANKIEWICZ，二液型）進行301
型座椅重新烤漆，以確保塗料符合防

火耐燃性能規範及達到較佳之塗料與

玻璃纖維本體之接著性能，並訂定膜

厚要求，底漆及面漆之乾膜總厚度至

少達80µm。座椅表面要求不可有膠

化、橘皮、氣孔、脫漆等不良情形發

生，以確保座椅噴塗之耐久品質，完

成烤漆後之座椅如圖14所示。

（二）座椅飾條更新

本項改善方式經評估原鋁合金座椅飾

條去漆、重新烤漆與更改為橡膠材質

飾條等3種方案，決定以具拆換性及

防汙性極佳之矽橡膠飾條進行更新，

其分析內容說明如下：

圖14  完成烤漆後之座椅

1.  飾條去漆：原飾條經去漆後其表面

粗糙不美觀且去漆工時較長，大量

使用去漆劑對維修人員健康亦有影

響。

2.  重新烤漆：雖可使車廂內裝恢復原

有外觀，惟並無法徹底解決掉漆問

題。

3.  橡膠材質飾條：因座椅飾條須具可

拆卸性，故經研究市售相關材料後

發現矽橡膠材料不但維修更換容易

（以重新烤漆方式必須配合留車或

另行採購備品方式），且可減少座

椅與車廂FRP側板之摩擦、密合性

佳，亦無掉漆問題，且可符合防火

規範（表2），另矽橡膠材具不沾

表2、膠料防火性能檢驗標準表

檢驗項目 檢驗標準

ASTM E662
（壁材熱輻射火焰傳播測試）

DS（1.5）≦100

DS（4.0）≦200

ASTM E162
（煙濃度測試）

IS≦35

BSS 7239
（毒性氣體含量測試）

CO  ＜ 3500 ppm

HF  ＜  200 ppm

NOX ＜  100 ppm

HCL ＜  500 ppm

HCN ＜  150 ppm

SO2 ＜  100 ppm



圖16  2人背對背座椅橡膠飾條斷面設計

圖15  2人與3人座椅橡膠飾條斷面設計（三）車門屏風外框更新

1.  屏風外框改良：原外框形式為3
段式組合（L型+2個一字型，如

圖17所示），為提昇其強度與日

後安裝便利性，故將原L型外框

修改為ㄈ型，另避免掉漆問題，

改採不鏽鋼亮面材質取代原鋁合

金材質，整體強度提昇。

圖17  屏風外框改良示意圖

車廂側牆位置


立柱
立柱

立柱托架

立柱托架








立柱托架，車門屏風
外框及屏風玻璃之間
隙應以道康寧矽利康
膠填補

車門屏風外框及屏風
玻璃之間隙應以道康
寧矽利康膠填補

屏風玻璃屏風玻璃





車廂側牆位置



車門屏風組立圖












立柱托架與車門屏風
外框之間隙應以道康
寧矽利康膠填補



原外框形式
為3段式組合

汙之特性，亦可避免旅客刻意破壞

或塗鴉問題（如圖15、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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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作工法改良：原外框與屏風玻璃

間係以矽利康膠填補，故每次更

換屏風玻璃時皆須將原矽利康膠刮

除，待重新裝上後再行施打矽利康

膠，此工法非常耗時且若施打不良

則嚴重影響美觀，故將其改為橡膠

條（如圖18及圖19所示）後不但拆

裝維修容易，更達到美觀之效果。

另因使用於電聯車廂內故該等橡膠

條皆要求須符合防火規範。

圖18   屏風間隙處以橡膠條取代
原矽利康膠施打

圖19  改善後之車門屏風

（四）車廂內裝飾條烤漆

由於飾條大部分皆屬不可拆卸性，故

評估採重新烤漆方式處理。目前市面

上漆料種類繁多且在車廂內施作程序

繁複，為提昇本改善之使用期限，特

針對市面上不同之漆料進行研究，並

整理出「氟碳烤漆」與「一般烤漆」

之特性比較表（如表3所示），以尋

求最佳之品質與可靠度。

1.  特性說明：氟碳烤漆與一般烤漆施

作過程大致相同，區別在於其塗料

配方，氟碳樹脂塗料具備許多一般

塗料無法達到的特性：

A.  長久保持表面外觀亮麗色澤、光

潔。

B.  耐候性、耐蝕性、耐藥性、抗污

性、高黏性⋯等。

C.   易於保養及容易清洗降低維護費

用。

2.  應用範圍：氟碳烤漆應用於不易維

修塗裝的建築構造物，如高樓外牆

面板、精緻烤漆門面、橋樑、鐵塔

等，且具有優異的耐候性、耐久性

等優點。在諸多優勢比較之下，一

般的塗料被氟碳樹脂塗料取代並進

佔廣大的建築工程金屬塗裝市埸。



表3 「氟碳烤漆」與「一般烤漆」特性比較表

項　　目 檢驗說明 氟碳烤漆 一般烤漆

1 附著性 切割方格狀後黏貼膠帶觀察附著狀況 優 普通

2 耐磨性 磨耗試驗機磨耗檢測 優 普通

3 耐清潔劑
以二甲苯（3%重量之清潔劑）於常溫浸泡72小
時，表面無起泡現象，外觀無明顯變化

優 普通

4 乾膜厚度 以膜厚計測量
噴塗30μm以上

即可

噴塗至少需

40μm以上

5 硬度 鉛筆硬度試驗（9H最硬，6B最軟） 可達4H H

6 抗油污性 以油性黑色簽字筆塗劃 字體無法附著 字體可附著

7 耐用年限
氟碳烤漆製造商PPG公司於佛羅里達州南部進

行之測試証實
至少10年以上 3-5年

註：表內無法量化處以「優」、「普通」與「差」等3等級作為等級區分之比較參考。

3.  品質要求：為提昇本型電聯車營運

品質，改善飾條脫漆問題，故搜集

漆料相關資訊進行評估，並決定採

用耐磨耗、耐化學性與附著性較佳

之氟碳烤漆進行全車隊改善，其相

關內容摘要如下：

A.  測試標準：要求廠商執行氟碳烤

漆之工作人員資格證明，先行試

作氟碳烤漆樣品並依表4進行測

試，以確保廠商施作之品質能符

合本公司要求。

表4  氟碳烤漆測試標準

項目 測試規範 標準

硬度測試
（鉛筆法-試驗機法）

CNS 10757第5.1節 2H以上（含）

附著性
（方格法及方格黏帶法）

CNS 10757
第6.1及6.2節 評定點數達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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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膜厚量測

圖21  烤漆施作過程車廂內裝之保護作業

圖22  改善後之車廂內裝飾條

B.  膜厚規範：於施作完成後針對

烤漆後之部分，使用膜厚量測

儀器抽測，塗漆完成之漆料膜

厚至少達40μm（如圖20所

示）。

C.  施作要求：於施作過程中加強

相關防污措施，以確保其它組

件不受烤漆作業之影響（如圖

21所示），完工後之情形如圖

22所示。

（五）車廂內裝設備翻新後之成效

1.  內裝飾條及屏風外框脫漆問題已改

善，達到車廂美化之效果。

2.  座椅刮痕問題已改善，且將博愛座

椅改採以深藍色區別，有利於禮讓

宣導。

車廂照明設備更新 》

一、緣由

面對全球暖化問題，臺北捷運於2005年成

立節約能源委員會起，積極研擬各項節能

措施，其中最早交車之301型電聯車因其原

車廂採用之T12照明燈具較為耗能且亮度不

足，以及該日光燈系統性能及衰退因素，

導致車廂內光源效率不佳，由於目前已有



旅客多次以市長信箱反應車廂內照度不足

問題，該日光燈並有停產之虞，故將該車

型車內T12日光燈管更換為效率較高之T8燈
管（如圖23所示），以避免因停產而造成

斷料情形，並可為全球節能盡一份心力，

同時提昇公司環保形象。

圖23  T8（細）與T12（粗）燈管照片

二、照明設備規格說明

（一）照明性能

實際量測各車型電聯車照明系統之車

廂內照度值結果（如圖24所示），經

更換T8燈管後，301型電聯車之車廂

內照度可提昇約30%：

註：1.量測方法為距地板上方1公尺高位置，於每一節車廂內量測44點。

      2. 依電聯車特別技術規範之規定，車廂照明在地板上1公尺高之平均照度規

格為250lx以上。

圖24  車廂內平均照度值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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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件規格比較

針對T12、T8照明系統之元件規格，

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安定器：由於為使安定器安裝後之後

續維修更換時能快速拆裝，故於T8安
定器之電線端子與安定器間已加裝公

母接頭，而就T12及T8安定器之電氣

特性比較結果詳如表5所示。

表5  T12/T8安定器規格比較表

項次 項目 T12安定器 T8安定器

1 輸入電壓 37.5V 37.5V

2 輸入電流 2.5A 2.5A

3 輸出電壓 約604V 約488V

4 輸出電流 400mA 250mA

5 輸出瞬間頻率 40kHz 22kHz

表6  T12/T8燈管規格比較表

項次 項目 T12燈管 T8燈管 優劣說明

1 型式
F34CW/RS/WM（車廂內燈管）

F20T12/CW（駕駛室燈管）

F32T8/SPX41（車廂內燈管）

F17T8/SPX41（駕駛室燈管）

2 瓦特
34W（車廂內燈管）

20W（駕駛室燈管）

32W（車廂內燈管）

17W（駕駛室燈管）
T8燈管較省電

3 演色性 60 86 T8燈管演色性較佳

4 色溫 4100K 4100K 兩者相同

5
平均流明

（ lm）

2280lm（車廂內燈管）

1150lm（駕駛室燈管）

2800lm（車廂內燈管）

1280lm（駕駛室燈管）
T8燈管亮度較高

6
光源效率

（lm/W）

67（車廂內燈管）

57.5（駕駛室燈管）

87.5（車廂內燈管）

75.3（駕駛室燈管）
T8燈管效率較高

（三）燈管

T12及T8燈管之電氣及物理特性比較

結果詳如表6所示。

（四）燈管座

現有電聯車所使用之T12、T8燈管座

均符合ASTM E162及E662之防火規

範。

（五）使用年限分析

1.  T12日光燈系統：安定器預估使用

年限約10萬小時（約11.4年），燈

管座預估使用年限約15年，駕駛室

燈管預估使用年限約9千小時（約1
年），車廂內燈管預估使用年限約

2萬小時（約2.3年）。



2.  T8日光燈系統：安定器預估使用年

限約17萬8千小時（約20.3年），

燈管座預估使用年限約15年，駕

駛室燈管預估使用年限約2萬小時

（約2.3年），車廂內燈管預估使

用年限約2萬小時（約2.3年）。

三、翻新作業

（一）開發階段

將T12日光燈系統（含燈管、燈管座

及安定器）更換為T8日光燈系統（如

圖25所示），初期安裝3列車（自

2002年11月測試至2004年3月止），

測試結果情況良好。

（二）量產階段

後續19列車（自2007年7月測試至

2008年11月止）以連工帶料方式委外

進行翻新。

（三）品質要求

為確保變更後車廂照明之穩定性與確

保產品品質，本公司特訂定「高運量

301型電聯車車廂內照明系統T12轉換

T8測試程序工作說明書」以作為變更

後測試之依據。測試程序包含靜態測

試、測試線測試及主線測試。

（四）車廂照明設備更新之成效

照明更新後，車廂照度平均提昇

30%，除使車廂更明亮外，亦具有節

能及環保等效益。

圖25  改善後之車廂照明系統

T8燈管 增設反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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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

一、 經執行各項車廂內裝翻修作業後，原本老

舊車廂已不復見，車廂內裝煥然一新，且

亦簡化日後維修保養工時，同時兼顧原電

聯車之設計規範。

二、 由車廂內裝翻修歷程之經驗累積，在未來

執行後續改善專案上更能加速確立改善流

程及施作評估，茲將規劃翻修作業時所需

考量之基本項目歸納如下：

（一）翻新式樣評估

採取考量成本、施作方式及品質等因

素下之最佳翻新方案。

（二）翻新工法驗證

針對翻新方案須先行試辦，以了解實

際執行面之問題點。

（三）車隊改善品質管理

作業品質管理方面，可輔以檢查表方

式針對每一列車進行抽檢，以維持改

善品質。

三、 「品質誠可貴，成本更重要」，改善工作

除少部分受限於原廠專利技術外，均自行

規劃設計，並尋求國內廠商製作，以降低

採購及後續維修成本。

四、 經由電聯車改裝工作之規劃與執行，可提

昇同仁專業技術與經驗，並達到維修技術

自主之目標，以利未來電聯車維修工作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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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減災管理作法探討
蔡春夏1 ／ 王文卿2 

摘要 》

為提供大臺北地區每日平均超過130萬旅次「安全、可靠、舒適、便捷」

的運輸服務，有賴臺北捷運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為維護工作人員的安

全與建康，臺北捷運秉持「尊重生命、遵守法規、教育關懷、降低危

害」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賡續推動落實

各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營造良好企業工安文化，歷經多年努力，

2008年員工工作失能傷害頻率每百萬工時損失0.29人次及失能傷害嚴重

率每百萬工時損失1日，均創歷年來最低紀錄。

「不安全狀況及不安全行為」是職場發生職業災害主要因素，本文將探

討臺北捷運為消除該兩項不安全因素，以降低職業災害，累積多年之管

理作法，包含逐步建立完整勞工安全管理規章、落實自動檢查、每年實

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加強承商安全管理及辦理安全衛生績效競賽等作

法，藉以互相觀摩、學習，以期職場減災管理作法更加完善。

關鍵字：

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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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goal of providing more than 1.3 million passenger trips on an average daily basis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with “safe, reliable, comfortable, and fast” transit services requires 

efforts from the entire staff at Taipei Metro. In order to keep the staff safe and healthy, 

Taipei Metro upholds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 of “Respect Life, Obey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Care About Education, and Reduce Hazards” to establish 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continue promoting all tasks 

and building the exceptional safety culture.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the 2008 Disabling 

Frequency Rate ﹙No. of Disabling X 1,000,000/Total No. of Man-hours Worked ﹚ was 0.29, 

and the Disabling Severity Rate ﹙Total Lost Man-days X 1,000,000/Total No. of Man-hours 

Worked ﹚ was one day, both of which were the lowest on record ever.

“Unsafe conditions and acts”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behind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his thesis Taipei Metro’s management measures how eliminating these two factors for 

reducing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ver the past years will b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s, actualization of automated 

inspections, annu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afety and health, improving contractors’ 

safety management, and holding safety and health competitions that encourage mutual 

observation and learning, in order to further complete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reduc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Keywords： 
Disabling Frequency Rate, Disabling Severity Rate, occupational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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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臺北捷運第1條路線木柵線1996年3月28日通

車，隔年淡水線通車後，大臺北地區各路線不

斷擴充，截至目前，已通車路網計8條路線，營

運長度90.5公里。臺北捷運公司員工人數由初期

數百人，擴增至今，已超過4,000人，而負責捷

運清潔、保全及水電消防等維修承商人數，亦

超過2,000人﹙若含臨時工程等需要須進入捷運

系統作業之廠商，經統計2008年領有承商工作

證者約有8,000人﹚，因此，如何維護為臺北捷

運付出辛勞之員工及承商安全，已成為近幾年

來臺北捷運經營管理中核心工作之一。

「萬事起頭難」，臺北捷運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初期因缺乏經驗，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完

善，加上營運重心以力求系統安全為主，致使

初期職業災害發生頻率及嚴重率較高﹙詳圖1及

2﹚。雖然近幾年來部分設備及電聯車因運轉時

間增加已開始老化，陸續執行大修、設備汰換

重置及屋頂包鈑改善工程等，又加上2007年接

管貓空纜車的營運維修，使得職場工作環境更

加複雜性及危險性，但經過多年的努力，2008
年員工工作失能傷害頻率每百萬工時損失0.29人

次，相較1998年每百萬工時損失2.76人次，已

降低將近10倍之多；2008年員工工作失能傷害

嚴重率每百萬工時損失1日，相較1998年每百萬

員工職業災害績效統計指標，以每百萬工時為計算基礎，統計失能傷害頻率﹙Disabling Frequency Rate﹚及失能傷
害嚴重率﹙Disabling Severity Rate﹚

圖1  臺北捷運員工工作失能傷害頻率統計圖 圖2  臺北捷運員工工作失能傷害嚴重率統計圖

























 次數

年份

降低  倍



員工工作失能傷害頻率



























































































 

降低 倍

員工工作失能傷害嚴重率
日數

年份

A Discussion about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Reduc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工時損失34日，亦大幅降低34倍之多，創歷年

來最好成績，顯示臺北捷運職場減災工作，成

績斐然，於2008年獲選為臺北市勞安優良單位 
﹙詳圖3﹚。

臺北捷運是如何達成如此顯著成果呢?本文將

介紹近幾年來臺北捷運為職場減災所推動一連

串多項勞工安全管理作法﹙詳圖4﹚，包含逐

步建立完整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每年訂定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實施安全衛生教育、

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強化承商安全管

理、執行安全衛生巡查作業、落實自動檢查、

發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運作功能等七大

作法，透過強化管理手法消除不安全狀況及不

安全行為，有效提升臺北捷運職場安全文化水

準，建構友善職場環境。

圖3   2008年臺北捷運公司工安處處長接受臺北市
吳前副市長清基頒發「優良單位獎」

圖4  臺北捷運職場減災作法圖

圖4   臺北捷運職場減災作法圖

職場減災作法

管理 強化安全管理

物 除去不安全狀況

人 除去不安全行為

本文探討作法

逐步建立完整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每年訂定管理計畫及實施安全衛生教育

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

強化承商安全管理

落實自動檢查

執行安全衛生巡查作業

發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運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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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完整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規章 》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臺北捷運成立初

期在有限人力之下，即依照法令規定訂定勞工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規章，規範各單位及員工

應遵守之規定。後經進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

位﹙以下簡稱工安處﹚組織變革，將原屬其他

維修單位之工安課納編隸屬一級單位工安處，

在獲得人力及物力奧援情況下，開始經由實

務、經驗及觀摩下，逐步建立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文件，如將原僅一本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依作業特性增訂高運量運務作業、高運量

維修作業、中運量運務及維修作業、貓空纜車

運務及維修作業等安全衛生守則等共計5本，並

發送予業務相關員工。另對於工作守則重要條

文規定，摘錄製作安全衛生十大守則海報﹙詳

圖5﹚，公告於作業場所，發揮隨時警惕效果。

此外，隨著公司成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化之建立，相對更加顯得重要，故參照已經導

入且發展成熟ISO品質管理系統，由說、寫、作

一致之理念模式，逐漸的建立勞工安全衛生作

業程序書﹙重要文件詳表1﹚。 

於2008年再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新頒之國家

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新訂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規章為一階文件，包括政策、組織設

