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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存量管理
Inventory Control
朱坤樹、彭國棟／Kun-shu Chu1, Kuo-tung Peng2

Abstract
Safe, reliable, comfortable, convenient — this is the consistent quality policy 

of the TRTC. Achievement of this goal depends on frontline personnel work 

hard every day, as well as ensuring a high level of system usability. System 

usability is dependant on good maintenance, and good maintenance 

requires a sufficient supply and availability of high quality spare parts. This 

enables maintenance personnel to do their job properly.

The main purpose of inventory control and warehousing management 

is to supply the right materials a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quantity. 

Inventory control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apital tied up in 

inventory. So while sufficient inventory is necessary to profitable operation, 

too much inventory will endanger the survival of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looks at material manage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oks at 

way that TRTC's maintenance departments can use the technique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improve its own inventory control.

Keywords: inventory, safety stock, reorder point, minimum order

摘要

安全、可靠、舒適、便捷是臺北捷運公司一貫之品質政策。為達

成前述目標，實有賴第一線運務人員每日之兢兢業業、克盡職

守，以及系統設備之高妥善率。所謂「打仗打後勤」，捷運公司完

善之後勤維修能力，係為確保捷運系統維持高可用度，提供運務

人員強而有力之後勤支援；另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充足而

高品質之備品供應則讓維修人員得以充分發揮其維修能量，維持

系統正常運作。

存量管制及倉儲管理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維修人員適時、適地、

適質及適量之物料供應，但另一方面又需兼顧庫存成本，使資金

不致積壓。庫存為企業產生資金維持永續生存的來源，但過量的

庫存卻會危及企業之生存，因此物料庫存對於企業扮演著「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的角色。坊間物料管理多以製造業為闡述基礎，

維修性質行業則較少著墨，惟臺北捷運公司物料管理之性質屬維

修業，如何將製造業之理論基礎應用於維修行業？如何實際應

用？本文將作一探討，並提供作為後續研究參考。

關鍵字：存貨、安全存量、請購點、最低訂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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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述目標，實有賴第一線運務人員每日之兢兢業業、克盡職

守，以及系統設備之高妥善率。所謂「打仗打後勤」，捷運公司完

善之後勤維修能力，係為確保捷運系統維持高可用度，提供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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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正常運作。

存量管制及倉儲管理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維修人員適時、適地、

適質及適量之物料供應，但另一方面又需兼顧庫存成本，使資金

不致積壓。庫存為企業產生資金維持永續生存的來源，但過量的

庫存卻會危及企業之生存，因此物料庫存對於企業扮演著「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的角色。坊間物料管理多以製造業為闡述基礎，

維修性質行業則較少著墨，惟臺北捷運公司物料管理之性質屬維

修業，如何將製造業之理論基礎應用於維修行業？如何實際應

用？本文將作一探討，並提供作為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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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6年3月28日第一條捷運路線—木柵

線通車營運後，各路線即陸續加入營運行列，

至2006年形成雙十字路網，依資料統計，2006

年每天平均乘捷運系統人次計有105萬人次，至

2007年單月份平均日運量更達到114萬人次。在

如此龐大的運輸量下，為確保捷運系統的高服務

品質，系統的後勤支援已成為重要課題之一。

臺北捷運系統計有5座維修機廠，負責車輛

及相關機電、土木設施之保養及維護。各機廠均

設置物料倉庫，用以儲放、保管維修所需之物

料，提供維修單位後勤支援。各物料倉庫設有專

責人員負責監管物料之品質及數量，同時提供準

確物料資訊予用料單位；另於公司本處則有物料

採購人員秉持著適時、適量、適質及適地原則，

將物料採購入庫，運用各種統計資訊以管控庫存

成本，並規劃物料管理制度以期能有效控制物

料儲領作業。坊間探討物料管理之課程及書籍均

以生產製造業為主流，鮮少對於維修業之特性作

一闡述，本文將運用一般物料管理之理論基礎，

以實際作業面另佐以日常經驗，並依維修業之性

質，說明臺北捷運公司物料存量管理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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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管理探討
物料存量管理理論發展已臻成熟，坊間相關

之論著及管理叢書不勝枚舉，唯其觀點及應用實

例均偏重於生產製造業，係屬於物料種類不多且

用料快速之管理方式。然臺北捷運公司屬於維修

行業，與生產製造業截然不同的是，其物料種類

繁多且用料速度較慢，因此生產製造業之物料存

量管理方式，無法完全套用於臺北捷運公司，需

以基本理論為出發點，酌以調整、修改而發展出

適用於維修行業之物料存量管理方式。現以請購

點、安全存量及物料需求計畫等3項基礎理論，

來說明其運用方式。

請購點

請購點係指物料於前置時間之用料數量。所

謂前置時間（lead time），則是從開始請購物料

到物料驗收收妥入庫所經過的時間。一般而言，

前置時間可分為下列四個部分：1.處理訂購單

時間、2.承商製備時間、3.運交時間、4.驗收時

間。如圖1所示，當存量為Q時，由於年需求為

已知而固定，存量所呈現的斜線是往右下方下

降的。當存量降至訂購點時，則進行訂購。經

過前置時間後，所訂購的數量如期送達，驗收

後又達到最高存量（Q）。在訂購的數量到達之

前夕，存量為最低或等於零。如此週而復始，

反復進行。

當物料庫存數量低於請購點時，物料管理單

位則通知用料單位該物料已低於請購點之訊息。

用料單位則視實際維修排程提出請購或調整請購

點以調節通知時程。對於維修業而言，請購點之

主要功能為提醒用料單位該物料之庫存量已降低

至設定數量，可將其當成「鬧鐘」功能。因設定

請購點不影響庫存金額，物料尚未入庫，也因

此用料單位可依實際需求適時提出調整請購點

之申請。

安全存量

在實際作業環境下，前置時間與需求數量皆

會變動，而非固定。實際用料量與時間之關係往

往如圖2所示，而非前一節圖1之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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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A、B、C及D等4點為物料採購入庫時

間點，其中A點為庫存量尚未用畢但物料已採購

入庫；B及D點則發生缺料；C點則剛好使用完

畢。蒐集各次用料數量及購入時間點，曲線收合

後將會呈現如圖3。樣本數夠多時，依中央極限

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每次進貨點之

庫存量將符合常態分配。以圖3而言，B及D點為

發生缺料狀況，缺料機率為C點以下之面積。

此時如加上安全存量，如圖4，則缺料機率

將變小。因此安全存量之定義為：為補償前置／

購備時間與需求量之無法掌握，為降低存貨短缺

的風險所準備的緩衝性額外存貨數量。

既然安全存量可降低缺料機率，是不是所有

物料均需訂定安全存量？在說明這個問題之前，

以日常生活可見的症狀—感冒為例說明。每個人

因體質不同，每年得到感冒次數不盡相同，抵

抗力較好的人約2～4次/年，抵抗力較弱則約4～

7次，不論次數為何，在沒有特殊原因下，每人

每年得感冒次數差距變異不大。既然每年均有可

能罹患感冒，且症狀令人不適，為何不儲備一些

感冒藥以隨時解除不適症狀？答案顯而易見：坊

間診所多，看診及藥品取得容易、感冒非急症，

休養一些時日即可（休養成本低）、藥品有保存

期限等，因此不需投入成本備藥。另試問要出國

旅遊前，部分民眾花錢另行儲備一些感冒藥隨身

攜帶，其原因又為何？國外取得藥品不易且成本

高、旅遊時罹患感冒無法好好修養且造成旅途不

愉快（休養成本高），有立即治癒之需求等因素

考量。由上可知，不同客觀環境下，是否準備備

用量（安全存量）有不同成本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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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討安全存量時，應分為2個階段來探

討，首先先判定需不需要設定安全存量，如有設

定之必要則再決定應訂多少安全存量。決定是否

訂定安全存量之要素有3：

｜極重要備品，缺料將造成系統停止或影響安全。

｜採購不易，前置／購備時間大於允許缺料時間。

｜需求量不穩定之物料，使用量無法掌握。

以上3個要素只要1個成立即可？或是3個要

素均要同時成立才可訂定安全存量？現假設某項

物料為極重要備品且採購不易，惟其需求量穩定

（可預估）。該物料可設定請購點以適時購入物

料，不需設定安全存量。其餘條件亦可比照推

論。

 一旦判定某項物料需設定安全存量，接下

來就得決定應訂定安全存量為多少。安全存量雖

有公式可推導，惟「盡信書不如無書」，安全存

量之數量仍需依決策及實際情形而定。茲將訂定

安全存量時，決策參數—供料率與數量之關係說

明如下：安全存量因客觀條件不同，計有4種不

同公式計算方式，為求易於理解起見，在此以購

備時間穩定、需求數量不穩定之模式說明，其公

式如（1）。

安全存量= Zσ√LT      （1）

Z：供料率（決策因素）

σ：用料量標準差

LT：購備時間 

其中σ及LT為實際數據，為已知數值，供料

率（Z）即為決策參數，用料單位決定該項物料

供料率，其數值將影響安全存量之多寡，說明如

表1（其數值參照常態分配表）。

由表1可知，供料率60%～70%以及80%～

90%，兩者雖均為提高10%之供料率，但Z值之

增加幅度達1.6倍（0.43/0.27），代表著供料率愈

高，每提升1個單位，投入成本並非以等比例增

加，而是有著邊際效益遞減的關係。

安全存量於性質上屬於將久置倉庫之物料，

為活用公司資金並避免積壓，盡可能不設定安全

存量。但如何不設定安全存量，又能避免缺料？

在此建議可運用下列方法：

｜提升請購點，以提早作業，保留作業彈性。

｜訂定開口契約，並保留增購。

｜善用物料零用金以保持彈性運用。

物料管理最理想的境界就是把庫存存在供應

者倉庫，有需求時可及時供貨。設定安全存量是

需求量及購備時間均無法掌握，而不得不然之做

法，未設定安全存量並不表示缺料，系統故障與

安全存量亦無相關，在設定安全存量之前，應考

量各種解決方案後為之。

供料率Z 60% 70% 80% 90%

Z值 0.26 0.53 0.85 1.28

增加值 0.27 0.32 0.43

表1  妥善率與Z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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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需求計畫

一般生產製造業，物料需求計畫（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MRP）係依據訂單或預

估未來需求以及BOM表（Bill of Material）所展

開，相關原料或原件均有其到貨期程及數量，以

使生產排程順利進行。維修業與生產製造業不同

的是，物料需求計畫則是依事先規劃之維修排程

或故障分析以及BOM表展開，兩相對照之下，

可以發現維修業之維修排程猶如生產製造業之訂

單生產（需求量及預料期程已知）；故障分析就

如同預估未來需求一樣，需要以往數據及考量客

觀環境以預估未來所需數量。

需求單位提出物料需求申請時，均為依維

修排程或故障預測所提出，因此各項物料均需依

實際需求排定用料期程及數量，並說明估算原則

後送物料管理單位依時程辦理採購，並將用料

期程納管。物料採購入庫後，物料管理單位依原

訂用料期程核對實際領用情形，如未依原訂時程

用料，則請需求單位說明原因。此舉目的在於協

助需求單位重新檢視原使用量估算方式及需求原

因，藉由異常原因探討逐步加強用料單位對於用

料排程之掌握度。

如所需物料具有使用期限，即所謂時限物

料，與一般物料不同之處，在於排定之用料期程

需在使用期限內，以確保物料品質堪用。因此需

求單位在提出時限物料之需求時，需於契約規範

內明訂供應商於交貨時，應提供使用期限較用料

期程為長之貨品。物料購入後，需求單位應照既

定排程用料，以防止時限物料逾期變質而造成公

司損失及徒增處理成本。如使用排程及數量無法

確實預估，則考量以訂定開口契約或以零用金購

入，即買即用為原則。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廠商

送交之物料雖可符合排程需求，但同一批物料中

其到期日有可能不同，倉庫同仁發料時，應留意

同批入庫之物料仍具有發料之先後順序，以增加

用料之彈性。

物料如未照原訂排程使用，金額較高且原申

請單位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時，應建立一套懲處標

準以為警惕。惟懲處實為不得已之手段，並非推

行物料需求計畫之目的，物料管理單位應讓需求

單位充分了解，以避免因誤解而扭曲了物料需求

計畫推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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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管理實務
前述章節係為介紹物料存量管理基本概念，

