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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顧客」、「員工」、「形象」三大營運要素為體，以六項服務品質目標 : 「安全」、「便捷」、「乾淨」、「舒

適」、「準點」、「親切」為用，描述台北捷運公司在管理上的基本架構，闡述在此架構下全體員工共同努力以

赴的目標。

關鍵詞：顧客、員工、形象、營運要素、服務品質、安全、便捷、乾淨、舒適、準點、親切

Abstract
This study looks at Taipei Metro's six main service obj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three basic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its customers, its staff and its public image.  It outlines the basic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Taipei Metro 
and describes how Taipei Metro works to achieve a safe, convenient, clean, comfortable, on-time and friendly 

transport service. 

Keywords： customers, staff , public image,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service objectives, safe, convenient, clean, 
comfortable, on-time,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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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由政府部門（臺

北市 73.75%、臺北縣 8.75%、中央政府—

原省政府部分 17.14%、唐榮鐵工廠—原公

營、臺北富邦銀行—原臺北銀行、交通銀

行、農民銀行後四者合計 0.36% 等七法人）

合資組成。負責經營及管理由臺北市捷運工

程局（臺北市政府之機關）興建完成之臺北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由於興建者臺北市捷

運工程局對工程品質的用心，加上營運者臺

北捷運公司全體員工的努力，終能一一克服

橫在路上的險阻，邁向營運的康莊大道；並

且連續兩年（2004、2005）榮獲 NOVA 及

CoMET 兩國際捷運系統評比團體評為最可

靠系統的殊榮。

臺北捷運公司能夠經歷木柵線承商（法國）

馬特拉公司的出走，在缺乏系統承商的支

援下，能夠維持自主營運，而且能面對爾

後接踵而至的連環考驗，如機廠遭雷雨襲

擊重要零組件損壞、納莉颱風帶來超越設

計的豪雨致整個系統有十餘公里路線浸泡

洪水中等等災難，而還能屹立不搖；這除

了全公司上下負責精神、堅強毅力是主要

因素外；公司所建立的制度及正確的經營

管理方向亦是促成這股力量的基礎。

本文介紹臺北捷運公司在經營管理上所建

立的制度，用以褒揚同仁捐棄成見共同竭

慮盡思為公司所樹建的守則；以及大家堅

守這一準則下所勉力以赴、犧牲奉獻的精

神，併為欲探究竟人士了解一二。

運輸營運的基礎
運輸營運範疇，主導營運的因素有三：顧

客、員工、形象。其中都奠基於對品質的

共同要求。由圖 1 可以窺知其架構。

顧客是眾所關心主體

「顧客至上」是一古老的口號，能遵行不踰

者不多。要能先有此一觀念才能配合其他作

為。例如「華航以客為尊 」、「顧客滿意度

學院」、「百貨公司店員的日式禮儀」都是習

知的作法。

從廿世紀下半世紀，整個國際商界已逐漸

朝向顧客導向的市場發展。由於現代高科

技的突飛猛進，不斷推陳出新的產品與服

務，更使大多數人認識這個特質。早在美

國經濟受到日本侵蝕的年代，已有人警覺

到日本人的生意手法，才是經濟凌厲的地

方。所以他們悟出「顧客的價值才是產品

的價值」，趕緊急起直追，那時 「Customers 

Connection（顧客聯繫）」把這種觀念反覆

提醒美國商人。稱它為 1950 年代改變美國

產業觀念的一本書也不為過。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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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1・營運基礎要素架構

顧客

員工 形象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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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是明確「顧客導向的市場」的巔峰，下表區別 20、21 世紀的產業特質： 

表 1  廿及廿一世紀產業策略之差異

世        紀 20 世紀 21 世紀

產銷策略之角度 生產者觀點（生產導向） 顧客觀點（顧客導向）

重視與研究重點

成本降低 設計多元

效率提高 時尚流行

產品均一 壽年趨短

公司利益優先 重視環保、社會利益

共同重點 品質提昇

運輸業對顧客層面的觀念

從客運運輸業看顧客層面，服務品質是很

直接的感受，提供的運輸特性如運送時

間的節省、運送中舒適程度、等候時間長

短、設施整潔美觀、溫度與空調等等都是

基本從生理的觀點看服務品質；能夠保持

持久恆常是最基本的。與其他系統接駁合

作垂直整合，建立方便的公共運輸使成整

體性，達到生理上基本需求為目標。

若進一步探討心理或情感上的服務品質，

則要探究諸如人對美的要求、人對社群的

認同感還有人對捷運系統本身的瞭解與接

受程度。

所以在情感的一面，運輸業開發客源與

需求，可以透過以下所述「創造需求」

與「保持需求」兩個程序交互循環來達成：

創造需求

是指以開發客源（Promotion）為主的活動，

例如社會公益活動可以吸引潛在顧客，因

活動而熟悉系統、因熟悉而慣常使用，屬

教育性教導使用活動；另因社會公益性活

動而有情感上認同的心理效果。其中一例

是「敬老週」活動，以增加離峰客人為目

標，終能提升離峰運量。

保持需求

指留住旅客的心，以提供旅客感覺窩心的

服務（Intimacy）為原則，例如親切應對、

提供必要資訊、舉辦社區活動、協助維護

社區安全、增進生活便利等措施。

圖 2 是以活動帶動參與活動者對系統的

了解所獲運量增加的效益示意圖，斜線是

其增益區，初期民眾未了解系統的操作方

式，利用活動帶動了解，可以快速增加運

量。雖然最終運量會趨接近，而需用其他

方式行銷；但只要努力使收入儘早增加，

即可使財務儘早進入良性循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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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對顧客課題精進策略

運輸業對顧客課題的精進，可以運輸業行

銷循環的基本兩原則為起步：

1.  運用科技工具，提昇服務頻寬，減少工

作負荷。

2.  不斷地研發、改進，軟體搭配硬體，提

昇服務效能。

硬體技術的精進與利用，茲舉數例如下：

1.  改良地下通訊 : 如大哥大（2G ,3G）, 

PHS 等；以上皆經各家通訊商試驗終於

確認可行，且不致干擾原捷運系統運作。

2.   增設旅客資訊系統 : 在車站大廳、列車

上增設旅客資訊電子板，提供旅客當時

即時的訊息。

3.  維修技術、工法不斷改善，維修器具亦

研發呼應；且因應電子資訊時代來臨，

許多電路以積體電路版方式呈現，因而

配合採購電路版檢測設備。增進維修效

率，提高可靠度。

企業形象整體觀

企業形象是團隊的動力泉源，企業形象使

企業永遠跟著時代走，絕不能落後。

臺北捷運公司標榜創新、文化、關懷、環

保為建立形象方向。

 創新

以新的系統，展現新的服務型態，建立民

眾心目中新意象，並且突顯出高度使用新

科技的感覺。

文化

從傳統懷古情，進到新的人文意識領域，

摻入人文藝術觀，激發顧客對文化的認同。

關懷

人我關懷同理心，對弱勢的關懷，進展到

社區主義、市民主義等共同參與的開放式

作法。

環保

延續捷運工程局被稱環保模範生（未有環

保法規即納入環保措施）的精神，捷運公

司更以「永續的社會」、「永遠的地球」為

職志。

原自然成長

多次活動後之成長��

運
量�

�

營運期間��

↑ 圖 2・運輸業公益活動之教育性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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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久的經驗與驗證，深深感受兩個結論：

1.  良好的形象，是免費的廣告，也是後續

工作的原動力。

2.   良好的形象，是員工的尊嚴，也是向心

力的基礎。

員工是企業經營的支柱

員工優先是近代企業的基本守則，就各層

面企業而言，員工的能力反映出企業的能

力及發展；而能令顧客喜愛你的員工，更

是事業成功秘訣，此反映在企業整體的制

度是否公平合理，笑臉迎人的員工，一定

深受顧客的喜愛。

員工是資源，也是企業合夥人，這種觀念

應普遍存在公司的典章制度，使員工竭思

盡慮處處為公司著想，是企業的理想。

喜歡接觸員工，有親和力且可親近的主

管，配合公平而合理合宜的制度才有快樂

而用心的員工。

獎懲公正且具多層面回饋員工是對員工合

理的對待，畢竟鼓勵是前進的力量。 

運用科技軟硬體工具提昇服務，減少員工

人力負荷，可以建立愉悅的的工作環境，

直接塑造親和的員工。 

服務品質六大目標是三

基本要素的運用
在三大要素架構下，台北捷運公司設定自

我的服務品質目標為 : 安全、 便捷、 乾淨、

舒適、準點及親切，可說是六大應用。分

述如下：

安全

制度化法規化而且務實執行是維護人員、

旅客、系統、財產安全的法則。以下簡述

公司制度構成每日實地運作的方式，而可

貴的在於一切都法規化—明文規定。

人員訓練

含新進訓練、溫故訓練、作業演練均訂有

合理頻次。

證照制度

線上工作人員（含運務、維修）以通過檢

測取得證照為基本條件。

 定期查核

含依法律的法定檢查、依手冊規範檢查及

隨時臨時抽檢等。

 程序原則

標準作業程序 SOP 及國際認證 ISO9000

系列的程序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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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安衛

工作安衛如基本的協助員工預防噪音（駕

駛室）、及提供清淨空氣（地下工作環

境）；因為「員工的安全健康」是乘客安

全的基礎，也是工作士氣的根本。

 確保健康

含運輸從業人員嚴格健檢、進用時的性向

測驗、工作中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等。

便捷

捷運系統路線固定，且屬幹線性服務；為

達到便捷目標，除本身可靠度、準點率、

資訊清楚及內、外通道方便易行外，需靠

週邊接駁運輸的配合，才能達到便捷目

標。目前臺北捷運系統的接駁運輸以公共

汽車為主幹，計程車接駁尚以市場存在為

操作主力，私人運具則著重在提供轉乘空

間的規劃佈設，故便捷目標重點在公共汽

車及轉乘空間的處理，分述如下：

 路線整合

調整公車路線型態：由新增接駁公車，

改以捷運站為起迄或停靠駐車站。自

88.10.18 闢駛捷運接駁公車，舊路線考慮

既有乘客依賴性，以自然（依財務經濟）

淘汰方式，整體改造都會之運輸系統。民

國95年統計轉乘率約在18.0%上下波動。

場站整合

調整轉乘空間：大眾運輸工具轉乘空間：

設置或調整公車轉運站或公車彎、增設免

費接駁車停靠站、增設計程車招呼站。  

私人運具轉乘停車空間：依到站交通模式，

並依腳踏車、機車、小汽車的優先次序，

調整捷運車站轉乘停車場空間。

 票價整合

尚未革新整體票價，理想是捷運加公車的

里程併計收費。目前是以優惠轉乘的方式

來使轉乘票價儘量合理，即使如此，優惠

票價的成本負擔尚在探討中。

票證整合

IC 智慧卡票證（臺北悠遊卡）的推動，以

大量的記憶功能及計算能力，可使用在不

同的系統，還能分清帳目，所以對不同經

營主體可做到「一卡到底」的方便。

資訊整合

旅客資訊應以「最需要的時候，最需要

的地方，提供最需要的資訊」為指標、

號誌、電子顯示板、人力指揮、詢問處

等的設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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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步行心存焦急，有與人約定時間的壓

力或搭車時間上急迫心理，須能適時提供

資訊，並在短時間內了解資訊；類如高速

通行車輛迅速獲得所需資訊，因此迅速判

斷是否為欲獲取之資訊。再以最快方式閱

讀資訊內容，了解資訊意義。

主動提供旅客資訊（指標、號誌、電子顯

示板、人力指揮）宜依以下原則設計：

1.  全方位提供，此與高速車輛僅需提供通

行閱覽者不同；旅客可能駐足、回頭、

受干擾而遺忘（例如突遇朋友談話），

所以要在空間 360˚ 每個可通行方向都

能提供必要資訊，確保不致「一回頭就

迷路」的尷尬場面。

2.   以顏色區分，此與高速車輛略同，便於

判斷是否為當時需要資訊。顏色可比照

其他環境：消防、逃難必要配合為全國

一致；高速公路使用者可以參酌運用，

但因捷運系統都以顏色分路線，所以用

顏色區分資訊性質，可用性不太大，而

且要注意旅客是否能分辨顏色是為區分

路線的資訊或是為區分資訊的功能。

3.  以形狀或型態區分，此與高速車輛不同，

一般直覺型態不同可能為臨時加設，但

也可用不同形狀區分資訊功能（例如美

國習以八角警帽形狀，代表嚴重警告或

與警方相關事項；箭頭形狀則表示所指

為方向），此類區分不宜多用，以免旅客

混淆。

4.  容易分辨設施可作為參考地標；如驗票

柵門、售票處、詢問處、服務台等。

5.   側重室外地點之指引，此含其他系統的

指引，尤其地下車站設施，容易迷失方

向，且走錯方向再回頭要費大把勁。

設計過程應逐次分析、「陌生人試驗」、現

場虛擬佈設再調整等等程序。

列車進站時間，可供常用旅客決定行走速

度及其舉止，也是資訊提供之一環；臺北

捷運公司普遍在車站大廳層設置旅客資訊

顯示系統（PIDS），是提供資訊服務的良好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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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提供將到達列車資訊、列車上提供將

到達車站名資訊，都以符合「最需要的時

候，最需要的地方，提供最需要的資訊」

為原則。

主動式提供資訊不足或無法滿足旅客需要

時，則配以被動式的服務。此即如詢問處

或服務處之服務，或無特定場所的隨機被

詢服務。因有較充足時間可作充分解說，

但問題有許多涉其他系統或系統外地點，

所以對服務地點周遭狀況的了解應列為工

作的一部分，以備萬一被詢。車站服務處

遇有行車故障及其他意外，提供狀況資訊

及預估情況發展，供旅客作行止判斷，為

基本服務；能否有效，則有賴後勤資訊系

統的完整，此為運輸業者應努力之目標，

捷運公司在這方面已有具體成效。

乾淨

保持乾淨是一個必要堅持的課題，如何達

成也是中外人士好奇的地方。要使顧客感

到愉悅除了維護系統可靠、安全、且提供

較高方便程度的運輸外，清潔的觀感是令

人愉悅的不二因素。 而旅客清潔習慣的養

成有賴公司提供的環境，建立的基礎哲理

是「第一片垃圾是第二片垃圾的誘因 , 防

止第一片垃圾人人有責。」保持乾淨是讓

它維持乾淨的必要方式；這種觀念用在清

潔承包商是提倡基本的道理：「若能保持乾

淨，讓每個人捨不得丟棄垃圾而破壞，隨

後的清潔工作將很省力；反之若疏於保持

乾淨，人丟我亦丟的心理，會使清潔工作

更加困難繁重。」

清潔公司人員

了解清潔理念，認清保持乾淨是簡化工

作，激發清潔工作的原動力；並在委託合

約上課以責任，搭配合理的處罰，確保執

行清潔工作的效果。

捷運公司人員

無論主管及各級人員，皆以身作則，監督、

認養（督導平常所經車站）、連帶獎懲，以

達到高標準的清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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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

舒適是較主觀感受的課題，每一個人體質

不同，且同一個人體力強弱又隨時會變化。

所以對溫度、廣播音量、擁擠程度等多以

眾人反應為參考指標。 

例如捷運工程局最初空調設計是以大廳

32° C、月台 30° C、車廂內 28° C 為原則，

目的是提供從站外到站內或車廂間漸漸變

化的適溫環境，而不致因驟冷驟熱而產生

身體不適。

事實上在營運中因個人特質不同，感覺也

不同，只能借助於比較旅客的反應數量，

探求平衡點，對於個別的差異只能自行在

衣服上調整。

音量也有類似溫差效應，只是它無法做個

人的調配，營運中仍需要因應背景雜音與

旅客反映適度調整廣播音量，尤其車站鄰

近地區居民的感受也應納入評量。

車廂擁擠改善是舒適度的顯著因素，靠增

加線上行駛車輛數量來減輕；強化維修提

高車輛妥善率，固為一作法，但增加數量

有限；另考慮臺北捷運系統運作尚在初期，

系統容量尚有增加列車的空間，所以暫可

以增購電聯車來克服車廂擁擠。增購電聯

車已投下巨額成本，等到系統容量用盡，

增加路線密度則成為必然，投資金額的龐

大可以預期。

車站大廳、通道、月台擁擠改善，涉及土

建結構改善可能性，困難度極高，一般較

不可行。月台增設月台屏門，減少月台邊

緣的不安感，可增大月台空間，但增量仍

然有限。惟有增加路線增加車站才能徹底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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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點

準點在長途客運或班次稀少路線是重要課

題，捷運系統因班次綿密或必要時可以密

集班次來舒緩旅客過度集中現象，但顧慮

到旅客安全，讓旅客等候 2 至 3 分鐘，有

時有其必要性。然而運輸業的準點仍是基

本守則，目的是滿足旅客的預期心理，使

旅客容易安排其行程或其他運輸規劃，順

利達成使用運輸之目的。

捷運系統有高度自動化控制，路線幾何

條件固定，得以電腦程控行駛；可設定

每站駐留時間。但仍有下列因素會影響

行車準點：

1. 系統故障

2. 錯失時間發車

3. 人員、物品違規突入軌道區

4.  候車人數突然增加超過規劃數量（延誤

靠站駐留時間）

臺北捷運公司努力在系統維修、增加行車

可靠度、研發發車提醒裝置、研擬軌道區

人員進出及物品掉落處理程序與違規罰

則、主動聯繫或探知大型活動動向及預作

運輸規劃等等，以期發揮捷運系統最大量

運輸功能，而盡力維持準點的目標。

準點的另外課題是系統內（班次間）、外

（與接駁運具間，如公車）的接駁時間配

合問題；因為接駁配合，使得不定性增

大，也降低準點率。以下是目前推動的接

駁服務配合方式：

同月台班次間接駁

在可見及列車同時到達同一月台，以目視

儘量延後發車出站，約數鈔鐘為度，此稍

微影響準點。 

末班車一次接駁服務

為使乘客搭乘末班車時容易接續另一路線列

車，規劃每日末班列車以遠離市中心區、一

次接駁安排末班次，必要時作停留以確保接

駁等方式因應，此或許會稍微影響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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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

親切目標的達成有賴快樂的員工來執行現

場服務，面對不同類型問題又急切的顧

客，只有訓練有素的員工，在公平合理的

環境與穩定的制度下，才能有條不紊且面

帶微笑地處理乘客疑難問題；服務鍊的基

本精神可達到此目標，簡單講就是「上級

人員服務基層人員，後勤人員服務線上人

員。 」

達成親切目標的另一課題是防制職業倦怠

感，缺乏挑戰或無挑戰目標可尋，是造成

職業倦怠感的主要因素，尤以非捷運工程

相關背景科系的人員為甚。把服務態度視

為管理重大課題，把管理學當作進修的主

題，把行政管理技巧作為績效考核的要素

之一，鼓勵各級員工加強管理學問上的進

修，應可解決此問題。

另外可行的作法，含：

1.  組成服務品質專案小組研究，探討線上

服務難題解決的方法與態度，並作經驗

交流。

2.  選拔模範，建立服務標竿，並予具體

獎勵。

3.  為因應過度急切乘客有暴力傾向，便於

事後追查原委，鼓勵以閉路電視記錄全

程處理過程，同時通報警察隊前往處理；

在存留證據，並有後援來到狀況下，使線

上員工可以以心理更穩定的狀態來處理

可能的衝突事件，更容易化解對立局面。

結語
臺北捷運公司在一切為「顧客」、「員工」、

「形象」考量下，以達成服務品質目標 : 

安全、便捷、乾淨、舒適、準點、親切，

作為全體員工目前努力的理想境界，也

是以實際行動對陸上客運運輸營運的詮

釋。於此架構下，配合執行所需的各式

各樣管理模式，終能以實際行動創下運

輸業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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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柵線自 1996 年 3 月 28 日開始正式營運，在準備營運期間及正式營運後，原承商馬特拉公司因未達到其要

求目的情況下，宣佈撤離全部技術人員。由於當時關鍵技術均掌握在承商手中，其對維修外包合約條文百般刁

難，開出高價且完成議價手續後又不如期完成簽約工作，致使臺北捷運公司營運面臨生存挑戰的危機。因此，

下定決心全力進行還原工程及破解電子電路板，先於公司內秘密成立研發小組進行電子電路板破解工作，並尋

求國內相關技術單位協助，同時主動至美國芝加哥國際機場 OATS 尋找開發備品，這段難得的煎熬過程及不服

輸的破解經驗，迄今已成立其他地鐵系統未設但自早期研發小組轉型成具規模的研發中心，值得其他軌道興建

者及營運單位之參考。

關鍵詞：捷運營運、電子電路板、維修外包、OATS、還原工程

Abstract
The Muzha Line started official operation on March 28, 1996.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even after official 
operation commenced, the contractor MATRA Transport incessantly bargained to make amendments to the contract 
and made other demands. Not too long after official operations began, MATR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withdraw 
all its technicians from the Muzha Line because its demands had not been met.  Since MATRA had complete control 
over all the essential technologies of the system, it was in gross violation of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o provide 
maintenance support for the system.  After extended negotiation, a further maintenance contract failed to be signed, 
leading to a crisis in the survival of the TRTC.  Therefore, TRTC made a firm resolve to reverse engineering the circuit 
boards of the system. First of all, a research & development group was established secretly to carry on the circuit 
board reversion, and seeking domestic technology unit assistants from every relat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aiwan.  
Meanwhile, TRTC sought out Chicago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ATS as a company that could offer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parts.  Because of this experience, the TRT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has become an exemplary 

organization in the transport industry.

Keywords：metro operation、circuit boards、contract out、OATS、revers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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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外包合約談妥卻未

簽約
為使木柵線初期通車營運順利，自 1995

年 1 月 23 日開始與原承商馬特拉公司協

商木柵線 VAL 系統設備維修外包案，迄

1995 年 9 月止，前後共計舉行 30 次會

議，但馬特拉公司挾其專利技術之優勢及

利用通車時程之壓力，採取拖延戰術，逼

迫臺北捷運公司在許多合約條款方面必須

讓步。

1995 年 10 月 17 日陳朝威先生接任董事長

兼任總經理後，就合約書草案中對公司不

利之處，要求重新檢討修正，並於 1995 年

11 月 1 日重新改組合約談判小組 8 人，由

法務室主任莊稚驊領軍，重新與馬特拉公

司展開談判。馬特拉公司知悉後，即對新

聞媒體發表強硬措詞，反對重新談判之作

法，一度要脅將不再與公司續談維修外包

合約。公司為展現誠意，避免雙方陷入僵

局，影響木柵線通車，對 1995 年 9 月前

與馬特拉公司已達共識之若干條款先予以

保留外，並積極回應該公司後來在會議中

所提之意見。合約談判小組在白天與馬特

拉公司談判，晚上加班立即提出進度報告

及研商因應策略，希望能在雙贏之情況下，

儘速簽訂維修外包合約，以確保木柵線營

運通車後維修後勤支援無虞，經過四個多

月密集談判，終於完成確認維修外包合約

之各項條款 [1]。

在木柵線確定通車日期前一日，即 1996 年

3 月 27 日，由任副總經理蔡輝昇與馬特拉

公司副總裁 Mr. BOUR ASSEAN 進行議價

會議。當日馬特拉公司並未先繳議約保證

金，依當時規定並無法進行後續之議價會

議，但為了隔日就要正式營運通車，且媒

體也都在關心何時可完成維修外包合約，

在多重壓力下，經過約一小時來回討論，

折衷提出馬特拉公司代表在現場承諾於二

星期內補交議約保證金，當時馬特拉公司

談判代表當場表示同意後，接著以英文歷

經七小時進行馬拉松式討價還價，馬特拉

原提報價每年費用 3 億元，經不斷溝通且

好話說盡，最後才敲定一年維修外包費用

為新台幣 2 億 9 千萬元，終於完成當日議

價作業。但後來馬特拉公司並未依在議價

會議中之承諾，於二星期內先繳交議約保

證金並如期完成簽訂維修外包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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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成立研發單位
木柵機廠倉庫內，當時存放有 300 多片自試

運轉以來陸續故障之電子電路板，馬特拉公

司並不積極加以修復，僅依合約必須提供之

備品零件更換故障零件及電子電路板，其策

略就是讓木柵線系統維持在可運轉之方式，

但永續營運所需的安全存量的備品零件，損

壞後則不加以提供或出售，此策略已嚴重影

響木柵線未來的生存能力。

當時董事長兼總經理陳朝威在 1995 年 10

月 26 日，書面要求蔡副總經理「速派人

逕洽工研院是否有辦法破解全自動及半自

動的軟體技術」，當日下午蔡副總經理與電

機廠趙廠長雄飛，攜幾片故障電子電路板

親至工研院電子所尋求協助破解之道，電

子所同仁相當體認這項迫切需求，經以比

對方式嘗試修復成功一片故障電子電路板

後，於 12 月 1 日提出「電子電路板及組件

檢修建議書」，陳朝威先生 12 月 6 日在該

建議書封面批示「為長遠計，本公司必須

對捷運線上的設備及操作系統有絕對的掌

控能力，才能確保爾後長期營運之無礙並

且不受外力之牽制，故工研院甚至中科院

均應請其協助，本案請專案簽報，簽報內

容宜使核閱者了然本案之始末及電子電路

板的作用以及專利問題之考慮在內，請蔡

副總偏勞專人簽辦」。

為求能早日脫離此困境，並與外單位專家

共同合作，在蔡副總經理主導下，於 1996

年 1 月 24 日秘密成立研發小組，以任務編

組方式運作，小組成員都是具有電子電機

背景之年輕人，初期以鴨子划水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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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採十分低調甚至隱密方式，與工研院

合作開始著手修復已故障待修之電子電路

板，並在半夜俟法國技術人員就寢後，測

試嘗試修復之電子電路板是否功能恢復正

常。馬特拉公司為了絕對掌握專利及技術

優勢，自合約執行以來，雖訓練出種子人

員（Keyman）、訓練員（Trainer），但只訓

練他們如何操作系統或更換故障的電子電

路板，但從來不告知故障之原因，或電子

電路板那個零件發生故障，更未提供行控

中心系統軟體程式及任何一類電子電路板

之線路圖。因此，研發小組人員必須完全

從頭做起，自行繪製每一類電子電路板的

線路圖、建立靜態資料、零料件資料及從

事故障部份之修復工作。

1996 年 2 月 10 日木柵線尚未正式營運通

車，但正在積極準備辦理免費試乘活動，

曾清查木柵線倉庫內之可修件、不可修件

備品及消耗品之後，發現已達零庫存（即

倉庫內已無任何備品）之項目竟達 98 項。

其中會影響木柵線全線系統運轉的主要項

目計有 10 項，分別屬於資料傳輸設備、終

端控制器、行控中心操作控制台及車上自

動控制設備，這 10 項皆是故障待修之電子

電路板。其餘已達零庫存的 88 項，部分項

目屬於複置性（Redundency）設備，或屬

於電聯車部份，或屬於區域性的，由於還

不會影響全線之運轉，所以暫未列入最急

迫必須立即加以解決的項目。

若將木柵線已發生故障之可修件次數加以

統計，可得出總故障次數，然後依該項目

合約之 BOQ 數量，計算出總故障次數除

以 BOQ 數量之比率，並定義此比率為故

障率。1996 年 2 月 10 日尚未營運通車前，

發現可修件之故障率超過 100% 的項目

數，竟然高達 61 項，至於超過 50% 的故

障率，則已達 104 項。以上這些數字，僅

是指可修件之故障率，如包含不可修件及

消耗品兩大類，那麼超過 100% 故障率之

項目數，則已高達 111 項，可以想像當時

臺北木柵線尚未營運但已處於多麼不利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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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行控中心電腦資料知，自施工階段電

聯車開始測試至 1996 年 2 月 10 日止，

電聯車已行駛之總里程數為 271 萬對車公

里，尚未達到馬特拉公司統包 CC350 合

約原先估計每年總行駛里程數 560 萬對車

公里之一半。依合約規定，備品 BOQ 所

提供的數量，應以滿足一年可行駛 560 萬

對車公里之需求，但當時木柵機廠倉庫庫

存量卻已明顯不足。根據以上資料，透露

出下列幾點訊息：

1.  依行駛的總對車公里數觀之，原 CC350

合約內關鍵項目所列一年 BOQ 之數量

已嚴重不足，將造成木柵線初期營運困

難，必須積極尋找可行的替代方案。

2.  臺北木柵線為全世界第一個採用四節車

營運之 VAL 系統，馬特拉公司以法國里

耳市過去兩節車的營運經驗，推估木柵

線四車營運一年所需的備品需求量，兩

者之間顯然存在相當差距。由於馬特拉

公司的錯誤估計，導致木柵線必須額外

支付龐大費用，以進行維修及購買營運

一年所需之可修件及不足備品。此可由

上述故障率偏高獲得証明外，電聯車輪

胎一年需求量，也遠超過當初估計值，

這也是最好的證明之一。

破解電子電路板
為加速修復已大量故障待修之電子電路

板，同年 2 月 12 日在未對外宣佈下，分別

函邀中科院及工研院參與比價，由工研院

電子所以較低報價新台幣 640 萬元得標，2

月 27 日簽訂維修合約，並決定將最迫切修

復的 10 類電子電路板列為第一優先處理，

交由研發小組及工研院共同進行維修及破

解工作。目標是未來掌握主要的故障待修

件後，可自行決定有那幾類及多少數量之

電子電路板，必須交由工研院或其他科技

單位協助破解及維護，未來如無法與馬特

拉公司完成簽訂維修外包合約，也能充份

掌握主動權，維持木柵線的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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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線系統當時如欲維持正常運轉，最

主要關鍵在於木柵線 VAL 系統 227 類共

20,174 片（車輛廠 105 類，12,659 片；

電機廠 122 類，7,515 片）電子電路板，

是否能正常維護及被破解之速度。若該項

工作的進行，能及時滿足線上需求或進度

超前，不僅可掌握該項目之維修技術能力，

降低未來營運成本，增加談判的籌碼，即

使未能與馬特拉公司簽妥維修外包合約，

仍可維持營運通車。

基於上述考量，對於電子電路板之維修，

訂下處理的優先順序為：

1.  目前已為零庫存，但會影響整體系統運

作之故障待修件。

2.   過去故障件已佔 BOQ 數量 50% 以上之

電子電路板。

3.   過去故障件已佔 BOQ 數量 50% 以下之

電子電路板。

4.  尚未發生故障，但與行車安全有關之電

子電路板。

馬特拉公司 1996 年 2 月 8 日初步提出維

修外包合約一年的報價，金額竟然超過新

台幣三億元，所以必須修訂原先預定完

成之時程，改為在一年內全力破解木柵

線 227 類電子電路板。當某類電子電路

板被破解後，僅需採購必要之電子元件

（Chips）更換該類故障之電子電路板，

將可使電子電路板維修費用大幅降低。

1996 年 3 月 28 日木柵線正式通車營運後

不久，由於承包商法國馬特拉公司與捷運

工程局對最後驗收及履約保證金延期的問

題，產生嚴重爭議，且未獲解決。為避免

發生履約保證金到期又被提走之過去慘痛

教訓，捷運局決定正式押提履約保證金，

1996 年 5 月 30 日馬特拉公司召開七人記

者會，宣佈即日起撤離所有技術人員，並

禁止其下包商出售相關備品零件予捷運公

司，欲藉此策略癱瘓木柵線，以謀取該公

司最大的利益。

隨著電子電路板檢修能量之擴增，無論在

設備及人力均有大幅成長，原研發小組負

責之業務，已能涵蓋大部分中運量及高運

量之電子電路板檢修。除中運量系統 227

類 20,174 片外，高運量系統迄今，種類共

有 1,323 類，數量高達 102,518 片電子電

路板，也逐步納入檢修範圍內。原研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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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歷年來修復電子電路板數量

年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總計

中
運
量

407 606 205 640 426 255 344 613 622 786 799 5703

高
運
量

0 0 12 23 77 159 745 1138 1652 1885 2321 8012

小

計
407 606 217 663 503 414 1089 1751 2274 2671 3120 13715

組組織名稱先變更為研發課，自 2006 年起

改為研發中心。經歷這十一年來自行檢修

經驗後，中、高運量電子電路板技術已累

積許多成果，維修能力不斷深入紮根，各

年完成檢修之數目，如表 1 所示。現有重

要之檢修工具，包括自動測試系統（中運

量、高運量）、多功能測試器、飛針自動檢

測設備、電路板去除塗層設備、及紅外線

拆焊系統等，同時設立儀器校正實驗室，

完成模擬環境測試實驗室，例如振動、恆

溫、恆濕、冷熱衝擊等環境，確認修復之

電子電路板能符合不同環境的需要。

美國OATS系統及還原

工程
美國芝加哥國際機場捷運系統（OATS），

係採用法國馬特拉公司 VAL256 系統，為

一套無人自動駕駛運輸系統，於 1993 年 5

月開始通車，提供機場內之四個（一個國

際及三個國內）轉運站（Terminals）及一

個停車場之運輸服務，共 5 個車站，長 4.3

公里，係屬免費搭乘，採 24 小時營運，電

聯車可依不同旅客需求人數，隨時組成 1

節、2 節或 3 節方式運行。

芝加哥市政府與馬特拉公司所簽原工程合

約內，約定完工後交由馬特拉公司運轉五

年，但須每年檢討成效，由於第一年馬特

拉公司營運後，芝加哥市政府不滿意，所

以自第二年起，決定中止馬特拉公司繼續

負責系統之營運操作，在 1994 年 6 月交

給 AOR（Airport Operation Resources）負

責營運，至於新的營運公司名稱則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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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TS。OATS 係由芝加哥市政府投資興