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和改善五個章節，透過

PDCA的動態循環過程持續改善﹙詳圖6﹚，

將所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文件﹙包含二階程序

書、三階工作說明書及四階表單﹚，連結串連

 圖5  安全衛生十大守則海報

構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臺北捷運營運法規、品質管理系統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中有許多二、三階之文件是互通

或相關連的，如營運運轉最高準則行車規章，

係為營運法規之一，於行車規章中即已納入進

場管制之軌道斷復電作業程序，該程序為勞工

安全極重要之規定。另一方面，品質管理系統

維修作業工作說明書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安全作業標準，實有架構大同小異之處，故將

工作說明書中加入防護具準備及作業過程中應

注意安全衛生事項和防範措施，合併成內容更

加完整的工作說明書。因此，三套系統整合成

有如蜘蛛網般相連，相互發揮功能，構成完整

包含勞工安全衛生規章之經營管理系統﹙詳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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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北捷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重要文件說明

文件名稱 說明

一般及專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包含一般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專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高運量維修作

業、高運量運務作業、中運量維修及運務作業、貓空纜車維修及運務作

業﹚，規範員工應遵守安全衛生規定

特殊危害作業安全管制程序

規範特殊危害作業﹙高壓電活線、局限缺氧、高架及動火等作業﹚作業

前、中及後安全措施及擔任作業現場工作負責人﹙領班﹚資格，作業前

由作業單位提出申請作業許可，送工安處審核

職業災害應變通報及應變作業程序

規範員工及承商職業災害﹙重大職業災害、一般職業災害、交通職業災

害及輕傷害﹚定義、通報項目、由控制中心及罹災者所屬單位通報方式

及職業災害速報表填寫規定

職業災害調查、檢討及矯正作業程序

1.  規範員工及承商職業災害發生後，所執行調查及調查報告撰寫格式規

定

2.  規範職業災害發生後矯正措施，提送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列管及解除

列管方式

承包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1.  告知承商捷運系統及纜車系統作業環境危害因素、防範措施及安全衛

生管理注意事項

2. 規範承商違反安全衛生規定罰則及處理方式

防護具購置及使用規定
規範防護具之配置、預算編列、採購、維護、領用、保管、庫存管理及

報廢處分原則

勞工安全衛生競賽辦法
訂定現場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競賽實施方式，包含分組方式、競賽指標、

計分方式、成績評核方式、成績統計公告及獎懲方式

作業環境測定作業程序
規範作業環境測定項目二氧化碳、鉛濃度、電磁波及噪音﹙司機員工作

場所﹚之測定，實施及紀錄處理方式

工程、勞務契約之安全衛生設施設備

及管理費用編列與執行原則

規範工程、勞務契約內安衛費用編列之比例，涉及特殊危害作業酌以增

加編列比例，安衛費用之調整、計價方式及罰則

/A Discussion about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Reduc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職場減災管理作法探討 053052



圖6  安全衛生管理循環圖

圖7  臺北捷運經營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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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訂定管理計畫及實施安全衛
生教育 》

一、訂定管理計畫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安全衛生管

理要成功，應事前訂定具體之管理計畫要

求各單位落實實施，以防止職業災發生。

每年年初，臺北捷運均會針對去年所有職

業災害案例發生情形，由工安處以戒慎恐

懼態度提出檢討分析報告﹙含是否達成去

年計畫目標﹚，再研擬新年度職業災害管

控目標及新的一年必須再努力的重點工作

管理計畫草案，奉總經理核批後，提報新

年度第一次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公告實施，再藉由工安處執行追蹤、

稽查及每季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管控目標

及計畫達成情形，要求未達成目標之單位

檢討改善，以達成全公司全年之計畫目

標。

依法令規定，事業單位應依事業規模、特

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16
項勞工安全衛生事項，而勞工人數在100人

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規章，執行前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

臺北捷運依法訂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

章，要求各部門落實執行，故年度管理計

畫乃採取重點工作項目計畫，例行性已依

規章執行者，則不再於計畫中詳細敘述。

臺北捷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實施重點

工作項目包含檢討分析前一年職業災害案

例，所歸納之減災防治重點，如2008年職

業災害案例，以承商使用高空作業車發生

職業災害，失能損失日數60日最為嚴重，

故將高處作業之安全列入2009年重點工

作，要求製作場站屋頂作業、採光罩作業

及電扶梯上方設備維修等10項高處作業，

應使用之安全裝備及注意事項，落實宣導

及執行，並列入專案稽核及例行巡查之重

點工作﹙2009年1-10月未再發生高處墜落

職業災害案件﹚。另其他管理計畫重點工

作尚包含因應2009年新路線文湖線通車營

運，執行通車前安全衛生設施勘查﹙總計

發現234件缺失，要求捷運工程局改善﹚及

各項勞工安全衛生應執行事項事前準備工

作，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修訂等。

二、實施安全衛生教育

「教育為安全之本」，職業災害發生原因

係因不安全狀況加上不安全行為所造成，

為消除人員因不安全狀況認知不足或不安

全行為發生職業災害，持續地實施安全衛

生教育，才是最根本的作為。臺北捷運在

安全衛生教育方面無論在軟體及硬體方

面，皆投入龐大財力及物力，於2005年起

依蔡總經理輝昇指示下，每年均實施員工

及承商安全衛生教育溫故訓練，以2009年

度訓練計畫為例，整年度全部訓練班期預

計開班數編列約有970期，而安全衛生訓練

班期就佔將近一半，預算編列也佔全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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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軌道維修車平臺吊車

育預算約30%之多，公司對於訓練的重視與

支持，是提昇人員安全衛生知能的最佳作

法。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類別區分新訓、溫故

訓練及勤前教育，通常新訓對象包含新進

員工及承商，除專業訓練外，大多以公司

自行辦理為主。新進員工須接受3小時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 ，新進承商則依進場作業

範圍不同接受3~5小時承商安全訓練。另有

關員工安全衛生專業訓練，包含依法令規

定取得勞工安全相關證照﹙書﹚之急救人

員、堆高機、起重機﹙天車﹚及軌道維修

車平臺吊車﹙詳圖8﹚設備操作人員及需進

入人孔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訓練等，均依

法令規定委託具有資格的訓練機構辦理。

「溫故而知新」，透過每年的安全衛生溫

故訓練，除加強人員對已發生之捷運職業

災害案例知所警惕及再溫習法令規定外，

對於新頒布之規定或勞檢機構所發布之其

他公司職業災害案例等，亦使學員有所認

知，防患於未然。臺北捷運維修及運務人

員安全衛生溫故訓練，係由工安處培訓線

上各部門安全衛生種子訓練講師，負責其

所屬部門內人員之授課工作，而行政幕僚

人員之溫故訓練，則由工安處勞安人員或

邀請專家學者講授，授課內容包含辦公室

健康操、交通安全及用電安全等課程。其

他溫故訓練，包含員工專業溫故訓練，均

依法令規定訓練週期及時數實施。在職承

商部分，每年亦須接受2小時承商安全溫故

訓練。

建立一套生動活潑、具有震撼的多元教

材，擺脫教條式設計，是臺北捷運安全衛

生訓練教材特色。由培養具有多媒體製作

能力的講師開始，蒐集職業災害案例、政

府機構宣導短片及相關安全衛生資料，製

作成生動及易學的多媒體的教材。曾以一

部韓國MV影片闡述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狀

況真諦，感動無數學員，獲得廣大迴響，

提高員工及承商對於安全衛生學習及應用

之意願。截至目前已完成一系列安全衛生

教材，包含員工新進及溫故訓練、承商新

進及溫故訓練、監工人員安全衛生訓練、

安全衛生種子人員訓練、下軌道訓練及電

氣作業安全等教材，教材每一年均檢討更

新，納入最新的職業災害案例及新法令規

定。

此外，臺北捷運近幾年來持續不斷進行北

投園區訓練中心硬體改善工作，如建置電

腦教室、更新簡報設備、增設教室及逃生

體驗營等，以提供學員最佳學習環境。另

也針對某些特定主題設計實作訓練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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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如設置模擬軌供下軌道員工及承商

操作驗電棒和短路夾架設，由平面教學進

化為立體教學﹙詳圖9﹚，規劃成為多功能

完善之訓練中心，寬敞及優美環境，更能

激發訓練效果。

除依年度訓練計畫執行之訓練課程外，另

要求員工及承商於作業前集合所有作業

人員，實施勤前教育，但作業內容屬例行

性工作且不具特殊危害作業項目，則可採

每週實施一次安全衛生講解，勤前教育及

安全衛生講解內容應包含作業內容可能產

生危害及採取防範措施，告知作業人員注

意，亦可將工安處每週勞安通告列入宣

導，透過持續的宣導及叮嚀，方能防患於

無形。

圖9  下軌道訓練操作驗電棒操作和架設短路夾

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 》

「群策群力，共創安全環境」，臺北捷運為軌

道運輸服務公司，第一線運務及維修人員人數

佔全公司員工人數的大部分，經統計2002至

2003年員工工作職場災害案件，總計發生16
件，分析發現從事運務及維修人員發生職業災

害案件，高達14件，佔所有案件88%，故將該

類人員所屬單位，納入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

與賽單位，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同仁參與感及

榮譽感，積極參與安全衛生工作，達到職場減

災成效。 

為求競賽公平性，依單位工作特性之不同區分

為維修組及運務倉儲組，分別競賽。競賽評分

項目分為被動式評量指標及主動式評量指標，

各佔評分50%，被動式評量指標針對員工、承

商職業災害績效表現及現場勞安管理績效列入

評分項目，此項項目與賽單位無須提送資料，

由工安處依職業災害及巡查缺失率統計報表計

分；主動式評量指標針對主管與員工對於責任

區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巡查不符合項目改善成

效及安全宣導成效列入評分項目，茲摘要說明

如下:

一、 主管與員工責任區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詳

圖10﹚：除由主管執行走動管理，主動發

現問題要求改善外，各責任區員工自主管

理提出安全衛生工作改善，包含安全衛生

文件建立、場站設施設備改善及員工或承

商違反規定提報等，與賽單位每季提送改

善提案送工安處，由工安處依評分基準進

行評核。以2008年度為列，主管所提出自

主改善案件約1,300件，各責任區員工提出

自主改善案件約1,500件，總計高達2,800
件，平均每季與賽單位提送案件多達700
件，職場安全優質文化從點、線再擴展到

面，對於職場減災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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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優良改善提案案例

設備改善案件： 

木柵機廠洗車機原未設置

作業平臺、安全上下設備

等安全設施，經改善後已

增設作業平臺、護欄、爬

梯及護籠。

工作方法改善案件： 

原清潔人員係使用合梯作

業進行電聯車清洗及除銹

作業，經要求增設移動式

洗車平臺，執行作業。

二、 巡查不符合項目改善成效：為使得與賽單

位對於勞安人員巡查發現不符合案件儘速

改善，經由本項評分項目執行，與賽單位

對於不符合案件改善速度明顯提昇很多。

三、 安全宣導成效：本項評分項目主要在測驗

員工是否閱讀並明瞭工安處所發布所有通

告內容，包含職業災害案例、法令宣導及

安衛常識宣導等，每季由工安處以電話或

現場測驗方式抽測與賽單位人員，部分與

賽單位甚至於工安處抽測前，為爭取好成

績，自行先行辦理抽測。

與賽單位於每季季初提送資料，送工安處

進行評核作業及成績統計，執行結果提報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並公告當季評核

成績及年度累積成績﹙詳圖11﹚，藉由每

季公告成績，以達良性競爭，賡續改善及

職業災害控管之成效。

當年度結束後，各組累計績效總分達前3名

且年度平均分數達獎勵門檻標準之與賽單

位，提報主管、承辦人員及有功人員加以

敘獎；相對的，年度平均分數未達標準以

上之與賽單位，則提報人員懲處，以促進

競賽成效。

改善後改善前

改善後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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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每季公告與賽單位成績

公告98年第3季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成績。

一、依公司「勞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辦法」辦理。

二、本季各參與單位分數及名次排序如下(詳附檔1-98第3季-排序):
(一)維修組:

1. 第1名:工務處土建廠91分。
2. 第2名:系統處電機二廠90分。
3. 第3名:車輛處車輛一廠88.5分。(優良改善案4分)
4. 第4名:系統處電機一廠88.5分。(優良改善案1分)
5. 第5名:中運量運輸處車輛廠88分。
6. 第6名:系統處供電廠87.5分。
7. 第7名:中運量運輸處電機廠85分。
8. 第8名:車輛處車輛二廠84.5分。
9. 第9名:工務處軌道廠84分。
10. 第10名:系統處電子廠83.5分。
11. 第11名:中運量運輸處纜車中心83分。
12. 第12名:工務處工程中心82.5分。

(二)運務倉儲組:
1. 第1名:站務處處票務中心91分。(自主管理提報案件每案平均得分數:2.1分
/件)
2. 第2名:站務處第一運務中心91分。(自主管理提報案件每案平均得分數:1.8
分/件)
3. 第3名:行車處第一車務中心90分。(自主管理提報案件每案平均得分數:1.9
分/件)
4. 第4名:行車處第二車務中心90分。(自主管理提報案件每案平均得分數:1.4
分/件)

主   旨

強化承商安全管理 》

臺北捷運承商可分駐點承商及臨時承商二類，

駐點承商係指從事清潔服務、保全及機電維修

等承商，於臺北捷運管轄區域內服務資歷大部

分超過一年，經統計該類承商每年接受在職安

全溫故訓練人數約有2,000人左右。另一類臨時

承商大多從事短期任務性工程或勞務人員，工

作性質有期間短及危險性較大等特性，2008年

接受新進安全訓練人數約有6,000人左右。由於

承商來自不同公司，素質參差不齊，如何維護

承商作業安全，具有高度困難及挑戰性。回顧

臺北捷運承商歷年職場災害案件，因2001年納

莉風災造成捷運系統營運中斷，動員所有人力

及物力全力參與救災及復舊工作，致使承商管

理工作出現鬆懈，故於2002年7月及8月連續發

生萬芳醫院站屋頂作業承商墜落及西門地下街

機電維護承商感電重大死亡職業災害案件，為

防範類似災害再度發生，經痛定思痛加以檢討

改善承商安全管理措施，實施至今，已未曾再

發生承商重大職業災害案件，而2009年﹙1月至

11月﹚承商工作維持零職業災害，表現可圈可

點，除於2006年成立工程中心專責工程監造發

揮作用外，其他承商安全管理措施摘述如下:

一、招標前

「事先預防重於事後矯正」，委外發包案

件於製作招標文件階段，依工程危害特

性規模，編列相當比例安全衛生管理及設

施費用，管理費用核銷時，承商需提送勤

前教育、自動檢查等資料安全衛生管理文

件；另將契約執行中必須使用之設施如捲

揚式防墜器、背負式安全帶、安全帽、租

用高空工作車及搭設施工架等設施費用，

於契約內量化編列，核銷時廠商須提送佐

證資料，以實報實銷方式計價。

蒐集捷運系統及纜車系統作業環境危害因

素，將各種危害因素其防範措施及安全衛

生管理注意事項，以及承商違反工作及捷

運安全項目及罰則，整合成承包廠商工作

規定納入契約內，凡經查獲違反規定，得

逕行開立告發單，由應付承包廠商之款項

或安全衛生費用項下扣款或罰款。

二、開工前

開工前由履約管理單位邀集得標廠商代表

及專案人員，召開工作前安全會議，告知

作業現場危害應注意事項，簽署勞工安全

衛生暨環境保護應行遵守事項切結書，且

規範承商於開工前須提送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書、現場工作負責人及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資歷表、勞工健康檢查及勞工保險投保

證明等資料備查，確保承商依契約執行各

項應辦事項。另所有新進承商均必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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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商安全訓練，經訓練測試合格取得承商

工作證，才能進入路權範圍內工作。

三、開工後及施工期間

依捷運管理及契約規定，要求承商於作業

前，提出工作授權單、臨時用電申請、

特殊危害作業許可申請或消防系統暫時隔

離作業申請等，經核准同意後，持相關表

單至捷運安全管制點接受進場管制﹙如車

站管制點為旅客詢問處，由車站站務人員

執行﹚，負責檢查承商表單及個人防護裝

備，並要求所有進場作業之承商，應填寫

門禁管制資料。

承商作業中，採多重安全檢查措施，包含

車站第一道防線值班站長，對進入車站作

業之承商執行隨時檢查。如有發現承商重

大違規糾正改善或冒用承商工作證予以沒

收不准進場等優良事蹟，經工安

處查證屬實者，給予獎勵。履約

管理單位指派監工人員依工程及

勞務性質執行全程監工或機動監

工，採機動監工每週至少執行一

次安全衛生查核。再加上，工安

處勞安人員亦經常至各地巡查，

對承商之作業安全進行檢查。除

此之外，亦藉由目前已於場站所

設置約5,000支監視器，調閱承

商作業錄影畫面，嚴密監控，讓承商有所

警惕，防範承商有違規之情事發生。

承商違規，除重大違規及違反紀律部分立

即開立告發單外，其餘違規先以口頭糾正

或輔導要求改善，但對於重複違規之承商

或經告發後仍然未有顯著改善者，得依規

定，加重處罰或勒令停工。工安處每月彙

整各單位提送之告發單，公告承商違規態

樣。年度結束後針對全年度告發單分析承

商違規類別及項目、承商遭告發件數及金

額統計分析，檢討改善。

各履約管理單位定期召開承商工作安全會

議，營造工程為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其他

作業為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檢討承商

常見違規事項及職業災害案例宣導，避免

承商違規發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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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工後

履約管理單位於核銷時，會針對承商遭開

立的告發單，於應付承商之款項或契約安

全衛生費用項下扣款或罰款。全部工程完

工後由履約管理單位對承商進行評鑑，對

於違反工作安全規定屢勸不聽之承商最重

可評定為不良廠商，限制廠商資格。

落實自動檢查 》

臺北捷運所實施之自動檢查係針對內部各項車

輛機具、設備及人員作業所實施自我安全衛生

檢查，自動檢查範圍除涵蓋勞安法令規定之機

具、設備及作業等檢查外，亦將大眾捷運法規

所規範之電聯車、系統設備及相關作業檢查納

入，實施每年、每月、每週及每日自動檢查或

作業檢點，以確保旅客及工作人員安全。

自動檢查之類別，依勞安法令規定有機械、設

備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檢點，臺北捷運

之機械、設備自動檢查，已參考維修手冊及ISO
品質規定訂有檢修週期及項目等工作說明書，

部分設備檢修﹙定期檢查﹚週期，優於勞安法

令所規定之定期檢查週期，如高低壓電氣設備

採每月及每半年檢查，而勞安法令僅規定每年

定期檢查。另所有機械、設備的定期檢查，如

堆高機、車輛頂昇機及軌道維修車等，臺北捷

運均已訂定維修計畫，依排程執行檢修。除此

之外，對於法令所規定之作業檢點及維修計畫

未涵蓋之自動檢查項目，如一般工程車輛、作

業環境測定、氧乙炔熔接裝置及絕緣防護具檢

查等，另依法令訂有自動檢查計畫加以納入，

依線別分別訂定淡水線、板南線、新中線及文

湖線自動檢查計畫草案，提送各線安全衛生委

員會審議定案，公告實施，由權責單位依自動

檢查計畫執行各項自動檢查。

臺北捷運持續要求各部門落實各項機械及設備

的自動檢查，並採取多重查核機制，如公司本

部每年路線設施總檢查、財產檢查及工安處每

半年一次 ISO內部稽核、每月專案稽核及每日

勞安巡查等，檢查各部門是否落實自動檢查作

業，使機械及設備均妥善維護在最佳狀態，人

員均依工作說明書執行作業，以避免因不安全

狀況及不安全行為發生系統異常或傷及人員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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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安全衛生巡查作業 》