並結合維修行業特性作一闡述。如何將基本概念

運用於實際作業，則需長時間持續的規劃、執

行、檢討及改善後，逐步發展出一套適合企業本

體的存量管理方式。現將臺北捷運公司數項物料

管理方式分述如下。

物料編碼

臺北捷運公司計有數萬項物料，每項物料

均有其代號以利管理。物料之代號是為「物料編

號」，簡稱「料號」。其一致性之架構為系統別

（2碼）、類別（2碼）、流水號（4碼）及型式碼

（2碼），並以3個句點作區隔，因此完整之料號

連同逗點共計13碼，所有物料料號均依循該架構

訂定。料號既然作為不同物料之代號，其應具備

唯一性以避免混淆，亦即料號與物料之對應關係

為一對一，料號之間具有互斥性。臺北捷運公司

之物料料號於編列時，均先判定其系統別、類別

及型式碼，以作分類，並佐以流水號以識別而具

有互斥性。另所有物料（包括未來新增物料）均

能依前述規則及架構編列料號，即所謂完全性。

1個結構完整的料號除具備前述一致性、互

斥性及完全性外，另可顯示所代表物料之基本屬

性。臺北捷運公司之物料編號方式，除了具備前

述特性外，亦可顯示物料基本特性，例如物料編

號51.95.0006.LO所顯示之資訊為：321型電聯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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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別51）之專屬工具（類別95），且不指定

廠牌（LO），0006為流水編號，由前述資訊即

可立即得知該物料之基本特性。掌握住幾個簡單

的基本規則後，即使是第一次接觸物料編號的人

員，亦可輕易解讀料號資訊。

最低訂購量

需求單位依據實際需求及用料期程，提出

需採購之物料數量，採購單位則於審核數量後，

依核定之數量辦理物料採購。然在實際情況下，

部分物料有最低訂購量之限制，如需求單位提

出之需求數量低於最低訂購量，則會面臨是否需

購入較實際需求數量為多之抉擇。有最低訂購量

之供應商通常表示，購買數量只要低於最低訂購

量，不論購買數量為何，其總金額均以最低訂購

量計算。亦即假設最低訂購量為10個，購入金

額為10,000元，個別單價則為1,000元，如僅採

購2個，購入金額亦為10,000元，個別單價則為

5,000元，價差為5倍。在一般直覺判斷下，認為

應購入10個才不會有「虧到」的感覺。

試想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存在著最低訂購量

的限制，最常見的就是在大賣場，如高麗菜1顆

50元，3顆110元，看起來第3顆只賣10元，如單

以經濟因素為考量，似乎以購入3顆較為划算。

在作如此盤算時，經常忽略了另1項重要因素—

需求量。以前例而言，如一次購入3顆高麗菜，

購買後連吃3天就已經吃膩了，是時或許還剩下1

顆半存放於冰箱，需繼續再連吃3天才可吃完，

且早已失去新鮮度，此時剩餘無法消費之數量不

是強迫自行消費，不然就是送人或丟棄，不論後

續處理方式為何，均產生了額外處理成本。物料

採購亦為相同道理，以前段最低訂購量為10個

之物料而言，該次需求量為2個，如一次購入10

個則需考量未來是否有使用機會，以及物料保存

期限，不論未來是否會使用，未用畢之8個物料

於購入後即產生了儲存成本及管理成本。如未來

使用機會甚低或無使用機會，則另增加了處理成

本，購入數量之成本表比較如表2。由表中可知

一次購入最低訂購量（10個），其所需成本將有

可能比購入實際所需數量（2個）為高。

另與最低訂購量狀況相似之物料，係為工程

餘料及廠商無償贈與之物料。該2種物料雖無購

入成本，且初步研判好像以後會用到（請參照家

表2  成本比較表

購入數量

2個 10個

購入金額 10,000元 10,000元

儲存成本 無 有（8個）

管理成本 無 有（8個）

損壞處理成本 無 有（8個）

總成本 10,000元 10,000元+？元

017

01物料存量管理



中儲藏室所放置「以後好像會用到」的雜物），

惟物料有使用才有其價值，如將不確定未來有無

使用機會或使用機會甚微之物料入庫，則將增加

儲存及管理成本，對於公司並無實質助益，甚至

衍生額外成本。因此需求單位提出申請工程餘料

或廠商無償贈與物料入庫時，均應考量其需求及

實用性，並排定用料期程以為管控。 

 點移交備品審查

捷運系統工程契約或較重要之設備採購案

（如電聯車採購）於契約內訂定供應商需提供一

定比例之物料備品，以供後續使用，該物料備品

稱為點移交備品。在系統營運之初，因營運路線

通車迅速，相關實際經驗未及累積，因而點移交

備品之項目及數量係參考供應商之建議，點收各

案備品入庫。隨著實際營運經驗的累積，維修單

位已可預估物料之使用，採購單位已掌握商源及

交貨期程，亦即已由實務經驗培養出審查點移交

項目及數量之能力。也因此各案點移交備品在點

交前，其備品項目及數量均需由相關用料單位及

物料管理單位審查同意並排定用料期程後，始可

點交入庫。

各地區捷運系統因系統型號、氣候、路線曲

度、維修方式等因素之不同，備品使用經驗無法

完全一體適用，唯點移交備品之審查原則應掌握

下列2點：保固期結束後將立即使用之備品、採

購不易之備品或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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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供料

一般工程或勞務案件契約訂定方式，如涉及

物料安裝，均由承包商連工帶料施作。唯承包商

素質良窳不齊，施工時所使用之物料如未能完整

規範，很有可能使用品質不符所需之物料。存放

於捷運機廠倉庫之物料，係通過專業之用料單位

驗收合格，其品質符合實際需求，因此相關案件

於發包前，需檢視各機廠倉庫有無庫存物料可供

使用，如有則承包商應優先使用庫存物料，確保

用料品質以維護系統安全。

部分自行維修項目，因人力運用成本或其他

因素考量，改由委外承作，如未建立甲方供料機

制，則該維修工作所使用之物料將可能久置倉庫

而無使用機會，對於物料管理有不良影響。也因

此甲方供料機制再另一方面具備物料管控功能。

物料管理流程

臺北捷運公司藉由多年的實務經驗及不斷檢

討改進，已發展出一套物料管理流程（流程圖如

下頁圖5）。在前項章節曾提及，需求單位於提出

物料需求時，其物料需求數量係依維修排程或故

障預測推算，並需逐項說明推算方式，如「該項

物料1列車需更換3個，24列車共需更換3*24=72

個，另依以往經驗更換時耗損率為2%，因此另

增購耗損量72*2%=1.44≒2個，故本次請購數量

為72+2=74個。」或「每年平均故障用量約2～3

個，本案購入1年用量3個作為故障更換用料。」

物料管理單位則依前述說明核對資料庫數據資

料，並將需求單位提出之使用排程列管以供爾後

物料入庫時核對實際用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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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物料管理流程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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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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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單位

維修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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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排程 解除列管 檢討改善

開會研商結案

辦理採購

驗收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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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需求數量及用料期程經物料管理單位審

核無誤後，便進入採購階段，此時採購單位則需

注意所採購物料是否有最低訂購量之限制，如有

則依表2來作判定。臺北捷運公司對於物料採購

作業天數有明確規範，從案件接案至決標之內部

作業時程有其標準作業天數，辦理時程超過標準

作業天數則需提出檢討說明。此一採購標準作業

天數對於物料管理至為重要，用料單位可依該標

準天數、前購案交貨期及維修排程估算出需求提

出時間點，將不致過早提出而提早交貨或過晚而

延誤維修排程。

物料採購入庫後，物料管理單位開始依需求

單位原訂時程進行管控。如前段所述，如未規範

採購標準作業天數，物料未能於維修用料排程前

入庫，除影響維修排程危及系統妥善率外，物料

需求計畫（MRP）之管控措施亦將無法執行。

反過來說，如物料依時採購入庫，但用料單

位無法按既定時程使用物料，與期程不符時，則

請該用料單位檢討並說明，尤其該物料有使用期

限時，更需嚴加控管。

未依期程使用如係因系統故障率降低而用

量減少，或因配合政策等不可歸屬用料單位之因

素，用料單位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物料管理

單位開會研商後，解除列管、重新訂定用料期程

或檢討改善。藉由前述程序，管控物料之入庫及

出庫，以有效管理物料庫存。

結語
臺北捷運系統自通車以來，逐漸成為大臺北

地區民眾主要運輸工具，捷運能到達的地方就是

交通便利之處，從各大百貨公司紛紛設立免費捷

運站接駁公車便知。而曾經歷因納莉風災重創捷

運系統，造成臺北交通因而阻塞之民眾，更能體

會捷運系統之不可或缺性。

民眾對於捷運系統之依賴程度及信任感需

經年累月而成，但是一次的系統故障將瞬間摧毀

公司平日累積之良好印象，因此維修工作之負荷

可見一斑，相對的後勤物料支援之重要性自不在

話下。而後勤物料支援單位另需面對另一項壓

力—便是如何在充分支援維修人員之前提下，做

好管控物料庫存成本。以維修單位角度而言，庫

存物料愈多愈好，希望能做到要什麼有什麼；但

以經營者立場而言，庫存係以資金所換取，在有

限資源之分配及資金運用效率下，庫存是愈少愈

好，兩者的觀點雖南轅北轍，但是沒有絕對對錯

可言，其出發點均是為了提升營運績效。物料存

量管理於此扮演著中間者的角色，運用不同的管

理手法以取得平衡點，期能發揮「把錢用在刀口

上」之效益。

後記

本文特別感謝臺北捷運公司供應處羅啟倫

正工程師、唐裕輝課長及林琦芬課長惠賜寶貴意

見，以及闕明照助理管理師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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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臺北捷運公司內部控制
內部稽核制度實例
Examples of the Endeavor to
Implement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d
Internal Audit System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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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臺北捷運公司內部控制
內部稽核制度實例
Examples of the Endeavor to Implement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d
Internal Audit System of the Company
姚惠芳／Hui-fang Yao1

摘要

經營企業的歷史教訓－「創業唯艱、守成不易」，為永續經營與

創造獲利，企業的掌舵者總是在不斷的思考，如何發揮有限資源

的最大效益，於是經理人不斷改進作業方式，這一連串的改變，

有針對制度面，有針對控制面，無非都是為了提高效率與創造

獲利。在改變過程中，嘗試引進各式管理方法，如營運初期引進

ISO制度確保運輸品質與安全，所有成文與不成文的規定，皆可

訴諸於文字予以書面化，成為公司的管理規章，這些分散於各層

級的規範文件，乃內部控制制度的一環。

當我們初嚐經營的美好成果之際，回頭省思所處的內外部環境，

卻憂心這些規章制度，若無法持之以恆，將無法永遠行駛在既定

的軌道上，那些美麗的標準作業程序，也僅僅只是窗飾而已。在

1999年成立稽核室，我們即著手進行編訂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我們認為「公司本身的病症或問題，要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也

就是內部稽核人員來發掘，該等內部稽核人員不限於稽核職稱人

員，他們對於制度運作的熟悉深入，使其在組織中發揮功效。

基此，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實乃一體兩面，前有內部控制，後有

內部稽核，兩者相互配合，我們期盼能有效地達成既定的目標。

關鍵字：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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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esson learned from the history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It is hard 

to start a new business, and it is equally challenging to keep it going.”For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profit making, corporate navigators are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 thinking how they can put limited resources to 

maximal performance. Managers, therefore, have continued to improve 

operational methods. Some of the changes are targeted at the system 

dimension, and some at the control dimension. Either way, it is all about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profit enhancement. In the course of making 

these changes, various management approaches were introduced, such 

as the ISO system initi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to ensure 

transportation quality and safety. All written and unwritten regulations can 

be recorded to become the company's management guidelines. These 

regulatory docu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are a link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the corportion.

As we begin to taste the first fruit of the endeavor, we also reflect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stand, realizing that if we fail 

to persist in our effort, these rules and systems will not be kept in place, and 

our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will become no more than window 

dressing. After the audit office was formed in 1999, we immediately began 

to formulate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audit system. We 

believe that“a company's sickness or problem can only be solved by its 

own strength.”In other words, it takes internal audit staff to uncover the 

defects. Their deep familiarity with system operation enables them to play 

importment roles in the organization.

Therefore,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audit system are in 

fact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ith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up front 

and the internal audit system in the back working together to help us attain 

the goals we have established.