建及管理，建造合約金額 1 億 2 仟多萬

美金，當系統興建完成後，馬特拉公司曾

要求追加工程費美金 1 億 4 仟萬元天價，

最後芝加哥市政府以追加美金 2 仟萬元了

結，才結束合約爭論。

馬特拉公司當時與芝加哥市政府對於原工

程合約追加款金額正爭執不下時，突然決

定全面撤離芝加哥國際機場的所有技術人

員，希望立即造成 OATS 系統營運困難進

而中止營運。OATS 歷經一番努力，並規

勸原有系統之操作人員留下，至最後才祗

有四位法國工程師決定離開，所以 OATS

系統得以繼續維持運作。當馬特拉公司宣

佈撤離後，OATS 員工全體上下一心，

努力渡過難關，積極在美國本土尋求開發

相關機械的備品零件，最後成果斐然，

OATS 並未因無技術支援及備品零件而停

止營運。11 個月後，馬特拉公司自行回來

要求重新談判維修合約，最後芝加哥市政

府與馬特拉公司完成簽約，其一年維修外

包費用，由原先 6 百餘萬美金降至美金 2

百 70 餘萬元，服務期限自 1995 年 7 月

15 日至 1996 年 7 月 15 日止。

1994 年 4 月 OATS 編 號 01 之 VAL256

電聯車，於正線上運轉時，發生嚴重剎

車失效事故，所幸當時車上並無任何乘

客，未釀成人員傷亡，但編號 01 之電聯

車因剎車失靈直接衝撞正線尾端之止衝擋

（Buffer），造成電聯車嚴重受損。發生意

外事件後，即檢視所有其他剩餘之 12 節

電聯車，發現這些電聯車內的剎車碟片

亦同樣發生已嚴重磨耗情況，進而決定

立即安排時程，更換所有剎車碟片。但

因 OATS 倉庫內並無剎車碟片現品，如向

馬特拉公司購買，價格不僅昂貴且至少需

六個月以上等候時間，因此 OATS 決定於

美國本土尋找替代品。OATS 找上 P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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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公司，為 OATS 分析電聯車

剎車碟片及剎車塊之材料特性，經 Packer 

Engineering 公 司 以 還 原 工 程（Reverse 

Engineering）法，以電子微波掃描法分

析材質、金相組織、抗壓張力試驗及電腦

製模，三個月後，生產出成品並經過一連

串測試，再與原產品比較差異，確認新材

質性能已較原品為優，即生產數個樣品，

並進行樣品安裝試驗。此項測試首先在

OATS 的測試軌上進行，當證明可用後，

才移至正線進行運轉測試（無人），測試時

記錄剎車塊磨耗狀況，經最後比對測試結

果，證明新成品不僅可用且材質及性能均

較原品為佳，如今已廣泛使用於所有電聯

車上。

馬特拉公司對其下包商不斷施壓，要求不

准直接賣備品零件給 OATS，企圖以壟斷

售價及備品供應來源。因美國中北部機械

工業非常發達，OATS 為求生存，先從需

求最急迫之剎車碟片備品開始，以還原工

程法分析材料之特性及種類，然後在美國

開模，自行生產製造。當第一批產品製造

出來，馬特拉公司立即用恐嚇法（Scare 

Tactics），一再表示說絕不可使用這種剎

車碟片，會造成不安全，並向芝加哥市政

府施壓，初期的確曾造成一些人的猶豫，

但事後證明在美國製造之剎車碟片及剎車

塊，無論是品質或壽命，均比原廠產品來

得佳，現在 OATS 所有電聯車都使用美國

自行生產的剎車碟片及剎車塊。幾年來的

經驗告訴他們，靠自己或當地國廠商進行

維修工作才是最可靠，如完全交給法國人

做，祗會產生事倍功半且費用驚人。

OATS 電聯車維修絕大部分為自辦，電聯

車剎車碟片更新工作，亦由 OATS 維修人

員自行拆卸及安裝，本項拆裝工作屬技術

性及勞力性工作。OATS 技術人員從開始

嘗試本項工作，第一次更新一軸兩片剎

車碟片以 2 人花費 40 餘小時，至技術熟

練後可縮短由 2 人在 16 小時內完成。本

項粗重工作，OATS 女性維修人員亦有參

與，由現場實際工作觀察，女性工作態度

及技術並不遜於男性維修人員。OATS 對

其電聯車備品國產化極具信心，由於向馬

特拉公司購買備品價格昂貴且交貨期長，

累積多年來的經驗，OATS 深信唯有靠自

己才是最可靠。現 OATS 電聯車自行委託

研究發展出之電聯車零組件，例如剎車碟

片、剎車塊、軸承環、傳動軸、橫向及垂

直避震器、空氣彈簧、撓管、電瓶箱固定

螺栓及螺帽等，可說成果斐然。

在關鍵零件備品採購部分，1996 年 6 月

28 日蔡副總經理至加拿大渥太華參加國

際華人運輸年會，獲知法國電聯車原廠

Alsthom 本來已發出信用狀且同意出售相

關電聯車備品，但在馬特拉公司不斷施壓

下，在 6 月底臨時變卦不再出售。因此，

會議結束後蔡副總經理即轉往美國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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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與 1996 年 7 月 3 日陳朝威董事長緊急

派遣兩位幹部趙雄飛與莊明聰搭機攜帶最

急需購買之零件及清單，在芝加哥國際機

場會合。一起至與木柵線系統相近，芝加

哥國際機場航站間自動系統營運公司 OATS

請求協助。在 OATS 時首先進行比對其庫

存備品，並交換營運意見，然後向 OATS

公司緊急採購一些急需的備品零件。當時 3

位主管身負木柵線能否持續運轉的重責大

任且務必如期達成任務，壓力之大非外人

所能理解。經過一週密集的協商，終於取

得該公司董事長同意提供全力協助後才返

國，立即解決木柵線備品缺料的燃眉之急。

回國後提出「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派員赴美國緊急洽購備品報告」，成為臺北

捷運系統在艱困環境中成長之另一項重要

證明。

結論
由臺北捷運木柵線及美國芝加哥機場環狀

線處理過程，深刻體會在國內特殊社會環

境及發包方式下，為求未來不受制於人且

能自力更生，爾後國內其他城市地鐵公司

或軌道運輸機構，有必要考慮設立研發部

門。針對關鍵技術，讓研發人員及早參與

建設階段的各種測試工作，同時在合約內

要求承商必須提供行控中心軟體操控之原

始程式及主要電子電路板之線路圖、靜態

資料等。營運公司如能充份掌握關鍵技術

能力，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回顧當時馬特拉公司未依 1996 年 3 月 7

日議價會議當日之承諾，如期與捷運公司

完成維修外包簽約，在策略上應為一項相

當錯誤的決定，也因未簽約導致臺北捷運

公司深刻體認到生存的危機，更下定決心，

必須加緊全力進行還原工程及破解電子電

路板，才能維持系統每日的正常營運，進

而完全脫離原廠的控制。

當軌道營運公司具備有檢修某類電子電路板

能力後，如考慮公司人力因素，必須委託國

外原廠檢修該類電子電路板，由於承商已知

對方有能力可自行修復後，此時所要求之維

修費用將會回歸至市場合理價位，這對營運

公司的財務支出將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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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OATS 系統為了降低營運成本，不論

管理階層或是技術人員，對零組件之開發

均不遺餘力，並對現有系統之缺失，如負

向偵測器因下雪結冰或飛鳥遮蔽所產生之

系統中斷困擾、軌道維修車故障頻頻、電

聯車零件缺失等問題，均想盡一切方法加

以改善及改良。因此，維修與物料二部門

密切結合，管理階層為了尋找替代備品找

遍美國全境，其鍥而不捨之工作精神，非

常值得效法及欽佩，技術管理階層必須體

認備品零件開發之重要性及學習 OATS 鍥

而不捨之工作精神。

木柵線採 VAL256 四節車營運，全世界過

去並無此種電聯車實際營運的記錄，對臺

北捷運公司及馬特拉公司而言，都是一項

新的嘗試及挑戰。由偏高的故障率，顯示

木柵線所使用 VAL256 四節車組合，當時

並不是一個成熟的系統。無論是電聯車廠

或電機廠的維修人員，必須要付出更多心

力處理超過原先預估之故障率，車站站務

人員也要面對由於額外故障，所引起乘客

的抱怨及不滿，然後又必須支付更多維修

與備品費用。相對地，馬特拉公司當時如

能順利簽訂維修外包合約，將不必再負擔

原合約要求未達成項目之額外費用及人

力，但卻可得到寶貴的 VAL256 四車營運

維修經驗資料。如由此角度觀之，應是馬

特拉公司急著與臺北捷運公司簽訂維修外

包合約，以減輕其保固及原 CC350 合約

所應擔負之責任，並極力撇清與 CC350

合約關係。但後來馬特拉公司運輸部門卻

因財務問題併入德國 Siemens 公司，與原

CC350 合約之承商 Matra Transport 兩者完

全脫離關係，且後續備品採購須改向德國

Siemens 公司簽約。回顧這段重大過程之變

化，不同的決策與策略產生截然未預期之結

果，不禁令人感觸良多且值得作為軌道系統

興建與營運者之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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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捷運公司自木柵線通車已逾十載，資訊系統適達變革之時機。資訊系統之建置除系統軟體、主機與網路環

境等硬體之配合，尚有開發工具與技術、使用者需求之確認等關鍵因素。近年致力於資訊系統介面，以及軟、

硬體之整合作業，以加強企業整體作業流程資訊化；並藉主機汰換同時予以整併為具有叢集架構及備援功能之

多模組主機系統，使各資訊軟硬體可以整合運作、集中管理，以達改善相關作業效率之目標。本文分就資訊硬

體、資訊系統與資訊安全發展說明臺北捷運資訊業務發展狀況及心得。

關鍵詞：臺北捷運、資訊系統、硬體、網路、資訊安全

Abstract
Commencing service in 1996 with the Muzha lin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has been operating for over 
ten year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ervice quality, an innov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s 
necessary. In addi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system software, server and networking environ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still includes the key factors such as system development tools, development techniques and 
user requirement confirm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main tasks of information system concentrated on system interface 
development and software/hardware integr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work flow information of the whole enterprise. 
Also, a reformation of computers and peripherals, which emphasized the clustering and backup architecture, makes 
the individual systems easy to operate and manage and greatly improves the overall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hardwar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ecurity aspects to discuss current status of Taipei MRT.

Keywords : Taipei MRT, Information system, Hardware, Network, I.T. security.

1 臺北捷運公司資訊部經理∕tmkuo@mail.trtc.com.tw

臺北捷運公司資訊發展現況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Taipei Metro

郭財明 Tsair-Ming Ku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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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行政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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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取伺服器

光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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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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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網路 
1G 捷運車站

北投、木柵、新店、南港、土城捷運機廠

前言

臺北捷運公司自 1994 年成立以來，至今

營運路線計有木柵線、淡水線、中和線、

土城線、新店線、南港線、板橋線及小南

門線等 8 條線路，營運總長度共計 75 公

里，營運車站數 69 站。為提昇行政與服

務績效之多項硬體建設與資訊管理系統，

因捷運系統各線陸續通車，功能已逐漸無

法滿足環境快速變動之需求，故逐年規劃

資訊軟硬體之汰換昇級。惟因資訊技術發

展迅速，產品也日新月異，系統之汰換更

新經常面臨相容與整合之問題，本文將分

就資訊硬體、資訊系統與資訊安全發展說

明公司資訊業務發展狀況及心得。

資訊硬體

隨著捷運路網的開通及網際網路的興起，

除了各項管理資料從各機廠、車站均需透

過網路傳送到公司本部，各項與大眾相關

的捷運營運訊息，亦透過網路傳送給有需

求的民眾。隨著業務擴展、營運範圍擴

大，可分就網路與主機擴充建置，來說明

臺北捷運之資訊硬體發展。

→ 圖 1・網路架構示意圖

網路建設

配合各路線的通車營運，網路建置規劃基

礎係委外建置 1 條 96 蕊單模光纖網路骨

幹，使網路傳輸骨幹之速率達 1Gbps，以

提昇本公司之電子化傳輸速度。目前此光

纖網路使用樹狀之架構連結本公司行政大

樓、各機廠、捷運車站及行控中心各區域

網路，使本公司整體內部行政網路得以互

相溝通（如圖 1）。近年為強化網路之彈性

運用，並加強備援機制，已著手將光纖網

路架構逐步調整為環狀。內部網路與網際

網路之串聯，主要租用數據線路（ADSL 及

FTTB），目前對外連線頻寬已達 50Mbps

以上。另隨著無線網路技術的發展成熟，

亦於行政大樓辦公區及會議室建置無線網

路發射器，並於北投、新店、南港及木柵

機廠之駐車區建置無線網路發射器，使車

輛維修等不便進行網路佈纜之區域，同仁

得以使用無線網路。另外配合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無線寬頻網路建設計畫」臺北捷

運已營運車站、地下街亦已完成無線寬頻

建置，以提供旅客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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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建置

臺北捷運早期在骨幹光纖網路未建置前，係

透過租用數據專線提供公司本部、機廠及車

站間的網路連線。惟租用之數據專線頻寬，

不足以應付及時資料交換需求，故採用分散

式處理方式建構主機環境，採精簡指令集 

（Reduce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C） 

架構大型主機為主，使用 UNIX Based 作業

系統搭配 Oracle 資料庫系統，為解決各機

廠連線問題採分散式管理方式管理主機，於

各機廠放置主機提供機廠同仁使用。初期資

訊系統採個別發展策略，各資訊系統採購所

需主機，造成機房主機數量龐大。後續因應

市場趨勢及視窗（Windows）主機作業系

統的成熟，為簡化資訊人員技能訓練，改以

Intel-based 主機為主，使用 Windows 作業

系統搭配 SQL、Oracle 資料庫系統，資訊系

統則為主從式（Client-Server）架構及網頁

化架構並行。光纖建置完成後，將各機廠主

機統一移於公司本部機房集中管理，整併公

司 SQL 資料庫主機。

近年來為強化資訊應用，提高公司作業資訊

化，開發之系統朝大型整合之資訊系統，造

成原採購主機規格無法配合調整使用，效能

充分滿足之困擾。為解決上述問題，並考慮

節省電源使用量及提升機房空間使用效率，

汰換已達使用年限且效能不佳之伺服器，改

以多 CPU 模組之中型主機及光纖儲存系統

（SAN Storage）為主，使用 Windows 作業

系統搭配 SQL 資料庫系統。其架構（如圖

2）具備叢集備援（Cluster）、空間節省及

完善管理等機制，主機週邊及模組皆可切換

至備援裝置使用。可將主機模組之 2 組設定

為備用（Standby）主機，可形成一個多對

2 之主機備援機制，搭配後端光纖儲存系統

之 SAN Boot 架構，可以使得任何一個主機

模組發生問題時，經由 SAN Boot，系統能

在錯誤發生後快速啟動底層備用的硬碟，進

行自動回復，縮短系統中斷的時間。多 CPU

模組主機架構之原機擴充性能佳，可節省機

房空間外，亦可遠端執行重新啟動、更新韌

體、效能監測、電壓∕溫度監控等作業。

↑ 圖 2・主機整併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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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

臺北捷運早期為提昇行政與服務績效所開

發之多項資訊管理系統，因捷運系統各線

陸續通車，以及組織成長與流程改造，相

關功能已逐漸無法滿足環境快速變動之需

求，故逐年進行系統之汰舊換新。近年資

訊系統發展主要採網頁化架構，建立各系

統的資料連結介面，系統授權結合網域認

證帳號，以單一登入為原則，減少主從式

架構在版本更新及管理之維護作業，整合

各系統間之介面，減少資料重複輸入，提

升工作效率。

配合業務需求，進行資訊系統之建置與發

展（如圖 3），除一般的公文管理與辦公室

自動化系統，提供公司內部信息的流通外，

依公司軌道工業屬性，大致可區分為「營

運系統」負責維修及運務管理，和「支援

系統」負責後勤支援與財務管理。公司外

部則藉由網站及捷運路線導覽系統和客服

中心，提供旅客捷運相關訊息以及旅客意

見反應管道。經整合匯集內外部重要資料，

透過經營管理系統提供給高階管理者決策

參考。

 

公司網頁

客
服
中
心

經
營
管
理

營運系統

進場管制 / 

設施部

設備設施

管理
災害事故 重要設備

管理
車站詢問處

電腦化

帳務整合 /
運務部

後勤系統

採購 物料

人事訓練

人事／
薪資

訓練／
會館

差勤

人事訓練

出納會計

財產

客戶

意見

決策

資訊

捷運路線導覽系統

公文管理系統 檔案管理系統 E-MAIL

OA 系統

↑ 圖 3・資訊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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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系統發展上主要重點工作之一，

係整合個別獨立之系統藉由介面資料之拋

轉減少資料重複鍵入，以及介面勾稽達到

資料正確與一致性。由於維修、採購、財

會等系統同於近年重新建置或擴充，配合

電腦化作業，同時進行作業流程簡化，以

及系統及介面拋轉整合（如圖 4）。以設備

報修至維修成本歸帳之資訊流程為例，於

設備設施管理系統進行設備報修後，即產

生派工與工時之需求；維修過程可能產生

物料領料需求，便可由設備設施管理系統

將相關資訊拋轉至物料系統；透過物料系

統存量管制作業，如有採購需求，則將相

關資料拋轉至採購系統；相關資料再拋轉

至財會系統，產出全案之控帳、付款與成

本等資料（如圖 5）。續將本公司重要之資

訊系統簡介如下：

營運系統

臺北捷運主要業務為經營臺北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涵蓋電聯車、號誌、通訊、自

動收費系統、水電消防、環控、供電、土

木建築以及軌道。其設備之維修管理，對

於系統之安全可靠尤其重要，且設備數目

繁多並分佈於捷運沿線，故完善之設備維

修及監控之管理系統之建立，額外地具有

其必要性。除設備妥善管理維護外，為提

供旅客快速親切之服務，亦有賴高效率之

旅客服務系統。

設備設施管理系統

隨著捷運路網的擴充，與營運相關之設備

也隨之迅速成長，為管理種類繁雜且數量

龐大設備與設施的維修作業，本系統藉由

本公司光纖骨幹的網路，自設備故障的報

修、維修作業的派工、完工報告的紀錄、

資料統計等全面資訊化。藉由地理資訊和

資訊管理系統技術的整合，以串聯設備位

置、維修作業、圖說及即時影像等多項資

料，提供橫向聯繫的資訊，以強化捷運維

修作業及管理效率。

本系統整合維修管理、維修排程、地理資

訊、電子資訊圖書館 4 個子系統，以單

↑ 圖 5・設備報修至維修成本歸帳流程↑ 圖 4・資訊系統介面拋轉整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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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提供設備管理所需之基本資料、報

修、檢修履歷、維修排程、維修作業管理、

統計分析、地理位置、竣工圖說、維修手

冊、ISO 文件等多項功能（如圖 6）。本系

統應用地理資訊技術將捷運系統中的設備

設施以圖形化方式呈現空間位置、故障設

備位置分佈及數量統計，並經由點選設備

圖例即可獲得相關屬性資料、電子資料系

統圖資和進行報修作業；並整合連結即時

監控影像（Closed Circuit TV, CCTV）及

廣告資訊等設備相關資訊，並提供軌道檢

查車的軌道品質檢測，以確保捷運設備設

施之安全性，增進設備管理效率與優質服

務（如圖 7）。 

重要設備監控系統

重要設備監控系統係為行控中心各重要機

電設備建置一套整合監控系統，透過共通

資訊平台提供後勤與管理階層掌控重要設

備狀態，提供事件即時顯示與警告、歷史

紀錄資料庫檢索、管理報表等整合性應用，

以及重要系統資源監控等功能。有鑑於現

有行控中心各系統號誌、電力、環控及網

管電腦，各系統事件與警報資訊均僅顯示

於自身系統電腦，所以本公司以行控中心

的各重要機電設備為基礎，將各系統設備

所送出的事件及警報訊息建置一套整合性

監控系統（如圖 8）。本系統將中、高運

量行控中心之號誌、電力、環控、通訊網

管、地震、風速風向及緊急資訊傳遞系統

之警訊整合，提供中、高運量列車位置即

時顯示（如圖 9）、地震震度之即時與歷史

↑ 圖 6・設備設施管理系統架構圖

↑ 圖 7・設備設施管理系統查詢畫面

↑ 圖 8・重要設備監控系統架構圖

↑ 圖 9・列車即時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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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查詢（如圖 10）、緊急資訊傳遞系統

之即時與歷史資訊查詢、中運量行控電腦

事件印表機之即時與歷史事件、木柵線風

速風向之即時資訊與歷史資料查詢（如圖

11）、號誌電腦之歷史日誌、環控電腦警報

事件之即時與歷史資訊查詢、北投備援行

控電力電腦之即時事件查詢、通訊光纖網

管系統事件資訊查詢等功能。 

災害及事故輔助系統

為強化臺北捷運對於颱風洪水、地震、事

故及其他災害之訊息掌握與應變指揮調

度，並透過完整的回報系統，以落實內、

外部之災情蒐集、研判、通報、決策與指

揮應變作業，期望藉由系統之輔助，即時

統合災害與相關資源資訊，縮短應變時

間，以減少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財物損失

及人員傷亡。本系統提供防汛作業及營運

事故案件的追蹤控管輔助平台，透過完整

的災情回報系統，強化訊息掌握與應變指

揮調度，應變中心的災情回報資料彙整時

間粗估由 30 分鐘大幅縮減至 5 分鐘；營

運異常通報資料由原耗費約 1 小時的檔案

傳遞修改剪貼方式，改善至目前僅須約 10

分鐘的網頁資料輸入匯出方式，提升營運

異常資訊彙整效率，並提供旅客更佳的服

務與安全保障（如圖 12）。

車站詢問處表單電腦化 

車站詢問處表單電腦化系統主要提供車站

站務人員進行各項表單開立及營收帳務登

錄作業，系統同時整合了車站自動收費系

統的營收資料，提供運務部及財務部進行

各項帳務稽核與調整作業，並製作每日之

營收日報表，會計室再依據營收日報表資

料產生會計分錄資料。

本系統的票證存管功能，提供各項車票庫

存管理，系統可依據車站歷史銷售量來自

動計算應訂票之數量，票務中心可利用本

功能妥善分配各項車票數量，使車站能提

供最完善的票證服務（如圖 13）。

機廠列車調度系統

機廠列車調度作業電子化資訊系統主要功

能為紀錄各機廠列車之調度、收發車及維

修作業資訊，系統現有功能為收發車作業、

調車作業、即時作業與換車紀錄作業，於

第二階段完成時，將增加換車申請作業於

 ↑ 圖 12・地理資訊展示災情統計圖↑ 圖 11・風速儀顯示畫面↑ 圖 10・地震歷史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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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車紀錄系統中，備用車即時資訊增加於

即時系統中、工程車即時資訊增加於即時

系統中；換車申請作業由車輛廠調度班提

出申請，車場作審核及換車，最後由塔台

做確認；備用車即時資訊由車輛廠調度班

操作，藉由備用車資訊以掌握列車整備動

作及狀態；工程車即時資訊由車輛廠調度

班及車場所使用以掌握工程車作業資訊；

因第二階段需求部份功能與其他系統有相

依重覆，所以將備用車整備、工程車資訊、

正線換車及機廠調車整合至列車調度作業

（如圖 14）。

PDA 及 WAP 手機查詢服務系統

臺北捷運為提升移動性資訊設備（如

PDA、NB）透過無線寬頻網路運用資訊系

統服務，自行發展 PDA 及 WAP 手機公眾

查詢服務資訊系統。 

PDA 查詢服務系統係以公司網站為基礎，

延伸資訊服務平台應用範圍，靜態資訊部

分內容有公司簡介、旅客須知、系統服務

概況、車票種類與使用。互動資訊部分有

票價查詢、首末班車時間查詢、站間行

↑ 圖 14・機廠列車調度系統畫面
↑ 圖 13・票證存管作業畫面

駛時間查詢、車站週邊景點查詢、轉乘

停車格數查詢、旅客遺失物查詢（如圖

15）。WAP 手機查詢服務系統，採用標準

XHTML 程式語言建置，民眾可使用一般

WAP 手機透過本系統查詢捷運相關資訊，

如捷運相關新聞、捷運相關活動、捷運票

價查詢、首末班車時刻、轉乘停車資訊、

捷運熱賣商品（如圖 16）。  

↑ 圖 16・WAP 手機查詢服務系統畫面

↑ 圖 15・PDA 查詢服務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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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中心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服務，採專人優先接聽

服務，提供遺失物處理系統查詢，建立完

整旅客資料庫，透過電腦電話整合系統，

在第一時間取得旅客個人基本資料及歷史

服務資料，使用數位式電話線路，其通話

品質較傳統類比線路佳，結合電腦傳真回

覆系統，使民眾能傳真索取文件說明，透

過圖文掌握捷運路網、車站週邊位置、公

車行駛路線等資訊，結合個人資料庫、主

動行銷、生日電話問候等，經由三台 60

吋背投影電視牆，於公司發生重大異常事

件時，即時掌握列車運行狀況、車站營運

數位錄影畫面及新聞報導輿情。（如圖 17

與 18）

支援系統

除前述營運相關系統，尚有物料系統、採

購系統、會計系統、財產系統、物品管理

系統、人事／差勤系統、訓練系統等行政

管理所需之系統。便於同仁運用所需訊息，

解決日常作業問題。並透過系統電子資料

關聯與介面拋轉，整合相關資源；並藉

此建立公司運營所需之知識管理系統，以

促進知識分享與快速取得決策所需參考資

料，並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資訊安全
臺北捷運負責提供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之服務，首重營運安全，因運營皆透過

電腦系統控制，為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所列資通安全 A 級機關。公司成立之初

已建立網際網路防火牆、機房實體安全、

用戶端防毒牆、郵件防毒等系統，隨著網

路發展迅速及駭客技術提昇，更進而建立

伺服器網路入侵偵測、弱點分析系統、無

線網路安全認證、VPN、網頁過濾系統。

並建置單一登入機制（如圖 19），針對本

公司網路伺服器進行全面漏洞檢測、修補

與追蹤機制，建立伺服器網頁應用層之防

護服務及網頁層之安全弱點檢測，以降低

實質危害因素。

↑ 圖 17・客服中心配置圖 ↑ 圖 18・客服中心電視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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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網路安全系統架構示意圖

此外，臺北捷運「中、高運量行控號誌

電腦系統」屬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納管之重要資訊系統，以自行辦理方式

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於 93 年通過

CNS17800 / BS7799-2 驗證，95 年續配合

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布新版標準，完成 ISO / 

IEC27001 標準轉換與認證作業。

心得與感想
臺北捷運近年來為滿足路線擴充與業務上

之需求，並因應資訊化之趨勢，在資訊之

基礎建設上逐年進行調整，如主機升級、

光纖網路環狀化等作業，皆須在汰舊換新

同時，除考量滿足現有計畫性需求外，亦

須將未來幾年非計畫性之需求納入考量，

以避免資訊發展上產生窘境。除此之外，

因應目前在資訊安全上之威脅已進入應用

系統層面，故亦須將硬體網路上之防護延

伸到應用系統軟體防護。並建立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強化資訊安全人人有則之觀

念，落實資訊安全管理，不輕忽來自公司

內部之安全威脅，有效減低安全上之風險。

在資訊系統發展上，主要係將原個別獨立

之系統經由介面資料之拋轉，以達系統之

整合及管理目的。資訊系統之發展步驟為

由需求單位提出需求，再由資訊單位發展

成系統計畫書，經資訊單位之需求訪談、

系統分析、系統設計、軟體開發、系統測

試、文件撰寫、教育訓練、平行上線測試

及正式上線。由於電腦化作業過程，不乏

面臨需求單位以為人工作業直接電腦化即

可，以及電腦化後所有作業自動化之錯覺。

因此在系統開發過程中，亦面臨不少難題。

如需求之提出，究竟採由上而下或由下而

上之行政程序，其間就有值得探究的地方。

採由下而上者，承辦同仁依作業經驗與習

慣提出，相關主管參與較少，容易著重於

一般作業程序面，而忽略了特殊作業面及

管理面；僅提概略性及原則性功能，對於

細部規範、例外處理、作業流程及介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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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足。若採由上而下者，往往因主管

業務繁忙，無法專心投入易忽視其重要性。

另外，以為只要資訊化，即可解決企業問

題或一定提昇作業效率，那是須具備下列

前提的：在資訊化前，必須經過流程的檢

討改造與簡化，包括表單及報表之整合，

方有可能創造出資訊化之效果與效率，達

成節省成本之效益。若僅依循既有的流程，

只進行表象之資訊化，是無法創造出資訊

化之價值。

在系統開發階段，需求單位認為屬資訊單

位之職責，故不積極參與。因此無法適時

地提供修改意見，及具體之建議，往往於

系統驗收或上線後才提出；且新系統基本

上全盤改變使用者原有作業習慣，致容易

產生排斥心理，亦為資訊系統在推動上之

困擾。

資訊人員方面，須具備正確的服務及創造

企業核心價值觀念。倘若資訊人員僅以資

訊技術專業考量，認為資訊系統只要根據

需求單位之需求，並完成程式撰寫即可，

不深入了解需求者之作業流程，沒有服務

之體認，無法持續地透過溝通與協調來加

強與改善系統功能，忽視使用者的實際需

求，即便功能或系統再強大，仍將無法達

成預期之效益。除此之外，資訊人員亦應

以資訊專業，於系統開發階段即整合相關

領域專業意見，將系統與資料庫架構完善

規劃，並選擇適合之硬體設備，以達到系

統原規劃之效能，且必須預留未來擴充或

調整之彈性，以及未來所需維護功能。另

資訊人員亦須加強專案管理能力，特別在

委外服務案，需能有效掌控系統開發各階

段合理的時間，並監督承商確實依照契約

完成各項工作。

基於前述問題，並為加速系統開發時程，

建議資訊系統之開發，應先由資訊單位建

立需求撰寫之標準化作業程序及專案控管

制度。各需求單位應依據需求撰寫之標準

化作業程序，就所需之表單、流程、畫面

等由下而上提出詳細之需求，經單位主管

確實檢討與整合各項功能，並確認相關業

務之介面問題後，再交由資訊單位之專案

小組評估開發。需求檢討過程，資訊同仁

應全程參與協助。故應由資訊單位與需求

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以利系統開發及介面

整合。另系統功能新增或流程調整改變，

應填具需求變更申請單經單位主管核准，

且經資訊單位評估可行並經主管確認後方

得變更，不可任由需求單位與資訊單位承

辦人私下決定。

系統開發實為一項需反覆溝通與協調的工

作，過程應有充分時間，只有各方面協調

出具體共識，並各單位共同投入與努力，

才能達成預期之資訊化成效。因此高階主

管之支持就格外顯得重要，除開發階段仲

裁跨部室問題協調，系統上線階段，更應

全力支持需求與資訊單位進行新舊系統切

換，以建立明確之目標，帶領全體同仁朝

資訊化之計畫前進。

後記

 本文特別感謝臺北捷運公司資訊部高榮崇高級工程

師、寸愛婷助理工程師、賴妙嫦助理工程師，以及

各課課長與相關業務同仁協助收集並提供資料、繪

圖與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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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96 年 3 月 28 日木柵線通車營運迄今，台北捷運營運已順利屆滿 11 年，10 餘年間，載客輸運人次屢創

新高，儼然成為臺北都會區快捷大眾運輸的代名詞。論其受到民眾喜愛的要素，除安全、可靠、舒適、便捷

的服務品質外，合宜適切的訂價亦是關鍵。

捷運票價之訂定，受到「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公式」的規範，在以成本為主要訂價因子的公式限制下，路

網初期依公式所訂價格遠非一般市民所能負擔，因此，台北捷運公司在兼顧大眾運具輸運服務使命及公司永續

經營要求下，跳脫制式成本訂價窠臼，以不違反公式精神，並綜合考量民眾所得水準、運輸市場均衡性及公司

財務負擔能力後，訂定以距離分區、符合民眾期望的普及化價格，該價格實施 10 餘年未曾調漲，不但吸引大

量旅客搭乘，充份發揮捷運的社會效益，也為公司帶來合理的票箱收入。

大眾運輸費率接受政府管制本無庸置疑，然而制定一套以成本為基本出發點的運價率計算公式，在臺北都會區

這個具市場規模的城市，或可因經濟規模達到公式計算所得之運價率，但對於其他城市人口密集度較小或大眾

運具使用率較低的城市，依以成本訂價的公式是否可行？公式中規範之合理投資報酬率設計是否合理？本文亦

將提出供後續研究參考。

關鍵字： 合理客運收入、運價率、變動分區、票價級距、競爭運具、重置基金、票價彈性、投資報酬率、槓桿

訂價

Abstract
More than t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st line of Taipei Metro opened to revenue service on March 28th, 1996. 
With its safe, reliable and comfortable service, Taipei Metro's ridership continues to grow, averaging 1.1 million 
passenger trips per day. Other than the service provided, the reasonable fare level is undoubtedly another key factor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ridership. 