「眼見為信，走動管理」，為臺北捷運公司蔡

總經理輝昇要求各級主管及勞安人員奉行之準

則，秉持「輕小事，小隙能沉舟；輕小物，蟻

穴能決堤」之態度，執行走動管理及巡查工

作，紀錄大大小小多種缺失，包含小至垃圾未

清除、牆壁油漆剝落，大至承商違反有立即發

生危險之虞的重大違規，藉由定期與不定期主

動式巡查，不斷發現問題，持續改善，進而解

決問題。

一、勞安人員巡查

巡查工作為工安處勞安人員最重要工作之

一，臺北捷運路網遍及整個大臺北地區，

為了減少緊急狀況因距離過遠延誤處理時

效及增加巡查效率，於2003年起採就近方

式，於4個重點機廠設置專責駐點勞安人

員，依照巡查工作說明書之規定專責該區

域巡查工作，每次巡查須依人、事、時、

地、物填寫巡查內容於稽核紀錄表內，巡

查項目依情節輕重區分為符合、缺失﹙不

符合、輔導﹚及建議，再將巡查內容及佐

證照片鍵入勞安稽核管理資訊系統﹙詳圖

12﹚，由負責改善之權責單位，將缺失及

建議案件改善情形之照片鍵入於勞安稽核

管理資訊系統內，再由勞安人員複查確認

已改善後，該缺失始同意結案。勞安人員

每季統計各單位改善情形尚未完成改善之

項目，提報各區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進行

檢討列管。

巡查作業說明摘述如下：

場站巡查： 每半年對責任區域至少巡查1
次以上，針對路權範圍場站設

施 、 設 備 、 環 境 及 人 員 作 業

進行檢查，巡查區域分佈非常

廣，勞安人員有時必須攀山越

嶺到達海拔300公尺貓空山區爬

上塔柱的工作平臺，有時又要

深入地下5~6層樓深的捷運通風

豎井，「上山下井」的踏遍容

易忽略之處尋找問題，解決問

題。 

工程巡查： 屬於機動性巡查，勞安人員接

獲 履 約 管 理 單 提 送 開 工 通 報

表後，視工程進度及特殊危害

作業許可申請，進行工區巡查

作業。對於營繕工地、重複違

規之承商及從事特殊危害作業

圖12   勞安稽核系統

線上巡查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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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架作業﹚者，採加重巡

查次數比例，巡查過程中雖偶

遇部分配合度不佳承商阻擾及

威脅，但勞安人員仍本著剛正

不阿精神執行取締作業，持續

要求改善。

夜間巡查： 由於很多維修工作或高風險性

工程，均在夜間執行，故安排

夜間巡查，巡查重點包含工程

施工、車站外牆及列車清洗作

業、廣告燈片抽換、電扶梯上

方燈具更換、下軌道作業及高

低壓設備檢修等。

監視調閱： 每週由各駐點人員調閱車站監

視器錄影畫面好幾次，抽查假

日、夜間員工及承商作業有無

違規。對於高危險作業之突擊

檢查，若未及時拍照取得承商

違規事實，則採調閱監視器錄

影畫面逕行開單處分，有效遏

止違規情事再發生。

專案稽查： 每年年初訂定專案稽查計畫，

每月訂有特定項目作為稽查主

題，如合梯、施工架作業、電

氣作業、高架作業及新路線通

車前設施設備專案稽查等。

二、各級主管監督人員走動管理

由各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規定，

訂定工作場所查核重點及巡查計畫，由

現場主管依計畫，對所管轄範圍執行作業

環境、設備及人員檢查，發現環境及設備

缺失採立即改善及報修處理；觀察人員作

業，發現有違反安全衛生規定者，立即糾

正，必要時可提報議處。各級主管走動管

理頻率依工作特性由各單位訂定，如車站

站長每日巡查，巡查結果紀錄於檢查表，

發現異常待改善事項，持續追蹤至改善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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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臺北捷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組織圖

發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運
作功能 》

臺北捷運營運範圍包含大臺北捷運系統營運

﹙包含總公司、7座機廠及80車站﹚、貓空纜車

系統及臺北市小巨蛋體育館，所轄區域遼闊，

除依法令設置總公司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外，

另考量各區域勞工安全衛生事務能由各區域人

員充分參與討論空間，設置4個線上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包含淡水線、板南線、新中線及文

湖線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詳圖13﹚，各設置

委員14至21人，委員組成由線上主管、勞安人

員、現場專業人員及工會代表擔任，工會代表

佔委員總數1/3以上，充分發揮勞工安全衛生委

員會應有之功能，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每三個

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各

項決議事項，由工安處勞安課負責追蹤管控，

提報委員會議審議同意結案，才解除列管。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包含報告

事項及提案討論事項，通常報告事項由工安處

針對勞工安全衛生業務情形報告，如職業災害

發生及目標達成情形、勞工安全衛生巡查、勞

工安全衛生績效競賽及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事

總經理

副總經理

公司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

﹙委員21人﹚

淡水線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

﹙委員23人﹚

新中線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

﹙委員18人﹚

板南線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

﹙委員17人﹚

文湖線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

﹙委員14人﹚

工安處

A Discussion about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Reduc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圖15  設置簡易式工作平臺改善使用合梯之不安全疑慮

圖14   增設閃電對焊車焊接頭操作控制盒安全開關，須雙手操作才能
啟動焊渣刨刀

安全開關

項等。對於每一件職業災害的改善情形，均逐

案研討是否已有效防範類似案例再度發生，如

2009年第3季發生維修人員執行閃電對焊車接頭

檢修被焊渣刨刀夾傷手指事件，經調查提出增

設閃電對焊車焊接頭操作控制盒安全開關﹙詳

圖14﹚，加以改善，未來人員操作焊渣刨刀動

作時，作業人員一手按安全開關，另一手按啟

動開關，可有效防止類似職業災害再發生。

另一項議程為提案討論事項，大部分提案討論

事項由工安處或工會代表委員提出，主任委員

扮演關鍵角色，整合各委員意見，作出最佳的

決議，再交由工安處或相關部門據以執行，經

由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不斷提出改善措施，對

於改善工作環境及安全有莫大之助益。如2008
年第1季委員會會議，與會委員對於車站月臺邊

緣更換燈具作業人員之安全提出質疑，決議請

工安處提出有效之作法，經工安處評估建議採

購供車站使用之簡易式工作平臺，提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完成採購後，實施成效良好，達成

消除月臺邊緣作業不安全狀況，獲得2009年度

臺北市勞動安全工安創意獎﹙詳圖15﹚。

改善後改善前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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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臺北捷運公司

蔡總經理輝昇勉勵捷運員工做任何事，第一次

就要做對，絕不能輕忽任何細節及小事，要防

微杜漸，以減少人為疏忽所帶來的災害。未來

因應貓空纜車系統復駛及新蘆線通車營運，臺

北捷運員工將不畏困難接受挑戰，持續精益求

精。

雖然要挑戰莫非定律﹙Murphy's Law﹚:「會

出錯的事，一定會出錯」﹙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並不容易，但

零職業災害尚未達成，臺北捷運將秉持「尊重

生命、遵守法規、教育關懷、降低危害」之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賡續努力，冀望各界先進提供

寶貴經驗，藉以互相觀摩、學習，共同全力以

赴，以期捷運職場減災管理作法，更加精進，

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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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工程管理及執行程序
黃景南1 

摘要 》

臺北捷運系統路網陸續興建完成，目前已成為大臺北地區民眾不可或缺

的交通工具，隨著載運量日漸提昇與營運時間逐年增長，系統設備老化

現象，亦逐年呈現。為提昇系統可靠度及營運品質，各系統設備重置、

改良工作，便須在逐年的計畫中進行。因捷運各系統設備大部份工作，

皆在夜間停止營運期間執行，且因捷運現場工作環境複雜及工作安全性

考量較高，為了不影響系統營運，各項工程執行的困難度便相對的提

高。為此各項工程能否如質如期的順利完工，在在都是對工程人員的一

大考驗。

臺北捷運系統自1996年木柵線開紿營運通車迄今，即已陸續進行各項工

程的重置及汰換工作，經逐年的汰換重置工程經驗中，本公司在工程規

劃、設計、審查、履約、管理、查核⋯等階段，已建立一套完整的工程

管理及執行作業程序，使每個工程人員在執行各項工程工作時，都能在

此作業程序監督及輔助下，順利完成各項工程任務。

關鍵字：

系統可靠度、營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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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the completion of Metro network, Taipei’s Metro system has become the most 

reliable transport option. As the transport volumes and operation hours grow every year, 

the system has faced aging and renewal issues. In order to improve Metro system’s 

system reliability and operation quality, the improving and renewal jobs have to proceed 

on schedule every year. Due to most of the maintenance works need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night time while the system suspends its operation. Also concerning the complexities 

of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safety, the difficulties of improving projects are relatively 

higher than in ordinary situation. It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engineers to finish the projects 

on tim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From March 28, 1996, Taipei’s first Metro line, Mucha line, opened for business, Taipei 

Metro has already initiated a series of facilities renewal projects. Throughout years of 

experiences, Taipei Metro has established a full integrated standard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sation in planning, designing, screening, managing and 

checking phases. 

Keywords： 

system reliability, oper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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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臺北捷運主業係為捷運運輸服務，為載運大臺

北地區民眾的交通工具，所做的工程，主要係

為了提昇及改善旅客的服務品質，使旅客在本

公司的載運期間，能獲得安全、可靠、舒適、

便捷、準點的服務品質。

為提昇旅客服務及工程施工品質，同時考量營

運期間施工的安全性，在工程管理及執行程序

上，必須以嚴謹的態度去面對、處理。然而工

程管理及執行程序議題涉及層面非常廣泛，僅

將本公司於工程行政管理作業、工程經費估算

原則及審查作業、工程專業管理及分工作業、

招標文件製作及審查作業、工程施工品質管理

作業、工地管理暨監工作業、工程查核作業等

作業程序，作重點式說明。

工程行政管理作業 》

一、工程行政管理作業方式

為能對工程進行工作的管控，臺北捷運利

用各項資訊管理系統及定期彙報相關工

程業務方式，進行各項工程行政業務的管

理，同時為了使工程管理人員，能有所依

循及確保各項工程行政管理作業品質，故

制定「工程行政管理作業程序」。

「工程行政管理作業」方式，是利用「採

購管理系統資料」、「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源處理作業」、「地理資訊系統e點通施

工標繪」、「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資料

登錄」、「公共工程5項品質指標評核」、

「定期工程管控會議」等資訊系統、工程

會議，以定期彙報工程相關業務的方式，

進行管理及管控。相關管控作業說明如

下：

（一）採購管理系統

工程履約管理單位辦理招標案件申請

時，須先進入採購管理系統登錄採購

基本資料，並以該系統產生之招標文

件進行陳核。履約期間如需進行估驗

計價、驗收、核銷、收違約金、收保

固保證金、核退履約保證金等作業

時，亦須進入採購管理系統登錄相關

資料，以利主管及工程管理單位對案

件的管控。

（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作業

工程標案如涉及營建剩餘土石方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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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或出土作業時，履約管理單位須依

臺北捷運公司制定之「營建剩餘土石

方資源處理工作說明書」，督促承商

進入餘土流向網路申報系統填具工程

基本資料，並據以編制剩餘資源處理

計畫，提送臺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土方

工會）協審。經土方工會協審核可，

且履約管理單位亦同意備查後。承商

須找尋合法土資場或收受處理場所，

進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

當月工程如有出土作業時，履約管理

單位須於次月提送上月出土資料予工

程管控單位彙整，同時進入餘土流向

網路執行查核及勾稽作業。工程管控

單位於綜整簽報主管核示後，將管制

月報表資料提報土方工會彙辦。當相

關出土作業完成後，須將工程出土資

料彙整後函送土方工會辦理結案事

宜。

（三）地理資訊系統e點通施工標繪

工程採購案件金額達五百萬元以上，

有影響民眾通行之道路、巷道挖掘工

程時，履約管理單位須依本公司制定

之「地理資訊系統e點通施工標繪工

作說明書」，於工程開工前進入地理

資訊e點通網站進行施工標繪工作。

開工後工程管控單位須上網確認履約

管理單位，已完成地理資訊e點通網

站之標繪工作，同時每月綜整上月份

辦理施工標繪之案件及其辦理情形簽

報主管核示。於工程完工後，履約管

理單位則進入地理資訊系統e點通解

除案件列管。

（四）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資料登錄

工程採購案件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之

案件，履約管理單位須依臺北捷運公

司制定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填

報工作說明書」，辦理公共工程標案

管理系統之標案相關資料登錄。

於開工後，履約管理單位每月須進入

系統中，登錄上月完成之「採購實際

執行進度」及進度落後案件之「落後

原因」、「分析」與「解決辦法」等

資料。

另工程管控單位則定期於每月將各履

約管理單位填報資料綜整後，簽報督

導主管核示。

（五）公共工程5項品質指標評核

工程採購案件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之

案件，履約管理單位須依臺北捷運公

司制定之「公共工程品質指標工作說

明書」，辦理每季工程會設定之環

境、強度、美觀、安全、功能等5項
指標自行評量，同時配合公共工程標

公共工程管理標案資訊系統公共工程管理標案資訊系統採購管理系統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採購管理系統 公共工程管理標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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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系統，將評量結果填報於「五

項指標」中，於每季結束前將填報資

料交予5項品質指標聯絡人綜整後送

工程管控單位，經工程管控單位綜整

簽報主管核示後，再提報臺北市政府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備查。

（六）定期工程管控會議

為管控各工程執行單位各項工程的執

行進度及執行情形，工程督導主管於

每月定期召開一次工程管控會議，各

工程執行單位針對承辦之工程案件，

進行執行進度及執行情形報告。於會

議中可進行跨單位協調，同時對異常

工程案件，各單位主管亦可互相提

供意見或協助，以利工程順利執行。

會議結束後，將各項決議作成會議紀

錄，同時於工程管控會議中持續追蹤

控管。

二、其他工程行政管理及執行作業程序

為使各工程單位能統一的管理及執行工程

各項工作，臺北捷運公司制定了其他相關

管理及執行作業說明書，供同仁於履約期

間，可依標準作業程序執行相關工作，其

他相關執行作業程序及說明書臚列如右。

表1  工程執行作業程序及說明書文件一覽表

項次 文件名稱

1 公共工程告示牌查核作業程序

2 工程竣工圖說管理作業程序 

3 工程竣工後設施設備文件移交作業

4 工程材料試驗工作說明書

5 工程司指派作業工作說明書

6
年度巨額採購效益評估提報作業工作

說明書

7 空污費申報管理工作說明書

8
營建工程夜間施工限制使用動力機械致妨礙安

寧之行為工作說明書

9 承商投保保單審查作業說明書

10 工程監工手冊

11
臺北捷運公司落實工程三級品管制度及施工督

導查核作業要點

12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告示牌設置注

意事項及填寫、製作範例

13 市府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缺失案例一覽表

14 監造計畫範本

15
工程採購案件辦理物價指數調整相關

作業準則

16 工程自主查核作業

17
工程相關管理費用及工程準備金編列

相關作業準則

18 工程竣工後設施設備文件移交作業

19 機電設備重置評估與執行作業說明書

20 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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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費估算原則及審查作業程
序 》

臺北捷運各項工程執行預算經費皆須經臺北市

政府及臺北市議會審議核可後，始可進行各項

工程的施作。為了精確編列來年各項工程預算

經費及順利執行各項工程，故制定了「工程經

費估算原則及審查作業流程」（圖1），供同仁

依此程序進行經費編列及審核作業。

一、工程經費估算原則

工程經費估算部份，區分為直接工程成本

及間接工程成本二部份。在直接工程成

本估算部份，包含分項工程費、安全衛生

費、品管費、材料檢驗費、工程保險費、

稅什費等項目費用。在間接工程成本估算

部份，則包含工程管理費、工程監造費、

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環境監測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外管線補助費、材料抽

驗費等項目費用。當各需求單位完成工程

經費估算後，須製成工程經費估算書，並

送工程管控單位審查核可後，再送會計室

進行彙整。

二、工程經費估算書內容項目

工程經費估算書內容項目須包括首頁、工

程內容、預期效益、工程位置圖、預定

進度表、估價基準、主要成本項目編估說

明、工程經費分年估算總表、直接工程成

本估算明細估算表、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費估算表等項目內容。在各需求單位編製

工程經費估算書內容，有遭遇技術上問題

時，可主動請工程管控單位協助相關內容

編列，以利各項工程經費順利於期限內完

成編列。

三、審查流程

各需求單位編製完成之工程經費估算書，

須經直屬主管及授權主管在工程經費估算

書封面核章後，配合概（預）算編審期程

進度，於每年11月15日前送工程管控單位

進行審查。

工程管控單位進行工程經費估算書審查作

業時，需求單位應派員列席審查會議。為

確認工程經費估算書內容的正確性，需求

單位須配合工程管控單位辦理現場勘察及

相關配合作業事宜。於工程經費估算書審

查完畢後，再送會計室進行彙整。

需求單位進行

工程經費初估

每年11月15日前
工程經費估算書

送工程管控單位審查

需求單位編製

工程經費估算書

否

是

審查

複查

無意見

提供意見

每年12月31日前送
需求單位編列概算

送會計室彙整

工程經費估算書送

回需求單位修正

圖1  工程經費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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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專業管理及分工作業 》