Keywords: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nternal audit system

1 臺北捷運公司會計室主任 / aonet02@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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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簡稱證期局）為了強化企

業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規範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除證

券、期貨、金融及保險等事業之相關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

及該準則所訂定之內部控制制度規定

辦理，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經理人所設

計，董事會通過，並由董事會、經理

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其目

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

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財務報導之可靠性。

｜相關法令之遵循。

所稱營運之效果  及效率目標，

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

標。所稱財務報導之可靠性目標，包

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交易經適當核准等

目標。

臺北捷運公司成立於1990年並於

1996年開始營運，2001年間初期路

網逐漸形成，營收與營運路線、員工

人數逐年擴增，雖致力於各項規章的

編定與即時修正，仍自覺缺乏嚴謹的

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書面規範，故除

成立稽核室外，更著手進行相關作業

的蒐集與彙編，這一切作為，乃參考

公開發行公司的規模及提升經營績效

的初衷而來，除追求利潤極大化外，

大眾運輸的系統安全更是第一要務，

兩者盡量取其平衡，經營事務千頭萬

緒，如何使規模如此龐大的企業個體

對企業目標有所遵循，除建構各處室

標準作業程序之外，我們希望能參照

內部控制、內部稽核的精神，對經營

業務有所回饋，藉以達成我們所想要

的目標。

在內部稽核、內部控制制度的設

計上，參考國內外前例，經理部門草

擬制度，送交董事會核定後，由稽核

室排定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性

的查核，藉由風險性評估選定查核範

圍與方法進行稽核工作，所歸納的內

部控制缺失也都將再度回饋到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範圍中。

觀念澄清
當要求各部門在短時間內編訂完

成內部控制制度時，各主管事務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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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常會問，如果我們有了完善的內部控制制

度、內部稽核制度，那些讓人難堪及痛心的舞

弊就會從此消失嗎？忙碌的員工們會問，我們

已經朝ISO認證這條路走了，每項作業流程都已

經建立SOP（標準作業流程）了，我們還需要

內部控制制度嗎？在沒有建立書面內部控制制

度前，表示根本沒有內控制度在執行？有了完

整、鉅細靡遺且不計成本將所有作業步驟書面

化後，這樣的一部內控制度才稱的上已建立有

效的內控制度？高階管理者可高枕無憂？在回

答這些問題之前，有幾項觀點是需要澄清的。

內控制度的幾項觀點
｜ 內部控制是一個過程。內部控制是達成結果

的方法，本身不是結果。

｜ 內部控制因人而產生效果。它不是只有手冊

及表格而已；至於前述的人，則包含組織內

各個層級的人。

｜ 內部控制只能為企業的管理階層及董事會提

供合理的保證，不能提供絕對的保證。

｜ 內部控制可與欲達成之目標相配合而劃分成

一種或多種類別；各類內部控制可相互區

分，但又相互重疊。

｜  內部控制是否有效被運作是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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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本身雖清楚明白，但執行的人卻隨時會

變動的，所有不斷的查核糾正再更新書面制度，

成為一種循環，就如我們認為已經很周延的法

令，仍會因為不斷的發現缺漏而須一再修正，具

成本效益的內部控制制度是遏止可能錯誤與發揮

效益的第一步，但踏出這一步並不代表結束。

內部控制度的組成要素
對內部控制制度設計精神有所了解，是所

有在進行書面化過程中的第一門功課。證期局在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

將內部控制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如圖1，分別

為：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資訊與溝

通、監督。

控制環境提供人們進行其活動，履行其控制

責任之氣氛。它是其他組成要素的基礎。管理階

層評估不能在這個環境之下達成其目標之風險；

執行控制活動之目的，則在幫助管理階層保證其

處理風險的指令會被執行；同時，還須蒐集攸關

資訊，並在組織之內溝通。這些過程應予監督，

必要時應予修改。

控制環境

所稱控制環境，謂塑造組織文化、影響員

工控制意識之綜合因素。控制環境係其他組成要

素之基礎。影響控制環境之因素，包括員工之操

守、價值觀及能力；管理階層之管理哲學、經營

風格，及聘僱、訓練、組織員工與指派權責之方

式；董事會、監察人之關注及指導等。舉例說明

如下：

｜ 未落實職務輪調；經管現金人員之職務輪調不

確實（員工操守）。

｜ 站務人員改變日常作業，偏離主要工作項目。

｜ 偏重業外財務操作（經營風格）。

風險評估

辨認其目標不能達成之內、外在因素，並評

估影響程度及可能性之過程。其評估結果，可協

助企業設計必要之控制作業。舉例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COSO報告，馬秀如譯“內部控制—整體架構”，P19
註：“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架構”，2005年馬秀如等譯，P4中已將企業風險管

理之組成要素區分為八個：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項辨認、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監督。本文仍以證期局所訂內容敘

述。

圖1  內部控制的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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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具風險的作業

｜ 領料，用料與報廢料差異過大；維修用料與工

單用料是否相當。

｜ 同一項作業流程完全由一人完成所有作業。

控制作業

指幫助管理階層確保其指令已被執行之政策

及程序，包括核准、驗證、調節、複核、定期盤

點、記錄核對、職能分工、保障資產實體安全，

及與計畫、預算或前期績效之比較等。舉例說明

如下：

控制作業—控制重點 

｜ 維修後所換下料件須繳回倉庫 。

｜  控制作業應設計為可前後勾稽作業，如管錢不

管帳 。

｜  落實財產盤點 。

資訊及溝通

所稱資訊，謂資訊系統辨認、衡量、處理及

報導之標的，包括與營運 、財務報導或遵循法

令等目標有關之財務或非財務資訊。所稱溝通，

謂把資訊告知 相關人員，包括事業內、外部溝

通。內部控制須能產生規劃、監督等所需之資

訊， 及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舉例說

明如下：

｜ 以兩個未連結的資料庫產出不同用途的報表，

且未予以複核勾稽，產出資訊錯誤。

｜ 忽略各控制點出現的錯誤訊息，所產生弊端。

監督

所稱監督，謂評估內部控制品質之過程，包

括評估控制環境是否良好，風險評估是否及時、

確實，控制作業是否適當、確實，資訊及溝通系

統是否良好等。監督可分持續性監督及個別評

估，前者謂營業過程中之例行監督，後者係由內

部稽核或管理階層在內之其他人員進行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要素與目標及

作業活動
在正式編訂內部控制制度前， 如何將日常

的各項作業活動一一的將其書面化。首先，必須

了解這些繁瑣的作業活動，與內部控制制度的組

成要素、內部控制制度所欲達成的目標及其相互

間的關係。各章節的內部控制制度則依循以下架

構發展編寫。（如圖2）

內部稽核的定義
內部稽核與內部控制制度係一體兩面，就如

所熟知的PDCA一般，擬訂制度、執行、查核與

修正，稽核室為公司內部設立的獨立評鑑機制，

目的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部門檢查、覆核內部

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率效果，並提

供改進意見，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並對

內部控制度提出修正意見。稽核部門除安排年度

稽核工作外，各部門則進行年度自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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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檢查之目的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是否有效為各處室的責

任，自行檢查制度的精神是希望能落實自我監督

的機制，現場執行人員最能優先察覺環境的變

遷，自行檢查希望能及時因應環境的改變，調整

內部控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提升內部稽核的檢查

品質及效率，其檢查範圍包括公司各類內部控制

之設計及執行。

自行檢查的做法
執行自行檢查工作的員工，應依風險評估結

果，決定自行檢查作業程序及方法，至少包括下

列項目：

｜ 確定應進行測試之控制作業。

｜ 確認應納入自行檢查之營運單位。

｜ 評估各項控制作業設計之有效性。

｜ 評估各項控制作業執行之有效性。

自行檢查評估結果，分為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或有重大缺失之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內部

控制之工作底稿併同自行檢查報告及相關資料應

至少保存三年備供檢查。

臺北捷運公司首次擬訂內控制度

的推動過程
廚藝高超的廚師可以在短時間內，滿足許

多人的需求並獲得讚美，但卻不一定可以很精闢

的將所有的作業流程予以書面化；如同現行許多

出色的經營者，可以將企業經營的有聲有色績效

卓著，其經營心法卻不一定有一套完整的書面制

度可供依循。企業經營千頭萬緒，堆疊在眼前的

各部門的各項管理規章，如何有系統的建構出藍

圖，如何使執行者、稽查者可以再最短時間內瞭

解公司整個營運架構為推動制度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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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SO報告，馬秀如譯“內部控制—整體架構”P.21
註： “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架構”，2005年馬秀如等譯，P5中已將立方體上方目標修正為：「策略性、營運、報導、遵循」；立方體之前方則標示八個組成要素，右方

則描述企業之單位。本文仍以證期局所訂內容敘述。

圖2   內部控制制度組成要素與目標及作業活動相互間關係圖

監　　督

風險評估

控制環境

資訊與溝通

控制活動

營
　

　
運

財
務

報
導

法
令

遵
循

作
業
活
動
1

作
業
活
動
2

02推動臺北捷運公司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實例



032



內控制度與ISO制度兩者的整合
我們在推動初期即對內部控制制度、ISO制

度兩者訂立初步關聯，為使兩者得以相輔相成，

我們嘗試將兩者做一分工如下圖，對於已建立

ISO文件的作業，則將其ISO文件名稱索引至內

部控制制度中。

管理活動與內部控制的區分
下表列出常見的管理行動，並指出其中何者

同時亦屬內部控制之組成要素，下表並未包含全

部管理活動，亦不是描述管理行動的唯一方式。

我們只是列舉式的表列比較，以區別管理活動

與內部控制的差異。這些概念將指導我們內部控

制制度應納入的範圍，而不是漫無目的的擴散。

（如下頁表1）

圖3  內控制度與ISO制度分工圖

表單流程 表單流程 表單流程

內部控制制度
重效益＞成本

如：法律條文

或 表單流程XX部門ISO文件
以品質為主

如：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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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內控作業的步驟流程
我們花費許多時間對什麼是內部控制制度

做心裡建設，對內部控制制度定義、須涵蓋的範

圍、政府的規範、目前公司內部已進行的制度充

分了解後，訂定屬於我們的內部控制制度將會容

易許多，圖4是訂定內部控制制度的步驟流程。

內部控制制度為整合公司內各項作業活動

而成，故對於企業內各項活動須有深刻瞭解，一

般普遍運用在各層級的各項表單格式，為了解企

業內部各項活動軌跡的重要書面文件，當然作業

活動不僅限於人工表單格式，尚包括存在於系統

內的各式電子簽認表單，接下來，對於企業內運

用的各項法令依據則為另一項重要的蒐集分類工

作，以上這些基礎工程，如同兩張重要的門票，

有了這些完整的資料，才有資格談到進一步書面

化的工作。

眾多學者專家，總會提醒內控制度實施的成

功關鍵，端賴下列各因素之配合，企業須先自我

檢視以下幾點：

｜ 企業組織規劃與管理結構是否合理？

｜ 最高主管是否重視與支持該制度的推動？

｜ 企業的會計制度是否健全？

｜ 員工參與度及訓練是否足夠？

公司為公營體制下成立的營利事業，同時具

有政府機關的特色接受政府的各項法規約束，會

計制度健全為必要條件，組織結構與管理依循公

營公司體制，由於受到董事長的高度支持，進而

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證期局規範

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應涵蓋所有營運活

動，並應依企業所屬產業特性以交易循環類型區

分，訂定對下列循環之控制作業：

銷售及收款循環

包括訂單處理、授信管理、運送貨品或提供勞

務、開立銷貨發票、開出帳單、記錄收入及應收

帳款、銷貨折讓及銷貨退回、執行與記錄現金收

入等之政策及程序。

表1  管理活動與內部控制

管理活動 內部控制

 訂定企業整體層級之目標—理念 
、使命及所追求之價值

所追求之價值

策略規劃

訂定影響控制環境的因素 V

訂定作業層級之目標

辨認風險和分析風險 V

管理風險

執行控制活動 V

辨認資訊、取得資訊與溝通資訊 V

監督 V

改正行動

資料來源：COSO報告，馬秀如譯 “內部控制-整體架構”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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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編訂內控制度作業流程

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

臺北市政府規範 日常例行作業 管理決策行為

不列入制度規範

表單流程蒐集

法規盤點

成本效益考量

內控範圍訂定

草擬內控制度

審查會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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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付款循環

包括請購、進貨或採購原料、物料、資產和勞

務、處理採購單、經收貨品、檢驗品質、填寫驗

收報告書或處理退貨、記錄供應商負債、核准付

款、進貨折讓、執行與記錄現金付款等之政策及

程序。

生產循環

包括擬訂生產計畫、開立用料清單、儲存材料、

領料、投入生產、計算存貨生產成本、計算銷貨

成本等之政策及程序。

 薪工循環

包括僱用、請假、加班、辭退、訓練、退休、決

定薪資率、計時、計算薪津總額、計算薪資稅及

各項代扣款、設置薪資紀錄、支付薪資、考勤及

考核等之政策及程序。

融資循環

包括借款、保證、承兌、租賃、發行公司債及其

他有價證券等資金融通事項之授權、執行與記錄

等之政策及程序。

固定資產循環

包括固定資產之取得、處分、維護、保管與記錄

等之政策及程序。

投資循環

包括價證券、不動產、衍生性商品及其他投資之

決策、買賣、保管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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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循環