When the Metro fares were first proposed, the fares originated from the government-set, cost-based“Fare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Metro System”were too high for the public to enjo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mission of providing a cost-
effectiv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maintain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aipei Metro came up 
with a set of new fares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ublic income, balance in transportation 
market, and company's future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new fares, which have not been increased since they took 
effect ten years ago, not only have met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fare formula, but also have boosted 
ridership, bringing in reasonable revenue for the company.  

Even though public transportation fares are govern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fare formula suited to a city like 
Taipei with its economic scale may or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cities with less population density or low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utility. Is the rate of return designed in the formula really reasonable ？ The rationa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are formula, as well as factor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fare-setting, are discusse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ridership、passenger trip、cost-effective、fare formula、rate of return、r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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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北捷運通車營運前，臺北市以公車系統

為民眾最主要使用之大眾運輸運具，且臺

北都會區縣市間之交通運輸，亦輔以鐵路

系統為通勤通學之用。捷運系統興建完成

後，如何使捷運系統廣為民眾接受並移轉

運具使用行為，成為大眾運輸主流，其價

格訂定合理性及可接受性即為重要關鍵因

素。然而，捷運系統屬公共財，具沈沒成

本高、為民生基本需求等特性，價格必須

接受政府管制，有別於一般產品以成本、

利潤為唯一考量因素。然而捷運系統非屬

獨占事業，仍存在替代運具競爭，訂價愈

高並不保證營收愈高，訂價時須顧及捷運

之大眾運輸市場定位及政府大眾運輸發展

政策方向，且因臺北捷運須以確保企業永

續經營為前題，亦須負責系統設備重置，

使系統達到永續營運之要求。因此，捷運

票價之訂定，應在民眾接受度、社會外部

效益及業者永續經營等不同因素之綜合考

量下，追求最佳營收效益。

法令依據
大眾運輸系統訂價時，必須就整體運輸市

場、社會福利、運輸業者經營成本、政府

政策等不同的目標分別考量，且為避免因

獨占特性造成經營效率不彰或對消費者產

生不利的影響，政府主管機關乃透過明定

法令條例之機制，規範並管制大眾運輸服

務之價格，以避免運輸業者間聯合壟斷或

彼此間惡性競爭，影響全民利益。為順利

催生臺北捷運系統，主管機關透過立法訂

定「大眾捷運法」，規範大眾捷運系統規

劃、建設、營運與監督等相關規定，其中，

規範票價訂定及審定原則之法令規範包括：

大眾捷運法

1.  第廿九條：「大眾捷運系統之運價，由其

營運機構依“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

公式”擬定，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

2.  第二十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營運，

應以企業方式經營，旅客運價一律全票

收費，如有法令另有規定予以優待者，

應由其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

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公式
（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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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

算公式
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公式係由交通部

擬定，並經交通部交通費率諮議委員會

及行政院經建會審議通過，由行政院於

1993.11.30 核定，其內涵係用於規範捷運

系統營運機構之票價制定，公式內容包括：

大眾捷運系統每人公里基本運價率＝全年

合理客運收入 ÷ 全年客運延人公里

 全年合理客運收入＝全年合理客運運輸成

本＋合理投資報酬基礎 × 合理投資報酬率

－全年附屬事業稅後盈餘 × 合理回饋率－

其他外部收入

公式所指之全年合理客運運輸成本包括人

工成本、電費、折舊費用、維修費用和其

他費用；另因大眾捷運系統屬高沉沒成本、

勞力密集之高科技運輸事業，所必須投入

之營運資金數額龐大，為提高經營者從事

運輸服務事業意願，對因營運所須準備資

金，相對損失從事其他投資之機會成本，

於票價計算時視為業者合理投資報酬，由

票價收入中適度回饋予業者；至於合理投

資報酬率，則考量從事運輸服務雖屬營利

事業，但仍必須負擔部分社會責任，不宜

使大眾運輸服務成為暴利事業，因此，公

式中明定合理投資報酬率以不低於交通銀

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為訂定標準。

此外，捷運系統除運輸服務本業外，亦將

因運輸本業所帶來的人潮，使得附屬事業

隨本業發展而發達，故公式規定附屬事業

營業所得之盈餘應部分回饋捷運旅客。為

鼓勵經營者努力經營附屬事業並增加其經

營之誘因，附屬事業所得盈餘以部分回饋

方式設計。在運價率計算公式中，附屬事

業稅後盈餘之合理回饋率以 40%~60% 為

訂定原則，用意即在兼顧回饋捷運旅客、

降低票價且保留部份盈餘回饋業者，以持

續繁榮捷運附屬事業之經營，創造旅客與

業者的雙贏。

至於政府補貼、相關基金之撥補及各種捐

助等其他外部收入，因非營運機構從事服

務作為所獲取，故此部份收入基本上係做

為票價減項，直接回饋予捷運旅客。

票價訂定之考量因素
雖然捷運運價率計算方式業已明定，並有

明確公式可供計算，但因捷運系統建設成

本高昂，系統財產設備折舊費用相對亦

高，加上勞力密集、技術精密的產業特

性，人力、維修等固定成本比例偏高，若

直接依運價率公式所計得之運價率訂定票

價，可能產生一般民眾因負擔太重而不願

搭乘的情況，使得捷運無法實質發揮大眾

運輸系統的功能。

因此，捷運票價之訂定，除依運價率計算公

式規定，考量業者永續經營必要、系統本身

限制等經營面因素外，尚須考慮外在環境之

影響，如政府補貼、政策性支出、大眾運輸

發展政策之推行等，及民眾最直接面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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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支出水準，甚至於其他大眾運具費率與

競爭等各方面之影響。圖 1 為臺北捷運系統

票價訂定時之考量因素示意圖。

系統特性之考量

雖然臺北捷運初期路網係採分線、分階段

的方式通車營運，惟在訂定票價時，仍應

考量由同一營運機構所經營之不同捷運路

線（或不同系統，如中、高運量），在部分

成本無法明確分割，且系統內包括跨線轉

乘旅次的情況下，票價之訂定必須以整體

路網為基礎，並同時考量票證系統所能提

供之服務功能、可行之費率型式及特定優

惠等，做為票價訂定之考量原則。

費率型式

捷運系統常用之計價方式有單一費率、里

程費率、固定分區費率、分區里程費率

等，各具不同優缺點及執行難易程度。考

量旅客付費公平性與購票之便利性，臺北

捷運綜合里程費率制及變動分區費率的優

點，依旅客搭乘里程計算每位旅客乘車票

價，並訂定乘車基本里程，超出基本里程

之計價，則採變動分區票價之累計結構。

除可避免單一票價或以固定分段點方式訂

價，造成短途補貼長途之不公平現象外，

亦可提昇旅客在購票時之便利性並便於行

銷宣導。

票價

票證功能

價
格
結
構

費
率
型
式

需求面

● 民眾所得及支出水準

● 民眾接受度

● 便捷及可及性

競爭面

● 其他大眾運具費率，服務 
 水準等

● 私人運具使用成本

● 道路服務水準

經營面

● 經營成本

● 附業經營

● 財務收入

● 租金及權利金負擔

外
在
環
境●

 大
眾
運
輸
發
展
政
策

●
 補

貼
政
策
或
政
策
性
支
出

●
 物

價
、
通
貨
膨
脹

反映於運價率

計算公式

↑ 圖 1・捷運系統票價訂定之考量因素示意圖



046

營運與管理04

票證功能

1. 票證系統功能之配合

因 臺 北 捷 運 舊 型 磁 卡 自 動 售 票 機

（Automatic Ticket Issuing Machine, 

ATIM），僅有 16 個售票按鈕，所訂票價

種類不宜過多，避免超過票證系統限制

而無法提供自動售票服務。（IC 卡票證技

術熟後可大幅克服此限制，惟針對未曾

或較少搭乘之單程票旅客，仍須面對票

種過多造成之購票困擾）

2.  避免票價種類過多，造成民眾購票困擾

票價種類過多，可能造成民眾購票困擾

並增加購票時間，影響車站動線流暢，

故票價種類應適度簡化。 

3.  以 5 元（或其倍數）為票價級距，避免

找零困擾

在票證系統功能限制及票價種類適度簡

化的雙重考量下，且為避免購票民眾找

零困擾，以 5 元或其倍數為分區間之票

價級距訂定原則，且為降低相鄰兩分區

間乘客付費之不公平及同一票價分區內

短途乘客之抗議心理，應於分區數及票

價差額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價格結構

1. 單位價格遞遠遞減

為鼓勵郊區或長途旅客搭乘捷運系統，

單位里程票價將隨搭乘距離增加而遞

減。且為考量乘客購票時便於識別與記

憶，採固定各分區間票價差額（票價級

距），做為分區距離遞增原則。

2. 設定最高票價之上限

考量臺北捷運系統初期路網整體規

模，當搭乘距離大於某一里程，票價

將維持某一上限，不再隨距離之增加

而往上遞增，藉以吸引路線端點站之

長途旅客搭乘。

需求面之考量

運輸票價支出為民生四大基本支出（食衣

住行）之一，且因運輸需求屬衍生性需求

行為，若訂價過高將立即影響民眾搭乘意

願，故在定價時，必須考量主要需求者的

所得及支出水準，並參考過去民眾在每個

運輸旅次上的平均消費水準，將符合大多

數民眾所得及運輸消費水準的原則納入，

方能提高民眾接受度。

競爭面之考量

由於捷運系統為臺北都會區新興之運輸工

具，加入營運後必然影響大眾運輸運具間

之市場佔有率，因此捷運系統訂價必須具

備市場競爭力，且必須能夠避免與公車

（公車為捷運最主要之競合運具）產生

惡性競爭，維持大眾運輸工具間均衡性，

共同發揮提高大眾運輸乘載率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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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經營之考量

臺北捷運系統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

經營，依法必須能夠盈虧自負，達到企業

永續經營之基本目標，並應能有餘裕提列

固定資產重置基金，以預為因應未來系統

重置所需，使系統得以永續經營。因此，

捷運系統之票價訂定，除需求面、競爭面

之考量外，尚須以企業永續經營為前題，

避免營運發生虧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票價訂定實務運作之案

例介紹
依法令之明文規定，捷運票價訂定應依運

價率計算公式計算，臺北捷運票價訂定仍

以遵循法令程序規定為最高指導原則，並

同時考量實際狀況加以調整。另因臺北捷

運採分線、分階段的模式通車營運，單一

路線訂價與路網規模形成之訂價，在運量

規模差異甚大的情況下，訂價程序及考量

準則亦因而有所差異，以下即以臺北捷運

木柵線單線訂價及捷運雙十路網整體路網

訂價之實務作業模式為例，說明臺北捷運

票價之訂定模式。

 單線營運訂價實例－木柵線

木柵線為臺北捷運首條通車營運路線，票

價訂定時即依「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

公式」規定，依經營所需運輸成本計算可

能之基本運價（圖 2 為應用運價率計算公

↑ 圖 2・應用運價率計算公式試算基本運價率流程

回饋檢討

運量預測

平均旅次長度估算

計算全年客運延人公里數

計算全年合理客運運輸成本

財務參數設定

投資報酬率、回饋率、補貼等

計算全年合理客運收入

財務預算

計算基本運價率（票價上限） 票價策略

營運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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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試算基本運價率流程），惟訂價當時，

即已明確了解就木柵線運轉所能吸引的

運量，完全依公式計算運價率是不可行，

同時依前述票價訂定原則，考量大眾運

輸市場均衡性，擬定捷運票價訂定之策

略目標：「捷運各線平均票價以不超過公

車票價 2 倍，系統平均票價不超過公車

票價 1.5 倍為原則」。

基本運價率試算

由於木柵線為全國首條通車營運之捷運路

線，國內無相關票價訂定經驗可供參考，

故票價訂定時，係先參考當年臺北市冷氣

公車一段票價（起碼票價）12 元及分段

距離為 4.9 公里至 8.3 公里之資料（參表

1），將捷運基本里程設定為 5 公里，起程

票價設定為 20 元，投入基本運價率 4 元

之票價結構後，做為預測搭乘運量之基本

要素，經此預測出木柵線運平均每日運量

為 77,740 人次、311,720 延人公里。

以上述資料依「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

公式」計算，得基本運價率約為 16.83 元 

公里（加計 5% 營業稅後）。若以依公式計

得之運價率計算木柵線全程票價，將高達

177 元（木柵線全長 10.5 公里），為當時

搭乘公車票價 10 餘倍，遠高於所預擬之

票價訂定策略目標及民眾可接受的範圍。

因此，考量捷運木柵線為單線運轉，可及

性相對公車為低，不宜驟以依運價率計算

公式計得之運價做為收費標準，故基於民

眾接受度及大眾運輸工具間之競爭力之考

量，另訂捷運票價訂定流程（如圖 3），做

為木柵線票價訂定之遵循。

捷運路線 平行公車路線 分段點對應之捷運站 至台北車站 / 中山國中站 * 距離（KM）

木柵線 * 282 麟光站 5.8

淡水線 217 士林站 4.9

新店線 252 景美站 7.2

南港線 212 昆陽站 8.3

中和線 238 頂溪站 5.8

土城線 245 江子翠站 5.6

表 1　捷運路線相對平行公車分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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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及民眾接受度檢視

臺北捷運通車後，臺北都會區之運輸發展

係朝“幹道輸運型的捷運服務，社區接駁

型的公車”的方向調整，但公車路線仍有

與捷運路線部分平行的服務區間，訂價時

必須能夠避免造成與平行公車在價格上產

生惡性競爭，且考量捷運班距、速度、舒

適度及旅行時間等服務水準均比公車高，

故捷運票價不宜低於公車，惟若定價過高，

又無法有效吸引民眾搭乘（尤其是私人運

具使用者），因此訂價策略目標必須界定捷

運系統在大眾運輸工具間之定位，訂定適

當合宜的價格，方能發揮捷運系統所應扮

演的角色。

依臺北市政府主計處「82 年臺北市統計要

覽」資料顯示，臺北市每戶每月運輸通信

支出為 4,319 元，平均實際運輸消費人口

為 2.91 人，以每人每日平均產生 2.02 個

旅次計算，一般民眾可接受每旅次之運輸

消費水準約為 24.5 元。因此，為顧及一

般民眾之運輸消費水準及接受程度，並考

量捷運票價訂定策略目標與運輸市場競爭

性，則進一步檢視競爭運具（公車）之相

對服務水準，做為價格訂定參考。

旅行時間價值

旅行時間長短為影響民眾運具選擇意願因

素之一，為瞭解捷運木柵線相對於公車路

線之競爭優勢，同時分析捷運與相對公車

路線旅行時間差異。經以木柵線行經路線

涵蓋服務範圍內（約 800 公尺範圍），具

競爭性之平行或部分平行公車路線（計 6

條）為對象，並依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82 年

度「臺北市主次要幹道行駛時間及延滯調

查」資料，計算搭乘公車行駛相對木柵線

各車站所需平均旅行時間與木柵線乘車時

間差異（如附表 1~ 附表 3）。搭乘木柵線

由動物園站往北各站，平均可比公車縮短

4~34 分鐘不等，相對可節省旅行時間比約

55%~77%。

計算基本運價率 研擬票價方案 方案評估分析 建議方案
檢視合理客運

運輸成本內容

↑ 圖 3・捷運雙十路網票價訂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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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捷運票價方案

搭 乘 距 離 票價 備註

小（等）於 5 公里 20 元

木柵線適用範圍大於 5 公里小（等）於 7 公里 25 元

大於 7 公里小（等）於 9 公里 30 元

大於 9 公里小（等）於 11 公里 35 元

大於 11 公里小（等）於 13 公里 40 元

大於 13 公里小（等）於 16 公里 45 元

大於 16 公里小（等）於 19 公里 50 元

大於 19 公里小（等）於 22 公里 55 元

大於 22 公里小（等）於 26 公里 60 元

大於 26 公里小（等）於 30 公里 65 元

大於 30 公里 70 元

表 3　與公車平均票價比較

捷運路線 捷運平均票價 公車平均票價 捷運：公車

木柵線 23.11 元 18.36 元 1.26

淡水線 28.71 元 19.07 元 1.51

新店線 23.71 元 15.47 元 1.53

南港線 21.33 元 12.00 元 1.78

中和線 21.43 元 15.86 元 1.35

土城線 25.64 元 17.29 元 1.48

平　均 25.59 元 17.31 元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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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運具票價

由於以木柵線相對平行公車為假設競爭運

具及比較分析對象，遂以公車票價及搭乘

捷運木柵線所能節省旅行時間計算捷運合

宜之競爭運價水準。以當時搭乘公車行經

相對捷運車站冷氣公車平均票價，最低為

12 元及最高為 24 元（各站間平均價格如

附表 4），加上搭乘捷運木柵線所相對節省

之時間價值（以每分 0.75 元計算，如附表

5），做為木柵線相對於公車可收取之相對

競爭票價（參附表 6）。

合理競爭票價

因部分捷運車站間並無公車起迄資料可供

做競爭票價訂定之參考，為推算其相對票

價及使該競爭票價能依搭乘距離按相同之

費率計算，以簡單迴歸求得木柵線全線各

站間合理競爭票價（參附表 7），並視為當

時大眾運輸市場一般民眾所願意支付的捷

運參考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研擬票價方案   

參考木柵線各車站間之合理競爭票價及搭

乘距離，並考量行車速率、準點率及服務

水準等均高於公車，設定捷運起程票價為

20 元，並參考相對平行公車主要分段點

所對應之捷運車站距離，設定為 5 公里。

至於整體路網最高票價參考土城站至淡水

站（核定初期路網最遠站距）之票價為 69

元，設定捷運最高票價為 70 元。經依票價

策略及訂價原則，採分區訂價方式研擬捷

運初期路網票價方案如表 2。

比較依票價方案計算之捷運平均票價與當

時公車平均票價（如表 3），各捷運路線平

均票價與公車平均票價比值約介於 1.26 倍

~1.78 倍間，平均約 1.48 倍，符合「捷運

各線平均票價以不超過公車票價 2 倍，系

統平均票價不超過公車票價為 1.5 倍為原

則」之策略目標。

表 4　木柵線票價與合理競爭票價比較

木柵線票價方案 合理競爭票價 搭乘距離

20 元 20（20.3）元 小（等）於 5 公里

25 元 34（33.8）元 大於 5 公里小（等）於 7 公里

30 元 42（41.5）元 大於 7 公里小（等）於 9 公里

35 元 50（49.5）元 大於 9 公里小（等）於 1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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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14.2%

折舊費用54.0%

人工成本18.3%

電費5.3%

維修費用8.2%

↑ 圖 4・各項費用佔合理客運運輸成本百分比

依所擬票價方案，木柵線起程票價為 20

元，全程為 35 元（木柵線全長 10.5 公

里，如表 4），各距離分區票價均低於合

理競爭票價（附表 7），且高於公車平均

票價。

由前述木柵線票價訂定方式，可以發現，

雖然運價率計算公式明訂計算方法及考量

因子，惟以單線營運時有限的運量規模而

言，若直接引用公式計算所得之運價，將

無法訂出足以讓一般民眾接受的價格水

準，故木柵線票價訂定，係直接跳脫成本

思維，以大眾運具均衡性及民眾接受度為

主要考量，訂定以具有競爭力及可接受度

之價格水準。

 路網成形訂價實例－捷運雙十

路網

臺北捷運公司依公司法成立，具自負營運

盈虧之責，因此，在捷運路網成形，系統

間跨線轉乘便利性及可及性提高，已具吸

引民眾搭乘產生規模運量之要件，故票價

訂定應能同時負擔企業永續經營的任務，

以公司財務未接受政府補貼為前題，在兼

顧大眾運輸市場均衡及民眾接受度的考量

下，訂定合宜適當的捷運票價。 

捷運雙十路網於民國 88 年底通車營運，

已形成捷運初期路網雛形，木柵線與淡水

線、新店線、中和線及板南線貫聯提供捷

運旅客更便捷、可及性更高的轉乘服務。

由於雙十路網通車時，已歷經木柵線（中

運量）及淡水線、新中線（高運量）之個

別路線訂價經驗，故除訂價原則仍維持分

區訂價費率型式、配合票證系統功能限

制、考量大眾運具市場均衡性及民眾接受

度外，並同時回歸成本面考量，將捷運經

營之必要成本依運價率計算公式規定納入

運價計算。圖 3 為捷運雙十路網票價訂定

流程。

檢視合理客運運輸成本

由木柵線票價訂定經驗得知，因捷運系統

運輸成本高，故依運價率計算公式計算之

基本運價率無法直接運用於訂定捷運票

價，經深究各項運輸成本比例後發現，折

舊費用佔總成本比例高達 54%（各項成本

比例如圖 4），該費用成為運價率高低最重

要關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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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方案別之基本運價率彙總表

票價方案

全年合理

客運運輸成本

（億元 / 年）

全年合理

客運運輸收入

（億元 / 年）

日運量

（人次 / 日）

基本運價率（含稅）

（元 / 公里）

方案一 109.923 105.265 292,058 7.69

方案二 82.914 78.255 411,393 5.66

方案三 67.825 63.167 480,482 4.57

方案四 48.960 44.302 671,000 3.21

而依台北捷運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 15 條及

其施行細則規定，台北捷運負責系統設備

之重置，所稱系統設備指與營運相關之機

械、交通與運輸及雜項等設備（即除土建

設施外之設備均包括在內）。因此，票價訂

定時，是否全數列計運價率計算公式中所

列之折舊費用項目、土建設備之折舊是否

反映於票價中由使用者支付，成為票價訂

定之主要考量關鍵。

計算基本運價率及研擬票價方案

運價率計算公式中所規定之設備折舊項目

包括路線、建物、機電、車輛及辦公設備

等 5 項，有鑑於全數折舊列入運價率計算

後可能導致運價太高之情形，故考量路線

及建物等設備並無須全部重置更新、臺北

捷運公司負責重置之設備項目，以及營運

機構經營負擔能力等因素後，以不同折舊

費用提列結果作為基本運價率計算依據，

研擬捷運路網形成後可能之票價方案，並

計算各方案所可能帶來之財務效果。經計

算基本運價率後，設定以基本里程5公里，

續程 5 至 23 公里每 3 公里增加一個票價

級距，23 公里以上每 4 公里增加一個票

價級距差額，研擬票價方案內容如下（投

入試算結果如表 5）：

1.  方案一

依運價率計算公式規定，全部資產設備

折舊（63.35 億元）納入計算，經計算

後得基本運價率 7.69 元 公里（含 5%

營業稅），設定起程票價 40 元，最高票

價 175 元，票價級距 15 元。 

2.  方案二

扣除土建設備折舊中不須重置項目之折

舊費用後（計扣除 27 億元，計入合理

客運運輸成本之折舊費用約 36.35 億

元），經計算後得基本運價率 5.66 元 公

里（含 5% 營業稅），設定起程票價 30

元，最高票價 120 元，票價級距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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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研擬票價方案之折舊費用項目分類

不須重置

須重置（政府負擔重置）

不須重置

須重置（政府負擔重置）

捷運公司以重置費用提列

捷運公司以重置費用提列

捷運公司自行重置

折舊費用

代
管
資
產
設
備
折
舊

路線設備

建物設備

機電設備

車輛設備

辦公設備（公司自有）

3.  方案三

依重置計畫提列年度重置費用（20.3 億

元），經計算後得基本運價率 4.57 元公

里，設定起程票價 25 元，最高票價 115

元，票價級距 10 元。

4.  方案四

反映公司實際財務負擔能力（依公司實

際編列重置準備預算經費 1.3 億元），先

提列系統設備重置費用 1.3 億，計得基

本運價率 3.21 元 公里，設定起程票價

20 元，最高票價 65 元，票價級距 5 元。

方案評估及分析

捷運初期路網之票價訂定結果，必須綜合

考量大眾運輸市場均衡性、民眾接受度及

企業永續經營性等目標，因此方案評估分

析必須兼顧各項指標之影響程度，以擇取

適當之票價方案。

1.  大眾運輸市場均衡性分析（主要端點站

票價分析）

以各票價方案所訂站間票價，與公車主

要端點之站間票價進行比較分析後，發

現票價方案一之捷運站間票價，與公車

票價差距最大，約介於 2.04~3.33 倍間；

方案二介於 1.48~2.31 間；方案三介於

1.50~2.18 間；票價方案四則雖較公車

平均票價略高，但有部分區間低於公

車，平均比值介於 0.93~1.33 倍之間。

以端點票價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所擬票

價方案均與公車票價維持一定價差，捷

運與公車票價應能保持適度均衡性，可

避免形成捷運與公車間惡性競爭（比較

結果詳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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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捷運與公車主要端點站之票價比

起迄站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新店站 動物園站 南勢角站

距離（km） 11.03 20.9 4.98 10.96 7.91 31.84 31.91 28.79

公車平均票價 30.7 39.0 15.0 30.0 27.0 59.0 69.0 66.0

方案一

捷運票價 85 130 40 70 55 175 175 160

捷運／公車 2.77 3.33 2.67 2.33 2.04 2.97 2.54 2.42

方案二

捷運票價 60 90 30 50 40 120 120 110

捷運／公車 1.95 2.31 2.00 1.67 1.48 2.03 1.74 1.67

方案三

捷運票價 55 85 25 45 35 115 115 105

捷運／公車 1.79 2.18 1.67 1.50 1.30 1.95 1.67 1.59

方案四

捷運票價 35 50 20 30 25 65 65 60

捷運／公車 1.14 1.28 1.33 1.00 0.93 1.11 0.94 0.91

表 7　捷運票價與平行公車票價比較

方案別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捷運起程票價與公車平均一段票比值 2.67 2.00 1.67 1.33

捷運／公車（站間票價比值）

1.20

|

5.67

0.88

|

4.00

0.77

|

3.67

0.55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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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程票價與平行公車起程票價比較

除與淡水線、新店線平行之主要公路客

運路線，比照市區聯營公車採兩段票

收費，其收費標準比核定價格為低外，

與捷運平行之公車（客運）票價均依核

定票價收費，公車（客運）票價約介於

15~69 元之間。所擬之捷運票價方案起

程票價分別為 40 元、30 元、25 元及

20 元四種，與公車平均一段票之票價

比較後發現，各方案起程票價與公車一

段票平均票價比值介於 1.33~2.67 之間

（詳表 7），捷運與公車票價均能維持

適度區隔。

此外，由各票價方案與公車票價之

平均票價比較發現，方案一之票價

約為公車的 1.20~5.67 倍之間；方案

二約介 0.88~4.00 間；而方案三約介

於 0.77~3.67 倍之間；方案四則介於

0.55~2.33 倍之間。各票價方案中均有

部分捷運站間票價小於公車票價的情

形，主要係因公車票價採固定分區之票

價結構，捷運票價方案則採依距離分區，

故在公車跨越分段點兩端點間，會產生

捷運票價較為便宜的現象。

3. 票務收入預測分析

經投入各捷運票價方案進行捷運票務收

入預估，方案一雖訂價最高，惟所相對

能夠誘發之運量最低，全年票務收入僅

42.94 億元，至於方案四所訂票價水準

與公車最為接近，投入後所預測之平均

日運量約可達 671,000 人次，全年票務

收入 48.05 億元，能為臺北捷運帶來較

高的財務挹注效益。各方案預估全年票

收及平均日運量如表 8。

建議方案

經評估分析結果，捷運票價方案實施後，

除應得以回饋公司經營之財務效益外，亦

必須同時考量捷運系統大眾運輸工具之特

性，在系統容量允許下，吸引愈多的民眾

搭乘捷運，因此，經評析後以方案四做為

捷運路網成型後實施票價，考量因素如下：

1.  捷運系統所訂票價水準應能廣為民眾接

受，不宜與公車票價差距過大，且實施

後必須能夠適度提昇捷運運量，以符合

政府提昇整體大眾運輸乘載率之政策，

且經預估實施方案四所能誘發之捷運運

量最高，平均票價水準與公車差距為 4

方案中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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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票價方案全年票收預估彙整表

方案別 起程票價 最高票價 預估日運量 全年票收（稅後）

方案一 40 175 292,058 42.95 億

方案二 30 120 411,393 43.76 億

方案三 25 115 480,482 44.09 億

方案四 20 65 671,000 48.05 億

2.  依運價率計算公式規定成本內涵計算所

得之基本運價率過高，投入市場將導致

運量過低之負面衝擊，造成財務虧損惡

性循環。因此以考量公司財務負擔能力

為基礎，在提列適額重置費用的前題下

所計得之基本運價率，反能研訂最具吸

引運量之票價方案，亦能對公司經營之

財務負擔及未來執行固定資產重置計畫

產生正面助益。

3.  票價級距過高容易使相鄰兩分區間之旅

客產生不公平的聯想，造成部分客源流

失，因此，以 10 元或 15 元為票價級距

較不易為民眾所接受，而方案四以 5 元

為票價級距，與木柵線實施票價級距相

同，民眾業已熟悉級距差異，較易為民

眾所接受。

4.  捷運起程票價設定 5 公里 20 元，與原

木柵線實施票價相同，續程則以每 3 公

里增加 5 元之級距遞增，票價水準略低

於木柵線及淡水線單線營運時所實施之

票價，可有效將路網成形之運量規模效

益直接回饋予民眾，獲得民眾認同。

捷運雙十路網票價實施後，經統計通車後

3 個月之實際載客資料，平均每日運量為

669,906 人次，與票價方案四平均每日運

量 671,000 人次之預估值一致，誤差值僅

0.16%。由實際營運數據可知，合宜適切

之票價訂定策略，有助於提昇捷運搭乘運

量，且營運機構之財務挹注亦達預期效益，

使臺北捷運公司得以達到自負盈虧之企業

經營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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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

管理條例第 15 條規定：「產權屬政府所有

之大眾捷運系統財產，由政府以出租方式

提供捷運公司使用。但在捷運公司開始營

運 5 年內，階段性路網尚未完成者，得以

無償借用方式供其使用。捷運公司負責捷

運系統財產與設備之維護，及系統設備之

重置。 」 因此，臺北捷運公司亦自 2001

年起繳納捷運系統財產租金（4% 營業收

入）及依重置計畫提列重置基金（至 95

年止，租金及重置基金累計提列 139.2 億

元），做為未來捷運系統固定資產重置之

用，以達到系統永續經營目標。

臺北捷運公司得於捷運初期路網通車營運

後，除彌補營運初期累計虧損外，亦得有

餘裕預為提列後續系統重置資金，此與捷

運系統票價訂定合宜、財務預測與重置計

畫規劃正確有密切相關。

運價率計算公式之適用性
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公式之設計，考

量捷運系統為大眾運輸工具，經營者不宜

有超額的利潤，故公式並非以成本加成方

式直接設定，對於營運業者之投資報酬，

僅以業者因經營捷運系統投入固定資產之

資本支出及營運準備資金，相對於從事其

他投資所損失之機會成本，予以適度回饋

計算於基本運價率中。

經由臺北捷運票價訂定經驗可知，雖然法

令對於捷運票價訂定已有明確規範，惟依

「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公式」之設計

內涵，雖能考量到實務作業時之困難性，

預為訂定彈性應用準則，惟公式訂定時國

內並無捷運實際的營運資料與經驗可供參

考，故部分規範實務應用機制並不明確，

且未訂定施行的辦法或細則，應用公式規

定於捷運系統之價格制定上，仍存在部分

適用性的盲點，以下分就臺北捷運票價訂

定過程中所遭遇之適用性疑義加以分析。



臺北捷運票價之訂定

059

 折舊費用全數納入票價訂定成

本之適用性

依運價率計算公式設計，捷運營運機構之

合理客運收入係以業者合理客運運輸成本

為基礎。而捷運系統運輸成本中，系統財

產設備項目包含路線、建物、機電、車輛

及辦公設備等折舊費用即佔總成本 50% 以

上，影響基本運價率甚鉅。以臺北捷運系

統經營模式而言，捷運系統設備屬政府公

部門財產，臺北捷運公司以支付租金方式

租用捷運系統設備，並負責系統設備（捷

運營運相關之機械、交通與運輸及雜等設

備）重置之責，路線及建物設備等建設並

未納入重置範圍，僅須負維護責任。

因此，捷運系統路線及建物等財產折舊費

用是否列為票價訂定因子，或僅將其視為

交通公共建設由政府出資興建，不納入運

價計算之議題，與捷運系統服務定位及政

府興建捷運政策有關，因此，後續應可於

運價率計算公式中納入彈性條款，由各地

方政府視其交通政策訂定設備折舊費用計

列項目，做為當地捷運票價訂定之合理客

運運輸成本計算基礎。

 基本運價率計算未考慮票價彈

性影響

由於運價率計算公式係以捷運系統經營所

需成本（含系統設備折舊費用）為基礎，

加上適當報酬並扣除附業回饋後（合理客

運收入），直接計算得出每人公里基本運價

率，當運量規模愈大，基本運價率亦隨之

降低，若運量未能達到預期規模，則計得

之基本運價率愈高，而高票價所造成的循

環將是更低的載客運量。反之，營運機構

在營運促銷及運量提昇的努力成果，也將

直接反映於票價檢討時之基本運價率試算

結果，並未有回饋業者經營績效之機制。

因此，應如何將票價彈性對需求量造成之

影響及業者努力經營成效回饋至公式設計

中，仍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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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投資報酬率設定規定不合