一、人員專業分工

工程的品質是需要具有各類專業人員，採

專業分工方式執行工程規劃設計、工程開

工、監造作業、施工檢驗及工程估驗、付

款⋯等相關作業，始能順利、有效提昇工

程作業品質。臺北捷運工程執行人員區分

為6大類別，各工程人員皆具有主要的工作

專長及職責，採分工合作方式，執行不同

的工作任務，其相關工程人員的分類及職

責說明如下：

二、工程前置作業階段

工程執行單位於工程經費估算書編製前，

應依工程性質、複雜度指派各類工程師參

與編製及審查，以確認工程經費估算書編

製之合理及可行性。另協辦工程師1，須將

工程經費估算書編製、審查等相關資料文

件，併同工程規劃，設計、履約、管理及

完工驗收等資料，依序歸檔綜整，以利後

續文件的查詢。

表2  各類工程師執行工作職責說明表

類     別 職　　　　責

主辦工程師 
審查工程概算編製之合理性、督導工程規劃設計進度、招標文件審查備標作業、督導工

程施工管理、進度管理、品質管理、勞工衛生安全管理等工程管理等事項

協辦工程師１ 
負責工程規劃設計進度、招標文件審查備標作業、辦理開工、停復工申請、竣工、估驗

計價、結算、驗收、核銷及保固等履約期間等相關工作執行事宜 

協辦工程師２
為現場工地監工，負責廠商現場放樣、施工數量、各項設備量測、試、運轉等各項會勘

工作及勞工安全衛生宣導、勞工安全衛生稽查等工作 

協辦工程師３ 
由其他專業組別提供協辦之工程師，負責於規劃設計階段、招標文件製作階段及履約階

段，提供相關技術之支援及協助專業技術資料之審核 

品管工程師 審查承商提送之品質計畫文件及稽核承商施工品質與查核缺失之矯正、列管 

安衛工程師 審查承商提送之安衛計畫文件及稽核承商安全衛生與查核缺失之矯正、列管 

三、工程規劃設計階段

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主辦工程師應召開

會議，進行各協辦工程師任務的分配及指

派，並訂定「工程預定進度管制表」，依

其預定期程，請各協辦工程師進行工程勘

查、設備數量、材料統計、分析及規劃、

設計⋯等作業。同時由協辦工程師1依「招

標文件製作及審查作業程序」將蒐集資料

及其相關注意事項，參酌納入招標文件

中，並進行各階段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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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履約管理階段 

工程開工前與開工後，各階段工程，因工程師專長及分配的工作職責及任務不同，故須進行明

確分工，使其各自發揮所長，茲將各階段工程師的職責及分工項目說明如表3：

開工前

項

次
工程師

各階段工程師的職責

及分工項目說明

1 協辦工程師1

工程履約工程決標後，協辦工程師1
應依契約內容及「工程品質管理作

業程序」撰寫「監造計畫書」，經

主辦、品管及勞安工程師核章後，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單位主管核定

2 主辦工程師

主辦工程師應按核定之「監造計畫

書」召集各協辦工程師等相關人

員，就監造計畫書之工程任務權

責，宣達各人員據以遵照辦理

3 協辦工程師1
工程執行中「監造計畫書」有所變

動時，協辦工程師1應完成「監造計

畫書」變動之核定作業

4 協辦工程師1

工程決標後，協辦工程師1應填報

「工程採購履約管理階段各項作業

管控表」並依「工地管理暨監工作

業程序」及「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

說明書」之規定據以辦理施工中之

相關管控及作業

5 協辦工程師1

工程開工前，協辦工程師1須主動辦

理首次工地會議，就工程品質、勞

安要求、人員訓練、施工應注意事

項及估驗計價等契約之重點事項再

次向廠商宣達

6 協辦工程師1

廠商提送施工、品管及勞安等計畫

書，經協辦工程師1審查後須送主

辦、品管及勞安工程師複審後，由

單位主管核定

開工後

項

次
工程師

各階段工程師的職責

及分工項目說明

1
品管工程師、

勞安工程師、

協辦工程師2

施工過程中，品管及勞安工程師須

就權責部份督導廠商進行品管及勞

安事項之作業，其相關督導品質文

件，由協辦工程師2追蹤管控

2 協辦工程師2

協辦工程師2須熟悉契約之內容及

規範之要求，並據以掌控工地現場

每日施工狀況及其相關設備規格要

求、材料檢驗、抽查等事項，其過

程須詳實填報於監工日誌；其現場

之進度、品質、勞安等相關施工問

題，應主動依約辦理或藉由工地會

議或會勘等方式處置

3 協辦工程師2

現場廠商放樣、施工數量、材料之

規範尺寸及設備規格要求等，協辦

工程師2應隨時依契約及圖說之要

求進行複測或測試，以避免錯誤影

響工程品質

4 協辦工程師2

契約規範之工程停檢點、材料之檢

驗及設備規格之廠驗檢測事項，協

辦工程師2應提醒廠商提前申請，

並依規定辦理查驗，未經查驗通

過，不得進行該項目之施工使用或

安裝

5 協辦工程師2
其工程如涉系統設備測試時，協辦

工程師2應依規定辦理測試，以為

估驗計價

6 協辦工程師2
廠商提出估驗計價時，協辦工程師

2應就廠商所提估驗之數量初步確

認核章後，由主辦工程師確認核章

7 主辦工程師

履約過程中主辦工程師須掌控工程

進度及施工品質，並指導協辦工程

師相關工程交辦事項，另亦須定

期主持工地會議，促使廠商施工順

利、品質符合契約要求

表3  各階段工程師的職責及分工項目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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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完工階段

於承商申報工程竣工後，協辦工程師1初步

確認已達竣工要件時，須簽報單位主管指

派工程查證人，辦理竣工查證。於竣工查

證完成後，協辦工程師1須簽辦工程主驗

人指派，並請主驗人指定驗收日期、時間

後，通知承商及各相關監、協辦單位辦理

驗收事宜。

工程驗收結算後，協辦工程師1依「工程竣

工後設施、設備、文件移交程序」及「工

程竣工圖說管理作業程序」辦理工程相關

設備、財產、竣工圖說等，移交維管權責

單位辦理後續保固、維護事宜。

六、工程人員異動交接作業

工程各工程師成員，如須於工程履約執行

期間異動時，協辦工程師1應即修改監造計

畫之組織人員名單 同工程文件檔案，經交

接人核章後送單位主管核可後，始可進行

人員異動。

招標文件製作及審查作業 》

工程招標文件的品質，將影響未來工程施工的

進度、品質及設備功能，是否可達到公司營運

需求及為公司創造有效率、高品質、符合需求

的設施設備。為了能符合政府採購法，同時招

募優良的承攬廠商，在規劃、設計時，採取

「招標文件之製作及初步討論」、「招標文件

製作及檢核」、「招標文件審查會議」、「招

標文件之複核」等四階段進行招標文件之製作

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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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招標文件製作及檢核

招標申請表及相關招標文件製作完成後，

應與檢核人員進行招標文件之相關專業技

術、規定、規範及數量等重要項目進行檢

討、釐清確認後，填具「招標文件第二階

段討論紀錄表」。

一、第一階段：招標文件之製作及初步討論

製作招標文件前，先將前案訂定之招標文

件、履約執行之缺失及前、後契約差異說

明填報於「建議與前案契約差異說明一覽

表」中，與審查主管就招標文件審查項目

進行檢討審查，並填具「招標文件第一階

段討論紀錄表」後，由該審查主管向上級

主管報告契約執行方式，經上級主管同意

後，開始製作招標文件。

表4  各級主管審查招標文件之權責分工表

類別 分類內容 審查主管 上一級主管

第1類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案件 三級主管 二級主管

第2類 
1. 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未達,5000萬元案件

2.   預算金額未達5,000萬之所有（準用）最有利標、分段開

標、限制性招標、府管案件 
二級副主管 一級副主管

第3類 預算金額5,000萬以上或經主管指定之專案或特殊案件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表5  各級主管檢核招標文件之權責分工表

類別 分類內容 檢核人員

第1類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案件 主辦工程師

第2類 
1.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未達5000萬元案件

2. 預算金額未達5000萬之所有（準用）最有利標、分段開標、

限制性招標、府管案件

三級主管  

第3類 預算金額5000萬以上或經主管指定之專案或特殊案件 二級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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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階段：招標文件之複核

承辦人於審查會議結束後，應依審查會議

結論進行招標文件修正，並送審查承辦單

位進行複審作業。如有不符招標審查表項

目或審查會議結論內容者，將退回承辦人

補正或修改招標文件內容。如複審無意見

時，即可依行政程序繼續陳送，使招標文

件內容在備標階段，即具備適法性及正確

性。

三、第三階段：招標文件審查會議

承辦人完成招標文件之製作及檢核作業

後，就招標文件內容召開招標文件審查會

議，進行文件內容之檢討審查。

表6  招標文件審查會議主持之權責分工表

類別 分類內容 審查人員 主持人

第1類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案件 至少2人 二級主管  

第2類 
1.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未達5000萬元案件

2. 預算金額未達5000萬之所有（準用）最有利標、分段開

標、限制性招標、府管案件 
至少4人 一級副主管   

第3類 預算金額5000萬以上或經主管指定之專案或特殊案件 至少5人
（含一級副主管）

一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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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 》

為建立工程施工品質管理機制，確保工程品質

符合契約要求，針對工程之監造計畫、施工計

畫書、品質計畫書、審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書、開工前工作安全會議、材料與設備檢驗、

施工抽查、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制定相關之

管理作業程序（圖2），以利提昇工程施工品質

及執行效率。

一、監造計畫書提送

施作之工程大部份皆自行辦理監造，當工

程決標訂約後，工程師即須進行規劃提送

監造計畫書，其內容項目及報核期限均須

依「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

業要點」及「監造計畫製作綱要」辦理製

作，並經主管審核後，始可交予監造工程

師，執行相關工程文件審查及工程稽核作

業。

二、 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書審查

廠商依契約工程規範之期限內，須提送施

工、品質、安全衛生計畫書等文件，予監

造單位審核，監造單位審核時間以每次七

日為原則。確認計畫書之章節項目及內容

是否符合契約及相關規定，不符合者將審

查意見發函予廠商於期限內修正完成。另

廠商提送時程若有逾期，須依契約規定辦

理罰款，以利督促承商完成開工前準備工

作及避免延宕施工工期。

廠商提送施工、

品質、安衛計畫書

開工前會議

廠商提送材料與設備

廠商進場施工

審查核可

抽查符合

審查核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文件紀錄管理

提報監造計

圖2  品質管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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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工前工作安全會議及工地會議：

工程開工前，主辦工程師須邀集廠商及相

關技師、建築師、工地主任、安衛人員、

品管人員等，辦理開工前工作安全會議，

針對工程施作內容、行政作業程序、工程

進度、品質、勞安要求等管理標準，進行

事前溝通及達成共識，俾利日後工程施作

能順利執行。另工程開工後，主辦工程師

仍須定期召開工地會議，進行工程進度、

勞安、工法、技術進行控管及研討。

四、材料與設備檢驗

廠商須依契約規定提送材料與設備之型

錄、試驗報告、材料規範、樣品、製造廠

商、安裝工法及相關證明文件等交予審

查，臺北捷運則依據契約條文、材料規格

等，審查是否符合規定。審查結果合格後

則發函通知廠商，准許材料進場施作，若

不合格則請廠商重新提送。

另於工程施工期間，工程師須依契約規定

或廠商品質計畫書內容及檢（抽）驗頻

率，進行材料與設備抽驗，並填寫「工程

材料設備檢（抽）驗紀錄表」送主管核

定，以確保工程施工材料的品質。

五、施工抽查

工程師於工程履約期間，除須依『工程監

工手冊』執行監工工作外，另仍須對承商

進行現場抽查工作。其施工抽查時機分為

檢驗停留點檢驗及隨機抽查2種，工程師進

行抽查時，先確認廠商是否已依據品質計

畫進行各階段的自主品管工作，並對廠商

已完成自主檢查部份進行抽查。抽查發現

缺失時，須立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六、查核缺失追蹤

工地各項施工品質查核、材料設備檢驗抽

查有缺失時，應填寫「施工查核缺失追蹤

管制表」，予以追蹤、管控、矯正及回復

後續改善辦理情形，於檢附改善前後照片

後，送主管核定，以確保落實工程缺失改

善。

七、安全衛生稽查

勞安工程師須對承商執行現場安全衛生稽

查工作，同時填具「廠商安全衛生設施及

作業稽查紀錄表」，並送主管核定，以確

保承商勞安工作之落實執行。

八、文件紀錄管理

對於工程執行期間所有相關文件均須列表

管控，並予以分類歸檔，俾利工程文件檔

案的完整性及進行調閱、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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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管理暨監工作業 》

監工工程師的職責及任務，係有效掌控工程進

度及確保工程品質。監工工程師代表契約的執

行者，負有督導承商施工品質的工程師，為了

使監工工程師能勝任監工的工作任務，必須至

少接受監工人員訓練合格及現場安全衛生監督

人員或丙種（含﹚ 以上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訓練合格後，始可擔任該項工作職務。

一、監工的職責及現場管理事項

監工工程師於施工期間，主要是負責監督

承商施工、安全、衛生、品質，其應負旳

職責與管理事項較為繁鎖，茲將其主要負

責之工作項目，臚列說明如右：

表7

項次 監工工程師的職責及現場管理事項

1
工程開工前，詳讀契約條文及內容，確認施作

項目圖說、施工規範 及材料規格，以為監造

之準據

2
履約期間，協助本公司處理承商因應工程施工

必要之聯絡事宜

3 與承商研討有關施工、工法、技術等事宜

4 監督承商按照預定進度施工

5
依契約規定及監造計畫執行工程品質查核及材

料之有關檢（查、試﹚驗

6 施工測量、施工品質、規格之查驗

7 監工日報及其他有關工程紀錄資料之填寫

8 配合辦理工程變更作業相關現場會勘工作

9
配合辦理分期估驗計價之數量確認及工程初、

正驗事宜，並督促承商按時完成估驗計價作業

10 設備之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1
工程完竣後，依工程項目管理權責，得代表本

公司辦理已完成工程交付使用或保管單位等點

移交作業

12 督促承商於改善期限內完成瑕疵更正

13 工地臨時事故、特殊事件之緊急處理

14 監督承商辦理各項勞工安全衛生事宜

15
監督承商完成工地環境之整理及施工區域交通

之維持

16 須依「工程監工手冊」執行重點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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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工作業方式

（一）開工前

監工工程師須確認「監造計畫」「品

質計畫」「施工計畫書」是否已核

定。並確認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

是否為承商公司之人員，且已進駐工

地現場督導施工，負責一切承商應辦

事項。

（二）施工中

監工人員於施工中應負責之工作有工

程督導、品質管理、缺失追蹤改善、

施工日報催繳、填寫「公共工程監工

日報」、勞安宣導（危害告知﹚、人

員管制（門禁管制﹚、系統路權範圍

工作申請及管制、特殊危害作業管制

（高壓活線、高架、動火、局限空間

及缺氧危險作業）、監控現場停、復

工狀況、事故災害緊急通報、每日安

衛清潔檢查、依契約及「臺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

理要點」規定辦理、監督廠商人員

每階段之自主檢查、監督廠商是否

違反勞基法之休假規定、參加施工協

調會、工期展延、趕工計畫、估驗計

價、契約變更⋯等相關作業。

（三）竣工、驗收作業：

承商提出竣工申報時，監工人員須先

至現場確認是否確實完工。辦理驗收

作業期間，須全程會同主驗官，勘查

現場設備施工情形。於驗收缺失改善

期間，則確實督促承商儘速改善缺

失，並於確認缺失改善後，始可同意

辦理缺失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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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查核作業

為了協助各工程單位落實工程品質管理機制，

臺北捷運成立工程查核小組，以定期及臨時查

核方式進行查核。查核時將針對工程文件、施

工進度、標案管理資訊系統填報狀況、估驗計

價文件、現場施工狀況、其他依相關規定、上

級查核缺失等項目進行重點查核，以確保工程

施工品質及落實工程契約與工地管理。

一、查核作業

工程查核承辦人每月蒐集全公司公告金額

以上之工程案件基本資料，檢附工程查核

小組成員名單，於每月底前簽報建議執行

查核案件，陳送主管選定查核人員，核定

後即影送查核人員及受檢單位配合辦理。

受查單位接到查核通知後，須於查核日之

前，先行提供工程品質查核必要文件（如

契約、施工計劃書、品質計劃書、監造計

劃及施工管理相關自主檢查表等）予查核

人員進行初步檢視，俾利查核作業進行。

受查單位或查核人員得視工程案件複雜程

度，決定是否邀請廠商工程人員到場協助

說明。另查核人員進行工程查核時，應參

照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

要點、臺北捷運公司落實工程三級品管制

度及施工督導查核作業要點、工程管理手

冊、公共工程告示牌管理作業程序及契約

規定之工程應辦事項，進行重點查核。

二、管考與改進 

（一）追蹤管考

工程查核承辦人每月須將各單位查核

缺失彙整，並請各受查單位填報回復

查核缺失辦理情形及申復事項。若有

建議結案案件則應檢具證明資料、文

件或改善完成照片，於資料綜整完成

奉核後，影送各工程相關單位進行缺

失改善之參考。另如尚有未結案缺失

案件，則須繼續追蹤後續辦理情形，

直至完成改善為止。

（二）檢討與改進

工程查核承辦人每月將各工程查核缺

失及各受查單位回復改善情形，併入

督導主管主持之工程管控會議中檢

討。另工程查核承辦人每年須將查核

缺失進行分類，統計相關工程查核缺

失樣態，並綜整結果公告及影送各工

程單位參考，避免相同缺失再次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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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捷運系統因設備種類及施工環境複雜，在工程

統合及管理部份，如未能建立完整行政管理體

系及執行程序，於工程執行品質上，將容易產

生良莠不齊的現象，甚至達不到契約品質要

求，而引起承商爭議及履約糾紛問題。

為此臺北捷運自通車營運以來，即透過工程執

行經驗、缺失改善、工法提案及查核作業等方

式，逐步統合各項工程的執行特性及施工工

法，並陸續建立相關工程行政管理及作業程

序，使工程由早期個別工程人員主導方式，逐

漸轉化為專業分工及行政管理方式。同時也因

藉由工程專業分工及行政管理方式，使同仁能

發揮所長確實管控、監督承商，並逐步提昇工

程施工品質。

目前臺北捷運已連續5年得到NOVA可靠度世界

第一的頭銜，這項殊榮並非僥倖得之，在在都

是由於落實工程管理及執行程序，始能創造出

的一流營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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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體驗營規劃與建置
葉嘉文1 ／ 高雅娟2 ／ 范雅琪3

摘要 》

逃生體驗營位於臺北捷運北投機廠內，歷經多年的規劃及建置，於2008
年6月對外開放，為國內唯一以捷運逃生教育為主題的展館。身為捷運的

經營者，臺北捷運公司由2003年之大邱地鐵火災事件，深刻瞭解傳達民

眾正確捷運逃生知識之重要性，在此使命的驅動下，一步一腳印地完成

展館建置。

目前逃生體驗營不僅為臺北捷運公司內部員工訓練的最佳場所，亦為學

校戶外教學的新興場地，透過現場參觀學習與實地操作，捷運逃生知識

已逐漸向下紮根，深植參觀者心中。同時由國外貴賓參訪的回饋可知，

展館呈現主題與手法皆為國際捷運業界先驅，亦為國際軌道同業的觀摩

對象。

關鍵字：

捷運、逃生、大邱地鐵、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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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捷運公司企劃處課長 kevin@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企劃處管理員 sally@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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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fter years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Interactive Emergency Evacuation Exhibition 

Center (IEEEC) located in the Beitou Depot fin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June 2008. It is 

the first exhibition focused on the topic of MRT evacuation in Taiwan. As a MRT operator, 

th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learned the lessons from the Daegu subway fire 

in 2003. We realiz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onvey knowledge of evacuation in the MRT 

system. Based on this concept, IEEEC has been presented to all citizens.