包含基礎研究、產品設計、技術研發、產品試作

與測試、研發記錄及文件保管等之政策及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得視企業所屬產業特性，依實

際營運活動自行調整必要之控制作業。以下係臺

北捷運公司自行調整必要之交易循環與證期局最

低限度交易循環之比較如右圖5。

監督機關
公司最高決策機關為董事會，董事會下設

稽核部門，另外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有可能

會外聘會計師擔任查核財務報表的工作，同時會

計師也負責對公司內控制度是否有效被執行表示

意見。台北捷運公司政府出資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尚必須接受臺北市政府、審計部臺北市審計

處的查核，查核內容與範圍則不限於財務報表，

內控制度所須達成的三項重要目標也同時是政府

部門所重視的項目。政府部門所規範各項臺北捷

運公司須適用或參照法令規章，也必須納入內部

控制制度中才算完備。

證期局規範

銷售及收款循環

採購及付款循環

薪工循環

固定資產循環

融資循環

投資循環

生產循環

研發循環

臺北捷運公司

營業及收款循環

採購及付款循環

人事及薪資循環

固定資產循環

融資循環

投資循環

運務循環

維修循環

票證循環

資訊處理作業

圖5   證期局規範與台北捷運公司內控制度架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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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控制度架構圖
融入臺北市政府內控制度內容

臺北市政府2006年開始推動轄下各機關內

部控制制度書面化政策，2007年擬訂「臺北市政

府各機關內部控制共通性項目」一書，並頒行所

屬各機關遵守，政府機關依市政建設專業不同，

分別設立一級機關，如：警政、衛生、環保、交

通、教育等，故其內部控制制度設計係以「部門

執掌」為主要設計架構，對易生弊端業務及可能

未達到「遵守法令」內部控制制度目標者，為首

要控制重點，目前已訂定架構如下，其範圍與內

容有別於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係以營業

事項之「交易循環」為設計重點。比較臺北市政

府規範內容與臺北捷運公司之差異如左圖。

臺北市政府所規範內容為通則範例，各所屬

機關得視風險程度納入內控制度中，主要精神仍

不脫離學術上所稱內部控制制度範疇，其優點為

各章節擬訂與執行機關權責明確，其作業流程亦

已融入標準作業程序架構編排。臺北捷運公司為

求週延，於2007年修編時，除遵守公開發行公

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所要求之架構編寫

外，同時納入臺北市政府所規範共通性項目。

註： 規範內容除包括臺北市政府部份項目，尚包括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8條應包括之作業項目。

圖6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內部控制共通性項目範本與臺北捷運公司內控制度架構比較圖

臺北捷運公司

營業及收款循環

採購及付款循環

人事及薪資循環

固定資產循環

融資循環

投資循環

運務循環

維修循環

票證循環

資訊處理作業

會計業務循環

其他作業（註）

臺北市政府規範

採購業務

人事業務

政風業務

資訊內部稽核

重大危安

防弊及專案稽核

政風督導

財產申報

秘書業務

出納業務

財產管理

研考業務

文書處理

檔案管理

行事曆

主計業務

會計業務

主計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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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部稽核執行者
內部控制制度、會計制度、例行性管理制

度等，均須藉助稽核制度，方能永續實施並檢查

其是否有效被執行，未經定期稽核之各項制度將

淪為只有老實人才會遵守的聖經。稽核的力量可

能來自於公司內部或外部人員，各自有不同的組

成、任務與稽核重點。

內部稽核與外部審計之比較

公營機構之企業組織架構中，常存在著「政

風室」及「稽核室」的組織編制，在外部的審計

單位又包括臺北市政府、審計機關、會計師，其

查核工作等事項之比較，以表2來說明。由以下

的比較說明，不難發現內外兩大職能的協調，能

增進彼此共同的利益，同時亦可樽節外部審計之

時間與企業成本的投入。

現況問題 
謹慎遵守法令但未發揮最大效率

內部控制度的推行有其三個重要目的，為了

確保達成目的則以推行稽核制度為回饋與修正，

確保制度被有效執行。

我們的同仁現階段在執行業務上仍為廣義公

務人員，公務員依法行政，故執行業務首要課題

即遵守法令，內部控制制度中遵循各項法令、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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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 李建華、茅靜蘭、游麗珠著 “企業內部控制與稽核實務” P.59。
　　　　　2. 本文作者研析。

內部稽核

外部審計

稽核單位 政風單位

由企業內部之組織及人員擔
任。

由企業內部之組織及人員擔
任。

外部審計由外部會計師、臺北
市政府、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從事。

稽核目的在滿足管理需求。
稽核目的以偵查舞弊為主，並
兼顧滿足管理需求。

審核目的在對閱讀報表人表示
專業意見。

對內部控制制度的評核與作業
流程實況的考查，已確定各項
作業有效被執行。

稽核範圍不限於作業流程之稽
核，亦包括員工操守之考核等
端正政風事項。

先研究作業實況與內部控制之
目的，再決定抽查之範圍，以
對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不限於財務事項。 不限於財務事項。

會計師多限於財務事項、內控
制度風險評估。臺北市政府、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則不限於
財務事項。

企業之職能與各單位權則為劃
分稽核工作之主要依據。

企業之職能與各單位權則為劃
分稽核工作之主要依據之一。

財務報表科目內容為劃分審核
工作與步驟之依據。

偵測舞弊與保障資產安全為職
責之一。

偵測舞弊與保障資產安全為主
要職責。

除非舞弊影響報表之適正性甚
大，否則舞弊之偵測非會計師
之重要目的，臺北市政府與審
計處臺北市審計處則不同。

稽核人員應獨立於財務長及會
計長之外，但仍受最高管理當
局之管轄。

 與企業內各部門平行但仍隸屬
於總經理轄下。

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外部
審計人員皆完全獨立於企業之
外。

不斷的進行循環作業。 查核工作採機動性。
查核工作有期間性，而非連續
不斷。

表2  內部稽核與外部審計之比較

02推動臺北捷運公司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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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導可靠兩項目的，其執行率如果百分百，營

運的效率效果達成率則令人緊張，公營所處經營

環境監督多也可能導致決策猶豫更多，公營企業

可能是守法者但缺乏創意，這些可能讓公營相較

於民營在執行營運的效率效果上落後而無效率，

如果公營績效有所不同也僅僅是程度問題。

ISO制度與內控制度的整合

各種管理工具日新月異，所有號稱有具影

響力的創新制度，可能是在企業身陷各種危機後

所演變而來的，目前國內各企業多數會將內部控

制制度與ISO制度進行整合，內控制度強調風險

程度與制度遵循是否有效，ISO制度強調對既定

程序的遵循及品質保證，兩者各有其設計宗旨，

國內許多企業大多兩者並行運用，為使公司內執

行各項作業人員有所遵循，往往會將內控制度定

位在上階，如前段文中所述內控制度相當於法律

條文，詳細執行作業內容則明確規範於ISO文件

中、或表單流程中，細部作業可選擇於ISO文件

中詳述或建立在表單流程中。

臺北捷運公司目前仍須遵守臺北市政府各

項行政法規及業務財務監督，雖然早在2001年

首訂內控制度及同公司發行公司遵循證其局規範

擬訂內控制度，但自2007年度起臺北市政府著

手進行各機關內部控制共通性項目時，仍要求臺

北捷運公司比照遵守。在前段文中，我們詳細比

較臺北市政府規範內容與證期局所訂內容確有其

差異，臺北市政府所訂各機關內部控制共通性項

目似乎企圖將內控制度與各業務執行步驟結合，

如果免強給予像什麼的說法，似乎較接近標準作

業程序。我們無意探究各項制度內容優缺點或說

明其差異，我們只想強調各種制度整合的困難度

與各制度設計的特色，在進行整合的同時希望不

要偏離最初的目的並能持續有效，制度勿淪為窗

飾。

02推動臺北捷運公司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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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員工訓練：

對風險程度專業判斷的訓練

無論是各部門自行檢查或企業內其他部門

（如：政風室、財務處、會計室、稽核室）對業

務部門的稽核，稽核本身是否有效，對風險程度

的專業判斷為該次稽核作業是否有效的重要依

賴，對「風險程度」的判斷，一直以來都深深困

擾每位查核人員，查核的時間資源永遠有限，我

們無法地毯式的搜查，或針對每項作業採取統計

抽樣推論母體，故在有限資源下，風險程度的評

估為最重要的能力。

未來發展 
內控制度的組成要素中，控制環境為企業的

處境描述，公營事業背負相當程度的政治責任，

尤其有關大眾利益的各項公營事業。有些看似不

值得投入的嚴密監控作業，一旦經由媒體披露擴

大，所帶來的負面商譽恐將遠大於想像，故臺北

捷運公司首要的稽核重點仍在於異常偏離常軌的

瑕疵糾正。

其次，內控制度運作中重要的興利功能，

及效率提升才是專業經理人心中最重要的功能，

對於這樣的期待並非一蹴可幾，只有對風險評估

具專業的稽核人員才能對企業做有效率的回饋，

未來對於營運效率的提升為臺北捷運公司重要的

課題。

結語
成功關鍵無他只有「最高主管的重視與支

持、高度熱誠與訓練成熟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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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司財務預測模型建置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Forecast Model in
Taipei Metro
謝國松、陳韻如／Kuo-song Hsieh1, Yun-ru Chen2

Abstract
The Taipei Metro System is operated under a lease from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RTC performs well and has established a fine financial 

structure during its operating period. In these few years, TRTC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y of Taipei Metro development and in 

finding ways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 Financial Forecast Model for the Taipei Metro” 

can help TRTC to better recognize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forecast, which 

will help TRTC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about business strategy. 

The modeling of financial forecasts comes out of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forecast results. It includes the initial Metro syste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results that can be seen on the balance sheet, income 

statement, cash flow statement and financial ratio of the TRTC. The model 

contains the simulation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s TRTC and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operational reference to help TRTC make decisions 

on business strategy.

Keywords: financial forecast, financial model, financial structure

摘要

臺北捷運系統係由臺北捷運公司向臺北市政府承租，負責捷運系

統之營運與管理，自經營以來，績效良好，財務體質健全。近年

來，由於公共建設始終為政府財政沈重負擔，臺北捷運公司於捷

運系統未來發展策略所扮演角色相形重要。財務預測模型建置，

有助於臺北捷運公司了解中長期財務預測情形，以做為未來營運

政策參考資訊。

經由本建置案，臺北捷運公司得以發展長期財務預測模型，涵蓋

初期路網與後續路網，依營業計畫與假設參數，產出長期性之全

公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以及重要之財務比率，以

利了解未來營運可能之財務情形，並輔以重要因子之試算功能，

以為重要政策之財務資訊參考。

關鍵字：財務預測、財務模型、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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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pei Metro System is operated under a lease from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RTC performs well and has established a fine financial 

structure during its operating period. In these few years, TRTC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y of Taipei Metro development and in 

finding ways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 Financial Forecast Model for the Taipei Metro” 

can help TRTC to better recognize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forecast, which 

will help TRTC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about business strategy. 

The modeling of financial forecasts comes out of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forecast results. It includes the initial Metro syste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results that can be seen on the balance sheet, income 

statement, cash flow statement and financial ratio of the TRTC. The model 

contains the simulation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s TRTC and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operational reference to help TRTC make decisions 

on business strategy.