時宜

依運價率計算公式運用準則第三條規定：

「合理投資報酬率不低於交通銀行一年期

存款利率。 」以 82 年臺北捷運木柵線票

價訂定當時之利率為 7.63%，營運機構尚

可依該利率做為訂價基本參考，但隨著低

利時代來臨，目前一般銀行 1 年期存款利

率僅 1~2%，雖然公式規範以“不低於”

1 年期存款利率的方式訂定，然實際訂價

時主管機關均以最低之利率核定，故公式

中仍宜有明確衡酌基準，如參考一般公、

民營機構的合理報酬率，避免營運機構及

票價審議單位對於合理投資報酬產生認知

差距。

另公式中明確規範以交通銀行之存款利率

為基準，在交通銀行於 95 年 3 月與民營商

業銀行合併後，該規定已無法遵循，應適

時修訂公式規定內容，以供後續捷運營運

機構訂定票價依循。 

 公式設定未考量都會個別特性

臺北都會區人口密集度及大眾運具使用率

較高，臺北捷運系統興建營運後，足具產

生規模運量之要件，惟其他城市之人口密

度、道路服務條件、運具使用習慣、大眾

運輸路網規模及地方政府交通政策等諸多

特性均不相同，且目前諸多城市捷運系統

採 BOT（興建 - 營運 - 移轉）方式興建，

其營運訂價是否得以相同之運價率計算公

式一體適用，亦為後續捷運訂價值得探究

問題。

 公式應用準則欠缺實務應用配

套規定

運價率計算公式訂定之初，業已考量營運

初期運量規模較低時，依公式設算出之運

價可能遠高於一般民眾接受度，無法有效

誘發搭乘運量，可能使營運機構經營績效

不佳，甚至導致營運虧損的情形發生，故

應用準則第 9 條即規定：「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初期，得核定較低運價，因而發生之虧

損，得於具規模運量後，核定較高之投資

報酬率彌補之」，可見當初擬訂公式時，即

已建立類似“票價盈虧調節基金”之“槓

桿訂價”觀念，惟運用準則雖已訂定營運

初期運價核定及營運機構內部之盈虧交叉

補貼原則，但該規定僅止於條文性規範，

並未明訂施行細則或配套措施，實務作業

不易執行。 

另有關第 10 條：「……，但未來地方主

管機關因核定運價過低，導致營運機構虧

損時，應由地方主管機關負彌補虧損之

責。」之規定，當核定較低運價導致營運

產生虧損之彌補方式，除由地方政府主管

機構直接補貼外，亦可依上述觀念，於一

定規範年限內（如後續路網運量及營收均

大幅成長），將累計虧損視為業者必要成本

列入運價率檢討時之計算，同時核予較高

投資報酬率彌補之。至於報酬率核予比率

及核算年限，目前並未訂定執行機制，且

地方政府亦未正視捷運系統可能面臨的虧

損情況，因此，如何制定捷運系統營運虧

損彌補措施，亦可於後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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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公車相對木柵線各車站平均旅行時間 單位：分鐘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5.7 19 21.5 18.9 24.2 32.3 35.4 48.1 動物園

13.2 16 40.2 木 柵

13.4 15.9 24.1 33.1 37.7 43.5 49.3 萬芳社區

30.1 35.9 萬芳醫院

10.2 9.9 16.8 21.8 27.6 33.4 辛 亥

2.8 27 麟 光

1.7 6.2 24.2 六張犁

5.7 10.2 15.6 20 科技大樓

3.9 9.3 13.7 大 安

5.4 9.9 忠孝復興

4.5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結語
臺北捷運係為自負盈虧之營利事業單位，

但因運輸服務業肩負民眾運輸便利、安全

等社會責任，故在訂定價格時，並不宜單

純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必須能夠同時兼顧

民眾感受、社會效益及企業永續經營目

標，也因此，如何訂出最適收費制度及費

率水準，已超越理論定價模式所能規範。

由臺北捷運票價訂定經驗得知，票價訂得

愈高並不代表搭乘運量及營收最高，搭乘

運量與價格間明確存在彈性變動關係，也

因此，使得捷運票價之訂定更為不易。

影響捷運系統訂價之因素，除營運機構營

運成本及本報告所述之訂價策略與考量因

素外，運具市場整合情形（有無轉乘優惠、

公車路線整合、接駁運具整合等）、營運

機構之組織型態及定位（公營、民營或公

辦民營）等，亦均為影響捷運票價訂定必

須考量的要項。此外，基本運價訂定後，

捷運營運機構是否進一步針對不同市場區

隔之旅客，採取不同價格策略進行差別訂

價，如忠實顧客回饋措施、尖離峰差別訂

價、旅遊訂價等，均將影響系統營運後之

運量產生規模及業者經營績效。

由於影響捷運系統訂價之因素多樣且複

雜，加上旅客行為及都會特性不一，如何

訂定一套考量周全並符合不同經營特性之

運價率計算公式，為後續公式修訂時之研

究方向。

（本文感謝公司企劃部研考課課長黃雅芬協助撰稿

與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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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木柵線各車站旅行時間 單位：分鐘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1.29 2.39 4.31 6.28 8.54 9.92 12.1 13.37 14.78 16.53 17.97 動物園

1.1 3.02 4.99 7.26 8.63 10.81 12.08 13.49 15.24 16.68 木 柵

1.92 3.89 6.15 7.53 9.71 10.98 12.39 14.14 15.58 萬芳社區

1.97 4.23 5.61 7.79 9.06 10.47 12.22 13.66 萬芳醫院

2.26 3.64 5.82 7.09 8.5 10.25 11.69 辛 亥

1.38 3.55 4.83 6.24 7.99 9.43 麟 光

2.18 3.45 4.86 6.61 8.05 六張犁

1.28 2.68 4.43 5.87 科技大樓

1.41 3.16 4.6 大 安

1.75 3.19 忠孝復興

1.44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附表 3  搭乘木柵線較公車節省之旅行時間 單位：分鐘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4.41 14.69 15.22 10.36 14.28 20.2 22.03 33.32 動物園

5.94 7.37 24.96 木 柵

11.48 12.01 14.39 22.12 25.31 29.36 33.72 萬芳社區

17.88 22.24 萬芳醫院

6.56 4.08 9.71 13.3 17.35 21.71 辛 亥

1.42 19.01 麟 光

2.75 17.59 六張犁

4.42 7.52 11.17 14.13 科技大樓

2.49 6.14 9.1 大 安

3.65 6.71 忠孝復興

3.06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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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公車相對木柵線之平均價格 單位：元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12.0 24.0 24.0 18.0 20.0 24.0 24.0 24.0 動物園

18.0 18.0 24.0 木柵

12.0 12.0 24.0 24.0 24.0 24.0 24.0 萬芳社區

12.0 12.0 16.0 18.0 24.0 24.0 24.0 萬芳醫院

12.0 16.0 18.0 24.0 24.0 24.0 辛亥

12.0 12.0 12.0 麟光

12.0 12.0 六張犁

12.0 12.0 12.0 12.0 科技大樓

12.0 12.0 12.0 大安

12.0 12.0 忠孝復興

12.0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附表 5  搭乘木柵線較公車節省之旅行時間價值 單位：元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3.3 11.0 11.4 7.8   10.7 15.2 16.5 25.0 動物園

4.5 5.5 18.7 木 柵

8.6 9.0 10.8 16.6 19.0 22.0 25.3 萬芳社區

13.4 16.7 萬芳醫院

4.9 3.1 7.3 10.0 13.0 16.3 辛亥

1.1 14.3 麟 光

2.1 13.2 六張犁

3.3 5.6 8.4 10.6 科技大樓

1.9 4.6 6.8 大 安

2.7 5.0 忠孝復興

2.3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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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木柵線相對公車可收取之票價 單位：元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15.3 35.0 35.4 25.8 30.7 39.2 40.5 49.0 動物園

22.5 23.5 42.7 木柵

20.6 21.0 34.8 40.6 43.0 46.0 49.3 萬芳社區

12.0 12.0 16.0 18.0 24.0 37.4 40.7 萬芳醫院

16.9 19.1 25.3 34.0 37.0 40.3 辛亥

13.1 12.0 26.3 麟光

14.1 25.2 六張犁

15.3 17.6 20.4 22.6 科技大樓

13.9 16.6 18.8 大安

14.7 17.0 忠孝復興

14.3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附表 7  木柵線合理競爭票價 單位：元

動物園 木柵
萬芳

社區

萬芳

醫院
辛亥 麟光 六張犁

科技

大樓
大安

忠孝

復興

南京

東路

中山

國中

12.7 14.8 19.4 22.5 28.9 32.3 36.8 39.8 43.4 48.6 52.3 動物園

12.1 16.7 19.7 26.2 29.5 34.1 37.1 40.7 45.8 49.6 木柵

14.6 17.7 24.1 27.4 32.0 35.0 38.6 43.7 47.5 萬芳社區

13.1 19.5 22.8 27.4 30.4 34.0 39.1 42.9 萬芳醫院

16.5 19.8 24.3 27.4 31.0 36.1 39.8 辛亥

13.3 17.9 20.9 24.5 29.6 33.4 麟光

14.6 17.6 21.2 26.3 30.1 六張犁

13.0 16.6 21.7 25.5 科技大樓

13.6 18.7 22.5 大安

15.1 18.9 忠孝復興

13.8 南京東路

中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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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園國際機場為臺灣最重要的國家門戶，我國已將該國際機場捷運線建設作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與

新十大建設計畫之一，以期強化國際機場聯外及鄰近都會區之大眾運輸服務。鑑於機場捷運建設計畫雖由政

府興建預定於 2010 年完工，但營運機構迄今尚無定論，為此，本研究衡酌最適營運機構是捷運事業永續經

營之迫切課題，乃在兼顧都會通勤與機場聯外服務的考量下，以大眾捷運法為母法基礎上，透過模糊分析階

層程序法（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及理想解類似度偏好順序評估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TOPSIS）進行分析。經前述方法評估，本研究評選出以台北捷運公司

經營方案為最優方案，而另成立一家新民營公司經營為次優方案。此外，從各決策群體分析顯示，具有運輸營

運實績者為未來機場捷運營運機構的重要決策因素。

關鍵詞：機場捷運線、營運機構、FAHP,TOPSIS,TRTC

Abstract
With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remains one the important gateways to Taiwan, the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rail link system would serve as a most crucial mass transportation tool that would poise to excel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ts adjacent metropolises. In light of which, how best to locate an optimal operating 
organization that offers a sustainable management would emerge as a pressing concern. Taking into account urban 
transit and airport rail link service, the study, upon analyzing using the FAHP and TOPSIS methods, has chosen the 
Taipei Mass Rapid Transit Corporate alternative as the optimized alternative, together with the alternative of setting up 
a new private-run company as the second best alternative. As derived from analyses conducting on various decision-
making groups, an operator with actual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s would emerge as a crucial determining factor to 

become the future airport rail link operator. 

Keywords: Taoyuan Airport rail Link, Operation Organization, FAHP, TOPSIS, TRTC

1  本 研 究 初 稿 發 表 於 2005 年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ation Studies(EASTS) 論文集，頁 285-303；惟本文內容僅代表個人意見。

2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第七組薦派工程員∕ ynanchen@nthsr1.gov.tw

3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主任秘書暨逢甲大學兼任副教授∕myh_chou@rrb.gov.tw

4  中國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教授暨國立交通大學兼任教授∕ychsu@mail.nctu.edu.tw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最適營運機構之研究

067

前言
根據 IARO（International Air Rail Organi-

zation）資料顯示，自 1955 年比利時布魯

塞爾機場（Brussels Nation Airport）開始

設置聯外軌道系統以來，目前計有 26 個國

家，97 個機場具有 146 條機場聯外軌道系

統路線，其中超過 80% 集中於歐美（歐洲

88 條、美洲 35 條），顯示軌道系統已成為

優先改善機場聯外交通問題之方案。另在

亞洲地區，如日本及中國上海等，近年來

亦可顯現以提供快速、便捷及舒適的機場

聯外軌道系統服務，作為增強國際機場及

鄰近都會區的競爭力。

桃園國際機場自 1979 年及 2000 年一、二

期航廈分別加入營運至今，航空旅客運量

已從 400 萬人次∕年，逐年成長到 2006

年的 2,285 萬人次∕年，惟聯外交通系統

方面，相較於世界重要國際機場，仍僅有

公路運輸銜接，卻缺乏高準確性之軌道系

統服務。因此，政府在「獎勵民間參與桃

園國際機場至臺北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失

利後，併同原先規劃「桃園捷運藍線」由

桃園國際機場至桃園都會區計畫，結合為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以下簡稱機場捷運線），並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優先推動。然

機場捷運線應同時具備公共性與企業性，

一方面需受政府行政監督，提供似行政機

關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因有其經營的

自主性，可以從事獨立經營。基於政府推

動興建之際，對於未來營運單位之經營型

態尚未考量，為使該線的營運目標，能兼

顧都會通勤與機場聯外服務，並達永續經

營之目標，本研究在「大眾捷運法」為母

法基礎上，探討可行且易行之最適營運機

構方案。

選擇營運機構應同時考量經營者、使用者、

監督者等多層面觀點，此係屬典型的多屬

性決策課題，而多評準決策分析（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是 目

前廣被應用求解此類問題的方法（Hwang, 

C.L., and Yoon, K., 1981）。其中有關評估

準則的周延性、相對權重配置的客觀性

及無法量化的績效值等問題均可能影響

求解的結果。一般用以決定方案重要性

順序的多評準決策方法，常見有：（1）

模糊分析階層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如 Saaty（1980, 1990）、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設計畫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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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gas, L.G.（1994）；（2）多屬性效用理

論（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MAUT）；

（3）Out Ranking（ELECTRE） 如 Vargas, 

L.G.（1994）。其中 AHP 由於在層級準則

間權重值計算及不可量化準則處理較易應

用，因此本研究採用作為建立評估準則架

構及獲取各權重值的主要方法，但鑑於

AHP 中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具有

模糊性的問題特性，本文藉由三角模糊函

數（triangular fuzzy number） 之 導 入，

以處理在準則衡量、判斷等過程中所產生的

模糊性問題（Laarhoven and Pedrycz, 1983; 

Buckley, 1985）。次再利用 1981 年 Hwang 

and Yoon 提出 （Hwang and Yoon, 1981; 

Chen, C.T., 2000）的 TOPSIS 求解方案績效

值，作為方案重要性順序排列的依據。

臺灣地區機場聯外捷運

系統未來營運計畫探討

臺北松山機場－臺北捷運內湖線

松山機場為國內民航空運樞紐，設置於臺

北市端松山區，主要經營國內定期客、貨

運航線、以及不定期包機業務。依機場網

站資料所示，機場於 1950 年開始商業營

運，客運旅次量成長至 1997 年為最高峰

（1,539 萬人次∕年）後即逐年下降，統計

至 2005 年，運量僅剩 759.7 萬人次∕年，

減少了 50.6%，隨著 2007 年 1 月 5 日高

鐵通車後，機場之經營將更加艱辛。機場

聯外運輸以公車、計程車及小客車為主，

未來將有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內湖線

與之銜接。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 2003 年 6 月 16

日由開始興建該線，預計 2009 年完工後

移交台北捷運公司營運。路線規劃從木柵

線終站中山國中站尾軌起，經松山機場站

（BR1）至南港經貿園區止，共設 12 個車

站及 1 處機廠，全長 14.8 公里。機場旅客

從松山機場站搭乘捷運至臺北車站共經 7

站，行車時間預估約 15 分鐘，較現行公路

運輸約 30 分鐘之旅行時間節省 50%。路線

服務型態以都會區旅次為主，並未特別考

量航空旅次需求。

高雄國際機場－高雄捷運紅線

高雄國際機場為臺灣地區第 2 座國際機

場，設置於高雄市端小港區。機場興建於

日據時代，機場面積僅為桃園國際機場面

積的 1 ∕ 5。機場於 1969 年開始辦理國際

貨運業務，1972 年辦理國際客運業務，目

前共經營國內客運航線、國際客運航線、以

及貨運航線等。依機場網站資料所示，（1）

國內客運旅次量部分，成長至 1997 年的最

高峰（922 萬人次∕年）後即逐年下降，

統計至 2005 年，運量僅剩 411.5 萬人次∕

年，減少了 55.4%；（2）國際客運旅次量

部分，自 1991 年起，年運量正式突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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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次∕年，統計至 2005 年，運量成長至

325.8 萬人次∕年，成長了 223.5%；（3）

整體航空旅次運量而言，呈下降趨勢，年

運量成長至 1997 年的最高峰（1,218 萬人

次∕年）後即逐年下降，統計至 2005 年，

運量僅為 737.3 萬人次，減少了 39.5%，

比 1997 年國內客運航線的年運量還低。

綜上所述，該機場與松山機場一樣，正面

臨國內客源嚴重流失之窘境。

機場聯外運輸以公車、計程車及小客車為

主，未來將有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紅線與之銜接。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為臺灣地區第二個民間參與之重大交通建

設。2001 年 1 月 12 日高雄市政府與高雄

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民間特許公司）簽訂

「興建營運合約」及「開發合約」，並於同

年 10 月 30 日開工，預計全線通車營運日

期為 2007 年 10 月 30 日，興建營運特許

期為 36 年。

紅線服務橋頭—臨海工業區間之縱向運輸

走廊，以小港站（R3）為起站，往北經

高雄國際機場站（R4）至岡山站（R24）

止，全線共設 24 個車站及 2 處機廠，全

長約 28.3 公里，其中 R16 站則是與高鐵

左營及台鐵左營三鐵共站。機場旅客從高

雄國際機場站（R4）搭乘捷運至高雄火車

站（R12）共經 9 站，行車時間預估約 20

分鐘，較現行公路運輸約 40 分鐘之旅行

時間節省 50%。路線服務型態以都會區旅

次為主，並未特別考量航空旅次需求。

桃園國際機場－機場捷運線

機場捷運線以桃園國際機場二期航廈為起

站，往東至台北車站，往南經高鐵桃園站

至中壢中豐路與環北路口，總計全長 51.5

公里，總建設經費約 936 億元。其中由

二期航廈（P1）至中壢（中豐路與環北路

口之 B8）段，長約 15.8 公里，而由二期

航廈（P1）至台北車站（P11）段，長約

35.7 公里。

規劃之列車服務採直達車及普通車等 2 種

服務方式，直達車營運速度為 55 公里∕

小時（行車時間約 35 分鐘，發車班距尖

峰為 5 分鐘，非尖峰為 15 分鐘），普通車

營運速度 45 公里／小時（行車時間約 48

分鐘，發車班距尖峰為 7.5 分鐘，非尖峰

為 10 分鐘）。營運時間從早上 6：00 至

24：00 止，計 18 小時。因此，規劃預測

年期設定 2009 年為營運初年，2029 年為

中間年，2038 為目標年，運量預測彙整如

表 1 所示。目標年 2038 年時，全日運量

旅次 244,106 人次中，其中穿越機場之旅

次，推估有 32,199 人次，約佔總旅次之

13.2%，而旅次起迄點於「臺北—機場」

間及「機場—中壢」間之旅次約佔總旅次

之 85.2%，顯示大多數旅運型態係以桃園

國際機場作為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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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機場使用者組成與比例表 單位：%         

機     場 航空旅客 機場工作者
參訪者 聯外軌道系統

接送客 其他 有 無

歐    洲

Amsterdam （AMS）

Frankfurt （FRA）

Paris Orly （ORY）

Vienna （WIE）

41

60

62

51

28

29

23

19

23

6

7

22

8

5

8

8

ˇ
ˇ
ˇ
ˇ

北 美 洲

Atlanta （ATL）

Los Angeles （LAX）

New York （JFK）

Toronto （YYZ）

39

42

37

38

9

12

15

8

26

46

48

54

260

-

-

-

ˇ
ˇ
ˇ
ˇ ˇ

中 美 洲

Bogota （BOG）

Curacao （CUR）

Mexico City （MEX）

21

25

35

36

8

13

42

64

52

1

3

0 ˇ
ˇ
ˇ

亞    澳

Melbourne （MEB）

Singapore （SIN）

Tokyo （HND）

46

23

66

14

16

17

32

61

11

8

0

6

ˇ
ˇ
ˇ

平    均 42 18 35 -

資料來源：1. Ashford（1997） 2. 本研究整理

表 1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運量預測表

項     目 2009 年 2029 年 2038 年

機場客運旅次

（人次 / 日）

出入境旅次 75,048 141,638 186,686

員工通勤旅次 49,012 92,500 121,920

接送客旅次 37,524 70,818 93,342

合計 161,584 304,958 401,948

全日運量（人次 / 日）

直達車

17,455
112,815

直達車

39,667
202,583

直達車

54,524
244,106

普通車

95,360

普通車

162,916

普通車

189,582

尖峰小時進出站運量

（人次 / 小時）
3,969 6,719 7,994

尖峰最大站間運量

（人次 / 小時）

直達車 1,000 直達車 2,322 直達車 3,256

普通車 1,890 普通車 3,124 普通車 3,832

機場端運量（人次 / 日） 14,628 74,806 104,665

資料來源：1.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2003） 2.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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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桃園國際機場出入境旅客旅次起迄分佈表 單位：%

地區別
1995 年 2001 年

本國籍 外國籍 合計 本國籍 外國籍 合計

基隆市 0.8 1.5 1.0 1.0 1.3 1.1

台北市

63.9 83.9 68.3 60.6 80.8 67.4
台北縣

桃園縣 6.7 0.9 5.4 6.6 2.0 5.1

新竹縣市 3.7 2.4 3.4 3.3 1.0 2.6

其他地區 24.9 11.3 21.9 28.5 14.9 23.8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995,2001） 2. 本研究整理

國際機場使用者特性及

軌道運輸營運實績

國際機場使用者特性

國際機場使用者通常主要是由進出機場之人

們所構成。一般而言，可概分為三大類群：

1.  旅客：包括出境旅客、入境旅客、過境

旅客、轉乘旅客等。

2.  機場工作者：在機場服務或工作之人

員，如航空公司員工、航空站等政府部

門相關人員等。

3. 參訪者：接送客、遊客、洽公者等。

依 於 Ashford（1997）於「Airport Opera-

tions」書中表示，平均機場使用者之組成比

例中，航空旅客為 42%、接送者為 35% 與

機場工作者為 18%，機場使用者組成與比

例彙整如表 2 所示。由資料顯示機場使用

者仍以搭乘飛機為主，至於歐洲機場之平

均機場接送者比例最低，亦突顯聯外軌道

系統之服務對象。

此外，針對 1995 年及 2001 年統計顯示桃

園國際機場之出入境旅客旅次分佈情形，

並無顯著變化如表 3 所示，主要仍集中於

桃園以北地區約佔 69.3-68.5%，其次是桃

園以南及其他等地區約佔 25.3-26.4%，其

餘在桃園境內之旅次則約佔 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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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營運實績

依據 IARO 2003 年 3 月資料得知，軌道系

統應用於機場聯外交通系統可區分為：

1. 專屬快速鐵路

2. 高速鐵路路網

3. 輕軌運輸系統

4. 捷運系統

5. 區域鐵路

6. 郊區鐵路

目前共有 146 條機場聯外軌道系統，主要

集中在歐洲（佔 60.3%），美洲次之（佔

24%）。在 146 條營運路線中，以郊區鐵路

為最高（佔 34.9%），其次為區域鐵路（佔

29.4%），高速鐵路路網最低（佔 5.6%）。

若同時考量郊區鐵路及區域鐵路則佔全部

服務路線的 64.4%，顯示目前仍是以一

般鐵路系統延伸至機場為主。而有關專屬

快速鐵路部分一是配合新機場建設同時興

建者，如香港國際機場之機場快線；另一

為機場營運後因應改善聯外交通興建者，

如英國倫敦 Heathrow 機場之 Heathrow 

Express。本研究經以路線長度特性歸類

後，發現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之路線長

度，主要集中在 20 公里以內，20-40 公

里次之。

綜整相關案例，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之

建設歷程主要有二：一是配合新機場興建

同時興建者，如香港機場快線、日本東京

JR 成田空港線與 Sky-liner Line、日本大阪

JR 關西空港線及南海本線延伸線、德國法

蘭克福 S-Bahn 等；另一為機場興建後因

應改善機場聯外交通興建者，如英國倫敦

Heathrow Express、法國巴黎 RER B 線及

高速鐵路 TGV 等。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

經營者之類型，可依經營者角色可歸納為

以下 4 種類型：

類型 1

由機場經營者兼營：

機場聯外路線直接由機場管理者經營

之，如英國 BAA 轄下擁有及經營倫敦

Heathrow、Gatwick、Stansted 三 機 場 之

Heathrow Express、Gatwick Express 及

Stansted Express。

類型 2

由軌道經營者延伸或新增服務路線：

機場聯外路線由既有軌道經營者，將路線

網另延伸支線至機場或另闢新路線與機場

銜接，即軌道經營者原本即有其他路線網

之經營，現另增加經營機場聯外路線，如

香港國際機場之機場快線、日本大阪關西

機場之南海本線延伸線、JR 關西空港線。

 類型 3

獨立經營者：機場聯外路線由軌道經營

者，軌道經營者僅經營該條路線，並無

其他路線網之經營，如日本東京 Tokyo 

Monorail。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最適營運機構之研究

073

表 4　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經營者類型表

項  目
類  

型
說     明 機場 服務路線經營者

機場經營者

經營

類
型
1

由機場經營者兼營

英國倫敦 Heathrow 機場

英國倫敦 Gatwick 機場

英國倫敦 Stansted 機場

BAA

軌道經營者

經營

類
型
2

由軌道經營者延伸

或新增服務路線

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日本東京成田機場 

日本大阪關西機場 

日本福岡機場 

日本宮崎機場

香港赤臘角機場 

新加坡樟宜機場

瑞典斯德哥爾摩 Arlanda 機場

荷蘭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

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

英國倫敦 Heathrow 機場

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 

法國巴黎 Orly 機場

法國里昂 Saint Exupery 機場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 -

美國芝加哥 O'Hare 機場

臺灣臺北松山機場 

臺灣高雄國際機場 

京濱急行電鐵

京成電鐵、JR 東日本

南海電鐵、JR 西日本

福岡市交通局

JR 九州

香港地鐵公司

MRTC

SJ

NS

SNCB

LUL

SNCF、RATP & SNCF 聯營

RATP

SNCF

DB AG

CTA、METRA

台北捷運公司

高雄捷運公司

類
型
3 獨立經營者

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大阪伊丹機場 

瑞典斯德哥爾摩 Arlanda 機場

馬來西亞 Serpang 機場

東京單軌

大阪高速鐵道株式會社

A-Train company 

KLITA

類
型
4

混合類型之經營者

（以類型 2 結合類

型 3 為主）

澳洲雪梨機場 

（類型二）CityRail 與（類型三）機

場聯絡線公司（ALC）混合經營。

路線上與 CityRail Network 銜接部

分由 CityRail 經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類型 4

混合類型之經營者（以類型二結合類型三

為主）：機場聯外路線與既有軌道路線網銜

接，但機場聯外路線由僅經營該線之經營

者與銜接路線網之軌道經營者共同經營，

如澳洲雪梨機場連絡線。

本研究蒐集各國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相

關案例，彙整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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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營運機構模式構建

評選模式之建立

本研究以 AHP 將問題簡化為明確元素階層

系統，並導入模糊理論以求得各準則之模糊

權重，再利用 TOPSIS 法計算各替選方案績

效達成值，進行替選方案的優勢排序，以評

選出最適方案，其評估模式如圖 1 所示。

替選方案之產生

替選方案之研擬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

為所有替選方案產生，第二階段是國情篩

選與分析篩選出所有可行方案。其主要的

來源為軌道營運機構型態相關文獻、國外

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營運機構經驗案

例、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國

內軌道系統營運機構狀況等，彙整出替選

方案研擬 4 要件：

1. 營運機構假設為單一組織型態。

2.  軌道系統經營機構之行政機關、公營公司、

民營公司及財團法人等 4 種基本型態。

3.  Clayton and Overdrof（2000）影響組織

型態之資源、流程及價值觀等 3 要素。

4.  經營者營運主體。

研擬出之替選方案共計 6 種，如表 5 所示。

第二階段透過大眾捷運法之篩選，可行方

案有 4：

【方案一】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方案

【方案二】 台灣高鐵公司經營方案

【方案三】新成立之公營公司經營方案

【方案四】新成立之民營公司經營方案

國情分析與篩選

營運機構可行方案產生

營運機構可能方案建立

可行方案評估

FAHP

評估標的及準則權重

TOPSIS

可行方案績效評估

最適營運機構方案

圖 1・最適營運機構評估模式圖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最適營運機構之研究

075

表 5　機場捷運線營運機構之可能替選方案表

項目 類型 類型說明 方案

機場經營者經營 類型 1 由機場經營者兼營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經營方案

軌道經營者經營

類型 2 由軌道經營者延伸或新增服務路線

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方案

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營方案

臺灣高鐵公司經營方案

類型 3 獨立經營者

成立政府經營之公營公司方案

成立民間經營之民營公司方案

可行替選方案特性分析

茲就 4 種可行替選方案特性說明之。

 【方案一】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方案

台北捷運公司成立於 1994 年 7 月 29 日，

是臺灣唯一具有都會區軌道系統實績營

運經驗公司，屬公營公司，主要股東為

臺北市政府（佔 73.75%）及財政部（佔

17.14%）。台北捷運系統由中運量及重運

量兩種系統組成，目前已有 7 條路線及 2

條支線，營運路線總長度 67 公里，計 63

座車站。

優點：

1.  經營已具經驗：公司經營績效佳，2005

年稅後純益 7 億餘元；員工素質高，平

均年齡輕，員工生產力逐年成長。

2.  投入成本較低：公司具備同時經營鋼輪

鋼軌與膠輪兩不同捷運系統之經驗與能

力，再增加機場捷運線，對於公司所須

再投入之成本相對其他公司而言較低。

3.  地域條件優勢：機場出入境旅客旅次分

佈於桃園以北地區約佔 68%，桃園以南

地區約佔 25%，桃園境內約佔 5%，具

地域條件優勢。

4.  營運規模擴張：若經營機場捷運線，其

營運路網規模將由現有之 67 公里，急劇

擴張至 118.5 公里，快速提昇市場佔有

率；未來之車輛採購，亦因車輛數增加，

而降低購車成本。

5.  具列車營運整合優勢：若經營機場捷

運線，則與台北捷運路網間列車營運

整合，較兩家不同公司為之容易且成

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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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  經營策略較無自主權：屬臺北市政府下