Not only is this center the best training place for our staff, but also a new ideal location 

of field trips for students. Inside this place, they can be educated with MRT evacuation 

knowledge since their childhood. In addition, parts of the visitors are foreign guests and 

through their feedback and appreciations, we know this center is also the pioneer project 

worldwide, which brings them new ideas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Keywords： 

MRT, evacuation, Daegu subway, fir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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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2003年2月韓國大邱地鐵發生震驚全世界的火災

事件，一名男子在車廂內縱火，因車廂之易燃

材質與後續人為的不當應變處理，火焰快速延

燒至對向列車，終至整個車站，結果造成200人
死亡的重大意外事故。

公司當時立即派員前往大邱考察，怵目驚心的

現場呈現火災強大的破壞力，亦反映人員在面

對緊急狀況的慌亂失序行為。有鑑於此，公司

立即全面檢討車廂材質與內部緊急應變程序，

以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然而此事件也使我們省

思在火場逃生分秒必爭的情況下，旅客若能具

備逃生知識，迅速逃離甚至即時的通報人員處

理，將可大幅提高生存機會，因此興建一展覽

場館教導民眾火災逃生與應變知識之想法應運

而生。

規劃過程 》

秉持上述理念，逃生體驗營從2003年起，逐漸

凝聚公司內部各單位共識，依序展開理念具體

化之工作。前期作業由覓地到展示內容方向確

立，縝密費時的規劃以確保兼顧理想之忠實呈

現與後續作業的順利推動。

一、性質定位

逃生體驗營為國內首創以捷運為主題的展

館，有別於公司每年推出的短期宣導活

動，希望藉由常設的硬體設備，將捷運專

有的逃生知識傳遞給大眾，同樣可運用於

內部員工訓練上，讓某些須等候列車收班

後方可進行的訓練項目，於白天營運時段

也可進行。

秉持教育從小紮根初衷，展館定位在教導

中小學學生捷運逃生知識，並嘗試以寓

教於樂方式呈現，增加其互動性與學習意

願，故規劃之初，即設定未來參觀方式以

學校戶外教學或特定團體參訪為主。

二、地點選擇

原規劃地點選擇設立於木柵機廠內，因鄰近

動物園，為數眾多的校外教學團體將是未來

營運時的客源主力，預估有助於後續永續經

營。同時亦考慮到文湖線通車後，木柵機廠

的部分功能將移往內湖機廠，騰出的空間也

可善加利用。然而經會勘與實際協調發現，

文湖線通車後，木柵機廠仍需保留儲車區、

洗車區及測試軌，扣除此部分，剩餘的場地

將過於分散，且腹地狹小無法作整體規劃，

因而轉覓其他合適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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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逃生體驗營的功能定位之一為員工教

育訓練，故尋覓的場所轉至北投機廠內的

訓練中心，當時訓練中心大樓1樓為自動收

費系統（AFC）訓練教室（圖1），戶外區

則為訓練軌區域（圖2），供司機員進行轉

轍器扳轉及第三軌短路夾操作訓練。

該規劃場地共約750坪，空間雖較原設想坪

數小，但基地完整獨立，且結合現有訓練

軌與機廠內高運量電聯車模型，僅需稍加

整建即可創造車站實景，所以經綜合考量

後，選定逃生體驗營落址於此。

圖1  AFC訓練教室及前方空地

圖2  戶外訓練軌

三、展示內容規劃

2004年初逃生體驗營專案小組成立，成

員來自運務、維修、訓練等各領域專業人

才，齊力共同規劃建置內容，討論捷運系

統如發生火災事件時，以位於地下段之車

站與隧道危害度最高，不僅煙霧易聚集，

且逃生困難度高，因此館中若能備有一仿

真的地下段車站與隧道立即成為共識。且

隧道最好以彎曲型式設計，藉由營造蜿

蜒、窄小密閉空間光線不足的特性，讓參

觀者體驗在黑暗的隧道中下軌道逃生。

另外著眼於火災發生後，旅客能否正確使

用緊急對講機、緊急停車按鈕、緊急逃生

門，甚至是操作滅火器等，都是爭取應變

時間之關鍵要項，因此計畫將緊急設備裝

設於模擬車站上，並依照真實環境擺設，

讓參觀者熟悉相對位置與操作方式，而火

場中的特點即為濃煙密佈，遮蔽逃生方

向，此時蹲低姿勢、依循逃生指標尋找出

口亦為逃生之重要關鍵，故濃煙體驗室也

一併納入規劃。

其他部分則增加介紹臺北捷運系統與相關

機具設備內容，並加入趣味互動性較高之

主題，如化身為司機員，瞭解緊急狀況下

如何應變之模擬駕駛器，及介紹捷運路網

與週邊觀光景點的多媒體電子地圖等，藉

以增加參觀者探索展館意願。

內容初步確立後，則進行場地配置。因選

定之基地一半以上的空間（訓練軌區域）

位於戶外，為配合現有空間條件，乃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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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擬真主題，包含地下車站與隧道等，皆

設於戶外區域。室內則配置互動性高、具

多媒體聲光設備之主題，同時也將服務櫃

檯規劃於展區入口處，將各主題串聯起

來，呈現一環狀的參觀動線（詳圖3）。

 

 

 

捷運再生裝置藝術

往北投會館

自然體驗區

隧道逃生區

列
車
模
型

列車逃生區

轉轍器
教學示範區

濃煙體驗室

互動教育區
駕駛模擬臺入口

服務櫃檯

入口意象

捷運機具設備展示

多媒體電子地圖佈景

滅火體驗室
車站
逃生室

時光走廊

動線方向

圖3  逃生體驗營原規劃主題與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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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階段 》

逃生體驗營內容規劃完成後，原計畫分設計案

與工程案兩階段進行，設計案依上述平面規劃

後，接續進行主題細部設計、工程圖繪製、專

業簽證及執照請領等作業；工程案則採分階段

進行。

歷經專案小組討論認為宜掌握時效性，及因內

容涉及工程、財物與勞務採購，並涉及大量的

創意美感及空間設計元素，故為增進效率與整

體美感，選擇以統包最有利標方式進行，以鼓

勵廠商發揮創意。

後經專案簽報市府核定招標方式後，正式對外

公告廣徵好手。然因此類型展館為業界首創，

國內廠商多無經驗並持觀望態度，所以首次公

告即因投標廠商不足而流標，再次公告招標

後，全數廠商則因不熟悉招標規定而廢標。此

過程之曲折不禁讓我們反思招標文件的規定是

否過於嚴苛或不明確，方導致無法順利推動，

因此立即著手檢視與修改招標內容，將有爭議

處之內容加註文字說明釐清。修改後重新招

標，首次仍因廠商家數不足流標，顯示此工程

案的創新與難度遠高過一般展館，再次公告

後，終於找到具同理念之廠商，願意一同開創

國內展館新局。

招標過程的一波三折雖然已耗費近5個月之時

間，然高規格的招標條件方能確保篩選出同具

理想且實力堅強之廠商，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

讓未來工作推動更加順利進行。

建置過程 》
一、細部設計

逃生體驗營於2006年底開工後，進入細部

設計階段，進一步依照當初規劃之內容項

目與平面配置，討論各主題的呈現方式，

並製作細部設計圖說與腳本。

進入細部設計後，所有的概念必須具體呈

現，經深入探究後發現不少困難點，皆為

當初規劃時無法細思之部分。主要問題在

於戶外區域，為了打造擬真環境，戶外設

計以鋼結構與複合式金屬板建構出地下車

站、隧道與濃煙體驗室，過程中面臨不少

挑戰：

（一）建敝率與容積率

因北投機廠屬交通特種用地，必須依

循「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路權範圍內

建築物管理要點」，在興建前將需求

說明書與細部設計圖說送捷運工程局

審核同意。依據北投機廠土地變更都

市計畫說明書規定，該基地須符合建

蔽率40%、容積率400%的規定，因此

增建空間受限。

此部分多次與捷運局討論後，重新計

算建蔽率，在臨近飽和的情況下，權

宜之計僅能將車站改為半開放式空

間，雖然隧道之隱密黑暗效果無法完

美呈現，但對整體規劃理念不致影響

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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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安全與基地荷重

北投地區地質特殊，空氣中硫成分

高，金屬易生鏽腐蝕；另因基地地處

遼闊的關渡平原旁，現場風力強勁，

這兩項環境特性，讓戶外區的結構物

必須更加堅固牢靠，需有既能抗酸又

能防強風之特性。

為解決抗酸問題，將型鋼外部經熱浸

鍍鋅處理後，可大幅改善生鏽問題，

但防風部分，則必須增加型鋼數量與

補強柱腳鋼筋水泥結構，方能增加抗

風性。但如此一來，樓地板載重勢必

增加，再加上未來將放置於軌道上之

重達8噸車廂，讓戶外區結構計算必

須再三確認，務求更加精確詳實。

（三）規劃軌道過於彎曲

依原規劃設計，訓練軌上的轉轍器將

移至軌道端點，讓軌道另一端有空間

可再增加一段彎曲成L形之軌道，藉

以增加遮光效果。但實地勘查量測後

發現，現場腹地過小不足新增軌道，

且轉轍器下方連結管線眾多，根本無

法移位，在此限制下若堅持增設L形
軌道，鋼軌將因曲度過大而根本無法

彎曲至此弧度，再加上樓地板荷重問

題之疑慮，幾經討論後，最終只好捨

棄此設計，仍維持現有直線形軌道，

而遮蔽性的問題則研擬其他替代方案

補強，力求擬真呈現。

（四）增設最新設施設備

在覓地、規劃、招標一連串之過程

中，臺北捷運系統陸續推出多項新的

設施設備，安全方面為首要考量之增

設項目，尤以月臺門與月臺區軌道侵

入偵測預警系統兩項最為重要，另外

因當時隔音牆工程亦同步施作中，考

量上述設備在系統中運作成效良好，

所以將其一併納入設計中，重新調整

其他設備的相對擺放位置，真實呈現

車站原有風貌。

戶外細部設計確立後，室內區各主

題之細部設計相對單純。各主題內

容與腳本逐一討論細節，廠商提案內

容先經內部審視，確認各步驟流程可

行，並思考如何納入更多趣味元素，

以表達欲傳遞之知識。整體細部設計

內容與原先規劃稍有差異，因為儘管

事前規劃考慮再三、預先考量各層面

問題，但唯有具體腳本寫出或圖說畫

出後，方能真正發現潛在之衝突與限

制，而不斷修正的過程也讓後續施工

作業更加具體可行。

二、工作協調

逃生體驗營的規劃、建置乃至於後續的營

運，均無法憑單一力量完成，各項工作有

賴各領域人員相互合作，因此協調分工作

業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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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體施工

本案為統包工程，內容包含硬體施工

及軟體設計，在硬體施工階段，施工

品質掌控相當重要，此部分之監督仰

賴工程專業人士協助，此時工務處工

程中心即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特別是

針對結構安全性加強督導廠商。另

外，定期舉辦之工程進度會議則邀集

廠商與工程、企劃或是其他相關領域

的人員，一同討論工作事項，對於工

程進度推動與衝突化解有相當助益。

（二）軟體設計

本工程內容牽涉諸多企劃設計與創意

元素，廠商極富巧思的創意，在細部

設計階段，就需多方面的考量檢視，

諸如是否具有足夠的教育意義？是否

造成營運成本負擔過大？是否有使用

上的安全顧慮等。在廠商、企劃及公

司其他相關領域專業同仁，歷經多時

的集思廣益下，不斷的重複討論及修

改，彙集不同的專業意見，激盪出內

容豐富之多媒體創意互動設計。

三、施工遭遇困難與過程

進場施工首先須將AFC教室之隔間牆全部

敲除（圖4、圖5），讓原本窄小的分隔教

室變成寬闊空間，以利各項工作得以陸續展

開。施工過程中亦面臨當初未預期之狀況，

考驗團隊迅速處理問體及尋求解決方案的應

變能力。

圖4  AFC教室隔間牆拆除

圖6  大型吊車吊運車廂

圖5  室內展區空間

圖7  車廂吊掛定位

（一）模擬車廂進場

施工過程另一難度為模擬車廂進場

（圖6、圖7），於訓練軌的道渣清

除完畢後，便須將模型車廂運出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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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原先計畫沿主工廠通道一路拖運

至逃生體驗營戶外區，然經量測通道

大小後，發現車廂過於龐大，無法通

過訓練中心入口。經再次會勘現場地

形後，決定將車廂拖至訓練中心停車

場出入口通道，再出動大型吊車，將

其由地下一樓，吊運至位於平面層的

軌道上。而後續鋼構材料進場也面臨

此問題，所以皆改以此方式進場，如

此一來工程複雜度提高，整體進度亦

須重新修正。

為確保吊運過程順利，當日出動400
噸重之大吊車，且下方以鐵板固定加

大支撐面積，增加吊車的穩定性。而

訓練軌旁已預先落置6根基柱，用來

支撐車體，一切運送與吊掛過程雖進

行緩慢，惟終能確保順利完成。

（二）施工時間壓縮

施工期間夏季午後雷陣雨及颱風頻

仍，常使工程進度被迫中斷，僅能把

握天氣穩定期間，加速施工進度。尤

其當戶外車廂吊掛至訓練軌上，而支

撐基柱與遮蔽屋簷尚未完成時，強烈

颱風來臨，工程除再次中斷外，固定

車廂與加強圍籬支撐等防颱工作，更

須於數日前停工全力準備。

此外，因工程地 點位於訓練中心1
樓，諸多訓練課程在此舉辦，為維持

課程品質，噪音較大的工程項目必須

配合課程時間，改至夜間或假日施

工，因此可施工時間不僅大幅壓縮，

且時間運用彈性降低，工項調配困難

度亦因而提高，其各項施工情形如圖

8-圖15。

（三）消防送審

因展館主題介紹火災之逃生知識，因

此建物本身的消防安全更顯重要，全

區均採高標準原則設立各項消防設

備。戶外區的模擬車站、隧道及濃煙

體驗室因造型特殊獨特，故消防送審

歷經多次與消防局溝通確認，逐步修

正後方審核通過。

圖8  濃煙體驗室鋼構組裝 圖9  模擬車站架高地坪組裝 圖10  模擬隧道支架組裝 圖11   模型車廂裝修及月臺地
磚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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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前準備工作 》

一、保固計畫

本場館廠商提供建築物主體含屋頂防水、

空調工程、消防工程以及多媒體控制系統2
年的保固工作，期間除故障檢修外，亦定

期至現場維護保養及調整系統，以確保各

項互動設備正常運作。此外，為掌握設備

穩定度及節省維修時間以避免影響營運，

廠商訂定各項互動設備維修之保養及操作

手冊，明列各設備的廠牌、尺寸及規格，

方便後續零件維修採購。此手冊亦配合本

公司維護單位需求不斷進行修訂，讓現場

工作同仁遇到故障情形，可自行依照手冊

做簡易故障排除，以縮短故障時間儘速恢

復系統正常運作，讓購票參觀民眾可以完

整體驗各項主題。

為確保逃生體驗營保固期滿後正常運作，

公司內各專業維護單位於竣工後，即積

極參與保養維護作業，熟悉各多媒體互動

設備之組成元件與運作原理，掌握設備狀

況，並考量作業時程，預先辦理保固期滿

後相關備品及消耗品採購作業，俾利保固

期滿後，得以順利接手維護工作。

二、試營運準備

逃生體驗營完工後，由人力處訓練中心接

手營運。延續經營北投會館與推動各項專

業訓練課程之豐富經驗，訓練中心從工程

驗收階段起，即開始準備後續營運工作，

包括規劃人力配置、參觀費用、導覽方式

及解說內容安排等，從無到有，均由訓練

中心規劃策動。

規劃的同時為累積導覽經驗，訓練中心亦安

排2梯次的員工眷屬試體驗活動，利用週末

假日，讓員工與眷屬優先參觀，藉由同仁回

饋意見，再次修改各項參訪細節，讓整個參

觀流程運作更加流暢，此外各項設備也在持

續運轉測試中漸趨穩定，整體準備狀況益加

完善，為對外開放營運作好萬全準備。

圖12  室內木作尺寸量測 圖13  各主題木作原型 圖14  時光走廊木作造型 圖15  戶外區鐵木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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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營運 》

逃生體驗營於2008年6月3日正式對外開放營

運，採團體預約、專人定點導覽方式經營，吸

引諸多中小學及民間教育機構報名參訪，另外

因正式開放日適逢學校暑假前夕，各式暑期營

活動陸續展開，展館一如預期立即成為熱門參

觀景點，每日上下午共4場的參觀場次，經常可

見學生團進團出參觀，由此可知原預定將逃生

知識從小紮根之理念正逐漸實現。

展館為兼顧不同參訪客群差異，於週六時段開

放個人參訪，讓家長也能利用週末時間陪同孩

子參觀。而逃生體驗營再結合北投會館之兒童

遊樂場、健身房、游泳池、餐廳等設施，已讓

北投會館成為民眾假日闔家出遊的熱門休閒場

所。

因建置逃生體驗營為世界捷運系統之創新先

例，國際軌道同業於參觀臺北捷運時亦一併安

排參訪，搭配訓練中心詳盡的英文導覽，外賓

對此展館展示主題與呈現方式皆充滿好奇與深

感認同，並讓外賓對臺北捷運留下深刻的印

象。

心得與建議 》

一、 捷運逃生體驗營採統包工程辦理可節省時

間及確保施工與設計ㄧ致，達成原設計要

求。惟仍須克服由設計單位負責履約時，

易偏重目標達成而未細思後續維護作業細

節等問題，故爾後若辦理類似案件時，可

綜合考量工程難度、特性、履約單位及同

仁經驗，以最佳之招標方式或履約團隊進

行，以確保設計忠實呈現及後續維護工作

之順利作業。

二、 本逃生體驗營之主要訴求對象為中小學

生，尤以對中低年級及以下之小學生最具

吸引力，而設置目的在兼具教育民眾與員

工訓練，故主題分類上分為室內區（互動

遊戲、動態體驗）及室外區（戶外教學）

等2區3類，以完整考量到民眾與員工之

不同需求。因捷運逃生宜涵蓋各層面，故

原始設計納入電的傳導、捷運路網等較具

知識性質之遊戲，其受歡迎程度未若其他

設計主題，故爾後進行更新工程時，可考

量將前述較不受歡迎設施納入優先改善項

目。

三、 本案在設計時著重於先進之電子互動設

備，其成本相對較高，且必須思考後續因

路線增加時，須及時配合修正與更新教育

遊戲之永續經營問題。故考量參觀對象多

為中小學生，可參考Baby Boss等遊憩展

館以節約成本方式設計，亦可同時達到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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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特色於合約規劃階段即包含施工影片