Keywords: financial forecast, financial model, financial structure

摘要

臺北捷運系統係由臺北捷運公司向臺北市政府承租，負責捷運系

統之營運與管理，自經營以來，績效良好，財務體質健全。近年

來，由於公共建設始終為政府財政沈重負擔，臺北捷運公司於捷

運系統未來發展策略所扮演角色相形重要。財務預測模型建置，

有助於臺北捷運公司了解中長期財務預測情形，以做為未來營運

政策參考資訊。

經由本建置案，臺北捷運公司得以發展長期財務預測模型，涵蓋

初期路網與後續路網，依營業計畫與假設參數，產出長期性之全

公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以及重要之財務比率，以

利了解未來營運可能之財務情形，並輔以重要因子之試算功能，

以為重要政策之財務資訊參考。

關鍵字：財務預測、財務模型、財務結構



前言
臺北捷運系統的興建與營運，

紓解了臺北都會區長久以來的交通問

題，自1987年臺北市政府成立「捷運

工程局」，負責執行臺北都會區捷運路

網規劃、設計與施工，於民國1994年

成立「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臺北捷運公司）以辦理建

構完成路線後之營運與管理。於1996

年3月木柵線完工通車，展開臺北都會

區也是台灣地區捷運發展新里程，而

後淡水線、中和線、新店線、南港線

（含小南門線）、板橋線（含土城線）

陸續完工通車，目前已有八條營運路

線，自2008年底起，將有南港線東延

段、內湖線、新莊線及蘆洲支線、信

義線、松山線陸續完工通車，故掌握

初期路網營運情形與後續路網完工時

程，建置長期財務預測模型，有助臺

北捷運公司了解中長期財務狀況及制

訂相關中長期營運政策。

臺北捷運公司現況與發展

趨勢
公司概況

臺北捷運公司正式於1994年7月

27日成立，以辦理建構完成臺北都會

區捷運系統之營運與管理作業，主要

股東成員有臺北市政府、交通部、臺

北縣政府，合計持股達99.64%，其餘

為唐榮鐵工廠、兆豐銀行、合作金庫

銀行與臺北富邦銀行，目前資本額達

93.541億元。（詳表1）

表1  臺北捷運公司股東結構

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臺北市政府 73.75%

交通部 17.14%

臺北縣政府 8.75%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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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大都會捷運系統中，臺北市政府

捷運局負責路網規劃、設計與施工作業，而由

臺北捷運公司負責營運與管理，並以向臺北市

政府承租捷運系統方式取得營運權。臺北捷運

公司於開始營運5年內，階段性網路尚未完成

者，得以無償借用之方式供其使用，故1996年

至2000年間，臺北市政府僅象徵性收取租金1

元，由臺北捷運公司負責財產與設備之維護。

之後，雙方簽訂9年9個月捷運系統財產租賃契

約，期間自2001年3月28日起至2010年12月31

日止，捷運系統財產每年租金以設備重置費用

再加上當年度營業收入的4%計算，繳交之租金

全數撥入「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

置基金」，作為捷運系統未來設備汰舊換新之主

要財源。

營運狀況

初期路網

依臺北都會區捷運計畫，初期路網包含

淡水線、新店線、南港線、板橋線、土城線、

中和線、木柵線、內湖線與小南門線等9條路

線，路線達91.4公里，車站數為82個，其中已

移交臺北捷運公司營運之路線，除內湖線（預

定2009.03完工）外共8條路線。已通車路網達

76.6公里，營運路網為74.4公里，隨著各線開

通，日營運人次逐年成長，2007年度日平均營

運人次達114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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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旅客並配合e化交通票證政策，臺北

捷運公司與臺北智慧卡票證（股）公司共同推展

悠遊卡票證系統並於2002年度6月正式啟用，目

前民眾悠遊卡使用率約89%。

後續路網

為了能為臺北都會區打造出世界一流的捷

運系統，使臺北成為最具競爭力國際大都會，除

了初期路網外，還有中央已核定將由臺北捷運公

司營運之在建路線，包含南港線東延段、新莊線

及蘆洲支線、信義線、松山線、土城線延伸頂埔

段，後續路網達45.5公里，約有39個車站數，自

2008年底至2013年將陸續完工。

附屬事業

臺北捷運公司除主要之運輸收入外，尚有其

他附屬事業，如車站及車廂廣告出租、販賣店出

租、地下街商店出租、轉乘停車場出租與其他自

營商品之業務等。

財務狀況

臺北捷運公司財務結構，在有制度的運作下

相當健全，初期路網之營運已為未來進一步的拓

展奠定雄厚根基。

損益及股利發放情形

臺北捷運公司自1996年木柵線第一條線通

車營運以來，除前二年因路網尚未成形處於虧

損外，自1998年度起轉虧為盈，並於2000年度

彌補虧損開始發放股利回饋股東，近年來獲利

穩健，純益率約7～8%，股東權益報酬率亦有  

6～7%。

資本支出情形

重大固定資產投資

臺北捷運公司為提升服務品質，經評估後以自有

資金購置24列電聯車，約合新臺幣70億元，自

2003年起至2011年止分年編列預算支應。

一般營運所需固定資產投資

為汰舊換新或強化系統設備功能，臺北捷運公司

所需固定資產投資近年約介於3億～5億元。

營運管理發展趨勢

臺北捷運公司以目前之經營條件，公司現金

流量主要為營運淨現金之流入，顯見目前重置租

金條件尚能負擔。但往後後續路網加入營運，因

後續路網主要路段多為市郊路線，其營運狀況可

能不若初期路網情形，故應考量各個階段性路線

完成後對整體營運之影響。

此外，後續路網納入後營運情形亦關係到可

負擔重置租金條件，故應考量各階段各路線納入

營運後之獲利情形，做為與臺北市政府協商既有

路線與後續路線重置租金之參考基礎。

由於後續路網之工程預算已業經行政院核

定，後續路網之財務計劃皆已提出自償經費負擔

之議題，因此待完工通車營運後，如何於永續經

營前提下設算合宜自償經費負擔亦是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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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模型建置方式
內容架構

財務預測模型之建置係以臺北捷運公司為

主體並能顯示整體性長期財務預測情形，以現有

營運路網為主模式，納入未來各營運路線為次模

式，並保留納入未營運路線擴充彈性。財務預測

結果可結合現有路網中運量、高運量與長期路網

之合計，綜合主要之運輸事業加計附屬事業與營

業外活動，做為公司整體財務狀況之預測基礎。

其內容架構如圖1所示。

財務預測建置流程

財務預測建置先由公司之基本假設開始，

考量營業收入、成本、費用、營業外收支等規劃

資料，進行財務預測模型之建置，產出資產負債

表、損益表與現金流量表，以了解未來一段時間

財務預測之損益情形、現金流量情形等，進而進

行財務比例分析，以呈現資金結構、經營績效、

獲利能力與現金允當性之變化情形。因應本計畫

特殊性，財務預測模型建置後，先就主要業務—

運輸情形分析，可以得知既有路網並以此為基礎

中
運
量

高
運
量

內
湖
線

新
蘆
線

南
港
線

信
義
線

松
山
線

圖1  財務預測內容架構

運輸事業

現行路線 未營運路線

附屬事業 營業外收支 公司整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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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財務預測流程

財務基本假設

營運基本規劃

建置財務模型

財務報表

財務比率分析
敏感性分析
預警功能

營運年期

融資利率 物價上漲率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營業收入

營業外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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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後續各個路網之營運情形。此外，針對重要

因子進行敏感性分析，了解因子對損益與資金影

響程度，有助於對重要因子的風險控管。另外，

為加強風控管，以加註重要指標方式，設計預警

功能提醒管理人員留意於特定年期之財務事項。

其建置流程如上頁圖2所示。

財務預測模型架構
依據財務預測內容架構與財務預測建置流

程，依臺北捷運公司實務需要，建立輸入資料、

財務資料作業區與輸出資料之架構，並藉由程式

設計，以精靈頁面導引使用者操作。財務預測模

型架構如圖3所示。

圖3  財務預測模型架構圖

輸出區

各路線損益、現金
流量、租金試算

全公司資產負
債表、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財
務比例、敏感性
分析、設定純益
率試算

預警指標

損益實際與預
算比較

精靈業面導引輸出

輸入區

精靈業面導引與輸入

假設參數

收入、成本
費用、財務
固定資產

資料作業

各活頁簿，設定公式

各路線收入
附屬事業

各路線成本
附屬事業

營業費用

固定資產與
折舊

財務收支

03臺北捷運公司財務預測模型建置

055



輸入區

可分為假設參數與各項重要營業收入、營

業成本、營業費用、財務收支、固定資產等之輸

入，重要變數均可逐年調整，增加財務預測模型

之彈性，各項重要營運數據預測係參考營運經驗

推估，而假設參數則包含下列資料之設定：

預測年期

物價上漲率

銀行定期存款利率

短期投資報酬率

長期投資報酬率

短期融資利率

長期融資利率

營利事業所得稅

法定盈餘公積

員工與董監事報酬

股利分配比率

財務資料作業區

經由編輯好的公式，運作後以產出後續相關

報表。作業區內容主要有各路線收入、各路線成

本、附屬事業收入與成本、營業費用、固定資產

與折舊、財務收支等。

輸出區

經由各項假設及預測資料輸入，產出之財務

預測結果及管理資訊包含：

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

財務比率表

預警指標

虧損時之提醒

資金缺口之提醒

財務比率異常之提醒

財務比率趨勢圖

敏感性分析

財務預估結果係基於許多假設條件，未來

恐會因營運政策與經濟環境變動而影響預

估情形，因此需探究各項重要假設參數之

變化對相關評估指標之影響，以作為未來

風險控管及營運策略調整之參考。

結語
隨著捷運路網之拓展，臺北捷運公司於捷運

系統未來發展策略所扮演角色愈益重要，經由本

財務預測平台之建置，可以模擬長期營運與財務

狀況並模擬各路線營運損益情形，以做為相關財

務規劃（如調整營運票價、提撥重置租金與自償

經費分攤）協商時之參考，並可協助制訂相關中

長期營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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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講師之養成
The Lecturer Training of Taipei Metro

邱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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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講師之養成
The Lecturer Training of Taipei Metro
邱顯明／Jeremy Chiu1

摘要

臺北捷運公司為了知識、技術傳承與人力培育工作，於十餘年前

設計了具有捷運經營特色之講師管理制度與養成訓練，以培養企

業內部所需的講師人選。其中關於制度需求、歷史沿革、重要流

程、講師權利與義務、訓練設計概念、特色與未來發展是本文陳

述重點，可為軌道運輸業或其他形式服務業在相關工作規劃之參

考。

關鍵字：捷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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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捷運公司人力處訓練中心副主任 / e00213@mail.trtc.com.tw。

Abstra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passing on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manpower cultivation, Metro Taipei designed a lecturer 

training program about ten years ago to train lecturer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corporation. The key point in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system demand, 

evolution, business flow, and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a lecturer, the design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ining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 It might provide some useful experience for the track industry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service industries to build their own work plan.

Keywords: metro, le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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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制度
經營需求

企業為了永續經營，須維持企業

競爭力，而競爭力之維持則需企業核

心能力的擁有及優質從業人員工作來

當後盾，方能與其他企業在產業市場

上一較長短，以求得事業獲利收入。

在這知識經濟年代裡，臺北捷運系統

的經營機構─臺北捷運公司雖不像一

般產業處在高度之競爭環境中，但是

也有公共事業之經營使命，就是提供

安全、便捷、舒適、可靠之運輸系統

給予大臺北地區旅客，所以捷運運

轉、維護與行政管理之企業核心能力

發展及優質員工的培訓仍是臺北捷運

公司經營之重大課題。企業內部講師

制度就此因運而生。

歷史沿革

臺北捷運公司講師需求最早源自

於1991、1992年木柵線赴法重要人員

及種子訓練師之技術轉訓工作上。當

時這些人員為了將台灣首套捷運系統

之知識、技能有效地傳遞給各運轉、

維護等職位之學員們，除了在法國接

受承商之教學訓練外，仍覺不足地在

台灣聘請學校老師教授教學技巧，才

能確實地扮演起種子訓練師之角色。

在木柵線通車營運後及接續之淡

水線運轉、維護人員培訓需求，訓練

單位有屆於訓練講師之長期需求及教

學品質要求，特於1996年底訂定「訓

練師及講師合格評審與管理發展作業

規定」確定臺北捷運公司之企業內部

講師制度。初期企業內部講師制度將

060



講師分為兩類，一為專業訓練師、另一為線上

講師。其中專業訓練師群設置在訓練中心內，

是專職職位，而線上講師則由運轉、維護線上

單位人員兼任之。專業訓練師與線上講師名稱

不一樣當然工作任務就不同，專業訓練師由於

專職關係，所以須設計整個職位之訓練標準規

範，其包括職位條件、訓練結構、訓練導引、

標準教材及標準測驗、檢定方式，屬於訓練規

劃、整合者角色，大部分由捷運各系統之重要

人員調任之。而線上講師則協助專業講師規劃

訓練並完成所負責課程科目設計與教學工作，

由現場資深或專精人員擔任。

1995年在捷運初期路網形成且各職位訓

練之訓練標準規範皆已制定完畢下，專業訓練

師之階段性任務就已完畢，故再度修改法規成

「講師合格評審及管理發展作業規定」廢除專

業訓練師之角色，但仍明文規定訓練中心若有

長期訓練規劃工作時得以調動線上講師至訓練

中心專職三個月。

制度特色

整體捷運講師制度以「講師合格評審及

管理發展作業規定」為管理核心，擁有下列特

色：

｜ 須有一定捷運專業經驗與講師技巧養成後方

能成為講師候選人。

 ｜明定講師職位工作任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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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期報名