轄單位，仍須受限於議會、行政機關之

監督，經營策略上較無自主權。

2.   成為寡佔市場：若經營機場捷運線，將

使臺灣北部區域捷運系統僅成為寡佔市

場，會因無外在競爭者競爭，可能造成

服務品質無法提升。

3.  忽略中南部旅客之經營：若經營機場捷運

線，因處北部區域，偏重台灣北部區域之

旅客經營，而忽略中南部旅客之經營。

【方案二】台灣高鐵公司經營方案

高鐵計畫為我國首宗 BOT 交通建設。1998

年7月23日交通部與台灣高鐵公司簽訂「台

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等合約，

並於 1999 年 3 月 26 日開工，2007 年 1

月 5 日通車，興建營運特許期為 35 年。

優點：

1.  票價費率具彈性：若經營機場捷運線，

則與高鐵間無票證整合問題，更具彈性

之費率策略。

2.   具列車營運整合優勢：若經營機場捷運

線，則與高鐵間列車營運整合，較兩家

不同公司為之容易且成本低。

3.  降低高鐵與機場捷運線間競爭：若經營

機場捷運線，則在機場 - 台北段，可降

低高鐵與機場捷運線間競爭問題。

4.   資訊整合成本較低：若經營機場捷運線，

則與高鐵間旅客服務資訊整合，較兩家

不同公司為之容易且成本低。

缺點：

1.  高鐵車站位置偏遠：高鐵車站除台北站

外，餘車站位置皆遠離市中心。

2.  不具備經驗：不具備經營都會區軌道系

統經驗。

3.   經營成效未知：目前屬營運初期，仍無

法具體推測未來營運能力。

【方案三】新成立之公營公司經營方案

優點：

1.  較易配合政府政策：新成立之公營公司

可決定配合政策吸收興建完畢後之部份

人員。

2.   注重競爭力之提升：因與台北捷運、高

鐵，以及臺鐵具市場競合關係，因此會

注重本身競爭力，提升服務品質。

3.  易於推動都會區捷運：不論下轄於臺北

縣政府或桃園縣政府，對於未來該地區

延伸路網之發展較易。

4.  不同經營特色：其經營特色將不同於台

北捷運公司。



缺點：

1.   無法降低投入成本：不具實際經營之

經驗與能力，因此無法降低政府再投

入成本。

2.  公司股權不足：負責經營之地方政府可

能無足夠財力出資投入公司股權。

3.  轉乘界面成本高：除須配合機場作業程

序外，另需分別與台北捷運、高鐵、臺

鐵間協調轉乘、票證，造成時間及成本

之增加。

【方案四】新成立之民營公司經營方案

優點：

1.  權責分明：政府收取營運權利金，民營

公司則自負盈虧。消除政府裁判兼球員

之弊，僅就政府職能恪遵監督、規劃、

管理，以及考核之功能。

2.  資風險相對較低：民營業者不必承接

資產，投資風險相對較低，意願相對

較高。

3.  新的管理方式：引進新的技術與管理方

式。

4.  合約監督：政府可透過合約的監督，維

持機場捷運一定的安全要求與設備維

護，並推動交通和環保政策。

缺點：

1.  較不易配合政府政策：民營公司可自由

決定是否吸收工程興建完畢後之部份人

員，而政府可能無權干涉。

2.  合約糾紛：合約可能中斷，會造成額外

成本與服務中斷。

3.   轉乘界面成本高：除須配合機場作業程

序外，另需分別與臺北捷運、高鐵、臺

鐵間協調轉乘、票證，造成時間及成本

之增加。

評估層級架構之建立

本研究在「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最

適營運機構」之總目標下，提出滿足「機

場聯外營運服務績效最佳」及「系統整合

與相關技術配合度成效最佳」之目標；「提

昇經營績效」、「強化財務管理」、「健全機

場聯外運輸服務機能」、「整合關聯技術支

援體系」、以及「符合政府施政理念」等五

個標的，進行通盤考量；其次在標的下，

選定 16 個評估準則，最後建構出營運機構

最適評估層級結構，共計 5 大標的 16 項評

估準則，其層級架構關係如圖 2 所示，茲

分別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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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經營績效」標的

1.  用人效率：單位員工生產值（營業收入

∕員工數）、單位員工服務旅客數（旅客

運量∕員工數）、每公里配置員工數（員

工數∕路線公里數）。

2.  對運輸本業經營之貢獻能力：各方案可

能因經營本路線，而增加公司營運規模

或企業版圖；因此若對運輸本業經營之

貢獻能力愈高，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3.  與異業策略聯盟之能力：本路線重要服

務客源對象為航空旅次，而與之相關產

業如旅行社、航空公司、觀光業等；因

此若策略聯盟能力愈強，對於經營績效

之提昇愈高，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4.  建立良好之公司信譽：桃園國際機場是

出入臺灣之重要門戶，提昇使用者對軌

道服務品質信心，進而吸引國外旅客使

用，以打響臺灣的國際形象；因此公司

形象愈佳，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強化財務管理」標的

1.  經營附屬事業之能力：股東投資淨現值、

股東投資內部報酬率、分年償債比例；

因此若經營好附屬事業之能力愈高，則

方案的價值愈高。

2.   風險管理之能力：風險項目清單（Check 

List）、風險預防措施、風險因應或減輕

策略；若風險管理計畫能力愈高，則方

案的價值愈高。

3.  公司財務運作之靈活度：籌措股本來

源、融資來源管道及能力，因此管道

愈多或能力愈高，則顯示方案的價值

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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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標的 評估準則 方案 

↑ 圖 2・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最適營運機構評選層級架構圖

用人效率

對運輸本業經營之頁獻能力

與異業策略聯盟之能力

建立良好之公司信譽

經營附屬事業之能力

風險管理之能力

公司財務運作之靈活度

提供彈性票價策略之能力

提供符合航空旅次需求之能力

軌道系統接駁轉乘服務暨

票證配合度

提供重要據點接駁服務之能力

維修保養制度之落實能力

產業之關聯性

提供行旅資訊之能力

方案實施政府再投資資金數或

獲得營運權利金數

政府政策配合度

提升經營績效

強化財務管理

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機能

整合關聯技術支援體系

符合政府施政概念

機
場
聯
外
營
運
服
務
績
效
最
佳

系
統
整
合
與
相
關
技
術
配
合
度
成
效
最
佳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方
案
三

方
案
四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最適營運機構之研究

079



080

營運與管理05

「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機能」標的

(1)  提供彈性票價策略之能力：營運機構在

不同的營運時段、對象，提供不同的彈

性票價策略能力愈高，供予旅客選擇項

目愈多，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2)  提供符合航空旅次需求之能力：列車準

點性、旅客列車空間之舒適度（平方公

尺∕人）；直達車尖峰時刻之班次數；

提供動態資訊準確性。

(3)  軌道系統接駁轉乘服務暨票證配合度：

營運機構應與臺北捷運路網、高鐵、或

臺鐵等不同軌道運輸系統間能更充分合

作，透過路線、班次及票證的協調，以

擴大服務範圍，提高旅客行的便利，因

此若營運機構在軌道系統接駁轉乘服務

暨票證等方面的配合度愈高，其增加使

用軌道運輸便利性的功效愈高，則方案

的價值愈高。

(4)  提供重要據點接駁服務之能力：透過與

私人運具或公共運輸間之合作，在桃

園國際機場站區，配合機場作業程序；

或鄰近重要據點如飯店、路口、觀光點

等與車站間，提供優惠或免費之接駁服

務，以擴大服務範圍，提高旅客行的便

利，因此若營運機構提供優惠或免費服

務愈多，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整合關聯技術支援體系」標的

(1)  維修保養制度之落實能力：為維持運輸

系統能正常運行，確保行車安全；因此

在營運機構有限資源下，落實執行維修

保養之能力愈高，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2)  產業之關聯性：營運機構與軌道運輸業

產業關係愈密切，則對軌道運輸業之技

術支援能力愈高，對於維持運輸系統緊

急應變之能力愈高；因此若產業關聯性

愈高，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3)  提供行旅資訊之能力：航空旅次行為，

大部屬跨運具之旅運行為，行旅相關資

訊之獲知相對重要，因此提供行旅資

訊之能力愈高，對於旅客之服務水準愈

高，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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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政府施政理念」標的

1.  方案實施政府再投資資金數或獲得營運

權利金數：各方案於實施過程中政府均

可能投入資金，所投入資金愈多相對方

案實施成本愈高；因此本研究係以方案

實施政府再投資資金數的多少或獲得營

運權利金數的多少來表示方案實施的成

本，若所再投資資金愈多，則方案的價

值愈低。

2.  政府政策配合度：機場捷運線屬於大眾

運輸服務之一環，因此具備公共性，非

完全以營利為目的，有時需配合公權力

之執行及民意取向，因此政府政策與民

意之接受度愈高，則方案的價值愈高。

評選與分析
在專家問卷設計及調查方面，透過問卷設

計並由相關專家填答，針對每一層級要素

在上層級某一要素作為評估準則基準下，

每次進行一對準則相關權重比較。問卷中

亦對各評估準則及替選方案之意義內容充

分說明，以使受訪者確定其間的重要性程

度差異。本研究調查對象包括政府機構代

表、學者代表，以及經營者代表等三個決

策群體，在政府機構代表方面，為與本研

究有關之單位機構管理階層；在學者代表

方面，為軌道運輸經營管理方面學驗俱豐

者；在經營者代表方面，則是具決策權之

管理階層（如經理級以上）。此次共進行

25 人次的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計 22 份。

評估標的及準則權重值之計算及分析

各決策群體評估標的及準則之權重值，經模糊化、正規化、及

非模糊化等計算過程，最後求得最佳非模糊績效值，其結果彙

整如表 6 所示，表中包括不同決策群體於標的層面及評估準則

層面之各權重值差異與偏好程度。所謂偏好程度係以權重值愈

大表示受訪者對該層面偏好度愈高。例如：在標的層面部分，

就整體決策者而言，權重值為 0.3318 之「健全機場聯外運輸

服務功能」高於權重值為 0.1360 之「符合政府施政理念」，表

示「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功能」之重要性高於「符合政府施

政理念」。茲分述如后。

在標的層面部分

「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功能」評估標的，於各決策群體中，

其權重值相當一致，實為評估大眾運輸系統經營之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考量，以符合滿足運輸市場之基本需求。至於「符合

政府施政理念」評估標的，則在各決策群體中之共識度是遠低

於其他四項評估標的。因此，屬較次之的因素考量，顯示遵守

市場機制之營運組織是軌道運輸機構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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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決策群體權重值表

標的

決 策 群 體

評估準則

決 策 群 體

政府機關代表 學者代表
經營者

代表
整體決策者 政府機關代表 學者代表

經營者

代表
整體決策者

提昇經營績效 0.3305 0.3131 0.3247 0.3234

用人效率 0.4224 0.3202 0.2059 0.3103

對運輸本業經營

之貢獻能力
0.3463 0.4718 0.3764 0.4126

與異業策略聯盟

之能力
0.2095 0.2109 0.3718 0.2665

建立良好公司

信譽
0.1364 0.1760 0.2785 0.1979

強化財務管理 0.2580 0.2003 0.2465 0.2362

經營附屬事業

之能力
0.3775 0.3506 0.3486 0.3689

風險管理之能力 0.4012 0.5257 0.4767 0.4750

公司財務運作

之靈活度
0.4493 0.3465 0.3668 0.3931

健全機場聯外

運輸服務功能
0.2913 0.3739 0.3209 0.3318

提供彈性票價策

略之能力
0.3324 0.1649 0.1976 0.2225

提供符合航空旅

次需求之能力
0.3565 0.3967 0.3044 0.3547

軌道系統接駁轉

乘服務暨票證配

合度

0.4634 0.2967 0.3440 0.3671

提供重要據點接

駁服務之能力
0.2108 0.2910 0.3481 0.2818

整合關聯技術

支援體系
0.1362 0.1950 0.3222 0.2059

維修保養制度

之落實能力
0.4650 0.5302 0.5965 0.5365

產業之關聯性 0.2277 0.2268 0.2029 0.2239

提供行旅資訊

之能力
0.5092 0.3831 0.2618 0.3825

符合政府施政

理念
0.1603 0.0916 0.1667 0.1360

方案實施政府再

投資資金數或獲

得營運權利金數

0.7394 0.6877 0.3459 0.5725

政府政策配合度 0.6018 0.5901 0.6863 0.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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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決策群體對各評選方案之優先順序表

方案名稱
政府機關代表 學者代表 經營者代表 整體決策者代表

績效達成值 方案順位 績效達成值 方案順位 績效達成值 方案順位 績效達成值 方案順位

【方案一】  台北捷運

公司經營

方案

0.5681 1 0.5057 3 0.5105 2 0.5472 1

【方案二】 高鐵公司

經營方案
0.5549 2 0.5852 1 0.3807 4 0.5395 3

【方案三】 成立新公

營公司經

營方案

0.4829 4 0.4432 4 0.5227 1 0.4822 4

【方案四】 成立新民

營公司經

營方案

0.4990 3 0.5642 2 0.4874 3 0.5424 2

在評估準則層面部分

在「提昇經營績效」標的下，「對運輸本業

經營之貢獻能力」之評估準則，學者代表

及經營者代表具有相同的偏好，其重要性

是高於其他評估準則項目。在「強化財務

管理」標的下，「風險管理之能力」之評估

準則，就學者代表及經營者代表而言，具

有相同的偏好，其重要性是高於其他評估

準則項目。「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功能」

標的下，「提供重要據點接駁服務之能力」

之評估準則而言，政府機關代表與經營者

代表兩者之偏好度是完全相反的。在「整

合關聯技術支援體系」標的下，就「維修

保養制度之落實能力」之評估準則而言，

經營者代表所給予之權重值遠高於同群體

中其餘評估準則；就「產業之關聯性」之

評估準則而言，就各決策群體而言，具有

相同的偏好，其重要性是低於其他評估準

則項目。

替選方案之評選

各替選方案經 TOPSIS 法之計算，可獲得之

各方案之績效達成值及先後順序，其結果

如表 7 所示，表中包括各決策群體及整體

決策者對於替選方案之決策結果。茲分述

如后：

1.  從政府機關角度觀之，係以具有實績經

驗之經營者（與國際大部分案例相符）

優於無實績經驗之經營者考量之，且以

服務型態相近者為優先，因此以屬都會

區運輸型態之【方案一】略優於屬城際

運輸型態之【方案二】。所以本聯外捷運

線可視為臺北捷運之一環，交由台北捷

運公司經營為最適方案。若政府政策上

需再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則【方案四】

成立新民營公司經營方案優於【方案三】

成立新公營公司經營方案，則符合目前

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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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學者角度觀之，符合民營公司較公營

公司經營較具高企業化、高效率之學理

觀念，且以具有實績經驗之經營者較無

實績經驗之經營者為優先考量。因此桃

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線應採企業化高、

效率高（即優於公營公司）之民營公司

經營方式。所以【方案二】台灣高鐵公

司為最具優勢；而【方案一】台北捷運

公司雖具有豐富之都市軌道運輸系統經

驗，但因為公營公司體制，所以優先性

仍落於【方案四】成立新民營公司經營

方案之後。

3.  從經營者角度觀之，大眾運輸企業經營

屬困難，須賴政府支持，因此公營公司

較民營公司經營較易存活，且應以新設

立之公司為優先考量，因為新公司較既

存公司沒有包袱。因此【方案三】成立

新公營公司經營方案較【方案一】台北

捷運公司經營方案略具優勢；【方案四】

成立新民營公司經營方案優於【方案二】

台灣高鐵公司經營方案。由上述得知，

學者觀點與經營者觀點互為極端。

4.  綜合各決策群體意見後，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線營運機構應以不成立新的公

司方式為優先考量，因此以具有實績經

驗之台北捷運公司為優先；若考量須成

立新的公司，則應以民營公司為優先。

但兩方案之差異性並不顯著。故桃園國

際機場聯外捷運線之最適營運機構為

【方案一】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方案、【方

案四】成立一家新的民營公司經營次

之、【方案二】台灣高鐵公司經營再次

之、【方案三】成立一家新的公營公司

經營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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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結論

茲將研究所獲得主要結論整理如後：

1.  鑑於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之運輸服務

已為世界各國所重視，衡酌目前各國機

場聯外軌道系統旅運現況統計，以歐洲

國家服務路線達全球之 60.3% 最為顯

著。同時，經本研究檢討發現國際機場

聯外軌道系統之路線長度主要集中在 20

公里以內，其次為 20 至 40 公里範圍，

可歸納出其營運組織之經營規模趨勢。

因此，本研究在路線長度及特性歸類後，

確認系統技術之服務選擇，應為興建營

運機構或單位所需審慎思考之課題。

2.  本研究統計，目前 146 條機場聯外軌

道運輸系統之營運路線中，軌道系統技

術選擇可約略區分為 6 種，其中以採郊

區鐵路者最高，計為 51 條，比例約為

34.9%；其次為採區域鐵路者，計為 43

條，約佔 29.4%；最後則是採高速鐵路

路網者，計為 8 條，約佔 5.6%。若同時

考量郊區鐵路及區域鐵路則佔全部服務

路線的 64.4%，顯示各主要國際機場以

現有鐵路系統延伸較屬多數。

3.  針對 1995 至 2001 年統計顯示，桃園

國際機場之出入境旅客旅次分佈情形並

無顯著變化，主要仍集中於桃園以北地

區約佔 69.3-68.5%，其次是桃園以南及

其他等地區約佔 25.3-26.4%，其餘在桃

園境內之旅次則約佔 5.4-5.1%。綜觀國

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之建設歷程主要有

二：一是配合新機場建設同時興建者，

如香港機場快線、日本東京 JR 成田空港

線、日本大阪 JR 關西空港線等；另一為

機場營運後因應改善聯外交通興建者，

如英國倫敦 Heathrow Express 等。我國

則屬於後者建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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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機場聯外軌道系統之營運型態，可

依經營者角色歸納為 4 種類型：類型 1：

由機場經營者兼營；類型 2：由軌道經

營者延伸或新增服務路線；類型 3：獨

立經營者；類型 4：混合類型之經營者

（以類型 2 結合類型 3 為主）。因此，

本研究綜整前述型態作為最適營運機構

方案研擬之基礎，並據以研提 4 個可行

替選方案，分為【方案一】台北捷運公

司經營方案、【方案二】台灣高鐵公司

經營方案、【方案三】成立新公營公司

經營方案、【方案四】成立新民營公司

經營方案。

5.  為期評選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最

適營運機構方案，本研究以分析階層程

序法（AHP）為架構，研提「機場聯外

營運服務績效最佳」及「系統整合與相

關技術配合度成效最佳」為目標，並依

「提昇經營績效」、「強化財務管理」、「健

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功能」、「整合關聯

技術支援體系」及「符合政府施政理念」

等 5 項評估標的來考量，構建出 16 項

評估準則，再運用模糊分析階層程序法

及 TOPSIS 法進行方案評選，擬訂評估

準則，茲分述如后：

(1)  「提昇經營績效」評估標的，其準

則有 4：用人效率、對運輸本業經

營之貢獻能力、與異業策略聯盟之

能力、建立良好之公司信譽。

(2)  「強化財務管理」評估標的，其準則

有 3：經營附屬事業之能力、風險管

理之能力、公司財務運作之靈活度。

(3)  「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功能」評估

標的，其準則有 4：提供彈性票價策

略之能力、提供符合航空旅次需求之

能力、軌道系統接駁轉乘服務暨票證

配合度、提供重要據點接駁服務之能

力。

(4)  「整合關聯技術支援體系」評估標

的，其準則有 3：維修保養制度之

落實能力、產業之關聯性、提供行

旅資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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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符合政府施政理念」評估標的，其準

則有 2：方案實施政府再投資資金數或

獲得營運權利金數、政府政策配合度。

(6)   本研究發現「健全機場聯外運輸服務功

能」評估標的，於各決策群體中，其權

重值相當一致，實為評估大眾運輸系統

經營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考量，以符

合滿足運輸市場之基本需求。至於「符

合政府施政理念」評估標的，則在各決

策群體中之共識度是遠低於其他 4 項評

估標的，因此，屬較次之的因素考量，

顯示遵守市場機制之營運組織是軌道運

輸機構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

(7)  本研究有效問卷計有 22 份，經評估後，

分別篩選對不同決策群體分析對各方案

評選之看法。在政府機關代表方面：認

為應以具有軌道營運實績的經營者為最

適方案，但亦不排斥成立新民營公司之

方案；在學者代表方面：認為民營公司

優於公營公司，且有實績經驗者較優於

無實績經驗者；在經營者代表方面：認

為公營公司優於民營公司，但應以新公

司為之。綜上得知，具有運輸事業營運

實績之經營者為各決策群體之共識，但

基於大眾運輸系統之經營特性，在經營

者代表之受訪者認為有政府財力支持的

運輸業最佳方案，而迥異於學者代表之

受訪者建議以回歸企業經營的民營型態

為之。

(8)  綜整各決策群體評選桃園國際機場聯

外捷運系統最適營運組織方案後，以

【方案一】之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方案為

最優方案（績效值為 0.5472）；而以【方

案四】之成立一家新民營公司經營方案

為次優方案（績效值為 0.5424）。由績

效值觀之，該兩方案之績效值差異並

不顯著，但從各決策群體個別分析中，

得知具有運輸事業營運實績之經營者

仍為未來衡量機場聯外捷運營運機構

的重要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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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針對本研究所得之結果與研究限制，進一

步提出未來研究建議如下：

1.  大眾運輸系統之經營因具公共事業服務

特性，遠不同於其他企業型態，以本研

究顯示經營者代表之受訪者與學者代表

之受訪者的看法即有相當大的出入。因

此，民營機構型態與公營機構型態何者

為優，值得後續研究的重要課題。

2.  若以本研究最適方案之台北捷運公司經

營，則後續尚需進行列車營運計畫、人

力資源運用（含技術維修）、公司組織及

財務評估等研究。

3.  基於臺灣公共建設鼓勵民間參與之現

況，本研究研議之新民營捷運公司經

營方案，應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之營運 − 移轉（Operate-

Transfer, OT）方式進行研議相關規劃

作業，以遴選出最適特許公司等，仍

需進一步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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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都會區大眾運輸由於使用量龐大且金額不高，票證作業必須具有成本便宜、作業簡單及使用方便又不失有效稽

核之功能；早期由於技術限制採用現金或代幣、紙票，由於電子技術演進出現磁卡系統，更由於技術的精進出

現了 IC 卡取代磁卡，其中非接觸式 IC 卡漸為世界各大都會區大眾運輸普遍採用之票證作業系統。非接觸式 IC

卡由於容量大，驗票時間短，具有快速、安全及成本便宜之特性，對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堪稱是一理想中的票

證作業系統。

臺北捷運配合趨勢，除全面更新票證系統外並規劃成立一家民營型態之票證公司，專責 IC 卡票證系統之建置

及經營，除了要利用非接觸式 IC 卡之特性與功能，整合臺北都會區大眾運輸之票證，達成一卡通用之目標，

也透過民營企業的機制，提升系統作業效率及彈性，以龐大發行數量之優勢，結合電子貨幣的趨勢及潮流推動

下，建立一個小額消費的金融平台，充分與民眾生活相結合，創造更為便利的生活環境。

關鍵詞：大眾運輸、票證系統、IC 卡

Abstract
As fare of public transit are low, and there is a high volume of transactions, costs need to be minimized, processing 
simplified and use made as convenient as possible. In the past, technology limited us to the use of cash, tokens and 
paper tickets.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e now have magnetic cards and even IC smart cards. Contactless 
IC smart cards are now the most popular choice for tickets used in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With 
its large memory, rapid processing speeds, security and low base cost, it is the ideal option for fare collection on MRT 
systems. 

Following this trend, Taipei Metro has modernized its fare collec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a private enterprise to install 
and manage the IC smart card fare collection syste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unctions offered by the IC smart card, 
Taipei Metro, through the private enterprise company managing the fare collection system, has sought to create a 
multifunctional card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efficient and flexible. The idea is that given the card's huge distribu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of electronic cash functionality, the Taipei Metro IC smart card can become a platform for small-
sum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this way it will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people's lives, providing them with a new 

level of convenience. 

Keywords：Public Transit, Fare Collection System、IC Smart Card

1  臺北捷運公司運務部經理∕e-mail: e00091@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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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臺北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票證作業從早期之紙票、代幣、卡

票、塑膠磁票及現金並行，直到後來大眾捷運系統的出現，

完全採用自動化之電腦作業磁票系統，長久以來，不論是政

府部門還是旅客或是運輸業者，推動運輸票證整合一直是大

家的目標；政府部門希望藉由票證整合以提升民眾使用大眾

運輸之意願，降低私人運具之成長，有效紓解都區擁擠之交

通現象，運輸業者希望票證整合能降低票證處理成本、加上

票證之方便性可以吸引乘客，提高運量進而增加其營收，乘

客希望票證整合能夠免去搭車購票之麻煩，有個使用方便的

大眾運輸工具。

都會區大眾運輸由於使用量龐大且金額不高，票證作業必須

具有成本便宜、作業簡單及使用方便又不失有效稽核之功能；

由於電子技術的精進，非接觸式 IC 卡漸為世界各大都會區大

眾運輸普遍採用之票證作業系統。非接觸式 IC 卡由於容量

大，驗票時間短，具有快速、安全及成本便宜之特性，對都

會區大眾運輸系統堪稱是一理想中的票證作業系統。

臺北捷運系統配合此一趨勢潮流，除全面更新票證系統外並規

劃成立一家民營型態之票證公司，專責 IC 卡票證系統之建置及

經營，除了要利用非接觸式 IC 卡之特性與功能，整合臺北都會

區大眾運輸之票證，達成一卡通用之目標，也透過民營企業的

機制，提升系統作業效率及彈性，以龐大發行數量之優勢，加

上民眾高度隨身持有之消費特性，結合電子貨幣的趨勢及潮流

推動下，有機會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小額消費的金融平台，充

分與民眾生活相結合，創造更為便利的生活環境，也因此利用

大眾運輸大量人潮的優勢，創造系統衍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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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票證系統

大眾運輸系統之票證技術發展

票證作業基本上是運輸業者為了對旅客收

取運輸費用，並完成內部帳務處理及統計

之用；運輸業者必需藉由旅客支付費用以

維持運輸業者本身之各項開支，達到永續

經營之目的，而其營收之作業有必要進行

內部控制及稽核，另外，基於人類懷舊

之本性而產生對票證之收藏價值之附加功

能，因此，運輸票證之基本功能為：

● 收取運輸費用

● 內部稽核憑證

● 系統帳務統計

● 收藏

為了節省票證作業及吸引旅客，運輸業者

發行回數票或定期票，讓旅客免去購票之

麻煩並享有一定之折扣優待，這種票證作

業方式即具有儲值之功能，當電子票證出

現後藉由票證可以重複使用之功能而大量

發行儲值票，以擴張信用之角度來看，運

輸業者發行儲值票具有準貨幣現象，運輸

業者發行儲值票除了可以節省票證之作業

成本及抓住旅客之外，預收大量之票款也

可以進行財務調度及財務操作收入，對運

輸業者之營收有一定之助益，則是現代運

輸票證之另外一項附加效果。茲將世界各

國大眾運輸系統之收費技術發展沿革整理

如表 1，由表 1 可暸解運輸票證收費系統

之發展始於公元 1838 年波士頓所施之通

勤鐵路付費系統，1960 年代開始推出磁條

票卡，並採售票機販售車票或磁條票卡。

1970 年代則為因應能源危機，研發更具效

率之收費系統與收費制度，並藉由新收費

系統之引進而實施差別費率以有效分散尖

峰與離峰之運輸需求。至 1980 年代，鑑

於磁條式票卡技術已臻成熟，許多都會區

之大眾運輸系統才大量採用磁條式之票卡

系統，並進行不同運輸工具之票證整合。

此外，亦有部份國家開始嘗試將運輸磁條

卡與簽帳卡或提款卡整合。至 1990 年起，

安全度、運算速度、使用容量與使用壽命

皆遠較磁條式系統為優之智慧卡（smart 

card）逐漸引入世界各國之大眾運輸系統，

以智慧卡票證系統整合大眾運輸逐成為最

佳之票證整合工具。

電子票證系統之效益

各種自動電子票系統依其功能設定的不

同，可達到不同之效益，使用電子票證系

統對使用者、運輸業者及管理者產生之效

益歸納如下：

使用者

1.  方便攜帶，避免目前車上投現需準備大量

零錢之不便，並可提高收費之正確性。

2.  整合多種運輸工具之收費系統，簡化票證

種類，免去乘客攜帶多種票證之困擾。

3.  可設定票證轉乘優待或折扣，節省乘車

付費成本。

4.  各運輸工具票價調整時，可隨時變更收

費標準。

5.  結合金融機構可自動扣款、轉帳，減少

現金交易之麻煩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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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眾運輸系統收費技術展沿革

年份 發展狀況

1900 法國推出自動售票機

1912 英格蘭推出自動售票機

1927 費城推出第一座自動化停車轉乘停車場

1930 倫敦推出高服務容量之自動售票機

1938 波士頓首度推出通勤鐵路收費制度

1950 美國之大銀行團推出信用卡

1964 英國倫敦與紐約美國長島鐵路公路（LIRR）皆推出磁卡票證系統

1965 芝加哥開始發展可接受多種硬幣之十字轉門

1966 芝加哥伊利諾中央海灣鐵路（ICGRR）開始使用儲值票

1967 蒙特婁安裝磁卡 / 打洞設備，供公車與鐵路轉乘使用，倫敦運輸部測試公車儲值票

1968 倫敦維多利亞地區推出磁卡票

1969 芝加哥與美國加州 PATH 向英國購買投幣十字轉門

1970 英國國鐵開始設計使用電腦化收費系統

1972 舊金山（BART）發售儲值票並改採里程費率

1976
芝加哥購買多幣種投幣十字轉門

華盛頓特區（WMATA）開始使用儲值票，並實施里程費率以及尖離峰差別費率

1980 英國倫敦開始設計高可靠售票機

1981 波士頓（MBTA）發展高功率磁卡讀取頭

1982 波特蘭開始於公車使用自助式售票系統

1983 紐約（MTA）於通勤鐵路試驗自助式售票機

1986 紐約美國長島鐵路公路（LIRR）提供可使簽帳卡之公車與通勤鐵路之自動售票機

1987 舊金山推出可使用於公車與 BART 之運具整合車票

1989 紐約美國長島鐵路公路（LIRR）推出可使用提款卡之自動收費系統

1990 紐約美國長島鐵路公路（LIRR）則推出可同時使用現金、簽帳卡與提款卡之全功能售票機，並採用集中式網

路連線控制

1991

紐約（MTA）使用十字轉門與刷卡裝置整合之收費系統

鳳凰城首度採郵寄帳單方式收取公車票款

加拿大各公車公司開始採用智慧卡

1992

洛杉磯（Metrolink） 通勤鐵路系統採用開放式（Proof Of Payment ,POP）收費系統

紐約完成自動收費系統之實測

華盛頓特區（WMATA）推出可接受簽帳卡與提款卡之非現金收費系統

1994

英國倫敦與曼徹斯特開始進行非接觸式 IC 卡之測試，都柏林公車亦開始發展多用途之非接式 IC 卡（包含乘車、

電話與停車付費），巴黎則開始第二階段之非接觸式 IC 卡測試

南加州亦開始於公車上測試非接觸式 IC 卡

1995
華盛頓特區（WMATA）於鐵路、公車、停車場進行為期一年之非接觸式 IC 卡測試計畫，鳳凰城公車公司亦

首度於公車卡提供簽帳卡付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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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者

1.  相較車上售票系統，可縮短上下客時

間，提高車輛行駛速度，減少車輛營運

時間及駕駛員成本。

2.  車上不用現金，減少駕駛員舞弊或票款

不正常短少之現象。

3.  自動化計票，減少處理零錢、現金、計

票及查核票款之人工費用及時間。

4.  便於實施各種費率制度，票價調整時不

影響使用者，亦無需另外負擔處理過時

票之費用。

5.  免去駕駛員售票、驗票之工作，減少駕

駛員之工作量，提高行車安全、減少肇

事成本。

6.  可提供正確的營運資訊如收入金額及載

客人數，有助於業者對財務報表之製作

及經營管理。

7.  反映業者實際之營收狀況，可於費率檢

討時取信於政府單位及民眾，以獲得合

理之費率調整。

8.  透過統一電腦作業，強化同業間之聯營

功能，減少重複作業及資源浪費。

9.  配合車輛資訊系統，獲得車輛營運狀況

及旅次起迄資料，有效掌握行車資訊，

並可配合適時調整營運路線，控制車隊

數量，以獲致最大營運績效。

10.  安全性高，可防止偽造及非法使用，保

障業者營運收入。

政府管理者

1.  整合各種大眾運輸系統，可以提高大眾

運輸服務品質，吸引民眾使用大眾運輸

工具，減少私人運具之使用，改善交通

擁塞問題。

2.  縮短公車乘客上下客時間，減少靠站時

間造成延滯，使得交通更順暢。

3.  獲知乘客之旅次起迄資料，取代目前高

成本、低效率之運量調查方式。

4.  建立運輸系統相關資料庫，做為政府興

建新運輸系統及調整、增闢公車路線之

參考。

5.  可使業者營收資料、載客數量及行駛狀

況等資料透明化，作為核算票價及補貼

之依據，提高費率調整之公信力。

6.  各種大眾運輸工具之票證整合後，有助

於推動各項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措施，如

轉乘優待及尾程優待等。

臺北捷運系統採用自動化磁票

系統

臺北捷運系統木柵線於 1996 年 3 月 28 日

通車營運開始作業，為國內首次大眾運輸業

運用電腦化之自動票證作業系統，捷運自動

收費系統可分為 307 標及 337 標，307 標

包含捷運木柵線、淡水線及新店線，337 標

則包括板橋線、南港線及中和線，目前六條

捷運路線大致已完工通車，最高時期每天處

理約九十萬人次之票證作業。當時磁卡票證

作業發生之作業困擾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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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系統運作困擾事項