及導覽影片，於工程進行之同時，亦記載

施工之過程，此為重大工程常用之行銷手

法，一般工程並未包含此項，故爾後公司

若有重要工程案件時，可考量於合約規劃

設置時，納入施工影片之拍攝，以利於後

續經驗傳承。

五、 本逃生體驗營以中小學生為主，鎖定對象

明確且價錢低廉，而設計主題項目多且豐

富，充分掌握參觀者特性，以須多動手及

動腳設計，滿足參觀者需求，其中動態駕

駛器、滅火體驗室、模擬電聯車及濃煙體

驗室等擬真設施設備因獨具專業特色而廣

受民眾歡迎，另參訪者多以半日行程安

排，除可先參觀逃生體驗營外，亦可接續

享受北投園區各類遊憩設施，對於提升該

園區之遊憩設施使用率及鼓勵親子休閒活

動有莫大助益。

六、 一個好的展館成功與否，先天條件雖來自

於主題設定，但關鍵因素在於後來的呈現

方式規劃，有趣的互動機構大幅提昇參觀

者探索興致，因拜電腦科技之賜，各主題

可以多媒體方式呈現，增添許多影音聲光

效果，讓參觀過程即是身歷其境的美好體

驗。因此，在規劃過程資訊專業之參與不

可或缺，其能以專業眼光審視互動主題的

可行性，且從務實的角度，綜觀軟硬體設

備合作對於後續反覆運作及維護檢修之影

響，可兼顧創意面與實際面之調和，對未

來開放營運成功與否尤其重要。而資訊人

員亦可藉此擴展專業領域範疇，由原捷運

專業資訊維護能力延伸至展館互動多媒體

機構，其不僅適用於逃生體驗營，亦可即

時運用於未來捷運公共藝術之多媒體互動

機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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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逃生體驗營的創設為臺北捷運首次以展館呈現

的創新措施，希望能在提供市民便捷的交通服

務外，亦肩負更多元的社會責任。此結合教育

與休閒的場所，實現當初傳達捷運安全的教育

初衷，旅客的乘車安全亦可獲得更深一層的保

障，雖然展館本身無法獲利經營，但未來仍將

秉持著回饋大眾的理念持續對外開放，繼續將

捷運安全知識散播至所有旅客及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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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競爭優勢之
捷運人力資源管理
林美如1 

摘要 》

企業在面對當前產業快速變遷及競爭激烈的環境，勢必要維持競爭力，

始能達企業願景及永續經營目標。

本文以攸關組織績效之人力資源管理功能構面，包括組織發展、人力資

源規劃、招募與遷調、薪資、教育訓練、績效評估、差異化福利事項等

構面，分別從「如何創造競爭優勢」、「捷運產業特性」及「臺北捷運

實務探討」等三個觀點，探討捷運營運事業機構，如何透過人力資源管

理有效地取得競爭優勢，並以臺北捷運公司為例，探討在追求卓越績效

過程中，各項人力資源管理構面之實務經驗，據以提出分析意見。

期望透過本文的探討分析，讓各界人士對臺北捷運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有

更深的瞭解，並對臺灣地區之捷運產業發展，提供一些建設性意見。

關鍵字：

人力資源管理、競爭優勢、捷運產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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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ju Lin1

ABSTRACT 》
Enterprises are currently facing rapid industrial changes and an intensiv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t is crucial and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fulfill business visions and prosperous goals.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functional component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 

which are high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recruitment and rotation, compensa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ifferential welfare, and so on. From 

thre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How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haracteristics 

in MRTS Industry,” and “Discussion on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aipei Metro,” this 

article respectively elaborates on how organizations can ob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ffectively through HRM. Furthermore, by taking Taipei Metro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practical cases in HRM functions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conclusion, the expecta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letting people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and professional field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RM in Taipei Metro, and providing constructive advi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RTS 

industry in Taiwan as well. 

Keyword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characteristics of MRTS industry

Competi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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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捷運是現代化都會區不可或缺的重要運輸系統

之一，雖然捷運採用許多新穎的軌道科技，但

由於服務旅運量高，從業員工人數眾多，仍然

屬勞力密集的交通運輸服務業。以臺北捷運為

例，其用人費用約占營運總成本百分之三十，

實已成為最具關鍵的成本項目之一，所以，如

何利用人力效益之槓桿原理，透過各種人力資

源管理機制來提昇單位用人效率、降低用人成

本，以提昇企業的競爭力，達成企業經營目

標，已為臺灣地區軌道產業在經營管理上之重

要課題。

本文以攸關組織績效之人力資源功能構面，包

括組織發展、人力資源規劃、招募與遷調、薪

資、教育訓練、績效評估及差異化福利事項等

構面，分別從「如何創造競爭優勢」、「捷運

產業特性」及「臺北捷運實務探討」等三個觀

點，探討現代化軌道營運事業機構，如何有效

地取得競爭優勢。希望透過本文的探討分析，

對臺灣地區之軌道產業發展，提供建設性意

見，並期望各界交通或人資先進不吝指教。

組織發展 》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組織，應能夠在最佳

時機，從組織外部獲取成本極低的生產

資源，且能夠經由組織內部的有效運作程

序，以極大化附加價值，達成企業經營目

標。簡而言之，優異的組織設計，必須同

時兼顧下列二項組織能力：

（一）外部資源之搭接及取得能力

（二）內部資源之執行運用能力

組織設計係指在一短期的特定期間內，針

對企業經營所需之組織結構進行設計，

其內容包括組織類型、部門層級、業務職

掌、垂直授權、水平分工與協調等；而組

織發展則是由連續性的短期組織設計或調

整而成，其內容包括組織的中長期購併、

擴張或衰減等。

組織發展在人力資源的整體功能構面中，

是最具策略性意涵的，如果在組織發展的

過程中，可以依內外部經營環境特性配置

合適的組織結構，將能夠促使一個組織與

其組織外部之相關關係人，包括投資者、

消費者、供應商、具有監督權的政府行政

與民意機關，及社會大眾等，維持良好的

平衡關係，以獲得低成本的外部資源投

入；並透過內部各部門之權責分工及流程

管理等作為，創造極具競爭力的服務與品

質，以提供給消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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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捷運產業特性

和各地的公共軌道運輸系統一樣，捷運同

樣具有寡占的特性，由於競爭者進入該一

運輸市場的門檻極高，或受到法令的特許

保障，企業經營環境極為穩定，是以在組

織類型之設計上，當以「功能性」組織之

適配度為最高，透過業務功能之集中及作

業流程之標準化，發揮資源高度運用效率

的組織特色。

另由於捷運屬於公共性之交通運輸系統，

其票價及服務品質等經營核心事項，均受

到政府行政及民意機關之監督管制；故在

組織設計時，除了對於運輸本業及附業核

配部門外，對於負責與該些監督管制機構

溝通之業務單位，亦應配置適當之組織人

力以發揮溝通協調功能。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臺北捷運營運機構組織之發展，係於1990
年設立籌備處，1994年正式成立公司，在

1997年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

管理條例（簡稱設置管理條例）立法通過

前，仍為公務員之人事體制，組織係比照

行政機關之階層式組織設計。當時，雖因

諸多因素，致使第一條木柵線通車備受考

驗，公司籌備期長達4年，但也因為行政機

關之階層別組織，恰好與捷運之穩定性經

營環境匹配，故在1997年前之組織架構與

早期路線營運規模之適配性尚稱合宜。

1997年前組織雖尚稱合宜，但因用人管

道及組織體制仍欠缺彈性，為促進企業化

經營，故在1997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設

置管理條例，依該條例規定，營運機構雖

仍屬公營體制，但對於用人管道及組織功

能等，已具有與一般企業相近之功能與彈

性，惟現今美中不足而尚有檢討空間之

處，包括：組織編制、組織調整及薪酬福

利事項，依設置管理條例第9條、第11條之

規定及「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權責劃分要點」

規定，仍須報陳臺北市政府核定，不像中

華電信公司於1996年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條例通過，其第7條之規定，或如中華郵

政公司於2002年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

置條例通過，其第6條之規定，均規定公司

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核定，且有關人事管理

相關法規中除董事會組織規程尚須報請主

管機關交通部核定外，餘完全授權該公司

董事會核定，不受政府機關限制，其用人

管道及組織體制因而更具自由與彈性，較

能因應變遷快速的環境，公營捷運公司在

此方面仍有改進空間。

自1997年設置管理條例通過後迄今，組織

設計歷經3次調整，其重點分別為： 

（一） 1994年公司正式成立後，至1998年
底，已陸續完成木柵線、淡水線、中

和線及新店線北段通車營運，營運總

長度為40.3公里，41個車站。為因應

新店線及南港線等全線（雙十路網成

型）、板橋線第1階段、小碧潭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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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74.4公里，車站數將達69個，故於

2005年進行第二次組織調整，調整重

點主要在於將組織合理區劃，內容包

括：

1 . 維修部區劃為「車輛部」及「設施

部」

2. 發包中心更名為「供應部」

3. 木柵處更名為「中運量運輸處」

4. 運務部增列2個「車務中心」

5. 車輛部增列「研發中心」

6. 設施部增列「工程中心」

7. 行政部增列「客服中心」

（三） 2007年經檢視運務及維修單位仍存

有管理幅度及管理負荷過大等結構性

問題，為符合組織設計原則、整併人

力資源及提昇管理效能，以及因應文

湖線等後續路線通車，營運總長度將

達90.5公里，車站數將達82個，故於

2007年度進行第三次組織調整。本次

調整內容主要包括：

1.  「運務部」 區劃為「站務處」及

「行車處」

2.  「設施部」區劃為「系統處」及

「工務處」

3. 「工安室」提升為「工安處」

4.  原一級單位「部」統一修正為

「處」，原「經理」職稱，修正為

「處長」、原「副理」職稱配合修

正為「副處長」

等後續路線通車及載客量成長，營運

總長度將達67公里，車站數將達63
個，故於1998年進行第一次組織局部

調整，主要調整內容包括：

1.   原人事與訓練業務分由人事室及訓

練部權管，為達人力資源發展之整

合性目的，故將人事室與訓練部合

併為「人力部」，統籌公司招募與

遷調、差勤與績效管理、勞資關係

管理、組織與人力發展、教育訓練

等人力資源管理事宜。

2.  配合組織功能提升，簡化及修正部

門名稱，將「品保及勞工安全衛生

室」修正為「工安室」，將「秘書

室」修正為「行政部」，原物料之

採購及管理則置於「財務部」下。

3.  因應公司規模日趨龐大，為提高採

購效率及降低採購及倉儲成本，將

「財務及物料部」區劃成為「財務

部」及「發包中心」，以分別負責

財務及公司採購物料規劃與倉儲管

理。

（二） 2005年間，考量線上單位因組織規模

過於龐大，部門主管負荷過重，與其

他支援性部門相比過於懸殊，不利業

務溝通及訊息傳達。為因應階段性業

務推動需要，以及板橋線第2階段及

土城線後續路線通車，營運總長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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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組織類型之修正外，另在組織權責

劃分部分，已逾10年未進行檢討，由於核

定當時，主要係以監督控管觀點規劃，防

弊優於興利考量，尚未充分考量捷運企業

化經營之管理授權與組織彈性，亦宜適時

檢討修正。

綜上，各階段組織調整尚足以因應各階段

業務發展需要（臺北捷運公司現行組織圖

如圖1），惟自2013年起，由於市區段之

捷運路線發展已告一段落，後續新增路段

之每公里平均旅運量勢必大幅降低，加上

2010年起新蘆線即將面臨自償率問題，屆

時公司經營環境，將面臨重大挑戰，臺北

捷運及其監督機關宜預先研議此一環境下

之合適組織型態，以便及時調整因應。

人力資源規劃 》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企業的經營管理不外乎產（產品）、銷

（銷售）、人（人資）、發（研發）、財

（財務）等事項，而人力資源是不可或缺

的管理資源之一。通常一個良好企業的人

力資源發展，係以組織架構為骨，人力為

肉，激勵為精，遷調為血。如何依據組織

型態及特性，有效進行人力配置及運用，

為人力資源規劃的重點。而人力資源規劃

的主要目的，係在達成各項業務目標前提

下，如何在適當的時機，招聘運用適當

質、量的各類人才，以因應業務需要，使

其與組織目標緊密結合，確保組織能持續

地順應環境的變化，維持企業的競爭力。

所謂適當的時機，是指企業於每年訂定事

業計畫，依產、銷、人、發、財等資源投

入構面，或平衡計分卡（BSC）之財務、顧

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構面等，分析

所需之各種不同職類人才，視事業計畫之

各項細部計畫啟動時程，搭配訓練所需之

前置時程，分階段招聘以投入人力。而適

當的質與量部分，則係依據組織業務職掌

所展開之各職務工作內容，予以適當的工

作評價，釐定其資格條件，以提供後續辦

圖1  臺北捷運公司現行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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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項之次系統人力估算基準，必須對於捷

運營運維修作業流程，有一全盤了解，在

達成監督機關要求之服務水準目標下，設

定所需各項科學根據之用人指標，配置直

接必要人力及間接支援人力，以求在「掌

握用人成本，避免人力過多」與「因應工

會要求，避免人力不足」間取得合理平

衡。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以臺北捷運公司於2009年7月4日通車之文

湖線需求人力為例，其所需線上輪班人力

約為307人，其中包括維修類人員計170
人、運務類人員計137人。是類人力因屬

為線上人力，須透過承商訓練培訓種子人

員，並在通車前完成各路線設備及車站所

需人員之轉訓作業，及參與測試與接管模

擬演練，以確保營運通車後之運轉安全與

服務品質。

在人力需求規劃部分，則是在通車之前三

年即分年編列預算員額，例如文湖線通車

所需人力已納入2007年至2009年預算員

額，並由用人單位依其員額計畫時程分3年
完成遴補，人資單位則依用人單位所提出

人力需求之職缺類別、資格條件及數量，

對外辦理招募遴補，並依各職務設計內

容，安排新進人員訓練、專業訓練或承商

訓練，俟取得技能合格證後，始能正式上

線作業。

有這樣一連串周密之人力資源規劃，從預

算員額編列、人員需求計畫、遴補與訓練

理招募時，選取適質與適量人才的參考。

另外對於既成的組織而言，因已經有現存

人力，在進行人力資源規劃之前，建議應

一併進行適當的人力盤點與績效的評估，

再針對人力缺口部分，進行人力遴補，這

樣才能提昇組織的整體運作效能。

綜上說明，如果能在適當時機進用適當的

質與量的人才，就能確實控管用人成本，

並能將人力資源效能發揮到最大，達到發

揮人力效益槓桿之效果。

二、捷運產業特性

以臺北捷運一條路線通車為例，少者4個
車站，多則10幾個車站，平均分派至一

個車站所需之全公司直接與間接人力約需

50人，故通車所需人力至少約需百餘人

以上，而且因捷運系統所需求之人力專長

類別極為多元，包括技術、運務及行政領

域，如電聯車、號誌、供電、通訊、自動

收費、電（扶）梯、環控、土建、軌道、

運務、財會、採購、資訊、人資等，其產

業特性是所有負責營運之運轉、維修及

幕僚支援人力，必須在通車當日的同一時

點，將各類職務及專長人員，都全數完成

招募、訓練授證到位，始能推動完成一條

路線之營運通車任務。

在人力資源規劃之人力需求數量、品質及

時程中，以人力數量之估算最為重要，由

於捷運系統涉及諸多技術，欲掌握多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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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到接管、測試、模擬演練、初勘、

履勘等作業，才能讓捷運系統能如期通車

營運，並能精確地控制人力成本。

員工招募與遷調 》

一、員工招募

（一） 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在前項人力資源規劃確定之後，如何

在適當時機取得適當質、量的人才，

則須要有一套完整的招募計畫，且要

能夠吸引足量的人員來參與甄選，才

能挑選到符合公司所需求的人力。

一般企業的招募管道，不外乎網路、

廣播、視訊媒體、報章雜誌、人力銀

行、校園徵才、軍中徵才、各類人員

推薦等。而人力資源部門中負責招募

人員，則須要分析與掌握企業核心

（關鍵）人力來源、係由何種管道獲

取是類人才等，以建立完整的作業資

訊資料庫，因應招募人才作業所需。

當企業在辦理人才招募時，可進行多

元化的行銷廣告，但在配置廣告資源

前，要確實依據前述經驗資料庫，掌

握各種管道的來源比例及通過甄選比

例，以掌握關鍵人才來源。另在招募

作業安排上，應秉持甄選程序之公正

性，避免遭受內外部人員質疑，這樣

就可以確保招募核心人力之質與量，

提昇企業競爭優勢。

（二） 捷運產業特性

因捷運為公共運輸事業，寡占性高，

營運隨著路線逐步開通，營收穩定成

長，目前臺灣地區之捷運營運機構之

從業人員均屬勞工身分，適用勞動基

準法，各項管理制度均依法辦理，且

企業形象佳，員工素質高、年輕、學

習能力與意願亦高。又勞動條件與其

他產業相較具相對之保障性，除了具

備有人性化職場環境及福利外，員工

離職流動性相當低。

由於上述特性，一般在進用一位員工

後，通常會在該公司退休之機率極

高，所以在人員進用階段即應嚴加評

選，以避免人員進用後不易汰換。

因捷運系統人力多元化，對外招募職

缺類別眾多，加上公司多具公眾耳熟

能詳之企業形象，故一經公告招考，

往往會有數千人前來報考，於是必須

動員全公司力量，依招考作業時程，

於短時間內籌辦試務作業。此一作業

特性，也應讓各單位瞭解，人員招募

工作不僅為人力資源部門的責任，也

是屬於各用人需求單位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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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甄試結果公告，以及新進人員體

格檢查等，以控管作業品質，並於每

次招募完成後，進行作業流程之檢討

改善，使招募作業能更臻完善，達用

人需求目標。

臺北捷運公司對外招募作業事項如

下： 

網路報名作業說明員工招募作業流程

網路公告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  2.繳交報名費  3.郵寄應備文件

1.應考人網路查詢是否通過資格審查

2.查詢個人應考編號(不另行寄發准考證)

網路公告筆試時間、地點、考場位置及座次號

提醒應試者應攜帶文件及物品

1.貼有照片之任一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藍(黑)色原子筆  3.2B鉛筆及橡皮擦

1.上網查詢筆試成績(未通過筆試者，將不另行寄發成績通知單)