各單位評估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之所屬員工，

將專業能力強、學經歷不錯及具有表達能力

者，推薦報名講師訓練班。

資格審核

訓練中心審核各單位報名者之專業能力推

薦、工作經歷等資格。

講師訓練

報名學員須在訓練中心接受兩天講師知識、

技能之課堂訓練。

作業實作

學員在課後兩週內，須依所學設計出自列主

題之教案內容與評估學習成效之方案。

試教檢定

學員將依其設計之課程主題、訓練導引、教

材、輔助教學媒體及測驗卷進行試教活動。

合格授證

學員在被評估其訓練規劃設計及教學講授能

力後，合格者則授予講師合格證書，不合格

者則予一次補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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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資格以合格證書列管。

｜ 明訂講師授課滿意度未達到目標值

累計三次者撤銷講師資格機制。

｜ 明訂激勵講師授課與撰寫教案之措

施。

｜ 內化自辦講師訓練與評審授證。

授證流程

臺北捷運公司之「講師合格評審

及管理發展作業規定」明定講師須由

人力處訓練中心經培訓授証合格，方

能擔任講授工作。以下流程將解說其

授予合格證書資格條件及步驟方式，

如左圖。

權利義務

目前臺北捷運公司經過十一年之

講師培養制度實施，已開辦五十七期

講師訓練班，並已合格授證1075員講

師群，從早期之捷運專業之運轉與維

護人員，漸漸擴大至技術工法分析、

消防安全、行政管理等領域講師。講

師在獲得講師合格證後須配合訓練中

心與所屬單位整體發展之員工所需職

能的培訓工作。具體的職掌包括：

｜ 發展與修訂各職位之訓練標準規

範。

｜ 注意並提出單位訓練需求。

｜ 協助單位知識與技能資料管理及經

驗傳承。

｜ 設計或編修課程教案與教材。

｜ 實際課堂教學與現場實作。

｜ 輔導學員。

｜ 技能檢定。

講師當然不是只有義務沒有權

利，為了鼓勵同仁將自己內隱知識轉

換成外顯知識，臺北捷運公司設計有

講課鐘點費、文章撰稿費來激勵同仁

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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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訓練
設計概念

臺北捷運公司的捷運講師訓練初期係由他人

協助訓練，到1996年由一群專業訓練師自行開

發而成完整的一套教案，直至2006年經過五十

幾期施用、改良改版，已不低於外辦企管公司講

師訓練之水準。此訓練內容因有豐富捷運背景案

例，獲得其他軌道運輸業界肯定邀請講授，已成

功地對外輸出訓練技術。

捷運講師訓練的設計主要係針對身為捷運事

業之工作者在身為講師時應有之職能而考量。講

師職能包括：

｜ 能認知講師之任務及所需能力。

｜ 能認知臺北捷運之訓練體系與作業並配合發展

員工訓練。

｜ 能應用基本教學原理於成人訓練設計中。

 ｜能規劃設計訓練架構及課程內容。

｜ 能應用科技發展視聽輔助教學媒體。

｜ 能應用各項教學情境掌控之技巧。

 ｜能設計評鑑學員學習成效之方案。

由這些職能要求，臺北捷運公司發展出兩天

八科目之課堂訓練及半天試教檢定之訓練架構，

且進一步訂定出更詳細訓練目標，以利教學內容

之發展。以下是整個訓練架構科目與目標，與讀

者分享設計之概念：

科目名稱 訓練目標

講師角色、任務與素養

★ 說明企業培訓內部講師之緣由。

★ 說明企業內部講師如何扮演適當的角色。

★ 列舉捷運公司講師應執行的任務。

★ 說明講師應具備之人格特質與態度。

★ 列舉講師應具備之能力。

★ 說明講師應有之儀容姿態。

訓練體系與作業介紹

★ 列舉企業訓練需求之因素。

★ 說明訓練PDCA之工作項目。

★ 說明各項訓練作業之重點。

★ 圖解講師授證之流程。

★ 描述臺北捷運訓練發展之情形。

學習理論應用

★ 說明行為學派的學習理論之教學應用重點。

★ 說明認知學派的學習理論之教學應用重點。

★ 說明其他重要學派的學習理論之教學應用重點。

★ 圖解說明學習傳遞流程。

★ 說明成人學習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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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訓練目標

訓練規劃

★ 能應用思考觀念規劃訓練。

★ 能說明如何分析訓練需求。

★ 能設計訓練架構。

★ 能說明單一課程規劃步驟。

★ 能設計訓練導引。

訓練方法應用

★ 說明各種訓練方法之特性。

★ 說明講演法之優缺點及應用重點。

★ 說明討論法之優缺點及應用重點。

★ 說明個案研究法之優缺點及應用重點。

★ 說明角色扮演法之優缺點及應用重點。

★ 說明在職訓練步驟及應用重點。

訓練媒體應用與發展

★ 說明應用媒體之種類。

★ 說明各項媒體優缺點。

★ 說明媒體選用考量因素。

★ 說明教材發展之重點。

★ 說明Powerpoint應用於訓練媒體之製作重點。

★ 圖解媒體圖解化應用之流程。

教學情境掌控技巧

★ 說明破題技巧之重點。

★ 說明表達技巧之重點。

★ 說明結尾技巧之重點。

★ 說明關照技巧之重點。

★ 說明觀察技巧之重點。

★ 說明傾聽技巧之重點。

★ 說明發問技巧之重點。

★ 說明回答技巧之重點。

★ 說明幽默技巧之重點。

★ 說明互動技巧之重點。

★ 綜合應用上述技巧於講課中。

★ 說明課前準備工作之重點。

訓練評鑑設計

★ 說明各種訓練評鑑方式。

★ 說明測驗題目研擬程序及其注意事項。

★ 說明設計實作檢定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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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特色

臺北捷運公司之講師訓練有市面一般類型

課程應有之重點，也有自行研發而成特色，以

下我們就將主要內容特色分述如下，讓大家能

有所了解：

｜ 課程不單著重講師之知識與技能培養而已，

在訓練初始科目就闡述講師應有之態度、價

值觀與人格特質，雖然部份無法藉由短短時

間改變講師行為，但已充分說明講師之素

養，望其能逐步自我修煉、改變。

｜ 利用本公司工安處應用一部韓國MV影片導

引勞工安全教學之範例，說明講師創意、媒

體科技應用及網路收集素材資料能力之要求

性，以提升教學有效性、易學性之品質。

｜ 說明捷運訓練體系以利講師熟知應扮演角色

及配合事項，此可強化達到與訓練單位互

知、互諒、互相合作的目標。

｜ 讓學員學習提出訓練需求之方法，以進一步

讓一向以捷運專業為主的講師們能應用管理

科學方法提出較精確之訓練需求，以達到訓

用合一或訓練與績效缺口相結合之境界。

｜ 導入行為、認知、人本學派之學習理論及成

人學習原理，以使講師之教學基本功能完

整，並應用其原則來規劃出知識、技能易於

傳遞之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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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類似腦力激盪、心智圖法、系統展開法等

創造思考之方法，以實案開發方式直接帶領學

員學習從無到有、從僅有訓練需求到達完成訓

練主題、目標、課程內容概念設計之初步規

劃。此科目是一般講師訓練缺乏之內容，算是

臺北捷運公司之講師訓練重要特色。並分析常

用捷運專業常用訓練課程結構，以範本方式供

學員套用練習。

｜ 利用一逃生案例遊戲，讓講師訓練學員學習到

除傳統講授法外之分組討論法、角色扮演法、

教學遊戲法、個案研究法及籃中學習法等訓練

方法的應用。此也讓學員了解到練習可增強知

識記憶性。

｜  除了介紹傳統教學媒體運用外，也說明當今常

用Powerpoint各項主功能用法，尤其投影片

之版面設計重點等。另外一般市面講師訓練也

較少提到之圖解方法，臺北捷運公司講師訓練

也列為特色重點，特別安排一章節陳述使用原

則，以利未來講師能善用，增加學習效果，畢

竟圖像表現較文字說明更容易讓學員瞭解與記

憶。

｜ 引進說服術、演說、簡報技巧之原理原則說明

課堂教學應用之重點。

｜ 讓學員實際上台演練表達、互動、關照、傾

聽、問答等課堂掌控情境技巧，並由其他學員

及授課講師分述上台者之優缺點，讓學員體驗

上台演說經驗並修訂自己之缺失，也讓未上台

學員能分辨一位好講師應注意之重點，以讓其

能擁有永久性自我修煉成名師之能力。

｜ 讓學員學習到傳統知識性之測驗方式外，也使

其學習到設計捷運運轉維護特性之案例狀況

題，以利未來當講師時能測驗出所教授學員之

狀況之綜合處裡能力。另外也培養如何以實際

操作之檢定方式確定所教授學員是否已有符合

職位要求之技能。

｜ 講師訓練最後透過實案訓練設計與試教活動，

確認講師訓練學員是否已達到成為講師之要

求。完全符合訓用合一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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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評審

學員經過講師訓練後，要拿到合格證書成為

正式講師人員前，是須要訓練設計與試教活動之

驗證評審。評審是由訓練中心主任及副主任親自

擔任，評審項目包括：

訓練結構設計合理性

訓練方法採用適當性

訓練活動設計創意性

訓練時間設計合理性

訓練目標設計正確性

訓練教材設計邏輯性

訓練教材撰寫易讀性

教材達成目標程度性

訓練教材格式正確性

測驗題數合理完整性

測驗符合目標程度性

教學活動開場創意性

教學儀容態度適切性

教學口語表達技巧性

教學關照互動技巧性

教學進度時間控制性

輔助媒體版面編排性

輔助媒體圖解程度性

其他創意媒體應用性

未來發展
筆者曾經到台南孔廟一遊，發覺某一廳堂正

面屏風寫著「大學」詞句，吸引多人拍照，個人

靜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知止而后有定...」突有所感，感覺到為師之

道也像大學之道，講師在瞭解訓練技能的原理及

以愛心、耐心態度對待學員外，更應研究發展最

有效訓練教案將所學傳遞出去。雖然臺北捷運講

師之養成工作已從事十年餘，且歷經幾次變革，

更有對外技術服務輸出之能力與經驗，但仍有很

大的未來發展空間，供大家一起努力成長，直到

止於至善境界。未來發展可為：

｜ 擴大引進各類心理、傳播、思考、資訊科技等

學問與實務，繼續充實講師教學技巧訓練之內

容，使之成為優質內部培訓課程及外部技術服

務之產品。

｜ 利用部落格之社群觀念，提供捷運講師群一個

可討論訓練技術或分享訓練媒體資源之園地。

例如分享捷運設備教學圖片或媒體檔案等等。

｜ 舉辦教學媒體設計競賽，以激勵講師研發教材

之創意。

｜ 辦理專精深入單一教學技巧課題之研討課程或

會議，補充現有講師之職能。

以上是筆者個人經驗與思維，歡迎各界先進

在閱讀本文後，不吝指教與建議，告訴我們如何

將整個臺北捷運講師養成制度做得更好。請以作

者之電子郵件位址聯繫，在此先銘謝！
參考文獻：

臺北捷運公司講師訓練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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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營運公司觀點介紹臺北捷運
運量推估方式
Journey Estimation of Taipei Metro in
Terms of Taipei Metro
陳世宏／Shih-hon Chen1

Abstract
Travel demand models are widely used to estimate future demand for 

travel, but there is a high cost for setting up an integral model that can be 

updated and ongoing use. Such models do not satisfy the need of metro 

companies for cost efficiency and the need to generate a response within a 

short time.

More than t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st line of the Taipei Metro 

opened to revenue service on March 28th, 1996. TRTC has accumulated 

a huge mass of digital ticket records through its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 The records provide direct and credible data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journeys taken on Taipei Metro.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how TRTC applies travel demand models and the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record analysis to output an estimated result. For example, daily 

journey, peak-hour journey and the loading between neighboring stations 

and so on, for the purposes of budget, operating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ion plan and the purchase of trains, can be effectively estimated.

Keywords:  ridership, journey, time series, travel demand model, journey 

forecasting

摘要

論及運量預測方法，以整體運輸需求預測模式最廣為應用，但建

立一套完整且持續更新的預測模式相對必須付出較高的維護與作

業成本，對於捷運營運機構而言，不盡符合經濟效益及快速預測

之需求。

臺北捷運自木柵線通車營運已逾10年，在旅運量統計上，藉由自

動收費系統累積相當多且完整的數位資料，亦提供最直接、最可

靠的捷運運量推估元素，因此，本文介紹臺北捷運公司如何以既

有運輸需求模式搭配實際運量時間數列分析的交互應用，產出全

日運量、尖峰運量、站間運量等不同的運量推估結果，以達到預

算編列、營運管理、電聯車採購及列車運行計畫等規劃需求之目

的。

關鍵字：運量預測、時間數列、預測模式



1 臺北捷運公司企劃處副工程師 / e01422@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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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vel demand models are widely used to estimate future demand for 

travel, but there is a high cost for setting up an integral model that can be 

updated and ongoing use. Such models do not satisfy the need of metro 

companies for cost efficiency and the need to generate a response within a 

short time.