項次 系統運作困擾事項

1 中央處理電腦之容量及功能有限，無法整合其他大眾運輸系統

2 防偽性較差

3 系統設計之彈性很小，票種不夠限制了行銷推廣之應用空間

4 儲值票最高面值只能至 1,023 元

5 單程票自動售票機只能接受硬幣

6 單程票比率高，驗票速度慢，造成有部分旅客量大之車站須擴建及擴增票證設備

非接觸式IC卡之發展
智慧卡（SMART CARD）為整合感應線圈

與微處理器之產品，票卡內之電子晶片可

定運算邏輯以執行預設功能。大部份智慧

卡均能儲存大量的資料，並可由內建之微

處理器依預設之邏輯來處理卡內之資料，

故可說是一部小型電腦（本身無輸出入裝

置）。在保密性方面，智慧卡一般較磁卡為

安全，儲存容量也遠較磁卡為大，因此應

用智慧卡將可解決大眾運輸系統票證整合

之技術障礙。智慧卡又可為接觸式與非接

觸式兩類，接觸式智慧卡需與讀寫設備間

有實質接觸才能讀寫資料，故其交易處理

較慢，適用在無須快速處理要求之環境下，

如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電話卡，非

接觸式則是將卡片置於待測讀寫設備上方

數公分處，藉著無線電頻率或微波傳送，

無須接觸即可完成交易傳輸，故驗票速度

加快，設備可靠亦相對提高，維修備品及

人力則相對降低。

由於非接觸式 IC 卡之資料處理速度顯著

提升，故特別用於大眾運輸系統作為付費

媒介，目前智慧卡之單位價格遠較磁條式

卡片為高，但由於卡片使用壽命較長，故

若考慮卡片之生命週期，其單位使用價格

將反較其他付費媒介為低。由於非接觸式

智慧卡除具有一般智慧卡資料容量大與安

全性之優點，另單獨具備刷卡迅速之優

點，故己陸續應用於許多國家之大眾運輸

系統中。

非接觸式 IC 卡之特性

目前較經常被採用之非接觸式智慧卡料傳

輸方式可分為電容式（ Capacitive ）、微

波式（Microwave）與無線電頻率式（radio 

Frequency）等三種，其中電容式在使用

時要與目標感測器（Target Reader）幾乎

貼近才能感應，而微波式則須與感測器直

線對準，因此均不適用於大眾運輸系統；

相對而言，無線電頻率式則無此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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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非接觸式智慧卡發展已有 ISO ∕

IEC-10536 及 ISO ∕ IEC—14443 之標準可

遵循，對各項卡片的物理特性有詳細敘述

但對如交易速度、有效讀寫距離及角度等

並未做定義。

非接觸式 IC 卡不僅具有較大記憶容量，

亦具有邏輯運算、資料存取及控制等特

性，較一般傳統磁條式，更具有安全性。

最特殊之處在於非接觸式 IC 卡利用其內

含天線及通訊之控制電路，建立與無線電

驗票機（RF Read ∕ Write Module）之

間感應通訊管道，在極短時間內（約 0.3

秒），即可完成票卡認證、旅費扣繳及交

易資訊登錄等票證交易作業。其高容量之

記憶體亦使系統應用設計上更具彈性，例

如票證種類、異質或同質應用系統整合。

以非接觸式 IC 卡與傳統磁條式之票證系

統差異比較如表 3 所示。

臺北都會區非接觸式IC
卡票證計畫之推動
為早日達成整合臺北都會區大眾運輸票證

作業系統之目標，經邀請臺北都會區大眾

運輸、停車場業者及甄選民間科技廠商及

銀行業者共同設立臺北智慧卡票證公司，

專責 IC 卡票證系統之建置與營運工作，初

期票證之運用範圍為臺北都會區捷運、聯

營公車及公有路外停車場票證系統，系統

並預留擴展至其他運輸事業之應用空間。

系統建置理念

以國外大眾運輸自動收費系統設計理念及

臺北捷運公司多年系統規劃與營運經驗，

發現完整之電腦化自動收費系統，必須包

含發卡、販售加值、系統操作、維護、安

裝、軟硬體開發及卡片等各部份之協調、

運作及建置。若應用於運輸系統的票證整

合，則還應包含各運輸系統業者之間需求

表 3　磁卡系統與非接觸式 IC 卡之比較

捷運磁卡 公車磁卡 非接觸式 IC 卡

完成交易時間 0.6 秒 4.1 秒 0.2-0.4 秒

回收重複使用 可回收 無 可加值重複使用約 10 萬次

設備維護成本 中 高 低

安全性 一般 一般 高

記憶容量 小 小 高

應用彈性 低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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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營收清算作業功能等，協調整合工

作非常多且繁重。因此，若欲順利建置一

完整之非接觸式 IC 卡票證系統，必須整合

各業者需求，以多元、開放及技術自主的

理念，建置永續經營之票證自動化系統。

多元性

本案將秉持多元化的中心理念，協調相關

業者共同為本計劃的推動而努力，初期以

運輸業者為應用主體，尋求銀行金融業者、

科技服務業者、IC 智慧卡產業相關業者及

卡片供應廠商等，共同參與系統功能架構

之規劃，期能藉由各界的專業能力，規劃

設計一套真正能滿足民眾、運輸業者及政

府單位等需求之系統。

開放性

非接觸式 IC 卡票證系統之建置與營運，

係採開放性理念，不希望由某一特定對象

獨占所有的利益，凡是對非接觸式 IC 智

慧卡有興趣並對系統建置或營運能有所貢

獻者，都有機會參與計畫與投資，參與的

業者都將不會是唯一，例如運輸業者將包

括公民營業者，參與銀行也不會只限定一

家。當參與的業者越多，將來所能提供服

務的層面才能越寬廣，擴大應用市場，最

後獲利者，除相關參與的業者外，民眾也

可以享受整合後更為安全、方便與多元之

高品質服務。

技術自主

台灣地區資訊電子產業的能力，頗受國內

外相關業者肯定，非接觸式 IC 卡應用於各

種大眾運輸系統間之票證整合，已為潮流

之所趨，然在國內仍屬首創，系統建置時，

技術移轉列為重要評估事項，讓國內在最

大可能範圍內獲得技術轉移，以掌握關鍵

技術與未來擴充不受制於人為原則。

系統建置目標

非接觸式 IC 卡系統可應用於不同費率的大

眾運輸系統， 且攸關社會大眾權益甚鉅，

須審慎宏觀規劃，以奠定永續經營之基礎。

此系統除不僅須滿足目前需求外，對於未

來可能因環境或其他因素之變化，所造成

之需求改變，系統在經過適當的修改後，

亦能適用，故系統本身必須具有不斷修正

及擴充之特性，系統建置的短中長期目標

概述如下：

短期目標

系統短期目標主要是先建置非接觸式 IC 智

慧卡系統，達成臺北都會區公車、捷運及

公有路外停車場之票證整合，提供乘客一

卡通用的便利服務。

中長期目標

爭取台灣北部地區其他交通運輸工具納入

使用範圍，例如長途客運、台灣鐵路、機

場捷運及其他縣市大眾運輸系統等；也將

嘗試擴大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的應用，例如

觀光、旅遊點聯合促銷及門禁管理系統等，

以增加 IC 卡整合的廣度；未來 IC 卡成為

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時，將開發以 IC 智慧卡

為工具的小額消費。

系統執行計畫

系統功能及需求

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票證整合系統規劃的基

本理念，在於設計架構可提供多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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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顧客多種選擇機會，並兼顧營運成本

及風險管理，創造最大利潤，達成政府、

業者及消費者多贏的局面。

基於非接觸式 IC 卡具有高容量之特性，應

可滿足現階段乘客、運輸業者及主管機關

對票證之需求。經初步評估，此系統除應

具有快速完成交易特性外，所包含功能如

下所述：

●  配合各運輸業者營運需求，提供包括不

同身分、定期、計程、計次、特定區段、

彈性費率及優惠等各種 IC 智慧卡票證，

及必要之使用狀況稽核功能，並需配合

各運輸業者業務需求，可機動調整票證

費率之能力。

●  具備與各運輸業者原有收費系統，並行

使用、資訊傳送及結合報表彙整資料之

功能。

●  應配合各運輸業者之營運作業流程，連

線傳送當日交易資料、相關營運報表、

對帳報表、撥款轉帳作業及黑名單管制

作業。

●  配合各運輸業者之營運作業流程，提供

持卡人每次加值後，首次發生消費餘額

不足時之透支消費額度。

●  採共用錢包方式，具備現金及轉帳加值

功能。

●  忠誠度回饋：採累積消費與累積點數的

觀念，依據行銷之需要，給予不同程度

的折扣。

●  付款方式：保留現行預付式付款，並增

加信用式，提供旅客多種選擇

a.  預付式：可享有一定比例之折扣回饋

消費者。

b.  信用式：基本上票款無折扣，但可累

積消費點數，在一特定期限內向消費

者請款。

●  轉乘辨識：

a.  在一定時間內能辨識不同運具間之轉

乘旅次，並且提供折扣優惠，免除現

行使用轉乘券人工作業的困擾。

b.  在一定時間內，能辨識相同運具之連

續搭乘旅次，並且提供優惠折扣之功

能。

c.  在一定時間內，能辨識不同運具間之

轉乘旅次，合併不同運具搭乘里程，

統合旅費及劃分帳務之功能。

d.  為確保轉乘部份之正常運作，此系

統應提出不同運具系統間時間同步

之方法。

●  尖離峰使用之分辨：系統應能在設定尖

離峰時間下，分辨旅次時間落點或分

割，具備有實施差別費率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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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台作業能夠將非接觸式 IC 卡相關營運

資料需與現行票證系統彙整。

● 客戶服務之項目：

a.  普設自動加值補票設備：每一車站付

費區與非付費區，均應至少設置一台

自動加值補票設備，此一設備應可接

受紙鈔或金融卡、信用卡轉帳。

b.  旅客可以電話方式或網際網路查詢持

卡式使用狀況及餘額，如為記名卡，

旅客可以電話掛失。

c.  普設卡片資訊顯示設備（讀卡機），旅

客可持卡於此一設備上讀出票卡之旅

次資料、 使用期限、使用次數及電子

錢包餘額等資訊。 

臺北捷運系統票證全面

IC化
臺北智慧卡票證公司成立後發行「悠遊卡」

品牌之非接觸式 IC 卡，於 91 年 6 月整合

捷運、公車及停車場之 IC 悠遊卡儲值票，

取代原磁卡儲值票通行臺北捷運系統、停

車場及各聯營公車路線，至於捷運單程票

作業，在磁卡系統設備仍舊堪用情況下，

基於成本考量暫時仍續用原磁卡系統運

作，所以票證系統，採單程磁卡∕ IC 卡雙

軌併行方式營運。

由於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因應後續路

網包括新莊線、蘆洲線、內湖線及南港東

延段等新路線之自動收費系統建置，及現

有磁卡系統將陸續屆齡，考量非接觸式 IC

卡已為全世界之潮流，為使未來全路網票

證之使用介面能一致，及減少 IC 卡與磁

卡系統間介面整合之複雜度與風險，並可

降低維護成本，經工程建置、票務管理、

維修運轉等多方效益評估後，決定採全 IC 

卡系統取代現行磁卡∕ IC 卡併行方式，

為旅客提供更便捷之服務，故將未來路網

及已營運路線之自動收費系統全面重置更

新，採用全 IC 系統規劃設計，以 IC 代幣

（TOKEN）取代原有磁卡單程車票，同時

進出閘門也從三柱旋轉式改為門檔式，以

提昇旅客驗票進出之效率。

各項設備之特性

門檔式閘門

自動收費閘門由目前三轉柱改為門擋式自

動收費閘門，旅客不需轉動三轉柱，即可

直接進、出車站，原有三轉柱閘門通行人

數為每分鐘 20 人，新閘門通行人數提昇

為每分鐘 60 人。具自動偵測功能，可依

旅客行為決定門檔該開啟或關閉。對於坐

輪椅、行動不便、提攜大型行李、抱娃娃、

推嬰兒車的旅客在使用這套新的驗票閘門

時，更能感受其人性化及便利性，對於隨

同持有效票的大人且身高在 115 公分以下

的孩童，還可免費通行。

單程票

改為內藏 IC 晶片之代幣式 Token，取代卡

片式磁卡。

單程票售票機

單程票售票機全面改為可使用紙鈔或硬幣

購票，旅客操作介面改採更為人性化的觸

控式螢幕。

單程票改為 IC Token 之效益

臺北捷運系統全面採用非接觸式 IC 卡票證

處理（單程票採代幣）之設計，此設計方

式亦為目前世界新設捷運系統之趨勢，如



新設已完工使用之新德里、廣州、曼谷及

新建之高雄捷運（將於 2007 年完工營運）、

丹麥哥本哈根對單程票皆採此設計方式。

如捷運單程票仍維持磁卡系統，對自動收

費系統設備形成處理單程票磁卡與悠遊卡

二套系統並行情況，增加捷運公司營運管

理及維修負擔，且對新莊、蘆洲、內湖線

及南港東延段自動收費新設備採購成本亦

較高，故新系統採用全非接觸式 IC 卡票證

處理。

單程票因旅客單程旅程費率較低，車票須

回收使用，採 IC Token 作業之票證消耗成

本比磁卡及 IC 紙票（拋棄式不回收）方式

比較便宜，亦無拋棄車票造成垃圾量之環

保問題。

票證與生活結合

IC 智慧卡廣大功能

IC 智慧卡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

多重應用。這種潛藏的科技允許數種應用

併存於卡片上，因此可以增加實用性與消

費者的接受度，讓原本僅有的收費應用首

度擴張涵括了與車輛相關的應用，像是停

車收費，甚至晚近的城市應用，像獲取城

市服務的證明卡，電子錢包應用以及個人

的忠誠度獎勵計劃等。事實上，許多合作

夥伴提出的任何商業應用都可以放入卡片

內，創造出各種商業的可能性。

隨著近年來資訊科技之快速發展，資訊功

能不斷倍增，相對價格急遽的下降，尤其

是所需的空間也不斷縮小，讓一張薄薄的

IC 智慧卡片可以具有計算及儲存的功能，

它就如同早期個人電腦一樣具有相同的效

能及記憶體。而且未來 IC 智慧卡將以愈來

愈低的成本，提供愈來愈高的效能及功

能，未來智慧卡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之功

能與角色，未來的社會將藉由這張卡片讓

我們生活的更方便，從金融、通訊、醫療、

政府行政、運輸、旅遊、娛樂、零售及教

育等各方面，都已有應用之具體先例，可

是目前的應用還都只是開端，未來仍有龐

大的開發潛力。

大眾運輸票證潛在的優勢

運輸產業內 IC 智慧卡快速地發展，都會區

廣大的乘客有利於其票證大量的發行與持

有，提供運輸業者在未來其他 IC 智慧卡發

展的有利地位。

大眾運輸票證作業由於數量龐大相對就突

顯其複雜性與作業量，旅次單價低也造成

業者對操作成本相當在意，也由於都會旅

次特性，另外，也因為旅客要求使用方便

及迅速性，因此，透過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

可以同時滿足以上之需求。

大眾運輸票證非接觸式 IC 卡，其發行數量

隨著運量的規模可以等比擴大及又因為大眾

運輸的方便性形成民眾隨身攜帶之特性，不

致於造成發卡單位好不容易吸引一般民眾辦

了信用卡卻又是鎖在家裡抽屜，形成所謂「呆

卡」之情形，因此，大眾運輸業者可以利用

這個發行量大而又隨身攜帶的優勢，可以形

成一個相當規模且有效的金流平台，各項小

額消費可以透過這個金流消費平台進行各項

消費，而且可以利用其票卡規模衍生出其他

多重的功能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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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之應用擴展

臺北智慧卡票證公司發行之非接觸式 IC 智

慧卡（悠遊卡）於 21 世紀開始於大臺北

地區，專責 IC 智慧卡票證系統之建置及

營運，整合臺北地區聯營公車、大眾捷運

系統及臺北市區公營路外停車場等票證作

業，利用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優異的功能，

為臺北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及停車場之使

用者，提供更便捷、更多樣化之服務，也

為 IC 智慧卡在國內的應用，開創出一個大

規模應用的先例，成為 IC 智慧卡未來發展

之先機，其利用已有之應用基礎，逐漸擴

大了其應用範圍。

交通領域拓展使用範圍

1. 停車場部分

臺北縣地區公營停車場、學校及各大型

停車場陸續建置；另外，小型停車場部

分，已有多家連鎖停車場經營業者，積

極推動使用悠遊卡繳付停車費；路邊停

車部分，已陸續於臺北市各主要街道上

建置具悠遊卡路邊停車計時收費器。

2. 擴展纜車使用部分

配合貓空纜車系統建置作業，已規劃票證

系統將採用悠遊卡為付費工具，配合纜車

營運，完成悠遊卡系統上線營運作業。

發行悠遊聯名卡及擴展使用範圍

臺北智慧卡票證公司與國內四家大型銀行

共同發行悠遊聯名卡，票證公司授權銀行

發行具有悠遊卡功能的信用卡，除了收取

聯名卡權利金另外再依發卡張數收取發卡

回饋金（以契約規定最少發卡數 220 萬張

卡）。對於悠遊聯名卡中所附帶的「悠遊

錢包」也將擴大在各便利商店應用，未來

將逐步推廣至加油站、自動販賣機、連鎖

咖啡店等通路，為民眾建構最方便的付款

環境。

學生證結合悠遊卡

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發行學生證內附悠

遊卡功能，讓臺北市每位學童擁有具悠遊

卡功能之學生證，不但方便其搭乘使用臺

北都會區之大眾運輸工具，由於悠遊卡內

之晶片具有驗證登錄功能，同時可以提供

具有門禁驗證，確認學生到校及離校，方

便學校及家長之管理及到離校之確認。

推動票證整合

鑑於台灣一日生活圈漸成，以臺北悠遊卡

之數量及成本優勢計畫整合基隆交通卡、

中彰投 e 卡通及桃竹苗台灣通等交通電子

票證系統，將來更有宜花東公路客運電子

票證系統、台鐵電子票證系統等計畫之投

入，多卡互通勢必為將來之趨勢。

未來發展方向
金流電子化是民眾未來生活的主要付款方

式，大眾運輸業者發行之 IC 智慧卡以其規

模上及民眾隨身持有之優勢，未來可望朝

向以下三個層面來發展。

臺北捷運票證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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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悠遊卡發行量及交易筆數

時間 發卡數 悠遊卡交易筆數

2002 年 6~12 月 1,004,254 張 62,749,716 筆

2003 年 1~6 月 996,232 張 209,524,011 筆

2003 年 7~12 月 1,231,163 張 342,719,546 筆

2004 年 1~6 月 791,946 張 383,130,013 筆

2004 年 7~12 月 800,700 張 412,386,399 筆

2005 年 1~6 月 768,750 張 415,341,637 筆

2005 年 7~12 月 895,319 張 433,916,013 筆

2006 年 1~6 月 780,341 張 432,095,296 筆

2006 年 7~12 月 1,274,535 張 462,779,640 筆

上市至 2007/1/31 總計 8,751,071 張 3,234,491,718 筆

建立小額消費之支付平台

大眾運輸業者所發行的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

上之電子錢包不但可以支付搭乘大眾運輸

費用，亦可以在其他交通領域中使用，除了

目前臺北地區大眾運輸工具外，已逐漸在北

台灣地區計畫整合各種運輸業者之票證作

業，相信在未來以其數量及成本優勢，可望

在台灣地區達到「一卡通」的終極目標。另

外，如果政府相關法令許可情況下，可以做

為跨領域做小額消費使用，包括便利商店、

加油站、計程車、電影院、政府機關的行政

規費及各種景點參觀門票。

異業結合

以悠遊卡之發行量詳如表 4 所示，至今已近九百萬張，在台灣地區之卡片發行量已是

第一名，在數量的優勢下，吸引金融業者共同發行聯名卡，除了增加悠遊卡發行單位

之收益外，也相對增加悠遊卡本身之發卡量；未來也可運用相同模式，悠遊卡也可以

和手機結合，與手機系統業者結合，發行具有悠遊卡功能的系統晶片，讓民眾可以直

接利用手機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進行各種小額消費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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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資訊與商業結合

依表 4 所示悠遊卡己有近 32 億筆的消費

資訊，透過這些資訊的整理分析可以瞭解

解讀市場的趨勢及動向，如乘客起訖點的

運輸需求統計資訊對政府機構進行運輸規

劃、交通建設有幫助；旅客行為特性如旅

次長度、進出地點等有助於房地產業者之

人潮掌握，乘客特性統計及變化對一般

商品之市場瞭解及推廣也有一定的助益，

如果未來能夠配合記名卡之發行的大量推

廣，讓持卡人之特性與及悠遊卡使用資訊

結合，則更能發揮這些悠遊卡消費資訊之

商業價值。

結語
全面 IC 智慧卡化

一張卡片可以很輕鬆又方便的完成繳費、

驗證及紀錄等各項工作，一直是大眾運輸

的理想目標。只要持有一張 IC 智慧卡，乘

客不再有煩人的購票手續，也不必面臨尋

找零錢之窘境，既方便了旅客，也可以讓

政府部門及大眾運輸業者減少大筆經費與

時間輕易獲得的資訊，以掌握乘客旅次行

為的特性，而規劃出更能符合實際需要的

運輸路線，提高大眾運輸之乘載率。這些

都是透過小小的一張智慧卡，營造出一個

有利於大眾運輸發展的環境。

台灣地區地狹人稠，發展大眾運輸是一項

勢在必行之交通政策，政府除了提供各種

優惠鼓勵措施外，更是積極推動有關交通

整合措施，希望透過整合大眾運輸系統來

提高其運輸效率，提供一個方便行的空

臺北捷運票證現代化

103

間，吸引民眾移轉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非

接觸式 IC 智慧卡具有整合不同費率之大

眾運輸系統，運輸系統票證作業採用非接

觸式 IC 卡，已是趨勢也是潮流；藉由臺

北都會區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計劃，方便

旅客搭乘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進而有效提

昇臺北都會大眾運輸乘載率，隨著臺北捷

運單程票也採用 IC 智慧卡（TOKEN），臺

北都會區大眾運輸票證作業可說是進入全

面 IC 智慧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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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的票證

電子貨幣的出現，一直有取代目前發行通

用之通貨（紙幣及硬幣）的趨勢，雖然電

子貨幣對交易行為之支付本身具有其攜帶

方便、交易快速、準確及帳務處理方便之

優點，但是由於其認證及安全機制一直未

能得到大眾之接納，民眾尚未養成使用習

慣，截至目前為止可以說是不太成功，究

其原因，發行及消費地點的量一直無法達

到所謂經濟規模，造成民眾不方便及不願

意使用，大眾運輸 IC 智慧卡由於有其基本

龐大的旅客量，其將來發行及應用範圍的

可以有效擴大，對電子貨幣取代目前發行

的通貨相信會有一定之助力。 

悠遊卡目前確定之應用範圍僅有臺北大眾

運系統、聯營公車及公有路外停車場，其

應用範圍將逐漸的擴大，將來只要符合小

額、快速之付費交易都是悠遊卡之發展空

間，透過其規模的經濟性及隨身攜帶的有

利持性，可以有效發揮其作小額消費金融

平台之功能，讓民眾除了可以很方便的搭

乘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外，更可以利用這一

張原係僅有票證功能之卡片，變成民眾方

便的支付工具，也因此讓大眾運輸業者附

業的經營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透過

共同合作與參與的機制，未來民營型態之

智慧卡票證公司，可以透過 IC 卡之方便之

支付功能經營潛力雄厚之消費金融市場。

參考文獻

1.  陳曉開譯（2000），智慧 e 卡：啟動全面電子商

務時代的新商機。 

2.  臺北市政府（1999）「民間機構共同參與建置

及營運臺北 IC 卡票證」專案徵求建議書文件

（Request For Proposal）。

3.  黃宏仁（2001），「臺北 IC 卡票證整合系統之推

動及建置」，都市交通季刊。

4.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2003），「新莊線、蘆

洲支線、南港線東延段機電系統、臺北捷運公司

車載設備、捷運數位無線電系統、捷運自動收費

系統工程契約」。



臺北捷運公司稽查作業—

探討旅客違規特性

105

Taipei M
etro Inspection O

perations: A
 D

iscussion of Passenger 
Violations of Taipei M

etro Regulations

臺
北
捷
運
公
司
稽
查
作
業

—

探
討
旅
客
違
規
特
性

07

陳守富

Tommy Chen 



臺北捷運公司稽查作業—探討旅客違規特性
Taipei Metro Inspection Operations: A Discussion of Passenger 

Violations of Taipei Metro Regulations

陳守富 Tommy Chen1 

106

營運與管理07

摘要
臺北捷運公司為強化民眾守法意識，建構系統內祥和、順暢之營運秩序與文化特色，藉以提昇服務品質，自

2003 年 3 月起成立一稽查臨時編組，會同捷運警察隊全面執行勸導及稽查捷運系統違規工作。藉由加強捷運

系統違規勸導及取締工作之有效稽查執行，同時提供旅客必要協助，以提昇臺北捷運服務品質，並滿足旅客需

求。該臨時小組於 2004 年 7 月完成階段任務後，成員全數歸建，本人有幸受命重組並正名為「稽查組」，編

制 12 名成員，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由改組之生力軍接棒迎接全新之挑戰，以期締造更為輝煌璀璨之工作

績效。

稽查作業安排須考量車站、時段、違規項目及旅客等相關特性，並依據稽查紀錄及違規觀察指標之數據，調整

稽查工作方針與執勤重點，以收最佳成效。本文從 2005 年稽查組執行的旅客違規特性調查專案及 2006 年度

的稽查紀錄來探討臺北捷運的旅客違規特性。

依據去（2006）年勸導及查獲 17,697 件旅客違規中，勸導嚼食口香糖 13,274 件居首位（約佔整體違規

行為 7 成 5），其餘違規件數，例如票證違規使用、禁食區飲食、抽煙及散發傳單等，共計 4,423 件（約

佔整體違規行為 2 成 5 左右）。另從 2005 年的旅客違規特性調查數據，其中違規嚼食口香糖之年齡層分

佈，以 20-50 歲（上班群族）間達 61.63% 最高，20 歲以下（學生群族）佔 31.36% 次之，50 歲以上（老

人群族）則佔 7.01%；違規人性別男性占 46.85%、女性占 53.15%。至於違規時段，以 17 時至 20 時

30.27% 最高，10 時至 14 時 27.63% 次之，14 時至 17 時佔 22.96%。

關鍵詞：稽查作業、旅客違規特性、大眾捷運法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law-abiding behavior of passengers on the Taipei Metro and build up a harmonious, orderly 
and efficient public transport environment, and thereby improve overall service, the TRTC established a temporary 
inspection team in March 2003. This team, work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MRT police, aims to review and correct 
passenger behavior that is in violation of the Mass Rapid Transit Act. The team offered passengers all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to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thereby improve overall service and better meeting passengers needs.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the temporary team was completed in July 2004. On Jan. 1, 2005, I had the honor of forming 
a new “Inspection Unit” of 12 members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temporary inspection team and continue the 
work of improving the service offered by Taipei Metro.

Our inspection work is based on a consideration of stations, times and records of past violations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and focus of our work. This paper will look at the nature of passenger violations of the MRT Act based on 
records from 2005 and 2006.

In 2006, there were a total of 17,697 violations recorded （including warning and ticketed items）, with the chewing 
of gum making up 75% of cases, or 13,274 cases. Other violations, such as illegal use of EasyCard, eating and 
drinking in prohibited areas, smoking and distribution of leaflets accounted for 25% or 4,423 cases. According to a 
breakdown of figures for 2005, the age groups found chewing gum: 21-51 （commuters） is the highest at 61.63%, 
with below 20 （students） 31.36% and the above 50 （elderly） 7.01%. The gender breakdown was 46.85% 
male and 53.15% female. The time period of violation 5pm to 8pm 30.27%, 10am to 2pm 27.63% and 2pm to 5pm 
22.96%.