2.通過筆試者，另寄發口試通知及e-mail通知

參加口試者應依通知之日期、時間、地點報到並繳驗證件，逾時者視同棄權

1.上網查詢甄試成績及是否通過甄試

2.通過口試者另寄發體格檢查表

1.繳交體檢表

2.體格檢查合格後，通知錄取及指定日期辦理報到

完成報到前網路資料登錄，攜帶報到相關文件於指定日期及地點辦理報到

公告報名

應考資格查詢

考場公告

筆試

筆試結果查詢

口試

甄試結果查詢

繳交體檢表

錄取人員報到

圖2  臺北捷運公司員工招募作業流程圖

（三） 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以臺北捷運公司2008年8月對外招募

甄試為例，招募計畫時程係經總經理

核定後辦理，各項招募作業均訂有

標準作業流程，如圖2，包括職缺公

告、報名、資格審查、考場公告、入

闈命題、甄試當日作業（包括考卷運

送、試務中心、監考、巡場等）、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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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募方式：配合營運通車之人力需

求，近年來約每半年辦理大型招考

1次。

2.  招募管道：公司網站、捷運旅客資

訊顯示系統（PIDS）、報紙、人力

銀行。

3. 招募公告期間：1∼2週。

4.  人才來源：公告期間開放網路，供

報考人登錄報名。

5.  招募時程：約3∼4個月到位。

二、員工遷調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給予員工適時激勵，是活絡組織的重

要方法，而激勵除了調整薪資外，提

供員工合適的升遷發展機會亦是一項

好的方式。升遷發展制度之設計，需

依業務之發展性，配置具有戰鬥力之

職缺，再搭配人力盤點後，決定出缺

採用內升或外進之比例，才會保持組

織的活血。

（二）捷運產業特性

捷運經營初期，因路線逐年開通，

屬成長型組織階段，人員升遷機會

較多，在升遷資格條件部分，要配合

人員升遷職位之培養期及升遷職位之

出缺數，進行升遷遴用條件之寬鬆程

度調節，擇優遴派，才能配合各階段

通車人才需求，適時拔擢表現優秀人

才，以因應組織階段性的人力發展需

求。

捷運是屬規模較大之產業，員工數多

達數千人，員工對於升遷都非常地在

意，所以，為了能確實拔擢優秀人

員，肯定其工作表現，避免升遷一個

人而氣走（或否定）二個人的窘境，

升遷制度及相關作業必須具備公平

性、公正性及公開性，以杜爭議。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以臺北捷運公司「股長」職務開缺辦

理升遷作業為例，該項職務係配合新

路線開通所增設，除訂有升遷要點、

該職位的遴用基準等作業規定外，並

設置人事甄審委員會進行審議。

升遷作業程序，係在該股長職缺需求

前二個月辦理升遷職缺公告，公告內

容包括股長升遷之資格條件、工作內

容要求及甄選方式，公告期間為期一

週，凡是具有意願且符合升任股長職

務資格條件人員，可於公告期間以書

面方式報名，參與甄選。人資單位依

升遷內控作業程序，辦理報名參與人

員之評選升遷，按其學經歷、考核獎

懲、品德、發展潛能、專業能力、訓

練進修、用人單位主管評鑑等項目，

計算資績評分，提請人事甄審會審議

後，陳報總經理圈定升補人員名單

（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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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且不會因為提高人才競爭力，所

額外付出之成本導致產品（或服務）價格

的提高，而對服務市場需求，造成負面影

響；對內則因每一企業員工人數及職務類

別多，在訂定薪資之薪等薪級時，應按照

工作價值與貢獻度的不同，給予適當的工

作評價，再核給薪資，以確保薪資內部的

公平合理性，減少勞資爭議問題。

二、捷運產業特性

捷運為公共運輸系統，各項收支預算受監

理機關監督，不僅票價受到管制，其薪資

水準通常亦直接（公營）或間接（民營）

受到上限之限制。以公營捷運公司為例，

由於其監督者為行政機關，故在核定薪資

時，通常會依衡平性，按其所轄其他機關

之薪資水準予以比較，此一決策模式，常

忽略捷運企業之組織特性及產業差異性，

對捷運公司企業化經營，具有一定程度之

影響。

另，就一個企業的薪資水準而言，所有員

工薪資通常不得高於總經理，且最高職

位與最低職位之薪資倍率，應有相等之差

距，但由於最高決策層的薪資受到前項的

上限限制，加上捷運系統之員工數及職類

別眾多，致使各項職類人員之薪資水準雖

可經由工作評價反映應設定之薪資水準，

但卻因為上限限制因素，造成垂直職類間

之薪資，受到過度擠壓形成薪資差異化過

低，無法核實反映工作評價結果之窘境，

此種薪資壓抑的情形，特別以發生在中高

階以上職位為甚。

因升遷職缺數少，而競爭者眾，對於

表現仍屬良好的員工，若無法向上提

供晉升機會，則會以書面之通知書，

慰勉參與甄選而未錄取人員。另外，

對於表現良好卻礙於晉升名額有限

者，亦提供職務轉調的平臺，員工可

藉由職位轉調，培養第二專長，對於

職涯發展也有相當的助益。

薪資制度 》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薪資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構面中，最具有激

勵性，也是員工最在意的功能構面。一

套健全完善的薪資制度，對外應足以吸引

規劃中所訂要求標準的人才，以具有市場

公告報名

資格審查

列造符合資格人員名冊

用人單位主管評鑑

人事甄審委員會審議

總經理核定

發布異動通知

股長評選升遷作業流程

圖3  臺北捷運公司股長升遷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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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企業取得人才管道有二種模式，一種是由

外部取得，此種模式適用於規模比較成熟

的產業，如半導體產業等；另一種模式則

是由內部養成，適用新興產業或較不具規

模產業，多數企業會兼用以上二種模式，

惟比例高低各有不同，其中內部養成是很

重要的管理機制，因為可以形成差異化的

核心競爭力，而且能建立有效的訓練制

度，降低進用成本及進用的資格條件，並

能自我不斷地提昇訓練體系，精進人才。

良好的訓練體系，通常要有一個專責的訓

練單位，按事業特性，依各職類工作分

析結果，建立訓練標準化課程、標準化教

材、合格訓練講師、合格的訓練設施設

備、具有信度與效度的訓練評估系統及具

備有效的授證體系，透過這樣一套完整的

標準化訓練體系，才能建立差異化的訓練

競爭優勢。

雖捷運為寡占事業，人員與外部流動比例

不大，然而，以上狀況，一旦外部有捷

運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的強大吸引力道產生

時，通常會流失大量的中高階以上管理人

才，捷運公司宜及早因應確保人才不致流

失，以維持競爭優勢。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以臺北捷運公司薪資為例，雖係依據設置

管理條例所成立的公營公司，非一般行

政機關，然薪資制度仍須報請臺北市政府

核定，以目前之薪資水準而言，北捷薪資

上限低於臺電、中油等國營事業非常多，

此一薪資問題，若無法突破，則每當外部

軌道業有新興公司成立，在獵取人才時，

臺北捷運勢必因中高階薪資水準相對於外

部市場偏低，而容易流失核心人力。以兩

年前臺灣地區新成立一家軌道營運機構為

例，該公司於籌備營運期間，對外獵取人

才，臺北捷運公司首當其衝，即流失一大

批優秀的中高階管理人才。有鑑於此，本

文建議臺北市政府在核定所屬捷運公司

薪資水準時，應同時考量軌道業薪資競爭

性，並擬訂一套有效留才措施以為因應。

其次，就薪資外部競爭力而言，由於是公

營事業單位，勞動條件保障性高，企業曝

光度及知名度佳，在吸引基層人才時仍有

加分效果，故除了上述中高階層薪資不具

競爭性的問題外，在基層職位人員之外部

一般市場吸引力，則尚具競爭性，惟就離

職原因分析，因在公營機關構之間，臺北

捷運公司人員淨流出遠大於流入，故在公

營機關構之間的競爭力，尚居劣勢。

就內部公平性而言，臺北捷運會對各職位

進行工作評價，按照員工績效表現，每年

在本薪部分，會予以適當反應調整，並針

對不同的職務，核給不同的職務加給，並

就其工作績效核給各項獎金，以激勵員工

工作士氣，凝聚向心力，進而創造更佳的

營運績效，因此，近幾年來的勞資關係尚

稱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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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評 》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企業的績效考評一定要有差異化，才能創

造競爭優勢，對於工作表現優良者應給予

適當的獎勵，對於工作表現不佳者，也要

適時給予回饋，讓員工知道改進之處，另

外績效指標訂定要明確，可採不同的責任

區，分為部門績效及個人績效，以求考評

標的明確，賞罰分明。

績效考評的目的，是為提供薪資、教育訓

練、升遷、人力資源規劃、留人或解雇

之決策依據。主管對於員工工作成績的記

錄，為績效評估的具體依據，也是考評能

否客觀公正的關鍵。

有效的考評制度，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績效

考評指標設計、差異化的激勵內涵及績效

回饋等機制，才可做到適時肯定及激勵表

現優良者，並對工作表現不佳者，亦可適

時給予回饋，這樣才能帶動公司整體績效

提昇。

二、捷運產業特性

捷運是營運規模極大的公司，員工人數眾

多，散佈在都會區的各個角落，而不像製

造業集中在同一個廠區，如何有效的實施

績效考評管理，可以先加強訓練現場管理

單位主管對績效考評之執行能力。而在績

效差異化部分，因為部門多且員工也多，

故同時要兼顧考評的有效性，在各單位提

報績效初評後，人力資源單位一定要針對

二、捷運產業特性

捷運為新興產業，公司家數很少，不易從

外部獲取人才，故幾乎每個捷運公司都需

建立自己的訓練體系，雖有少部分種子人

員得委託國內外起步較早之捷運公司辦理

代訓外，但對於後續所需人才，仍應自行

發展訓練體系進行培訓。

依大眾捷運法規定，捷運從業人員特別是

行車人員，須授證合格才能執行業務，所

以，為了符合法令規定的訓練授證及體格

檢查要求，在捷運企業內，須建立一套完

整的標準化訓練體系予以規範，始能確保

行車安全及通過監督機關的檢查。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臺北捷運從1994年公司成立以來，已累積

十多年的實務經驗，除了有專責的訓練中

心外，並已建立各種職類專業訓練標準規

範計有5大類40餘套、訓練標準化課程計有

1000餘項、取得合格講師資格者計有1200
餘人。從1994年迄今，近15年來的各階段

通車，進用人數達數千人，均完全依照公

司建立之訓練體系培養合格的人才，接手

不同系統加以營運。此外，為保持取證人

員之運轉維修能力，每年也會辦理溫故訓

練，同時除了自己公司的訓練需求外，針

對臺灣地區以外的捷運機構也進行代訓業

務，提供技術輸出服務功能，也為公司挹

注少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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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核給特別獎金以資獎勵，對於評鑑結果

差者，會由主管人員主動瞭解其遭遇問題

或困擾後，進行輔導協助改善。

差異性福利制度 》

一、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目前一般企業，對經濟性、保障性之福利

事項包括三節獎金、各項補助費、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員工團體保險及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所訂定之相關假別，大

都按勞工法令辦理。所以，企業要在福利

制度上創造競爭優勢，必須要建立自己的

特色，因此有的公司係以福利多元化為其

特色、有的公司則係以工時縮短來作為差

異化特色，不管特色為何，如果企業擬塑

造差異化之福利優勢，能與產業業務特性

相關連，這樣的福利資源投入將會產生更

大的效益。

二、捷運產業特性

捷運是一個薄利多銷的產業，通常福利不

會有大幅增加的空間，除了法定該配置的

福利事項外，對於投入福利事項的每一分

成本與費用，都要盡量去評估它的效益，

同時也要依業務的需要性作為規劃福利事

項的基礎，此外，捷運沒有什麼下腳料，

能提供的職工福利金相對很少，所以，在

勞力密集的捷運產業中，個別員工能分到

的福利相對少很多。

其上、下職務之考評差異性，還有各種職

務的水平衡平性，進行不同的交叉分析，

以適時提出具體矯正意見，作為績效管理

功能構面修正的參考。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臺北捷運的績效考評，主要分為平時考核

與年度考核等二種。平時考核係一季辦理

一次，以做為年度考核的參考依據，而年

終考核程序則分為初核、人資單位審核、

人事考核委員會複核等階段，並採強制分

配比例方式核定考評結果，以確保能夠達

到獎優汰劣，對於極優或極差人員並由主

管人員視實際需要進行訪談，以合理管控

管理成本。

其次，每年定期以自行設計的內部顧客服

務鏈滿意度調查之五等量表問卷，辦理內

部顧客服務鏈滿意度之上下游服務關係之

滿意度問卷調查，作為各功能部門業務檢

討改善之依據，以有效提升各部門業務運

用效益；另每二年定期辦理員工需求滿意

度調查，了解員工對公司所提供之整體工

作環境、工作回饋、組織運作之滿意度高

低，以發掘並改善組織問題，增進員工認

同度，進而提昇整體營運績效。

除上述之整體性考評制度外，亦分別針對

站務、行車及維修類等基層主管人員進行

業務管理、人員管理、專業技能、管理技

能等四大主要項目，及十餘項次要評核項

目之專案式評鑑，此一評鑑制度設計，並

與特別獎金相結合，評鑑結果優良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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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人力資源的管理構面不只本文所提的七項構

面，還包括獎懲、職務分析與設計、職涯規

劃、勞資關係等也是很重要的議題，惟因受篇

幅限制，本文僅針對攸關組織績效的主要功能

構面探討，有關本文前述各項構面對於捷運產

業的貢獻度各有不同，且在不同階段，也應適

時評估投入資源的適當性，以提昇企業競爭

力。以臺北捷運公司薪酬制度來說，於1997年
設置管理條例通過後，在1998年間訂定之薪資

水準，因1998年間之公司營運屬於虧損階段，

故當初所設定之薪資水準較為保守，然於2001
年公司轉虧為盈，卻但受到薪資上限之限制，

無法即時配合績效提昇而調整，以致2008年發

生大批主管人員流失窘境，因此，人力資源競

爭力對於公司永續經營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應該時時刻刻針對各項人力資源競爭力的影響

構面，檢視其是否可維持未來競爭力，並即時

付之行動。

綜觀國際的捷運經營管理均是百年事業，而臺

北捷運自民國1990年公司籌備處成立起迄今，

僅區區十幾年，放眼未來，公司將因應內外經

營環境變遷，仍須不斷地學習成長，持續建構

更具精準度、計畫性與開創性的人力資源及各

項管理機制，發揮更大的戰鬥力，以迎接未來

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同時也請業界的先進們，

不吝給予本文指導。

三、臺北捷運實務探討

須依法令規定辦理的福利事項，臺北捷運

公司與一般企業相同，均依法辦理。而現

行相較其他企業具有差異化的福利事項，

主要為北投會館員工優惠及員工協談二

項。

考量在競爭的環境下，員工工作及生活壓

力大，為維護員工生活、工作與身心之健

康發展，臺北捷運北投會館提供員工各項

使用運動休閒設施之優惠價格，設施包括

兒童遊樂場、籃球場、羽球場、桌球場、

撞球場、迴力球場、健身房、游泳池等。

另外，設立協談室，配置二位專任心理專

業人員，提供軌道業特殊之人員捲入軌

道之創傷事件輔導，及一般性的員工協談

輔導服務，協助員工在工作適應、自我探

索、感情問題、婚姻問題、親子問題、心

理疾病、主管轉介、危機意外事故等事項

之輔導，一方面可協助輔導員工排解個人

問題，另一方面員工在受到貼心的照顧工

作無虞下能提高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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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運量電聯車
安裝即時監視系統試辦案
徐起山1 ／ 劉民樹2

摘要 》

臺北捷運系統高運量電聯車營運中301型、321型及341型電聯車，

合計64列共計384節車廂，未設置監視系統（CCTV,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新購371型電聯車（52列6節車廂及3列3節車廂，共計321
節車廂），臺北市捷運工程局契約中已規劃設置，陸續交車並營運中，

CCTV系統運作方式為將車廂內監視攝影機監視訊號送至駕駛室並錄影

存證，以監控電聯車車內狀況及事後查證之用。並於乘客按下車廂內旅

客緊急通話按鈕（PIU, Passenger Intercommunication Units）或偵煙

器作動時，監視攝影機將鎖定該位置，以利電聯車駕駛員瞭解事件發生

位置、狀況及立即採取必要之處置，維護乘客安全。

關鍵字：

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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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起山1 ／ 劉民樹2

1 臺北捷運公司系統處場長 sam@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工安處助理工程師 e01925@mail.trtc.com.tw

Chi-shan Hsu1 ／ Ming-su Liu2

ABSTRACT 》
The high capacity electrical multiple units（EMU-301, EMU-321, and EMU-341, 384 

saloons, 64 trains in total）of Taipei Transit System are not installed with CCTV. For 

the newly purchased EMU-371 series, the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 has 

added CCTV installation into the contract. The units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are now 

in operation. CCTV uses on-train monitoring cameras to send monitoring screen to the 

cab and record it for monitoring the status of EMU saloons and investigation after major 

incidents. As the passenger pushes the passenger intercommunication unit（PIU）or the 

smoke detector is activated, the monitoring camera will lock the position to facilitate EMU 

drivers to see the scene, judge the status and immediately take necessary actions for 

passenger’s safety.