More than t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st line of the Taipei Metro 

opened to revenue service on March 28th, 1996. TRTC has accumulated 

a huge mass of digital ticket records through its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 The records provide direct and credible data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journeys taken on Taipei Metro.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how TRTC applies travel demand models and the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record analysis to output an estimated result. For example, daily 

journey, peak-hour journey and the loading between neighboring stations 

and so on, for the purposes of budget, operating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ion plan and the purchase of trains, can be effectively estimated.

Keywords:  ridership, journey, time series, travel demand model, journey 

forecasting

摘要

論及運量預測方法，以整體運輸需求預測模式最廣為應用，但建

立一套完整且持續更新的預測模式相對必須付出較高的維護與作

業成本，對於捷運營運機構而言，不盡符合經濟效益及快速預測

之需求。

臺北捷運自木柵線通車營運已逾10年，在旅運量統計上，藉由自

動收費系統累積相當多且完整的數位資料，亦提供最直接、最可

靠的捷運運量推估元素，因此，本文介紹臺北捷運公司如何以既

有運輸需求模式搭配實際運量時間數列分析的交互應用，產出全

日運量、尖峰運量、站間運量等不同的運量推估結果，以達到預

算編列、營運管理、電聯車採購及列車運行計畫等規劃需求之目

的。

關鍵字：運量預測、時間數列、預測模式



前言
捷運系統運量預測工作，對捷運系統規

劃單位而言，係為推動整個都會區捷運路網發

展的重要依據，不論是路網規劃、路線可行性

研究、運輸走廊研究、定線規劃乃至於財務分

析等，運量預測皆存在著重要的關聯性及決定

性的影響，其結果往往主導未來營運系統的選

擇、車站規模的大小、列車採購規格與數量及

列車服務計畫（班距、運行模式）等軟硬體設

施規劃。對捷運系統營運機構而言，係為維護

系統正常且有效率運轉的重要依據，不論是訂

定營運計畫、提升營運效能、控制服務水準、

票價訂定乃至於編定財務預算等，皆與運量預

測結果緊密依存，故運量預測是決定捷運系統

資源投入與效率評估的重要關鍵。

運量預測方法，一般多採用程序性總體運

輸需求預測模式─旅次產生、旅次分佈、運具

分配及交通量指派等四大步驟作為邏輯演算基

礎，模式必須構建龐大的社經、交通量及特性

等資料作為邏輯演算的投入參數，所以模式的

操作，均輔以電腦進行演算作業。整體運輸需

求預測模式雖有其理論基礎與嚴謹的預測說明

能力，但維護一套可靠度高的預測模式，需要

龐大的經費及專業的人員養成，以持續性的模

式校估與維護工作及龐大的社經資料蒐集、分

析與處理作業，一般多仰賴政府投資辦理，再

開放供各界應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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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司所採用之運輸需

求預測模式，係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所發展的TRTSⅢ模型（TAIPEI

模式）為基礎，進行預測年期的運量

推估；惟因考量模式維護之難易度、

成本投入與效率等因素，在實際作業

上，難以嚴謹地探究各項基本資料與

投入參數之合理性，而是採以模式預

測（理論值）與運量實績（經驗值）

交互應用方式，以理論值控制預測趨

勢，再以經驗值修正理論值之方式辦

理，此方法雖不適用於都會區整體運

輸規劃，但對於聚焦於捷運系統運

量，應可達到控制誤差之效果。

本文首先描述TRTSⅢ模式作業架

構，再導入經驗值修正方式，介紹臺

北捷運公司如何應用運量實績調整模

式推估的產出結果，最後以2006年板

橋線第二階段暨土城線通車運量預估

實例進行說明。

臺北都會區運輸需求預測

模式
臺北都會區運輸需求預測模式之

發展，由1975年進行「臺北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初步規劃」所運用之UTPS

軟體開始，1981年交通部委託英國大

眾捷運顧問工程公司（BMTC）協同

中華顧問工程司（CECI）進行初步規

劃可行性研究時，同時建立臺北捷運

運輸需求預測模式（TRTSⅠ，Taipei 

Rapid Transit SystemⅠ）之雛形，

1987年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成立，

轉委託美國捷運顧問公司（ATC）繼

續進行捷運建設規劃，而該公司則以

TRTSⅠ為基礎，引用新的預測技術，

重新檢討更新為TRTSⅡ模式，民國83

年配合都市發展趨勢及交通部運輸計

劃研究所於1991年在臺北都會區進行

十年一度大規模之家戶訪查、路邊訪

查、周界及屏柵線調查，重新調整模

式並校估各階段之參數，構建為TRTS

Ⅲ模式，其模式作業流程詳下頁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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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TRTSⅢ預測模式作業流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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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公路旅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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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旅行成本

汽車旅次
機車旅次

汽車公路運輸量分派
機車公路運輸量分派

均衡公路路網

公車速率調整

大眾運輸旅次 大眾運輸量分派

界外旅次模式 貨車旅次模式

車站與結線指派量輸出

社經資料蒐集
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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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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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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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SⅢ運量預測模式概述〔1〕

TRTSⅢ運量預測模式，主要結合下述三部

份而成：

｜ 英國HFA公司發展之TRANSPORT。

｜ 美國DKS ASSOCIATE所建立之TRANPLAN 套

裝軟體。

｜ 針對臺北都會區特性需要發展之TAIPEI模式。

臺北捷運公司另於1993年5月聘請營運顧問

Richard Yan因應捷運初期路網各年分線營運之

實務操作及票價分區訂定方式，重新修正構建預

測模式，其修正標的包括：

｜  建構中、高運量短期預測程序，且資料必須能

與TRTSⅢ資料完全相容（可轉換使用）。

｜ 完成初期路網各年期營收預測。

｜ 完成不同大眾運輸工具費率水準及私人運具成

本，對捷運運量及營收之敏感度分析。

｜ 評估接駁巴士路網。

模式實際應用預測結果

鑑於捷運雙十路網形成後，因路網效應影響

運量快速成長，致使尖峰時段列車承載率居高不

下，臺北捷運面臨必須提高運能之課題，故配合

捷運後續路網工程推動，於2001年著手評估電

聯車採購計劃，當時運量預測之基本假設及推估

結果詳表1、下頁表2。

臺北捷運公司考量在路網構建、模式校估

與社經資料更新與預測作業的完整性與精細度，

不及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工程顧問公司所投

入之心力與資源，應用TRTSⅢ運量預測模式之

產出結果，在解釋能力上較為薄弱，故實際預測

作業上，係配合實際營運實績檢核其合理性，此

外，採用模式進行預測所產生之捷運運量之旅次

起迄矩陣（O/D Matrix）亦存在明顯偏誤，仍須

採經驗模式進行修正。

表1  運量預測假設條件

項目
年期

2002-2006 2007-2011

所得成長率 8% 9.95%

家戶數 2.0% 2.83%

人口成長率 0.8% 0.87%

6～15歲學生人口

數年成長率
-1% -1.3%

15歲以上學生人

口數年成長率
3% 3.41%

一、二級產業人

口數年成長率
-3.5% -3.26%

三級產業人口數

年成長率
1% 1.38%

列車運行速率 34 KPH

費率
實施雙向轉乘折扣優惠

（5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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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運量預測假設條件

年度 加入通車路線 營運天數 全路網合計 初期路網合計

2002 　 365 917,639 917,639

2003 　 365 953,300 953,300

2004 　 366 953,407 953,407

2005 　 365 976,529 976,529

2006
　 212 994,090 994,090

板橋線BL1-BL2；土城延伸線（2006.8.31） 153 1,115,620 1,115,620

2007 　 365 1,149,680 1,149,680

2008

　 181 1,158,220 1,158,220

內湖線全線（2008.6.30）〔註〕 184 1,302,470 1,302,470

南港線東延段BL17通車（2008.12.31） 1 1,348,129 1,316,679

2009 　 365 1,354,400 1,321,101

2010

新莊線市區段O59-O13及蘆洲支線

O43-O47通車（2009.12.31）〔註〕
1 1,731,788 1,394,053

　 364 1,795,461 1,436,263

新莊線市區段O14-O15、南港東延段

B L 1 8 通 車 、 松 山 信 義 線 通 車

（2010.12.31）〔註〕

1 2,253,719 1,485,710

2011 　 365 2,309,967 1,520,939

註：內湖線、新莊線及蘆洲支線、信義線、松山線通車時程為2001年當時設定之預估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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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量預測結果檢核與修正
臺北捷運自1996年3月28日木柵線通車以

來，藉由自動收費系統累積相當多且完整的運量

統計數位資料，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捷運運

量推估要素，在引用運量實績檢核運量推估結果

前，須先瞭解臺北捷運運量成長歷程，及其變化

狀況。

臺北捷運路網成長與運量變化

臺北捷運自1996年3月28日正式通車以來，

隨著路線陸續通車，運量逐漸攀升，2006年5月

31日板橋線第2階段暨土城線通車，捷運平均日

運量正式突破100萬人次，直至2008年初，平均

日運量約已高達118萬人次，詳圖2。

從運量趨勢的變化來看，臺北捷運運量大致

可以2000年板南線通車前後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1996-2000年）─高度成長期

捷運運量隨初期路網各路線陸續通車快速

成長，板南線通車後，雙十路網形成路網效應

較單線通車更為顯著，運量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107%。

第二階段（2001-2007年）─雙十路網形成

運量變化趨勢進入穩定成長，捷運運量隨

社會經濟發展，呈現自然成長趨勢，惟期間歷經

圖2  臺北捷運每月平均日運量統計圖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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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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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納利風災及2003年SARS等事件影響，運

量受短期且明顯衝擊，但整體成長趨勢不變，實

際年平均成長率約6.2%，若參考2002年各月運

量變化比例，還原2001年9-12月受納莉風災影

響之運量後，2001-2007年運量年平均成長率約

3.7%（含板橋線第2階段暨土城線通車運量）。

總運量檢核與修正及新路線通車效應分析

臺北捷運自雙十路網形成後，運量呈現穩定

成長之變化，其變化情形可分為二種情況：

情況一：無新路線通車（2001-2005年）

運量係受社經發展以自然成長趨勢變化，

各年成長率分別為12.01%（2002年）、-2.54%

（2003年）、10.74%（2004年）、3.02%（2005

年），年平均成長率約5.6%，若參考2002年各月

運量變化比例，還原2001年9-12月受納莉風災

影響之運量後，2001-2005年運量年平均成長率

約2.2%。

情況二：新路線通車加入營運

運量受自然成長、新路線通車增加及運量移

轉等三個因素影響，以2006年5月31日捷運板橋

線第2階段暨土城線通車為例，其運量變化大致

可以圖3之模型說明如下：

原路網運量自然成長

原路網移轉量

原路網板橋線第2階段暨土城線

新增進站量

新增出站量
加入營運

圖3  新路線通車運量變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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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路網因社會經濟發展，呈現自然成長趨勢

為分析路網自然成長狀況，必須從旅運量起迄表

將受新路線影響之車站加以分離，以板橋線第2

階段暨土城線通車為例，觀察旅運量起迄表發

現，除新通車6個車站外，運量受通車顯著影響

之車站為新埔站，故推估原路網自然成長率時，

從2006及2007年總運量中，扣除新通車6個車站

及新埔站之進出站運量，再以前後兩年進行比較

發現，運量自然成長率約為1.7%。在相同路網

規模的比較基礎上，從2001年至2007年分年運

量自然成長率，除納莉風災及SARS影響，前後

年期運量自然成長率有明顯波動外，整體趨勢係

呈現逐漸下降之情形，且漸趨於穩定，自然成長

率則降至2%以下。

綜上分析後可知，捷運路網規模不變情況下，捷

運運量除遇重大天然災害、大眾運輸與私人運具

成本結構大幅改變或重大交通政策施行等因素影

響，捷運路網年運量之不易出現超過10%以上大

幅變化，故對於運量之預估，樂觀情境可參考還

原後之2001-2007年3.7%之成長率，以4%進行

設算，而保守情境則可參考2006-2007年1.7%之

成長率，以1.5%進行設算，一般情境則可參考

預測當時之經濟發展情況與人口成長預測情況，

於樂觀與保守情境範圍內，設定適當比例進行推

估，目前臺北捷運公司約以3%進行設算，另參

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2006

年至2051年人口推計」之研究結果，逐年下修

成長率。

新路線加入營運，服務範圍擴大吸引增加之運量

新路線通車必定會為路網帶來新的運量，此運量

係受運輸走廊的社經發展強度有關，故此部份之

運量必須仰賴運量預測模式進行推估，以掌握變

化趨勢，至於模式預測結果，仍必須配合原路網

預測合理性檢核後，依比例進行修正（詳圖4）。

實際作法即利用模式所預測之預測年運量起迄表

進行運量分離，以排除受新路線通車影響之車站

進出站運量，同時在假設路網不變的情況下，另

由基年運量以年成長率方式，推估預測年運量

後，檢視模式所推估運量是否在合理範圍（落於

樂觀與保守情境間），若偏離過大，則以一般情

境之推估結果作為合理的預測年原路網運量，並

將模式所推估新通車路線各站之運量，依原路網

成長率推估值與模式推估值之比例調整，可求得

修正後之新路線增加之運量。

路網延伸站或轉運站產生運量移轉

新路線加入路網營運後，除帶來新的客群外，另

一現象是運量會產生移轉，經觀察2000年板橋

線延伸至新埔、南港線延伸至昆陽站及95年板

橋線延伸至土城線永寧站，運量移轉狀況均發生

在延伸站，其他車站並無明顯運量變化，此現象

係因轉乘需求改變所造成。進一步計算移轉量佔

未通車前延伸站運量之比例，2000年板橋線延

伸至新埔時，龍山寺站平均日運量約減少6,500

人，約佔當站運量之31.5%，2000年南港線延

伸至昆陽站，市政府站平均日運量約減少2,200

人，約佔當站運量之7.9%，而2006年板橋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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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通車路線之運量修正方式

從模式產生之O/D表
分離受影響車站之進出量

年成長率法
推估預測原路網運量

Y-軸

X-軸

成長率

求得原路網
預測年概估運量 Y1

求得原路網預測年不同情境
運量推估Yup、Ybn、Y2

Ybn<Y1<Yup?