Keywords：inspection work, characteristics of passengers' violation, Mass Rapid Transit Act （MRTA）

1  臺北捷運公司政風室稽查組組長∕e00337@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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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與目的
臺北捷運通車以來，有效改善台北都會交

通狀況，縮短區域交通距離，加速台北都

會區週邊市鎮的城鄉發展，其禁止飲食措

施、禮讓博愛座與排隊候車等措施，早已

成為捷運新文化，臺北捷運更以「顧客至

上、品質第一」為經營理念，提供優質的

服務及環境給旅客而努力。

從臺北捷運公司統計資料，2006 年度平均

每天搭乘人次有 105.20 萬人，2007 年 3

月份單月更達 116.63 萬人，每天如此多旅

客在捷運系統內走動，旅客的行為就值得

去關心探討，尤其是一些旅客違規行為，

間接或直接影響多數人的搭車環境，因此

臺北捷運公司成立一稽查單位，由稽查人

員配合站務同仁及捷運警察，全面執行勸

導及取締捷運系統違規工作。

本報告透過稽查人員的稽查作業及紀錄，

藉由相關數據來探討旅客違規特性，俾利

掌握及降低捷運旅客違規事件，以擬定相

關作業之有效參酌依據。

本報告之探討目標包括以下幾點：

 (1)  掌握臺北捷運系統各路線、車站的旅

客違規項目及趨勢，適時安排稽查重

點項目。 

(2)  藉由重點車站的違規調查，深入蒐集旅

客違規案例，進而有效的探討分析，藉

以調整稽查作業。

 (3)  彙整及探討旅客違規原因，做為公司改

善捷運環境及管理政策之參考。

臺北捷運公司稽查組簡介

稽查組的成立

臺北捷運公司為強化民眾守法意識，建構

系統內祥和、順暢之營運秩序與文化特

色，藉以提昇服務品質，自 2003 年 3 月

起成立一稽查臨時編組，會同捷運警察隊

全面執行勸導及稽查捷運系統違規工作。

藉由加強捷運系統違規勸導及取締工作之

有效稽查執行，同時提供旅客必要協助，

以提昇臺北捷運服務品質，並滿足旅客需

求。該臨時小組於 2004 年 7 月完成階段

任務後，成員全數歸建，由現任組長陳守

富受命重組，依據『臺北捷運公司稽查組

作業要點』於政風室組織下成立「稽查組」，

編制 12 名成員，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由

改組之生力軍接棒迎接全新之挑戰，以期

締造更為輝煌璀璨之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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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組的組織架構

2005 年稽查組編制 12 名成員，組長 1 名，管理員 2 員，助理管理員 9 員，詳圖 1、稽查

組組織圖。

 稽查組的工作重點項目

1. 稽查違反大眾捷運法相關規定事項。

2. 取締車站周邊臨時攤販及商業行為。

3. 捷運站體設施設備及可疑人事物查察。

4. 稽查線形公園及地下街環境。

5. 遊民輔導作業。

6. 為民服務工作。

7. 大型活動安全維護工作。

8. 其它專案計劃。

稽查人員的執勤方式

勤務管理

1.  依本組人力，除組長及行政幕僚人員外，

其餘人力輪排早、午兩班執行稽查任務，

且組長指定一人為當班值班管理人員。

2.  工作時間採早、午兩班，分平常日及假

日兩種。

平常日：早班為：07:00 至 15:00；午班

為：14:30 至 22:30。

假日：早班為：10:00 至 18:00；午班為：

14:30 至 22:30。

3.  若有專案任務時，視任務需要機動調整

工作時間。

4.    將路線分淡水線、新中板土線及南港木

柵線三範圍，由各班三名值班人員就權

責範圍進行稽查作業。

↑ 圖 1・稽查組組織圖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組長

管理員 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臺北捷運公司稽查作業—

探討旅客違規特性

109

稽查作業

1.  稽查作業安排須考量工作項目或違規案

件之季節性與時段性。

2.  稽查作業方式採用固定人員、時段，觀

察旅客活動情形並找出觀察指標，依據

觀察指標數據之上升或下降，調整工作

方針與執勤重點，以收成效。

3.  稽查人員於執行勤務時，視情況會同捷

運警察隊進行勸導及取締。

4.   稽查人員於執行勤務時，需穿著制式服

裝及攜帶相關執勤配備。

5.  詳實記錄執行期間各項違規稽查資料，

執行成效納入員工考核並定期提報。

稽查人員的重要績效

回想 2005 年 8 月正一心思維稽查作業建制

時，突然受命承接已經困擾公司兩年的案

件 --『電聯車座椅遭持續刻特定字（客家

人）案』，從初始集思廣益專案研討，針對

歷年來資料審慎分析、比對並彙整建檔，

再佈線巡查，到後來成立公司跨部室專案

小組因應，掌握犯案者之作案習性，放長

線釣大魚，終於在 2006 年 11 月 8 日由線

上埋伏的捷運警察人員，將正用預藏螺絲

釘刻劃「客家人」字樣之嫌疑人以現行犯

逮捕，本案終於偵破。過程中本組同仁同

心協力、戮力以赴，尤其在過濾監視器尋

找嫌疑人蹤跡時，更是在抽絲剝繭不放過

任何可能性，才找到嫌疑人出站的關鍵畫

面，稽查同仁的辛勞獲得公司的肯定與嘉

許，這時也是稽查組聲譽在最高峰的時候。

稽查工作項目包羅萬千，不僅是捷運系統

內外的違規行為稽查，舉凡大型活動期間

如元宵燈節、跨年活動，或公司舉辦的活

動、記者會，民眾於捷運站附近的活動，

如演唱會、集會遊行等等，只要是人多的

地方就有黑衣部隊的身影，至於捷運路線

現況、設施設備遭塗鴉、毀損甚至破壞等

狀況之掌控，以及公司其它部門新政策實

施措施的了解、活動現場支援等等，在這

講究分工合作的時代，稽查工作更需具有

全方面的角度，務必以有限的人力，預見

其它單位人員未見之缺失，彌補其未逮之

作為，以突顯稽查之價值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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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列幾項本組成立後努力的成果：

1.  多次協助逮捕捷運系統內性騷擾嫌犯。

2.  2005 年 5 月查獲中山線形公園水溝蓋遭

偷竊事件，從事件發現、協助通報及指

證圖像，進而逮捕兩名嫌犯。

3.  2005 年 6 月及 2006 年 5 月於捷運系統

內逮捕吸膠男子。

4.  2006 年 7 月遊民輔導勤務期間於劍潭站

協助查獲一名通緝犯。

5.  2006 年 11 月偵破電聯車遭持續刻字

（客家人）案。

6.  2005 年績效處份書開立 109 件、票證取

締 695 件、違規勸導單 15,024 件、為

民服務共計 29,538 件及發現系統設備異

常 559 次。

7.  2006 年績效處份書開立 266 件、票證取

締 136 件、違規勸導單 17,404 件、為

民服務共計 40,359 件及發現系統設備異

常 276 次。

稽查組成員小檔案：

1.   2004 年 8 月 16 日組長陳守富報到進行

稽查組重整規劃。

2.   2004 年 10 月 1 日管理員吳文杰、陳照

德報到。

3.  2005 年 1 月 1 日助管員李政達、陳紫

櫻、高瑞祺、林哲賢、蔡世豪、高聖宗、

廖慶生、徐志維八名成員報到，稽查組

正式成軍共計 11 名成員。

4.   2005 年 9 月 5 日助管員李政達考上稅務

特考而離職。

5.   2006 年 4 月 1 日助管員胡嘉偉報到。

6.   2006 年 8 月 1 日助管員廖慶生借調至政

風室政風課。

7.   2006 年 9 月 1 日助管員高聖宗平調至人

力部訓練中心。

旅客違規特性探討與分析
2005 年 1 月起新成軍稽查組負起執行勸導

及稽查捷運系統違規工作之重責，下文僅

以該組 2005 年執行旅客違規特性調查結果

及 2006 年整年度的稽查績效，來探討臺北

捷運旅客的違規特性。 

2005 年旅客違規特性調查 
本組於 2005 年元月始受命重新成軍，現有

稽查人員皆無稽查取締經驗，對旅客生態

更一無所知，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為讓稽查同仁能早一日瞭解各路線、各車

站的旅客違規動態，深入而有效的探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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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違規特性，並能洞悉違規的環境及因素，

針對特定的項目、時段等做重點的稽查取

締，發揮最有效的稽查功能。

目的

1.   藉由旅客違規特性的調查，了解各車站旅

客違規時段、性別、年齡、違規項目等之

相關特性。

2.  參酌旅客各項違規特性，機動調整稽查

作業安排。

3.  針對特定的違規項目、時段、車站或違規

人等規劃稽查專案，俾利降低旅客違反大

眾捷運法之行為。

抽樣

取 2005 年度 1~3 月份各路線旅運量較高之

車站進行旅客違規特性蒐集，各線旅運量詳

表 1。平常日木柵線取前兩名的南京東路站

及中山國中站；新店、中和線取前四名的頂

溪站、公館站、古亭站及台大醫院站；淡水

線取前四名的台北車站、劍潭站、中山站及

民權西路站；板南線取前四名的新埔站、西

門站、市政府站及忠孝復興站。另假日選擇

動物園站、台北車站、淡水站及西門站四站

為樣本車站。

↑ 圖 2・稭查人員

↑ 圖 3・稭查人員生活照



表 1　2005 年 1~3 月各線旅運量

捷 運 站 別
一至三月累計

運量排名

入站 出站 合計

木柵線

中山國中 1,277,297 1,196,711 2,474,008 二

南京東路 1,404,867 1,497,446 2,902,313 一

忠孝復興 282,347 281,607 563,954 

大安　 961,130 985,939 1,947,069 

科技大樓 785,374 771,242 1,556,616 

六張犁 711,653 680,516 1,392,169 

麟光 263,069 243,517 506,586 

辛亥 219,785 193,526 413,311 

萬芳醫院 888,905 949,421 1,838,326 

萬芳社區 167,262 139,554 306,816 

木柵 349,618 363,567 713,185 

動物園 452,089 442,613 894,702 假日重點站

新店線

小碧潭 153,358 156,170 309,528 

新店 776,116 720,882 1,496,998 

新店市公所 706,685 730,790 1,437,475 

七張 986,526 930,777 1,917,303 

大坪林 1,165,198 1,106,938 2,272,136 

景美 1,123,303 1,142,267 2,265,570 

萬隆 579,283 547,085 1,126,368 

公館 2,048,332 2,094,992 4,143,324 二

台電大樓 1,000,411 947,248 1,947,659 

古亭 1,995,592 2,008,247 4,003,839 三

中正紀念堂 1,588,162 1,516,811 3,104,973 

小南門 278,412 281,541 559,953 

台大醫院 1,755,142 1,776,762 3,531,904 四

中和線

頂溪 2,125,771 2,202,189 4,327,960 一

永安市場 1,335,048 1,320,595 2,655,643 

景安 1,341,069 1,304,988 2,646,057 

南勢角 1,338,965 1,286,051 2,625,016 

淡水線
台北車站 8,893,577 8,732,697 17,626,274 一（假日）

中山 2,637,115 2,741,459 5,378,57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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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運 站 別
一至三月累計

運量排名

入站 出站 合計

淡水線

雙連 1,415,477 1,535,120 2,950,597 

民權西路 2,220,620 2,218,391 4,439,011 四

圓山 1,638,727 1,638,969 3,277,696 

劍潭 2,626,736 2,638,623 5,265,359 二

士林 1,735,235 1,810,697 3,545,932 

芝山 1,240,216 1,195,106 2,435,322 

明德 932,283 866,836 1,799,119 

石牌 1,856,916 1,946,551 3,803,467 

唭哩岸 510,905 460,604 971,509 

奇岩 570,422 396,371 966,793 

北投 1,151,699 1,288,048 2,439,747 

新北投 336,639 293,519 630,158 

復興崗 214,793 210,873 425,666 

忠義 212,167 222,532 434,699 

關渡 823,282 846,782 1,670,064 

竹圍 649,311 645,445 1,294,756 

紅樹林 440,774 458,670 899,444 

淡水 2,522,984 2,485,773 5,008,757 假日重點站

板南線

新埔 4,116,805 3,787,459 7,904,264 一

江子翠 1,396,506 1,381,120 2,777,626 

龍山寺 1,562,545 1,583,662 3,146,207 

西門 3,787,707 3,824,489 7,612,196 二（假日）

善導寺 1,002,309 1,047,866 2,050,175 

忠孝新生 1,341,825 1,415,907 2,757,732 

忠孝復興 2,732,462 2,734,674 5,467,136 四

忠孝敦化 2,096,195 2,343,132 4,439,327 

國父紀念館 1,256,591 1,364,846 2,621,437 

市政府 2,701,135 2,777,685 5,478,820 三

永春 1,222,837 1,201,522 2,424,359 

後山埤 1,078,498 1,027,144 2,105,642 

昆陽 1,985,146 2,028,644 4,013,790 

臺北捷運公司稽查作業—

探討旅客違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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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旅客違規項目比率圖

作業方式

1.  平常日於週一、三、五進行調查，共計調查三天。

2.  假日於週六、日隔週各一天進行調查，共計調查兩天。

3.   稽查地點著重於站體內（閘門、月台及大廳）。

日期與車站

1.  淡水線：於 2005 年 4 月份進行調查作業。

平日：台北車站（R13）、中山站（R14）、民權西路站（R16）、劍潭站（R18A）。

假日：台北車站（R13）、淡水站（R33）。

2.  板南線：於 2005 年 6 月份進行調查作業。

平日：新埔站（BL03）、西門站（BL06）、忠孝復興站（BL10）、市政府站（BL13）。

假日：西門站（BL06）。

3.  新中線：於 2005 年 9 月份進行調查作業。

平日：公館站（G07）、古亭站（G10）、頂溪站（O16）、台大醫院站（R12）。

4.  木柵線：於 2005 年 10 月份進行調查作業。

平日：中山國中站（BR02）、南京東路站（BR03）。

假日：動物園站（BR13）。

結果分析

旅客違規項目分析

旅客最主要的違規項目是禁食部份，口香

糖（70%）及飲食（19%），兩者共佔了總

違規件數的 89%，詳右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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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違規旅客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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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違規旅客年齡層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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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旅客違規時段趨勢圖

違規時段分析

1.  違規狀況從早上起隨時間趨增，到下午

16:00~18:00 為違規最高峰後下降。

2.  14:00~15:00 的數據因調查人員交接班

關係而失真。

違規旅客之性別年齡分析

1.  本次調查違規旅客比例為男（48）：

女（52），若與搭乘捷運旅客比例男

（33）：女（67）比對，顯示男性違規

比例較高。

2.  本次調查違規旅客年齡層比例為學生

（36）： 上 班（55）： 老 年（9）， 若

與搭乘捷運旅客年齡層比例約為學生

（25）：上班（63）：老年（12）比對，

顯示學生族群違規比例偏高。

（本調查設定 0-20 歲為學生群族：

20-50 歲為上班群族：50 歲以上為老年

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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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 年 1~3 月各線旅運量

路線／車站
2005 年 1~3 月

平均旅運量
類別 平均每日違規次數

0~20 歲

（學生）

20~50 歲

（上班）

50 歲以上

（老人）

淡

水

線

台北車站 17,626,274 平日 113.00 37% 55% 8%

中山站 5,378,574 平日 66.33 23% 69% 8%

民權西路站 4,439,011 平日 78.33 31% 59% 9%

劍潭站 5,265,359 平日 76.00 33% 57% 10%

台北車站 17,626,274 假日 113.00 38% 53% 9%

淡水站 5,008,757 假日 212.50 50% 44% 7%

板

南

線

新埔站 7,904,264 平日 62.67 31% 60% 9%

西門站 7,612,196 平日 75.33 47% 48% 4%

忠孝復興站 5,467,136 平日 74.00 34% 54% 12%

市政府站 5,478,820 平日 71.33 27% 64% 9%

西門站 7,612,196 假日 129.00 52% 46% 3%

木

新

中

線

公館站 4,143,324 平日 64.67 47% 48% 5%

頂溪站 4,327,960 平日 49.67 36% 50% 13%

古亭站 4,003,839 平日 48.00 36% 51% 13%

台大醫院站 3,531,904 平日 44.33 27% 52% 21%

中山國中站 2,474,008 平日 64.33 20% 69% 11%

南京東路站 2,902,313 平日 61.00 17% 74% 8%

動物園站 894,702 假日 33.00 61% 39% 0%

3.  由表 2 的數據分析來看我們可以針對

特定的年紀族群來加強取締勸導。此

以年齡的分佈為主，不以旅運量大小

為重點。

A.  平日上班群族的違規量較多，但假日

則以學生群族違規量多。

B.   若要加強【學生】族群違規取締，

可於假日動物園站、西門站、淡水

站執勤。

C.  若要加強【上班】族群違規取締，可

於南京東路站、中山國中站、中山站

執勤。

D.  若要加強【老年】族群可於台大醫

院站執勤。

各線違規交叉比較（詳表 3）

從各線旅客違規率來看，淡水線最高

（2.74），其次是木新中線（2.38），板

南線雖旅運量高但其違規率卻是最低

（2.32）。

三大違規項目數據分析

以各路線別的違規項目所佔的比例來看，

前三名依序都是口香糖、飲食及身高超過

115CM 未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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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線旅客違規率

路線別 旅運量
總違規

次數

平常日 假日

總調查天數
平均每日違規

次數

違規率（百萬）            

 （總次數 / 天

數 / 運量）
（站） （天） （站） （天）

淡水線 37717975 1652 4 3 2 2 16 103.25 2.74 

板南線 34074612 1108 4 3 1 2 14 79.14 2.32 

木新中線 22278050 1062 6 3 1 2 20 53.10 2.38 

(1)  以最大宗的違規項目『口香糖』來看，

假日以淡水站、西門站、台北車站的違

規次數最多；平日以台北車站、忠孝復

興站違規次數最多。

(2)  以違規項目『飲食』告發勸導來看，假

日可於淡水站及西門站稽查；平日可於

台北車站、民權西路站、劍潭站、公館

站稽查。

(3)  以取締『身高逾 115cm 未購票』兒童

來看，假日可於淡水站、西門站、動物

園站取締；平日可於新埔站、忠孝復興

站取締。

2006 年稽查組稽查紀錄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第

五十條第一項或第五十條之一之處罰，地

方主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

人員執行之。 」本公司人員有此行使公權力

之法源依據，自 2004 年立法院通過修改大

眾捷運法，明訂禁止嚼食行為後，旅客違

規雖有明顯改善，但每年仍有超過 500 件

違規開單處份案件。車站中雖有站務同仁

及保全人員進行勸導取締，然位於第一線

的他們以服務為優先，在面對旅客觸法時，

仍以柔性的方式勸導，因此開單取締的重

責大任就落在我們這群黑衣部隊身上了。

根據統計，2006 年公司共計開立 630 件違

規處份書，其中稽查人員開立 266 件，佔

總數 42％，比 2005 年 533 件中佔 109 件

20％，增加很多，可見經過一年的歷練，

現有稽查人員的取締技巧有所成長，但也

呈現稽查壓力是越來越重了。

處份書分析

1.  據本組 2006 年的 266 件開單紀錄顯

示，違反大眾捷運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

九款禁食禁煙規定有 242 件，佔總數的

91％，可見加強宣導禁食、禁煙規定，

以維護環保乾淨的捷運空間，公司仍有

待努力。

2.  紀錄中最大宗的違規案件是禁食區內喝

飲料，共有 153 件約佔 57％，比 2005

年 39 件約佔 35％明顯增加，似乎跟全

球暖化造成平均氣溫升高，旅客喝飲料

機會增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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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線旅客違規項目及比例

路線別／

項目

淡水線
路線別／

項目

板南線
路線別／

項目

木新中線

發生

件數

發生

比例

累積

比例
發生件數 發生比例 累積比例 發生件數 發生比例 累積比例

口香糖 1082 65% 65% 口香糖 833 75% 75% 口香糖 738 69% 69%

飲食 367 22% 88% 飲食 167 15% 90% 飲食 196 18% 88%

115CM 60 4% 91% 115CM 51 5% 95% 115CM 44 4% 92%

跨越黃線 38 2% 94% 檳榔 16 1% 96% 嬉鬧 22 2% 94%

檳榔 26 2% 95% 跨越黃線 15 1% 98% 問券傳單 21 2% 96%

嬉鬧 19 1% 96% 問券傳單 11 1% 99% 檳榔 20 2% 98%

其他 17 1% 97% 嬉鬧 5 0% 99% 跨越黃線 9 1% 99%

問券傳單 16 1% 98% 妨礙通行 4 0% 99% 其他 4 0% 99%

妨礙通行 15 1% 99% 其他 3 0% 100% 妨礙通行 3 0% 100%

抽煙 6 0% 100% 老殘 2 0% 100% 抽煙 3 0% 100%

老殘 3 0% 100% 逃票 1 0% 100% 老殘 2 0% 100%

逃票 3 0% 100% 抽煙 0 0% 100% 逃票 0 0% 100%

3.  一直以來，政府雖不斷推行禁煙運動，

民眾拒吸二手煙意識高漲，但很遺憾的

是捷運系統內卻不斷發現吸煙的違規案

件，2006 年稽查人員共開出 13 件的罰

單，比 2005 年 6 件多了一倍，另外已發

生多次月台上垃圾桶因癮君子丟煙頭造

成冒煙甚至起火事件，類似案件本公司

已納為線上同仁巡視重點。

4.  近年來攤販到處充斥，造成環境髒亂、

妨礙交通，影響市容觀瞻，攤販是社會

問題，亦是經濟問題，唯有政府落實攤

販輔導與管理，才能有效改善攤販氾濫

情形。人潮就是錢潮，捷運車站出入口

每日一百多萬人進進出出，自然就成為

攤販眼中發財的最佳地盤，也因此攤販

整頓成為本組最困擾的業務。攤販根本

不怕你開單，因為他們不會去繳罰款，

2005 年、2006 年攤販處份書的到繳率

僅 20％左右，所以攤販整頓最有效的方

式就是站崗，用時間逼他們改變地方擺

攤，可是礙於人力問題無法與他們長期

抗戰，所以只有想辦法在場地上製造擺

攤不便性。治水有圍堵有疏導方式，攤

販整頓也是一樣，圍堵設計一些障礙物

縮小攤販擺攤空間，間而影響旅客動線，

慢慢旅客壓力就會落在攤販身上，迫使

更換擺攤地點，另疏導旅客動線遠離攤

販擺設地點，沒有了人潮自然就會換地

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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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 年稽查組處份書開單統計表

處份書分析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小計

處份書總數 24 13 22 33 27 19 30 26 16 15 19 22 266

喫食 10 2 3 9 9 4 8 8 7 4 6 6 76

飲料 11 11 12 16 17 11 20 17 6 8 12 12 153

抽煙 0 0 2 4 1 0 1 1 1 0 1 2 13

攤販 2 0 5 4 0 4 1 0 0 1 0 2 19

寵物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2

入侵軌道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腳踏車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傳單問卷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表 6　2006 年稽查組勸導單開單統計表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總計 比率％

違規勸導

總數
1332 1481 1568 1833 1214 1214 1703 1642 1422 1281 1290 1424 17404 100.0

口香糖 1017 1166 1183 1523 826 942 1192 1169 1057 997 1047 1155 13274 76.3

檳榔 14 23 24 23 12 11 28 24 26 18 29 32 264 1.5

喝水 29 18 41 24 32 36 102 88 66 64 62 42 604 3.5

飲料 74 104 91 70 112 72 219 258 149 109 77 105 1440 8.3

喫食 36 76 62 56 62 20 47 41 42 38 38 45 563 3.2

抽煙 0 2 1 3 2 2 1 0 1 0 1 0 13 0.1

攤販 71 34 57 29 69 30 32 10 19 20 10 19 400 2.3

傳單問券 89 47 88 80 87 87 62 38 52 29 23 20 702 4.0

遊民 1 10 20 24 11 9 17 9 6 2 1 2 112 0.6

寵物 1 1 1 1 0 2 3 4 4 2 1 3 23 0.1

其它 0 0 0 0 1 3 0 1 0 2 1 1 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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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違規旅客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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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違規旅客年齡層比例圖

勸導單分析

旅客違規項目比重

1.  根據表 6、2006 年稽查組勸導單開單統

計表顯示，每月勸導違規件數，仍以勸

導嚼食口香糖 13,274 件佔總體 76.3％

為最多。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民眾嚼食

口香糖已養成習慣，進站時疏忽、未

搭乘過捷運或較少搭乘捷運不知規定，

甚至誤認為只有車廂內才禁止嚼食口香

糖、飲食。另國人吃檳榔的習慣在捷運

系統內還是表露無遺，2006 年共計勸導

264 件。嚼食口香糖及檳榔依大眾捷運

法是須經勸阻不聽才能處以罰鍰，因此

要改善此兩違規狀況可能還需走一段很

長的路。

2.  捷運系統內違規進行商業行為（傳單

問卷、攤販）案件合計有 1,102 件，

人潮就是錢潮，尤其是士林、劍潭、

中山、台北車站、南京東路及忠孝敦

化幾站，違規商業行為特別嚴重。

違規旅客之性別、年齡分析

1.   圖8顯示違規旅客比例為男（49）：女（51），

若與搭乘捷運旅客比例男（33）：女

（67）比對，男性違規比例仍較高。

2.   圖 9 顯示違規旅客年齡層比例為學生

（31）： 上 班（49）： 老 年（20）， 若

與搭乘捷運旅客年齡層比例約為學生

（25）：上班（63）：老年（12）比對，

顯示學生及老人族群違規比例皆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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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系統刑事案件

臺北捷運以提供旅客「安全、可靠、親切

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為使命，並以「顧客

至上，品質第一」為經營理念，臺北捷運

除了在運輸服務品質不斷力求精進外，對

於維護捷運系統治安一向極為重視，根據

警察局資料，2006 年捷運系統刑事案件數

發生率每百萬旅次為 0.188 件，明顯低於

世界一些主要城市捷運系統的犯罪率，例

如香港、倫敦、柏林、聖保羅、紐約及莫

斯科等，臺北捷運整體治安尚屬平穩，並

符合「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定期檢查」規

定之指標。

又從圖 10 資料得知，捷運系統內發生之

犯罪類型，以竊盜案件比率達 75％佔大多

數，不法之徒多利用人潮擁擠時犯案，取

證不易，事件發生後難以還原真相，致偵

辦困難。

捷運警察隊承擔捷運系統的安全維護，公

司稽查組的成立亦可分擔一些負荷，從站

體、電聯車內、線形公園及地下街等機動

巡邏，其他如專案安全維護勤務，夜間婦

女保護及遊民勸離查處等，無非是要讓所

有搭乘捷運的旅客皆有安全、舒適且不受

干擾的旅程。捷運系統是世界級的先進科

技交通工具，但世界級的交通工具有世界

性的犯罪問題，因此在未來捷運路網一條

接著一條完工，搭乘的旅客勢必愈來愈

多，而捷運警察及本組同仁將負起更重大

的責任。

臺北捷運違規行為人類型 
依本組的執勤經驗將違規行為人的類型如

以下分類：

1.  先知先覺型：違規人雖已知相關規定，

但明知故犯，對象大多是每日通勤的上

班族及學生，及固定於路權內設攤之攤

販。如：嚼食口香糖之旅客發現稽查人

員上前制止其行為時，會立即停止嚼食

之動作或吞下肚子裡以規避稽查並張開

口表示沒有吃東西，但稽查之具體動作

已達到嚇阻效果。

2.  不知不覺型：違規人可能知道規定，對

象大多是較少搭乘捷運的外縣市旅客。

如：在車站大廳嚼食口香糖之旅客發現

稽查人員上前制止其行為時，會表示「不

是只有車廂內才不能吃東西嗎？」

↑ 圖 10・2006 年度捷運系統發生刑事案件類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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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知後覺型：違規人不知道相關規定，

對象大多是非常少搭乘捷運的旅客或來

台觀光的外籍人士。如：在月台吃士林

某知名雞排之外籍旅客，發現稽查人員

上前制止其行為時會一臉茫然，藉由勸

導的說明才能了解禁食之規定，此同時

可讓周遭之旅客知道禁食規定，亦達到

稽查取締之執行效果。

4.  先發制人型：違規人一旦違規被取締，

會立即以高亢的語調先發制人，並抱怨

沒有看到相關的標示、捷運公司沒有宣

導、我要申訴等，企圖能免除被取締開

單的後果。

5.  哀兵政策型：違規人一旦違規被取締，

會立即以低姿態甚至掉眼淚一再請求不

要開單，表示不是故意的、我住外縣市

不知道規定、沒有錢可以繳罰款、我馬

上將食物收起來，希望能免除被取締開

單的後果。

6.  拒絕合作型：當稽查人員上前制止並

取締其違規行為時，不但不理會更拒

絕要求出示證件，企圖免除被取締開

單的後果。

工作建議與心得
馬市長曾鼓勵我們，臺北捷運不僅是提供

旅客安全、舒適及便捷的運輸服務，更以

「顧客至上，品質第一」的經營理念，努

力創造獨特的捷運文化，我們應以現有的

基礎，下一步重心放在教育民眾，讓全市

民加入我們行列，共同打造臺北成為一個

健康的國際城市。

工作建議 
「服務，只有起點，沒有終點！」，未來除

持續致力維持系統安全及運轉可靠度外，

期盼公司將重點放在宣傳工作上，俾利建

立良好之大眾運輸環境。

加強「宣導大眾捷運法規定」之工作

根據公司 2006 年度取締資料顯示，違反

大眾捷運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有

284 件，佔公司開單總數 630 件的 45％，

可見加強宣導禁食規定，以維護環保乾淨

的捷運空間，是公司首要努力項目。公司

宜考量除要求捷運警察、站務人員、車站

保全與稽查人員等加強宣導取締外，在車

站以及車廂內亦須加強禁食廣播及利用車

站旅客資訊顯示系統、新設液晶及電漿電

視等電子媒體強力宣導，另針對旅客動線、

車站光線等背景因素或乘客可能會疏忽的

地點，進行衡量規劃，加以規劃相關禁食

標誌，明亮清楚，讓旅客在進入車站後便

會注意到，務使捷運禁食政策的推廣工作

達到最大效果，使捷運禁食成為日常生活

禮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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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

「於大眾捷運系統禁煙區內吸煙；或於禁

止飲食區內飲食，嚼食口香糖或檳榔經勸

阻不聽，或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

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

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將處以

一千五百元至七千五百元罰鍰。 ）

創造及維護優質的乘車環境人人有責

人人有責首要從臺北捷運公司全體員工以身

作則做起，利用上下班搭乘捷運時一發現有

旅客違反禁食規定時，能主動上前予以勸導

制止，若僅靠 12 人編制的單位要維護整個

捷運系統的乾淨，此乃不可承受之重。

公司內部自身要求後，加以持續辦理各宣

導系列活動，強力在媒體上曝光宣傳大眾

捷運法相關規定，並鼓勵乾淨的捷運空間

需大家一起來維護，讓市民也能主動加入

勸導行列，呼籲大家除約束自己遵守外，

也要勇於發揮糾察隊精神提醒身邊的朋友

一同遵守，共同努力建構捷運優質生活文

化，創造及維護安全、可靠、舒適、便捷

的捷運系統，實現「臺北捷運、世界一流」

願景，並藉此促成臺北民眾生活品質的再

提昇，全力配合市府打造臺北成為一個健

康的國際城市。

「破窗理論」不能忽視，「嚴格管理」才是

上策

美國紐約，人口約七百萬，它的治安敗壞

世人皆知，竊案、搶案、強姦、凶殺、

暴力、色情、毒品等刑案層出不窮，曾

有民調指出有三分之二的紐約人想搬到

別州。前市長朱利安尼在 1993 年底上任

後立即展現正義感和堅毅的人格特質，

向罪惡宣戰，大刀闊斧整頓治安。他採

取不妥協的策略，沒有灰色地帶，只有 

是與非、對與錯。他強調處理治安問題要

重視小事，也就是「破窗理論」。（比如

一部汽車停放大城市路邊，若不開走，

幾天後車窗就會被打破，只要車窗一被 

打破，不出幾日輪胎就會被撬走，再來車

門也不見，最後整輛車子只剩骨架。 ）朱利

安尼認為，治安不分大小一視同仁，小到

無照攤販、街頭塗鴉、計程車敲竹槓、街

頭聚集等，都要嚴加管理與取締。

新加坡為何也常被提起是「治安良好」的

城市國家，主要的原因就是「嚴格管理」

工夫做得非常徹底。沒有人（包括觀光客）

敢隨便在新加坡「違小規」，你如果膽敢破

例，小心你隔壁的路人甲就是警察，「破窗

理論」絕不可能在新加坡發生。反觀臺北

捷運系統在 Nova 及 CoMET 所有會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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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04、2005 年兩年可靠度蟬聯世界第

一，代表著臺北捷運系統安全品質及服務

水準已達最佳水準，旅客安全措施與宣導

工作、電聯車準點及便捷的運輸服務、車

站與列車清潔舒適，皆受國外捷運系統代

表給予高度稱讚，這也是公司專業經營、

重視管理、堅持制度維護的成果。然要做

到像新加坡般不僅國人連觀光客都不敢在

新加坡內吃口香糖，就要做到如新加坡般

嚴格管理，所有線上同仁皆應依法嚴格取

締違規旅客，我想旅客是不會跟自己口袋

開玩笑的。

工作心得

外表嚴肅內心輕鬆，稽查工作不容許嘻皮

笑臉，或許你會認為應該要笑臉迎人才能

無往不利，然累積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

不緊繃著臉孔，也須不苟言笑的堅定立場，

以免讓違規者覺得有求情的機會，因為求

情不成後，違規者往往翻臉如翻書快，開

始不斷阻撓、刁難甚至言語的謾罵或肢體

的汙辱，還好週遭的多數旅客都會對稽查

人員表以肯定與支持的態度，公司部室內

的主管更能深切了解稽查工作的難處而給

予鼓勵，也就是這樣的力量與信念，讓稽

查人員在執行各項勤務時都能堅定意志、

達成任務。

根據統計本組在為民服務上，2006 年的紀

錄多達 40,359 次，平均每月 3,363 次，其

中以處理旅客諮詢問題或票證問題居冠，達

39,737 次，其次為協助老弱婦孺出入站、

拾獲旅客遺失物等，稽查人員主動提供適當

的協助與服務，讓一般民眾也能感受到捷運

公司無微不至的服務，由此顯示，我們這群

黑衣部隊另兼具提供服務旅客之雙重功能，

這或許還可緩和同仁當黑臉的壓力。

稽查業務從 2003 年初由各部室指派人員參

與的臨時性編組，到 2005 年初正式成立擁

有獨自編制之稽查組至今，展望 2008 年亦

將依公司組織常規改制為稽查課，編制更

擴張至 19 人，這段日子以來，能得到長官

的肯定及同仁的認同，憑藉的即是相關部

室同仁的支持與配合，以及本組人員競競

業業、努力不懈、戮力以赴的精神，不論

是違規行為的取締、車站內外安全的維護、

捷運路權秩序的維持、或犯罪行為的預防

與查處等，期盼透過全方位的角度，提供

旅客一個更舒適、安全的乘車環境，然而

相對於全系統每日百萬人次以上之旅運

量，及全系統 8 條路線 69 個營運車站，僅

個位數人力之稽查組，對整體違規行為之

改善勢將力有未逮，仍期盼公司全體同仁、

線上執勤人員及大型活動支援車站人力，

共同針對捷運路權系統內之違規行為予以

勸導或取締，如此違規行為方能確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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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月台門之設計如依月台與軌道間之隔離型式做為區分，可分為全高式、鏤空式及閘門式三種，一般而言，在已

營運系統中建置月台門需對環境控制系統、消防、土木建築、機電系統等作修改及克服夜間施工等各項因難加

以考量。臺北捷運公司為增設月台門計畫之需求，設計上考量減少環境控制及對建築景觀設計衝擊等因素，而

採用閘門式自動月台門，以達到建置月台門安全及保持車站美觀之目的。

關鍵字：月台門、閘門式自動月台門、增設

Abstract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s shall be designed in three ways, i.e., full-height, hollow-out or half-height platform screen 
doors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barrier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ck. The retrofitting program for platform screen 
doors on a system which is currently in revenue service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odification required on the 
Environment Control System, Fire-fighting Equipment, Civil Work and Electrica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work has to 
be carried out at night.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 Control System and the station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mpany chooses the half-height automatic platform gate for the retrofit project. This 

design achieves the safety goals for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s and maintains the pleasant view of the platform.