Keywords：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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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有鑒於2003年2月18日南韓大邱市地鐵發生列車

車廂遭汽油縱火事件，及配合捷運局規劃新購

371型電聯車設置攝影機功能，以確保臺北捷運

行車及旅客之安全，針對營運中且未設置攝影

機之列車，於2007年度試辦設置CCTV。經訪查

國外其他捷運系統已裝設車內CCTV技術及目前

發展中之技術均不相同，為慎重辦理本案，先

以試作方式辦理，徵求最佳及最新技術，經試

辦確認其成效後，再推廣至全部車隊及路網。

工作目標 》

試辦之主要工作項目，係針對既有已營運中電

聯車，進行車廂內CCTV系統及偵煙器之增設，

並藉由電聯車、車站及行控中心安裝有線及無

線之傳輸網路，傳送車廂內監視畫面於電聯車

駕駛室、車站旅客詢問處（PAO, Passenger 
Agent office）及行控中心，以達降低車廂內

犯罪事件發生、防災性能提升及證據保存之預

期效益，另考量既有高運量車站多數無月臺門

設施，傳送月臺影像至駕駛室監視螢幕，提供

司機員於列車進站前瞭解月臺狀況，俾利及早

因應突發事件。規劃功能如下：

一、 車廂內監視畫面除傳送駕駛室監看外，列

車靜止狀態及行進間亦同步即時傳送車站

PAO及行控中心。

二、 電聯車駕駛室、車站PAO及行控中心存錄

攝影機監視畫面，以利事件真相還原。

三、 電聯車內監視攝影機連動車廂內PIU及偵煙

器，於旅客按下PIU或火災引起偵煙器作動

時，警報訊息及相對應攝影機畫面同步傳

送駕駛室、車站及行控中心。

四、 電聯車行駛進站前，駕駛室監視螢幕可預

視月臺影像。

On-Train CCTV System Installation Trial Project



工作內容 》

一、工作範圍

本案選擇地下段民權西路站及高架段圓山

站為試辦區間（圖1），兩站為相鄰站，

區間有連續性，且地形涵蓋地下段及高架

段，經評估為適合試辦之區域，有利於縮

小試辦規模及節省費用。

二、工作期程

自2007年9月起至2008年8月，本案分4階
段逐步完成1列高運量電聯車、2個捷運車

站、行控中心之設備安裝，及72小時全系

統動態測試、竣工資料、文件圖說、教育

訓練等事項。各期程詳細說明如下：

圖1  試辦區間

（一） 第一階段： 2007年9月完成1列高運

量301型電聯車之設備安

裝。

（二） 第二階段： 2007年10月完成淡水線民

權西路站及圓山站與站間

軌旁之設備安裝。

（三） 第三階段： 2007年10月完成行控中心

之設備安裝。

（四） 第四階段： 2008年8月完成72小時全

系統動態測試、竣工資

料、文件圖說及教育訓練

等事項。

圖1 試辦區間

民權西路站至圓山站長約2公

里路網，包含地下段532.5公

尺及高架段1.511公尺

行控中心

1列301型電聯車

/On-Train CCTV System Installation Trial Project
高運量電聯車安裝即時監視系統試辦案 119118



三、系統功能說明

（一） 整體系統架構（如圖2所示）

（二）傳輸系統及影像系統

1. 傳輸系統

雙向傳輸系統主要建構各設備間影

像及控制訊號之傳遞，包含車廂設

備、軌旁設備、車站設備及行控中

心設備。由於有線傳輸比無線傳輸

有較穩定之特性，故全系統以有線

傳輸為主要規劃考量，車廂、軌旁

至車站及車站至行控中心採用有線

乙太（Ethernet）區域網路，設備

包含乙太網路交換器（Switch）、

光纖纜線及Cat-5網路纜線；列車

與車站（軌旁）間之無線網路，

圖2  整體系統架構圖

採用無線區域網絡，設備包含無

線區域網路控制交換機（WLAN 
Controller）、無線基地站（AP, 
Access Point）和無線區域網路橋

接器（WLAN Bridge）所構建的無

線傳輸網路，車廂WLAN Bridge與

軌道上AP的無線通信採用2.4GHz
公共開放頻段WLAN IEEE 802.11g
標準。

2. 影像系統

影像系統主要提供行控中心控制

員、車站站務員及電聯車駕駛員即

時之監視畫面、畫面紀錄及畫面之

調閱。配合數位傳輸網路架構及數

位化影像之優點，本案採用數位錄

影系統改善傳統類比系統無法網路

民權西路站

行控中心





SwitchSwitch



圓山站

DVR

Existing platform
Camera x 4

Existing platform
Camera x 4

DVR

列 車 行 駛 最 高 時 速   公 里

數 位 光 纖 網 路

Touch Screen PC
for monitoring

Touch Screen PC
for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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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及多次回播影像品質下降等之

缺點，於列車車廂及車站設置數

位錄放影機（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車廂內所有攝影機

影像訊號將全時全數記錄在列車

DVR內，同時在車站的PAO及行控

中心所監視即時畫面，也將分別記

錄在車站及行控中心監控電腦內。

（三）攝影機影像之傳送

本案安裝的列車為301型車，車組編

號為11/12車組，車站設備安裝於淡

水線民權西路站及圓山站，兩站設備

位於站內設備房、上下行軌旁及月臺

上。車上影像訊號經由串聯每車廂之

實體乙太網路線傳輸，再藉由列車車

頭無線乙太網路傳輸至軌旁AP後由光

纖網路傳回車站，再藉由車站間光纖

乙太網路傳輸至行控中心，如此數位

傳輸架構，影像訊號可快速由車廂內

DVR傳送至列車駕駛室、車站PAO及

行控中心監控螢幕。

1. 駕駛室

為監控車廂的狀態，列車駕駛員可

以手動的方式，於駕駛室10.4吋觸

控螢幕選擇車廂內任一攝影機的畫

面，或依顯示週期調整設定以自動

輪流的方式，全畫面或四分割方式

顯示。當PIU或偵煙器被驅動，觸

控螢幕將自動切換至預設對應的攝

影機畫面，並發出告警聲音。除此

之外，當列車即將進入的車站，列

車駕駛員可在觸控螢幕上監看即將

進站月臺之攝影機畫面，影像之切

換為自動方式。

2. 車站

在車站PAO觸控螢幕會顯示目前

即將進站列車的影像畫面，且只顯

示當站列車。當車站的站務員欲選

擇其他車廂攝影機畫面時，可藉由

車站PAO觸控螢幕CCTV操作畫面

（如同列車駕駛室CCTV觸控螢幕

面盤功能）選擇。當列車的PIU或

偵煙器被啟動，車站觸控螢幕將自

動切換顯示至預設對應的攝影機畫

面，並發出告警聲音。

3. 行控中心

行控中心不同於車站，畫面將可顯

示所選擇列車的任一攝影機影像畫

面，不論列車在民權西路站或圓山

站。當行控中心控制員欲選擇其他

車廂攝影機畫面時，可藉由行控中

心監控電腦CCTV操作畫面（如同

列車駕駛室CCTV觸控螢幕面盤功

能）選擇。當列車的PIU或偵煙器

被啟動，行控中心顯示器將自動切

換至預設對應的攝影機畫面顯示，

並發出告警聲音。

四、車輛設備安裝及整合 

由於301型電聯車既有之通訊系統所使用的

傳輸線（train line）已不敷使用，為串聯

及傳送車廂影像及控制訊號至駕駛室，以

增設佈放Cat-5網路線方式因應車內傳輸之

需求。新增纜線在車廂間沿著既有纜線路

徑佈放，以防水接頭對接，車組間（3個車

廂為1車組，1列車6節車廂為2個車組）纜

線特別以快速拆解連接頭設計，以利列車

調度之運用。纜線如下頁圖3及圖4。

/On-Train CCTV System Installation Trial Project
高運量電聯車安裝即時監視系統試辦案 121120



6.  每駕駛室1組10.4吋觸控螢幕於駕

駛座左側，安裝位置如圖11，車廂

監視畫面如圖12及圖13。

7.  每駕駛室各安裝1組（2支）天線，

1列車共2組（4支）天線，安裝於

車頭目的地顯示器高度之位置內

側，如圖14及圖15。

五、現場設備照片 

（一）電聯車

1.  每車廂安裝4組固定式攝

影機，1列車6節車廂共24
組攝影機，安裝於車頂，

位置如圖5。

2.  每車廂安裝2組偵煙器，

攝影機可連動車廂內增設

之偵煙器，於警報觸動時

同步發送警報作動訊息及

所對應之攝影機畫面予駕

駛室、車站及行控中心，

安裝位置如圖6。

3.  每車廂原設置4組旅客緊

急通話按鈕，於乘客按下

通話鈕，連動攝影機，同

步發送警報作動訊息及所

對應之攝影機畫面予駕駛

室、車站及行控中心，安

裝位置如圖7。

4.  駕駛室增設1組攝影機涵

蓋車前軌道，以記錄車前

軌道狀況，安裝位置如圖

8；另1組攝影機涵蓋司機

員操控面盤，以協助司機

員故障排除及操作程序確

認，安裝位置如圖9。

5.  每車廂安裝1組DVR以連接車廂

內4組攝影機，駕駛室各加裝1組

DVR，以連接駕駛室2組攝影機，1
列車總計8組DVR，安裝於各車廂

其中1座旅客座椅下，如圖10。

圖3  電聯車車廂間新增纜線 圖4  電聯車車組間（EMU）新增纜線

圖8   電聯車駕駛室內（A side）車
前攝影機

圖7   電聯車車廂內既有旅客緊急通
話按鈕

圖6  電聯車車廂內偵煙器圖5  電聯車車廂內攝影機

圖9   電聯車駕駛室內（B side）
攝影機

圖10   電聯車車廂內DVR（座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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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站

1.  軌旁天線安裝位置選擇受到現場環境限制，高

架軌道部份，因空間有限，採取中間共構桿方

式建置，安裝位置如圖16及圖17。

2.  月臺固定於站體上，安裝位置如圖18。

3.  隧道中因上下行軌屬於密閉區隔，各自獨立之

通道，天線位置以分開天線方式建置，安裝位

置如圖19。

4.  車站設備房DVR、光纖傳輸設備及PAO 12.1吋
觸控螢幕電腦，如圖20-圖23。

圖12  駕駛室監看車廂內畫面 圖13  車廂內4分割畫面

圖14  電聯車車頭天線位置 圖15  電聯車車頭天線（內部）

圖11  電聯車駕駛室10.4吋觸控螢幕

圖16   高架段軌旁隔音牆上指向性
天線

圖17   高架段軌旁隔音牆上指向性
天線及設備箱

圖18   月臺上天線 圖19   地下段隧道壁天線

圖20   車站DVR 圖21   光纖傳輸設備

圖22   圓山站12.1吋觸控螢幕電腦

圖23   民權西路站12.1吋觸控螢幕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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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控中心

設備房WLAN Controller如圖24；控制員監看電

腦如圖25。

六、駕駛室、車站及行控中心監視畫面

如圖26-圖29。

圖26    車站PAO監看列車車頭攝影
機畫面

圖27   行控中心監看列車車頭攝影
機畫面

圖28   電聯車靠近月臺前，月臺影
像傳送電聯車駕駛室觸控螢
幕畫面

圖29  車廂內畫面圖25  行控中心20吋監控螢幕

圖24   行控中心WLAN Controller

辦理成果 》

一、 車廂內攝影機畫面於電聯車靜止狀態或行

進間（最高時速80公里）流暢即時傳送至

電聯車駕駛室、車站PAO及行控中心。

二、 車廂內提供全時錄影畫面，車站PAO及行

控中心將即時監視畫面錄影，以利事件釐

清處理。

三、 增設之監看設備供相關人員監看外，另整

合車廂內旅客緊急通話按鈕及偵煙器警報

裝置，依系統設定路徑傳送告警訊息及相

對應攝影機畫面至電聯車駕駛室、車站

PAO及行控中心，以利迅速處理。

四、 當電聯車進站前，駕駛室觸控螢幕可顯示

月臺影像，以利電聯車駕駛員預先瞭解月

臺旅客狀況，採取必要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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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辦理方向 》

試辦案採用2.4GHz公共開放頻段為列車與車

站（軌旁）間無線傳輸通道，與臺北市無線網

路（Wifly）使用相同之頻段，故試辦施作前已

進行頻道使用狀況調查並規劃可用頻道；另因

開放頻段免費使用之緣故，增加了頻段使用及

干擾之機率，故在有限且擁擠頻段內選用頻道

及測試驗證，以錯開彼此干擾，提昇系統穩定

性，曾在試辦時花費相當多時間。未來全面施

作時，若仍採用公共開放頻段方案，因施作範

圍涵蓋面大，干擾情形應先全面調查與評估。

有關車廂影像傳送駕駛室技術經試辦驗證可

行，然車廂影像傳送行控中心及（或）車站之

功能，因電聯車與車站（軌旁）間無線傳輸技

術可靠度、穩定性及實用性之成效，受限試辦

範圍僅1列車及2車站，及配合該列車正線營

運方可進行評估之限制，故後續仍需進行長期

之觀察，後續全部車隊及路網安裝時，再適時

依實際需求做功能之調整，以發揮最大實用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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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軌道停看聽

■ 美國大眾運輸協會（APTA）

     http://www.apta.com

1882年於美國華盛頓成立，其願景在於成為

推動大眾運輸之領導者，致力發展各項多樣

化、具創意性的政策。

該協會目前會員數超過16,000，包括公車、

捷運、通勤軌道系統、運輸組織、系統供應

商、政府機構、學術組織及貿易商等，並

以辦理會議、教育訓練、會員聯繫、資訊提

供、頒獎及認證等方式，確保世界各地的大

眾運輸均可獲得相關權益，使世界持續朝向

永續運輸邁進。

2010年會議日曆

2010 High-Speed Rai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national Practicum 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 DC
Feb. 8-9, 2010
Arlington, Virginia, USA

2010 High-Speed Rai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national Practicum 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 Chicago
Feb. 9-11, 2010
Chicago, Illinois, USA

2010 High-Speed Rai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national Practicum 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 Los Angeles
Feb 11-13, 2010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2010 Fare Collection Workshop
Mar. 28-31, 2010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2010 International Rail Rodeo
June 3-6, 2010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2010 Rail Conference
June 6-9, 2010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Annual Meeting
Oct. 3-6, 2010 
San Antonio, Texas, USA

■ 公共交通國際聯會（UITP）

     http://www.uitp.org

總部位於比利時，擁有世界90多個國家、

3,100多名會員，成員涵蓋亞太、非洲、歐

洲、拉丁美洲、中東與北非、北美等地之大

眾運輸業者、政府部門、供應商及學術研究

單位。

每年藉由舉辦會議、展覽與訓練課程等方

式，討論最新大眾運輸之熱門話題與發展，

形成重要資訊交換與共享的重要平臺。

2010年會議日曆

IT-TRANS - IT Solutions for Public Transport  
Feb. 24-26, 2010 
Karlsruhe, Germany

Solutions for Our Future Award -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May, 2010 
Shanghai, China

10th Light Rail Conference and Study Tour
Oct. 18-20, 2010  
Madrid, Spa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Transport 
Financing   
Nov. 15-18, 2010
Hong Kong, China

6th Asia-Pacific Congress and Showcase  
Nov. 15-19, 2010
Hong Kong, China



徵稿須知

「軌道經營與管理」稿  約

1.  為將營運上寶貴的實務經驗及心得記錄保存，並提供經驗交換及心得交流的平臺，以使各項成

果得以具體展現，特發行「軌道經營與管理」。

2.  本刊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之實務性論著，並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主。著重軌道業

界各單位於營運時或因應特殊事件之心路歷程及處理經驗，將寶貴的實務經驗或心得透過本刊

物完整記錄保存及分享。來稿若僅有部份內容曾在國內外研討會議發表亦可接受，內容如屬接

受公私機關團體委託研究出版之報告書之全文或一部分或經重新編稿者，作者應提附該委託單

位之同意書，並須於文章中加註說明。

3.  來稿請力求精簡，全文以不超過1萬字為原則，另必須包括中文與英文摘要各一篇（300字為原

則）。中、英文摘要除扼要說明主旨、因應作為與結果外，並應說明其主要貢獻。

4.  本刊稿件將送請二位至三位專家評審，審查委員之評審建議，原則上依下表列方式處理。經審

查通過後，即依序予以刊登。所有稿件評審意見之處理方式與程序如下：

5.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且不得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如有涉及抄襲重製或任何侵權情形，悉由作

者自負法律責任。

6.  來稿凡經審查通過採納刊登，作者另須簽署「保證及授權書」一份，以保證無違反本稿約約定

情事。本單位對來稿在不變更其論點之原則下有刪改權，如不願修改請特別註明。一經本刊加

以刊登，版權即歸臺北捷運公司所有，本公司擁有無限次重製發行權及結集發行專刊之權利。

7.  文章定稿刊登前，將請作者提送完整稿件及其電腦檔案乙份（請使用Microsoft Word 97以上中

文版軟體），以利編輯作業；文章校對由作者自行負責。

8.  經採納刊登者將致贈稿費，單篇稿費以1萬字為限，每千字新臺幣725元計，圖片製作每張新臺

幣143元，字數以MS WORD工具字數統計為準。

9.  所有來稿（函）請逕寄「臺北市10448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6樓，軌道營運與管理半年刊」收。

電話：02-25363001轉8621；傳真：02-25117945；E-mail:chenche5@trtc.com.tw

處 理 方 式
第 二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不採納刊登

第
一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退稿

不採納刊登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退稿 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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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經營與管理」撰寫格式

1.  來稿每篇以不超過1萬字為原則，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同意，請

先註明。如需轉載，應先徵得本刊同意。

2.  文章格式：由作者自行打印至A4紙張（21.0公分×29.7公分），以使用Microsoft Word。邊界

設定：上邊界2.54公分、下邊界2.54公分、左邊界3.1公分、右邊界3.1公分。頁首邊界1.5公分、

頁尾邊界1.75公分。中文字體以標楷體，英文字體以Times New Roman為準。

3.  首頁：

（1） 中、英文章題目：標題字型大小為18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1列。置中對齊，單行間

距。

（2） 中、英作者姓名：字型大小為14點字，與前、後段距離0. 5列，置中對齊，單行間距。

（3） 摘要標題：字型大小為14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1列，置中對齊，單行間距。

（4） 摘要：字型大小為12點字；第一行縮排2個字，摘要本身150字至300字左右對齊，與前、後

段距離0. 5列，單行間距。

（5） 關鍵詞：中、英文摘要後個別附上中、英關鍵詞2至5組。關鍵詞字型為12點字。關鍵詞標題

為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25列，單行間距。

（6） 作者工作單位職稱：以註腳方式註於首頁頁尾，標楷體10點字，靠左對齊。

4. 主文：主文自第2頁起開始撰寫。

（1） 章標題：字型為18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1列，置中對齊，單行間距，以數字編號 
（1、2）。

（2） 節標題：字型為16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5列，靠左對齊，單行間距，以數字編號 
（如1.1、1.2）。

（3） 次標題：字型為14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5列，靠左對齊，單行間距，以數字編號 
（1.1.1、1.1.2）。

（4） 內文：字型大小為12點字。第一行縮排2個字元，與前、後段距離為0.5列，左右對齊，單行

間距。文中數學公式，請依序予以編號如：（1）、（2）。

（5） 圖表說明：圖、表名字型大小為12點字，與前、後段距離為0.25列，圖之說明文字置於圖之

下方，表之說明文字置於表之上方，並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號 （圖1、圖2、表1、表2），

置中對齊，單行間距。

（6） 頁碼：字型為Times New Roman 10點字，依序排列，頁尾置中。

（7） 文獻引用：文中若有引用參考文獻部份，請以（ ）表之。（ ）內註明以作者姓氏與發表年

份，如 （Wardrop, 1952）。

5.  數字：年份統一以西元紀元，日期及數字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超過4位時除西元紀元外，每3位
數加一撇，如：1,653,799元，西元2006年12月29日。

6.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以文中引述者為限，並請以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中文按姓氏筆劃，英

文按姓氏字母先後排列。左右對齊，前、後段距離為0.5列，單行間距。如：

1.   李治綱、何志宏、傅介棠、方仁鳳 （1992），「可測試行車路徑導引效果之交通流模擬模式」，運輸計
劃季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頁163-188。

2.   Babakus, E. and Boller, G. W. （1992）,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SERVQUAL Scal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24, No. 3, pp. 25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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