Keywords：Platform screen doors；Automatic platform gate；Retrofit

1  臺北捷運公司設施部經理∕george0130.tw@yahoo.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設施部電子廠廠長∕e00137@mail.trtc.com.tw

3 臺北捷運公司設施部電子廠副工程師∕ tony.hy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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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月台門的趨勢
月台門是在月台與軌道間間，加設一道防

線，因為月台門平時處於關閉狀態，只有

列車進站停妥後，才會和列車門同時開

啟，可防止人員或物品掉落軌道，增進月

台候車安全。捷運系統新建路線設置月台

門已是全世界城市捷運系統發展的趨勢，

例如巴黎地鐵 14 號線、臺北捷運新莊蘆洲

線、內湖線、松山線及信義線、上海地鐵

6、7、8、9 號線、新加坡輕軌地鐵及高雄

捷運等。捷運系統建置月台門為何會成為

趨勢，如下分別以乘客、司機員及系統營

運者三方面不同的面向簡單說明：

以乘客之觀點

月台門的建置減少了在月台上候車時列車

進出站所引起的空氣流之影響，讓車體月

台更美觀、安靜及清潔。提供乘客更安

全、舒適及清潔的候車環境。月台門的自

動化及其安全性節省乘客的寶貴時間。

以司機員之觀點

月台門的建置可確保軌道側沒有任何障礙

物，列車司機員便可安心地駛入月台。由

於沒有任何障礙物的阻塞，列車也同樣可

順利的駛離車站，降低列車營運中斷或延

誤的風險，提供更準點的列車服務。

以系統營運者之觀點

月台門的建置提供更準點的列車服務故可

增加乘客流量，提高運行效率，縮短行車

間距。另月台門隔離了月台側及軌道側，

可減少空調及通風耗電成本。

由於月台門的建置提供了許多的優點，不

僅新建路線設置月台門已是全世界城市捷

運系統發展的趨勢，在已營運中的路線增

設月台門，也有許多國家的捷運系統陸續

進行，例如香港地鐵選擇 30 個地下車站、

74 側月台增設月台門工程，共費時 8 年，

採漸進方式，甫於 2006 年 7 月完工；巴

黎地鐵 13 號線選擇 3 側月台及臺北捷運選

擇 6 側月台試辦增設月台門。

月台門的種類
月台門的建置在月台區保障了乘客的安

全、降低環控需求及營運成本等，一般而

言，月台門之設計依月台與軌道間之隔離

程度做為區分，可分為全高式、鏤空式及

閘門式三種，以下做個簡單介紹：

全高式

全高式月台門提供了車站地面到頂部全封

閉的屏障，此時月台與軌道完全隔離，月

台與軌道之間不能進行氣流交換，如圖 1

所示。相較於其他 2 種型式之月台門，使

乘客免受列車進出站體產生之氣流及噪音

干擾，提供一個舒適的最佳候車環境。

臺北捷運系統營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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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臺北捷運木柵線鏤空式月台門

↑ 圖 3・香港地鐵迪士尼 Penny`s Bay Line 閘門式月台門

← 圖 4・旅客於臺北捷運板南線

臺北車站月台候車情況

鏤空式

鏤空式月台門提供了車站地面到頂部接近

全高的屏障，車站地面到頂部留有一定的

空間，月台與軌道部分仍可進行部分氣流

交換，如圖 2 所示。

閘門式

閘門式月台門提供了車站地面到頂部半高

的屏障，月台門上方至站體頂部尚有充分

空間，月台與軌道部分可充分進行氣流交

換，如圖 3 所示。閘門式月台門，主要視

業主需求而有許多不同型式，高度設計可

為 1.2 至 1.7 米，在全高式月台門不是特

別必要的地方，建置這種高度的屏障也能

大幅度提高乘客的安全。

月台門安全度的設計考量
保障乘客的安全為月台門建置的主要考量

之一，臺北捷運系統於 2005 年 11 月選

擇淡水線臺北車站、板南線臺北車站及忠

孝復興站等三站共六側月台試辦增設月

台門，採用即為閘門式自動月台門，且

於 2006 年 12 月正式啟用，啟用後旅客於

臺北捷運板南線臺北車站月台候車情況如

圖 4 所示，以下就以臺北捷運系統試辦增

設月台門為例介紹其安全度的設計考量，

分別以結構安全、號誌聯動安全、緊急操

作、警示安全及乘客安全防護共 5 大部份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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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部分

1.  月台門整體高度設計為 1.45 米，可有

效防止人員掉入軌道且達到安全美觀的

綜效。

2.  月台門必須可承受所有設備重量的強

度，並可承受相當於水平加速度 0.23g

的地震力、列車進站或出站引起的空

氣壓力、隧道通風壓力與人員推擠力

（1000N ∕ M）。

3.  所有月台門及外框均可被任何人碰觸而

不會發生危險，不能有尖銳物、粗糙面、

或手指可插入的間隙，而發生危險。

4.  當月台門之滑門完成閉合時，須有一鎖

定機構將其鎖定，而其鎖定機構在驅動

馬達開始運轉開門施力前會先行脫離鎖

定狀態。

號誌聯動安全部分

1.  滑門為兩片式雙向運行，當列車停妥於

正確位置，滑門依滑軌路徑兩邊打開；

列車停止誤差若大於 300mm 則滑門不

可以自動方式打開。

2.  列車將進站時，月台門須閉鎖，如月台

門未閉鎖，列車不能進站。

3.  列車進入月台停定位後，列車車門及月

台滑門將收到開啟信號並同時開啟，上

下旅客，待停車時間到達，則列車車門

與月台滑門同時關閉。

4.  列車離站時，所有車門與月台門皆關閉

且閉鎖後，列車才能開動。

5.  司機員於月台區之停車定位範圍（即指

列車停止誤差在 ±300MM 之內）內可藉

由手動方式開關車門，此開關車門之信

號同時帶動無線方式遙控正確之月台門

開、關，並不得受外界干擾、或干擾其

他系統功能。

臺北捷運系統營運中

路段建置月台門實務



130

營運與管理08

緊急操作部分

1.  若滑門在正常狀態運行下故障而列車車

門已打開，乘客可以緊急推把在列車內

以手動方式開啟滑門。

2.  月台門之緊急門為一由軌道側向月台內

方向推開至少 90 度之樞軸式門，其寬

度至少為 90 公分，於車行方向每節車

廂第二及第四個滑門兩邊各設一處緊急

門，並且可由軌道側以緊急推把手動方

式開啟；也可由工作人員在月台側以鑰

匙開啟。

3.  固定門設計為月台門結構支撐使用，另

門下半部提供一機構以便人員能操作所

有電聯車之車門釋壓閥，在車未停準確

時亦能發揮其功能。

4.  月台兩端通行門於緊急狀況時，可供乘

客作為逃生之用，此門在月台側須有鑰

匙才能開啟，在軌道側不須任何工具情

況下以手動方式開啟。

5.  當月台門電源喪失時，月台門均須保持

關閉狀態，且於 30 分鐘內，至少提供月

台滑門連續 5 次動作。

警示安全部分

1.   月台門包含外框、滑門、緊急門、月台

兩端通行門，各門被開啟時均有燈光及

聲響警示。

2.  月台門之每一滑門在將關閉時，提供一

閃爍燈，其動作時間與月台區之列車將

出發警示聲相同。列車將進站時，此燈

為閃爍狀態。月台上的乘客及相關工作

人員均可容易看見燈號之顯示狀態。

3.  月台門須具有必要之自我診斷功能及故

障自趨安全設計。

4.  各站上、下行軌月台兩端靠隧道處各裝

設月台門開關狀態指示燈，其燈號顯示

須與車站月台門指示燈同步。

5.  行控中心及詢問處設有一指示面板，所

有月台門指示燈號包含在此指示面板

上，具有監看功能。

乘客安全防護部分

1.  一般正常狀況下月台滑門關閉時之夾持

力為 14Kg；當月台滑門在其兩扇門非常

接近而將閉合時，其夾持力適度減低以

免產生不必要之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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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台滑門功能具障礙物偵測之功能，當

月台滑門偵測到有障礙物使門無法密合

時，會以步退方式稍退一些，以便障礙

物離開。偵測功能可偵測到 20mm 直徑

之障礙物。

3.  月台門不可因其滑門之運動而碰撞到乘

客，使乘客發生危險，故關閉時在接觸

面設有防護條，而此防護條是保護乘客

不致發生危險。

4.  月台門及支柱與車站結構體之間應保持

電氣絕緣，以避免人員感電。

5.  月台門與車站的系統接地網之間設置有過

電壓保護裝置，做為月台門與車站的系統

接地網之間壓差過大時之安全裝置。

月台門的主要結構
月台門系統主要結構由自動滑門、緊急逃

生門、固定門及固定式驅動板組成，以下

就以臺北捷運系統試辦增設月台門之自動

月台閘門為例介紹，如圖 5 所示為月台門

系統主要結構示意圖。

月台門系統包括下列主要構件：

自動滑門 Automatic Sliding 
Door（ASD）

自動滑門寬度 180 公分，平時處於關閉狀

態，只有列車進站停定位後，才會和列車

門（寬度 150 公分）同時開啟，以增進月

台候車安全。自動滑門的功能包含自動開

啟及關閉、旁路、手動開啟及障礙偵測，

分別說明如下：

自動開啟及關閉功能

當列車進入月台停定位後，列車車門及月台

滑門將收到開啟信號並同時開啟，上下旅

客，待停車時間到達，則列車車門與月台滑

門同時關閉。設計開啟關閉的速度可以參數

設定，關門週期分成兩個階段，於第一個階

↑ 圖 5・月台門系統主要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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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月台門會以較快的速度關上，到達預

設位置後，會減低門速，並在完全關上前將

持續以較低的速度運作，避免滑門關閉時過

大的挾持力而造成人員傷害。

旁路功能

當列車進站時，若自動滑門因故障無法

自動開關，為了讓列車可以順利的進離

站，可啟動自動滑門的旁路功能，以利

列車運行。

手動開啟功能

若列車進站停定位後，若此時自動滑門無

法自動開啟，乘客可以以自動滑門軌道側

之特製緊急把手啟動滑門，以特製緊急把

手開啟自動滑門方式如圖 6 及圖 7 所示；

另若維修需求欲從月台側手動開啟滑門，

則可以特製的鑰匙打開。無論於軌道側或

月台側以手動方式開啟自動滑門時，皆僅

需稍微用力即能將門扇打開。

障礙偵測功能

自動滑門具有障礙物偵測之功能，當滑門

偵測到有障礙物使門無法密合時，會以步

退方式稍退一些，以便障礙物離開。偵測

功能一般設計至少可偵測到 10-20mm 直

徑之障礙物。

↑ 圖 6・自動滑門軌道側之特製緊急把手未開啟狀態

↑ 圖 7・自動滑門軌道側之特製緊急把手開啟滑門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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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急 逃 生 門 Emergency Exit 
Door（EED）

緊急逃生門為當列車無法停準月台停靠位

置時，列車上旅客可經由緊急推桿開啟緊

急逃生門。月台門之緊急逃生門為一由軌

道側向月台內方向推開至少 90 度之樞軸式

門，其寬度至少為 900 ㎜，緊急推桿安裝

在軌道側，如圖 8 所示，逃生旅客從軌道

側手動的打開緊急逃生門，方式如同推開

旋轉門，如圖 9 所示為緊急逃生門開啟狀

態；緊急逃生門也可由工作人員在月台上

以鑰匙開啟。

固定門 Fixed panel（FIX）

固定門為月台門結構支撐使用，無法打開，

另門下半部提供一機構以便緊急狀態下，

人員能操作電聯車之車門釋壓閥，如圖 10

所示。

固定式驅動板 Fixed Driving 
Panel（FDP）

固定式驅動板為月台門系統主支撐結構，

自動滑門、緊急逃生門及固定門皆在固定

式驅動板上施用機械負荷力。另固定式驅

動板包括驅動單元之所有組件、鎖定機構、

以及自動滑門與緊急逃生門之監視裝置。

↑ 圖 8・緊急逃生門

↑ 圖 9・緊急逃生門開啟狀態

↑ 圖 10・固定門下方車門釋壓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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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路段建置月台門之

設計介面
本節將說明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各種介

面，如圖 11 所示為系統之介面示意圖，主

要包含電源供應系統、無線電傳輸系統、

號誌系統及監控系統等介面，整個系統的

運作以列車上無線傳輸系統為出發點，將

列車的開關門訊號傳送至月台，結合號誌

系統之列車停準訊號，再將此結合訊號送

至月台門系統控制器，以達到月台門的開

啟及關閉動作；另月台門系統控制器則透

過通訊系統將月台門開關動作訊號傳送至

行控中心及旅客詢問處，讓監控人員可即

時獲取月台門的最新狀態，進一步保證系

統運作安全。接下來將一一介紹各別介面

系統的基本設計。

↑ 圖 11・月台門系統介面方塊圖

號誌設備室

6 車列車

車載無線介面 車門控制繼電器 列車自動操作系統 駕駛室

收訊器 Tx/Rx

車載無線介面 號誌介面電路 既有號誌電路

月台門控制器 月台門
行車控制中心／

旅客 訊問處

後端牆 前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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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系統

電源供應介面系統提供了整個月台門系統

的用電，一般設計，車站將使用 380 伏

特、三相四線式、60Hz 的電源，連接至

月台門系統整流器模組，如圖 12 所示。

整流器的容量將足以提供負載所需之電

源，並同時將電池充電。在主電源正常輸

入的狀態下，整流器將全時的對電池進行

浮充。如果發生電源失效後又復歸的情

形，整流器將對電池進行快充，不論是在

浮充或是快充時，電壓調整器將確保有一

個不變的電壓值。

主電源斷電時，電源系統將能經由備援電

池操作，備援電池將提供自動滑門、主控

制箱及告警控制器備援的電力，且此種電

源所輸出的電力一般而言至少能在 30 分

鐘內供應 5 次的月台門開啟及關閉操作週

期，才足以達到緊急供電的功效。如果備

援電池的電力不足，本系統將產生危險警

報並傳至月台門控制系統的主控制箱並且

在行控中心及旅客詢問處產生告警顯示，

提醒人員儘速處理。

↑ 圖 12・電源供應介面系統



136

營運與管理08

無線電傳輸系統

無線電傳輸系統設備共有 2 個主要設備，

一為車載無線傳輸盒，另一為車站無線傳

輸盒，車載無線傳輸盒安裝於列車上駕駛

室內，車站無線傳輸盒安裝於月台頭尾端

牆上，其示意圖如圖 13 所示。

列車 號誌設備室 車站月台

車門開啟繼電器

列車開關門訊號

原號誌系統

列車停妥訊號

新增號誌介面電路

車站無線傳輸盒

月台門控制器

月台門車載無線傳輸盒

↑ 圖 14・無線電傳輸系統介面訊號流程圖

↑ 圖 13・無線電傳輸系統設備安裝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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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號誌介面系統流程圖

一般操作

列車接近

列車停於車站內

列車正確停靠建立

ATO 啟動開門程序

號誌介面電路驗證列車進站的順

序，以便於列車停靠單元無法建

立聯繫時確保列車正確停靠。

號誌介面電路處理開門指令，建

立月門開門指令。

將列車接近警示發送至月台

門控制器以啟動閃光警示

列車停靠單元建立與列車

的聯繫

列車停靠正確地送往月台門

控制器以啟動門組並送往無

線傳輸系統以進行自我診斷

驗證

啟動列車車門開啟順序

月台門控制器接收開門指令

並開啟門組

無線電傳輸系統介面訊號流程如圖 14 所

示，且說明如下：

1.  列車進站停妥月台，列車車門開啟繼電

器動作，將開∕關門訊號傳送給車載無

線傳輸盒。

2.  車載無線傳輸盒透過無線電傳輸將開∕

關門訊號傳送至車站無線傳輸盒。

3.   車站無線傳輸盒接受到開∕關門指令

後，將指令傳送給新增號誌介面電路，

新增號誌介面結合原號誌系統提供之列

車停妥訊號後，作邏輯訊號處理，再將

開∕關門指今傳送至位於月台之月台門

控制器。

4.  月台門控制器接收到開∕關門指令後，

要求所有月台門開始開∕關動作。

5.  所有月台門完成開∕關動作後，回饋訊

號給月台門控制器，表示月台門己完成

開∕關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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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遠端監控系統示意圖

號誌系統

號誌介面系統為確保月台門系統安全運作

的核心，如圖 15 流程圖所示，中間流程

為列車進站、停站及開啟車門的順序，兩

旁方塊中的功能為新加入的月台門號誌介

面，另兩旁無方框的說明為原號誌系統己

具備的功能，以下依列車停靠站順序對新

增號誌介面加以說明。

啟動列車接近閃光警示

當列車佔用接近軌道時，列車接近告警指

示燈繼電器將會動作，提供此動作訊號給

月台門控制器啟動列車接近告警指示燈，

以提醒月台上候車旅客與站務人員。

驗證列車進站

在自動操作下，列車進入車站並與列車停

靠模組建立通信，且在列車正確停靠時使

列車停妥繼電器動作。若手動操作時，必

須另外設計驗證列車是否已進入月台軌道

的電路，代替自動操作時，列車停妥繼電

器的動作。此驗證動以順序動作原理設計，

採用兩階段處理流程以確保列車已進入月

台。第一階段驗證接近軌道電路上有列車

通過，而月台軌道電路上為淨空。第二階

段是驗證進站及離站軌道電路淨空，而此

時月台軌道被列車佔用。如此便可確認列

車正確駛進月台。

月台門建立列車停妥訊號

月台門門組僅能在列車正確定位於月台

內時，才允許被開啟。列車一旦正確停

靠在月台時，列車停妥繼電器動作訊號

會被送至月台門控制器，以便進行啟動

月台門門組的前置動作。同時，為避免

無線傳輸系統誤動作而送出月台門開關

門訊號。此訊號將同步被送至無線傳輸

系統，用以確保無線傳輸系統傳出之開

關門訊號之可靠性。

建立月台門開門指令

為了要建立月台門開關門指令，號誌介面

系統必須送出 2 個訊號至月台門控制器，

一為列車停妥繼電器動作的訊號，另一則

為月台門開關門訊號，當月台門控制器同

時收到這 2 個訊號時，便具備送出月台門

門組開關動作的條件。

監控系統

月台門的建置共在 2 處有遠端的監控系

統，一為行控中心，另一為車站詢問處，

此監控系統僅具監看功能，不具有控制功

能。必須包含有月台門開啟、月台門關

閉、月台門故障、緊急門開啟及端牆門開

啟等顯示，且故障時須有可調整音量警示

聲。如圖 16 為典型的顯示畫面。



臺北捷運系統營運中

路段建置月台門實務

139

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

性質
捷運新建系統月台門的設置，不僅是全世

界城市捷運系統發展的趨勢，在已營運中

的系統增設月台門亦為許多城市所考量。

新建系統設置月台門計畫，一般以節省興

建及營運成本為出發點，其餘附帶效益包

括提升營運效率、增加月台安全與改善月

台環境等。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計畫之

目的多聚焦於增加月台安全及改善月台環

境。相對於新建系統月台門的設置，從規

劃、設計、製造、安裝及測試兩者性質大

不相同，其主要差異說明如下：

1.  新建系統設置月台門可先作系統整體規

劃，以達到降低建造成本及未來節省營

運電費之目的；相對於營運中系統增設

月台門可節省整體建造經費之優勢條件

已不存在。

2.   新建系統其電聯車、行控中心、號誌控

制系統、土木建築及機電系統等設備己

整體考量，分別規劃建置，並不包含於

月台門系統內；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

則需對上述系統重新設計或修改，困難

度遠高於新建系統月台門的設置。

3.   新建系統工程為全新設計且施工環境無

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擾；營運中系統增設

月台門因在即有設備引入新設備，施工

時管路、電路及介面皆相當複雜，需小

心核對拆裝，且施工後不能造成系統故

障且需保持營運中原有系統功能，施工

風險相對於新建系統高出許多。

4.  新建系統工程施工時段無任何限制及人

員干擾；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為了保

持原有的服務水準，施工期間不得影響

列車的營運，故營運時段不能進行，僅

能於夜間施工，工作時間約 3.5 小時，

施工之艱辛無法言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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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建系統施工時，每日收工作業簡單，

亦或趕工時 24 小時施作無恢復工地作業

的困擾；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為了不

影響營運及保持原有的服務水準，每日

不僅短時間內需完成工作進場、施作、

收工及撤離等作業，施作完成後對現場

復原的要求相當嚴格，工具及機具的撤

離，清潔回復成營運狀態相當重要，不

能產生旅客之安全問題及對現場的環境

有任何的抱怨，而影響營運品質。

6.   測試原意即在確認系統設計安裝後之品

質，新建系統進行測試作業時，單純化

且無系統營運壓力；營運中系統增設月

台門的測試作業，因其介面之複雜，新

加入設備處於測試階段又要確保列車營

運品質，可說是相互的矛盾，其施作上

的技術考量自然非常嚴謹。

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

其他實務經驗
上述第三節至第六節以臺北捷運增設閘門

式自動月台門為例，分別介紹了月台門安

全度的設計考量、主要結構、介面設計及

增設月台門的性質，對於增設月台門實務

概略的說明，本節則將針對增設月台門在

其他方面所遭遇的問題加以討論，包含安

裝月台門後故障統計與改善、旅客意見分

析、列車停靠準確度等三方面。

故障統計與改善

臺北捷運增設自動月台閘門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啟用後，初期處於不穩定期，統計

2007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故障率（故障率的

計算方式為故障次數除以故障統計期間電

聯車停站次數），顯示啟用初期每月故障率

為百分之 0.94，經過不斷的改善及調整，

大幅降低至每月故障率為百分之 0.09 以

下，其中改善作業說明如下：

1.  修改列車上無線電軟體，將無線電軟體

之記憶功能取消。

2.  調整車站無線電天線方向，改善列車與

車站無線電通訊。

3.  修改車站無線電軟體，並使頭尾端皆同

時接收列車之關門訊號。

4. 更新月台門控制單元之軟體。

5. 進行個別月台門調整維護工作。

旅客意見分析

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建造時皆未設置月台

門，自 1997 年 3 月 28 日淡水線淡水站

至中山站營運通車以來，並無高運量車站

設置月台門的營運經驗，無法得知旅客對

此種設備的看法，淡水線臺北車站、板南

線臺北車站及忠孝復興站等三站共六側月

台試辦增設月台門，提供了此一機會，依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4 月旅客意見的統

計，2006 年 12 月共有 24 件，主要反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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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停準基準點為 0 公

分，列車車門與月台門

有 ±15 公分容許度

+90

+75 0 -75

-90

↑ 圖 17・列車停準基準點為 0 公分時列車門與月台門相對位置

台門開關問題、列車越位致月台門對準誤

差、月台門阻礙車旁顯示器視線、外觀設

計、月台門夾到旅客及列車釋壓閥開啟等

問題，這此問題經臺北捷運公司積極之改

善後，至 2007 年 4 月份旅客反應意見己降

至 6 件。並將這些旅客反應的問題，作為

加強改進及日後設計的參考方向。

列車停靠準確度

因列車車門寬為 150 公分，月台門寬為

180 公分，以月台門之中心點做為基準點說

明，故列車停準位置只容許在正或負 15 公

分以內，當列車停準位置相對於月台門為 0

公分時，即列車門正好位於月台門中間，

列車門與月台門前後各有 15 公分的寬度，

合計 30 公分，此即為允許列車停準於基準

點的誤差容許值，如圖 17 所示；若列車停

準位置越過基準點 15 公分時，列車門前側

則正好對齊月台門前側，此時列車門後側

與月台門後側間同樣具有 30 公分的誤差容

許值，如圖 18 所示；若列車停準位置不足

基準點 15 公分時，列車門後側則正好對齊

月台門後側，此時列車門前側與月台門前

側間亦同樣具有 30 公分的誤差容許值，如

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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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停準位置為 +15 公

分，列車車門與月台門

前側 +90 公分位置對

齊，後側則有 30 公分

容許度。

+90 +15 0 -90-60

↑ 圖 18・列車停準位置越過基準點 15 公分時列車門與月台門相對位置

列車停準位置為 -15 公

分，列車車門與月台門後

側 -90 公分位置對齊，前

側則有 30 公分容許度。

+90 -150 -90-60

↑ 圖 19・列車停準位置不足基準點 15 公分時列車門與月台門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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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說明了列車門寬與月台門寬的關係，

臺北捷運系統在增設月台門加入營運前，

即己對此問題加以研究，初期未作任何改

善前，列車停準於基準點正負 15 公分之比

率僅百分之 15.8，停準於基準點正負 30 公

分之比率則為百分之 79，這樣的停準率在

加裝月台門後實在令人無法接受，故初期

的改善措施則是對道旁的列車停車定位天

線加以調整，調整後，列車停準於基準點

正負 15 公分之比率為百分之 85.5，停準

於基準點正負 30 公分之比率則為百分之

99.3，顯示己有明顯的改善。但為了要讓增

設的月台門加入營運後，縮短旅客的適應

期，且不讓此問題造成旅客進出車門的困

擾，臺北捷運密集派員於現場觀察及統計

列車停靠之準確度，不斷的加以改進及調

整，至 2007 年 4 月底止，列車停準於基準

點正負 15 公分之比率己達百分之 90.93，

停準於基準點正負 30 公分之比率則達百分

之 99.45，改善的成績雖尚未達到完美的程

度，但已可令人接受。相關改善項目如下

所述：

1.  配合列車程式化停車曲線調整列車煞車率。

2.   調整列車停車定位天線發射接收訊號強

度之有效距離。

3.  調整列車停車定位天線發射功率準位。

4.  依個別列車程式化停車之特性，更換合

適之軟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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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現今世界捷運城市各新建捷運系統路線設

置之月台門，皆以考量節約能源、候車安

全、提升效率及舒適空間等效益為目的，

臺北捷運系統於人潮眾多之交會轉乘站淡

水線臺北車站、南港線臺北車站及忠孝復

興站車站共計 3 個車站六側月台試辦增設

月台門，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啟用，並於

2006 年跨年營運中，發揮預期之效用及功

能，順利完成本次跨年營運 157 萬 6 千餘

人之載運量。設置月台門已成為未來規劃

設計之新趨勢，亞洲及歐洲捷運城市，如

上海、新加坡、倫敦及巴黎等皆可視為代

表城市。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部分，如

香港地鐵、日本東京及臺北捷運等皆已啟

用，其他城市亦有數個捷運系統正在進行。

本文以不涉及過多的專業，深入簡出的介

紹了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應具備的功

能、各介面基本的設計及與新建系統上的

差異。臺北捷運系統藉此增設月台門工程，

獲得不少寶貴之經驗，可以作為後續評估

之重要參考資料。本文僅以基本的介紹為

主，另有許多其他應注意的細節可以加以

討論。希望本文以拋磚引玉作用，引起大

眾對捷運系統中建置月台門予以重視，尤

其在營運中系統增設月台門的設計、工法

及克服施作上之困難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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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列車的監控設備日益複雜，雖然行車紀錄器及系統測試檯可協助診斷，但仍需仰賴一些檢修

方法及技巧才能找到故障原因。

本文主要在探討列車設備故障的解決方法，對於較難處理的短暫性故障及常用的診斷設備，亦將一併討論，希

望能提供給軌道同業列車維修之參考。

關鍵詞：故障症狀、故障原因、短暫性故障、偶發性故障

Abstract
As the rail technology advance, the train supervision equipment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lthough 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TSIS） and system test bench could help the engineer to diagnosis train faults, 
several maintenance methods and skills are still needed.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is paper are introducing the train fault resolution measures. Moreover, the fleeting faults and 

the diagnostic equipments provided for the maintenance engineer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Fault Symptom, Fault Cause, Fleeting Fault, Occasional Fault

1 臺北捷運公司車輛部經理∕e00093@mail.trtc.com.tw



147

列車故障檢修方法之探討

147

前言
列車故障可由顯示盤或從預防檢修中發

現，根據故障訊息或經驗法則，可快速找

到故障位置並將故障排除，但若未找到故

障真因予以改善，故障將會再度發生。

尋找故障真因除藉由線路圖分析、故障樹

分析、現場蒐證、試誤法、統計推估、情

境模擬、裝紀錄器、儀器量測或化驗等方

法之外，在處理短暫性故障更需多次的假

設、驗證循環，再加上運氣才能找到真因。

處理列車故障有時間上的限制，故如何快

速找到真因更顯重要，因此，常以下列方

式依序進行：

1.  假設可能之原因→對策同時實施（撒網

捕魚法）。

2.  組件逐步抽換方式，配合接頭與線束拆解

檢測。

3.  問題確認→推測原因→驗證推測原因之

循環。

故障的定義與故障型態

故障的定義

依故障的從屬關係分類可分成獨立故

障（Independent Failure） 及 從 屬 故 障

（Dependent Failure）

獨立故障

元件在設計及規範的環境下操作，所產生

之故障。例如：規格不符、製造瑕疵、元

件老化、安裝不良。

非獨立故障

獨立故障以外之故障。例如：設計錯誤，

程序錯誤。

1.  依廠商所提供之文件進行操作，維修或

測試所引起之故障。

2. 列車其他設備失效所導致之故障。

3.  人為因素導致故障：例如，不依程序

操作、人習慣不佳、不熟練，不良操

作空間。

4.  系統介面因素造成：例如，軌道異物，

供電軌超限、隧道灰塵、變電站過度保

護之跳脫、軌道油漬清理不當。

5.  環境因素造成：例如，過溫、過振、過濕、

過雨、過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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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故障率的時序分類

初期故障

使用初期（電聯車約二年）由於設計、製造

及安裝上的缺失，或是使用環境不適當等因

素引起的故障。可靠度驗證可有效改善。

偶發性故障

1.   任何時期均會發生之故障，利用定期故

障統計及故障問題分析手法解決。

2. 依列車及車隊分別統計，釐清是系統性

問題，還是個別列車問題。

老化故障（wearout failure∕ ageing failure）

由於疲勞、磨耗、等因素引起，隨時間增

加，故障率會升高之故障。利用三改策略

解決。

故障的型態

1.  依故障的狀態或徵狀區分為短暫性故障

（fleeting fault）及永久性故障（permanent 

fault）。

2.  短暫性故障佔總故障量 20％以上，應採

改善作為。  

3.   經交叉比對分析後，若為部份列車引

起，採病號車特別管制與處理模式。

4. 必要時導入特殊診斷方法。

故障原因分析

故障原因具層次性

↑ 圖 1 ・故障原因層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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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故障原因的技巧

1. 差異比較及變化趨勢分析。

2. 現場蒐證：痕跡、位置。

3.  故障件之解剖：痕跡、磨耗、龜裂、硬

化、位移及變形。

4. 歷史資料之橫斷面及縱斷面分析。

5.  時間、地點、氣候及車號交叉比對，易

於找出環境因素。

6. 故障樹分析／失效危害分析。

7. 事故重建模擬。

8. 類似案例類比。

9. 訴諸權威，如顧問、專業技師或原廠。

10.  區隔試誤法或互換驗證法。

11.  特殊診斷儀器（聲音、光、振動、熱影

像、溫度等）。

12.  安裝紀錄器（守株待兔法）。

13.  統計推論。

14.  月台 CCTV。

15. 問題拆解、分類予釐清。

探索故障原因的步驟

1. 故障現象或故障症狀的細部陳述。

2.  從經驗與知識配合差異分析與變化來發

展可能原因。

3.  假設可能的原因。

4. 驗證假設、觀察、實驗與模擬。

短暫性故障的處理

短暫性故障的特徵

短暫性故障會使列車發生警訊或產生緊急

煞車，經過重置後，故障隨即消失，此類

故障因屬暫態性不易查修，通常只能根據

線路圖及搭配區隔試誤法逐步查修，有時

還需借助特殊診斷設備來找尋故障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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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短暫性故障可能的原因

元件因素

1. 接觸器或極限開關接點劣化。

2. 接頭 pin 移位、端子接合不良或冷銲。

3. 電線絕緣劣化或破皮。

環境因素

1. 突波干擾。

2. 周邊溫度過高，致電子元件不穩定。

3. 異常振動。

常用的故障診斷設備與

診斷方法
解剖法

繼電器、極限開關、壓力開關、閥件等。

聽診法

軸承、齒輪箱。

 測溫法

各旋轉件軸承匣、齒輪箱、電氣機箱、繼

電器。

彈性 K 值檢測

彈簧、橡膠減振座。

耐久檢測

開關、氣缸、繼電器。

動平衡檢測

旋轉件。

振動頻率檢測

旋轉件、車軸。

非破壞檢測

各機件、車軸。

熱影像檢測

線路接觸不良點、板件、繼電盤。

 針孔攝影

動態監測、異常冒煙。

圖形紀錄器

各異常信號。

測漏法

制動器、氣缸、氣壓閥件。

強度檢測

手拉環、各機件。

 油品化驗

各式潤滑油、絕緣油。

結論
電聯車設備涵蓋微電子、通訊、電機、機

械等領域，當列車產生之故障現象無法判

定故障原因時，維修人員在維修時間有限

的情況下，通常會依經驗法則，直接更換

可疑零組件。惟故障現象經多次零組件更

換後仍無法消除時，便會陷入不知所措的

情境。經過本文所介紹一些實務上的處理

方法與技巧，希望對電聯車維修人員在工

作上有所幫助。

由於電聯車設備逐漸複雜化，若欲追求零

故障，維修人員除需要更多的專業訓練

外，設備介面問題的處理技巧，以及問題

的處理方法更需加強，因此管理者在擬定

訓練計畫時，亦須將前述需求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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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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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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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