接受模式預測結果 1. 預測年原路網運量﹦Y2
2. 修正後新通車站運量﹦
    模式推估新通車站運量   
    ×Y2/Y1

修正後之預測結果

YES NO

運用運量預測模式
推估預測年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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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土城線永寧站，新埔站平均日運量約減少

14,800人，約佔當站運量之32.5%。

有關路線延伸所引發之運量移轉效應，從

數據上觀察，只要是非具路網效應之延伸路線，

就存在有運量移轉效應，但在量化比例上，並無

一致性之趨勢，惟從延伸區位分析，推測與公車

費率結構及平面道路狀況有關，亦即旅客在選擇

捷運與公車轉乘模式時，通勤成本（運價及旅行

時間）為影響移轉量之關鍵，由於板橋線向西延

伸，跨越公車票價分段點及臺北市聯外橋樑的擁

擠路段，故捷運與公車轉乘旅次較高，而南港線

向東延伸，尚在公車同一票價區間，且平面交通

狀況並未有明顯差異，在無強力誘因驅使下，

移轉狀況較不明顯。對於預期性高運量移轉狀況

（路線延伸站已具高公車轉乘量），其移轉站之

運量移轉比例建議以30%設算，而低運量移轉狀

況（不具高公車轉乘量或主要移轉站非路線延伸

站），移轉站之運量移轉比例建議以10%設算。

上述分析，可作為模式合理性檢核參考，

檢視新路線與路網延伸點或轉乘站是否有移轉現

象，並依照其區位判斷移轉量是否合理。對於後

續路網所可能發生的移轉效應，目前評估內湖線

通車，在圓山、劍潭及市政府站可能發生移轉；

新莊蘆洲線通車，在民權東路站可能發生移轉；

信義線通車，在大安站可能發生移轉；而松山線

通車，在則中山、南京東路站可能發生移轉。

旅次起迄矩陣（O/D Matrix）修正

目前臺北捷運公司使用運輸需求預測模式所

產出之旅次起迄矩陣，因受路網構建、模式校估

與社經資料更新與預測作業的完整性與精細度影

響，存在明顯的偏誤現象（局部起迄流量有集中

或為零之現象），此部份本應重新檢討修正模式

之基本資料與參數；惟從以往之模式預測結果與

營運實績比對發現，模式所預測之總運量及分線

運量，透過檢核與修正後，已可達到一定的可信

度，若欲完全仰賴預測模式，建立各項運量預測

資料，則不僅耗費時間及成本，修正後之模式預

測結果更存在不確定性，故臺北捷運公司仍以參

考營運實績進行修正，以節省時間並達控制誤差

之目的。

有關捷運系統旅次起迄矩陣修正方式，可分

為修正原路網起迄矩陣及組合新路線起迄矩陣兩

部份，此外，討論旅次起迄矩陣時，因涉及進站

運量及出站運量兩個計算參數選擇，在實際作業

時，係採出站運量為計算基準（即以下所稱運量

均為出站運量），修正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原路網起迄矩陣之修正

原路網起迄矩陣修正步驟，係採成長率法及

比例法方式，從路網總運量分配至各線運量，再

分配至各站運量，再分配至各起迄流量，由大至

小逐步修正方式辦理（詳圖5），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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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原路網起迄矩陣修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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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運量分配至各線

由基年至預測年之路網總運量預估方式，於前節

已說明，至於總運量分配至各路線運量，須參考

基年及基年前之歷史資料，先行計算各路線之成

長率，並將各路線基年運量，分別依成長率推算

至預測年（此計算方式與路網總運量預估方式相

同，但加總結果與路網總運量預估值不同），再

依各線推估至預測年之分線運量比例，將預測年

與基年路網總運量之差額，分配至各線。前述方

式作了2段式的成長率與比例調整，係考量各路

線服務區位發展特性不同，有不同的成長趨勢，

為兼顧各線原有之成長率及各線佔總運量之比

例，所採行之調整方式，以符合各線及全路網運

量成長趨勢之變化。

各線運量分配至各站及起迄

各路線內之運量分配，係以到達該路線之各起迄

流量佔該路線運量之比例為分配標準，將前項所

計算得之預測年與基年路網各路線所配得之差

額，分別分配至線內各起迄流量差額，並依各站

合計後，便得各站所分配之差額。

合計路網起迄矩陣

以基年路網起迄矩陣，加計前項所計算得各起迄

流量差額，即可求得預測年原路網之起迄矩陣。

新路線起迄矩陣之組合

當預測年無新路線加入路網營運時，以前述

方式修正原路網起迄矩陣即可，惟若預測年有新

路線通車，則仍須借重TRTSⅢ模式預測結果，

再加以修正。在進行新路線起迄矩陣組合前，必

須先針對預測模式所產出之新路線起迄矩陣進

行檢核（包含往返新路線與原路網之流量），若

起迄流量中，流量有過度集中、趨近於零或明顯

不合理之狀況，則便需參考原路網延伸點（線）

之起迄型態進行修正，重新建立新路線之起迄矩

陣，其修正步驟說明如下：

｜ 扣除延伸點（線）流量後，計算延伸點（線）

至其他路線各站之流量與該站運量比值。

｜ 評估新路線各站區域型態（常採車站方圓800

公尺之人口數作為比較基礎，利用內政部地理

資訊系統查詢http://moistgis.moi.gov.tw），並

個別擇延伸點（線）上區域條件相仿之車站，

作為類比之車站，以前項所計算之比值，作為

新路線各站之流量與該站運量比值。

｜ 依模式推估之起迄矩陣，逐站將運量扣除於新

線內（起迄端均為新通車之車站）往返之起迄

流量後，乘以前項比值，以計算各起迄流量。

｜ 另其餘由新通車路線（起站）至其他路線各站

（迄站）之流量，則比照前1～3步驟辦理。

｜ 至於起迄端均於新通車路線之車站者，則採預

測模式產出並經總量比例調整修正後之流量。

｜ 綜合前述5個步驟後，即可完成新路線內及新

路線至原路網之各起迄流量修正。

從臺北捷運歷史營運資料分析，新通車路線

若為延伸線型態（如新店線南段、南港線東段及

土城線等），屬性相近之車站，起迄分布型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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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均相當接近，以上述步驟進行修正，可達到

相當好的調整效果，惟當新通車站位處於都會區

中心商業區（CBD）時，則無一致性的分布型

態，使用上述步驟進行修正會產生較大之偏誤，

必須更微觀地探究其起迄行為，故仍採用模式預

測結果，如有明顯偏誤部分，則以主觀方式進行

修正。經修正後之新路線起迄矩陣，併入修正後

之原路網起迄矩陣，即可獲得預測年之完整起迄

矩陣。

尖峰小時起迄矩陣推估方式

尖峰小時站間流量，為規劃列車服務水準

及營運模式之重要資料，在計算尖峰小時站間流

量時，必須建立尖峰小時起迄矩陣，再透過指派

方式計算而得。至於尖峰小時起迄矩陣之計算方

式，實際作業上，係先建立起迄矩陣後，再依上

述原則，建立各起迄流量之尖峰小時因子矩陣，

矩陣相乘後，即可推得尖峰小時起迄矩陣。

結語
由於影響捷運運量變化之因素相當多，而各

種運輸需求預測模式，雖經學理上數十年之研究

發展，但仍無法精確地掌握時勢的變化，故控制

預測誤差是提升預測品質之首要工作。以營運實

績來檢核及修正預測模式之捷運運量預測結果，

實際上，常為運量預測作業中，不可或缺的工

作，捷運運量歷史資料不僅反映當下的旅次行為

模式，從連續性的時間數列資料，亦隱含著運量

的趨勢變化。

維護捷運系統服務品質與安全，為營運公

司之主要工作，對於如何有效投入資源，提升系

統服務品質與安全，運量預測便是相當重要的參

考依據，就營運公司而言，不論是訂定營運計

畫、提升營運效能、控制服務水準、票價訂定乃

至於編定財務預算等評估需求，多仰賴於捷運系

統短期運量預測結果，故本文就營運公司立場，

介紹臺北捷運公司應用捷運運量歷史資料之檢

核及修正方式，從歷年運量達成預測值之比率

來看（2002年97.1%、2003年94.9%、2004年

98.7、2005年100.4%、2006年98.6%及2007年

99.2%），亦多能達到令人滿意的預測結果，顯

示利用運量趨勢以成長法及比例法來修正短期

運量預測結果，能達到控制誤差之目的；惟特別

強調，要能完成整體運量預測工作，仍須仰賴一

套功能完整且定期維護的運輸需求預測模式，至

於，檢核與修正方式並非唯一之作法，後續仍續

持續地分析捷運運量變化趨勢，並就合理性檢討

改善其修正方法，以強化預測結果之解釋能力及

提高更長期的預測精準度。

參考文獻：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2005），「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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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臺北捷運初期路網之高運量電聯車（301/321/341型）並

未裝設列車監督資訊系統（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TSIS），若發生設備暫態性故障或行車延誤事件時，因

無法得知故障發生當時之相關訊息，造成設備查修或事故原因調

查困難，因此針對前述各型高運量電聯車安裝TSIS之可行性進行

評估，並進行系統開發，以改善前述問題。

開發過程中，首先針對國外已採用相近系統之案例進行研究，包

括JR東日本、香港地鐵及新加坡地鐵公司之TSIS進行比較分析，

以充分了解TSIS之功能與發展現況。其次研究建構一適合於臺北

捷運高運量電聯車之TSIS，並以Visual Basic 語言設計TSIS模擬

程式，將實車運轉測試所記錄之列車運轉狀況及駕駛員操作狀態

等資料載入TSIS模擬程式中進行驗證，結果證實TSIS對於電聯車

之列車操作支援、維修支援及事件記錄等方面之功能與效能均有

提昇。後續於系統規劃完成後，委由國內廠商進行製造及裝設，

並於2007年底完成全車隊安裝作業。

關鍵字：監控系統、資訊系統、行車記錄器、操作支援、

　　　　維修支援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a 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TSI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Heavy-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etro Network, we could not get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train system 

failures. In the case of temporary failures or train delays, inability to obtain 

such information would cause difficulties for repairing the equipment and 

ascertain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focused 

on asse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setting up the TSIS on the trains of the High-

Capacity System of the Taipei Metro Network.

In development, we researched a similar TSIS systems used in foreign 

companies including JR-East in Japan, the MTR in Hong Kong, and 

the SMRT in Singapore fo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TSIS. Next, we did 

research and built up the TSIS,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trains of the 

High-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etro Network. Later, we used Visual Basic 

to write a simulation program to upload the data from the records of actual 

train operation and driver manipul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showed that the TSIS can 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train 

driving, maintenance and event records. After we had finished planning the 

system, we asked one of the domestic factories to manufacture and set 

them up, and TSIS was installed on all trains of the High-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etro Network in 2007.

Keywords:  monitor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 recorder, manipulation 

support, maintenance support

臺北捷運高運量電聯車列車
監督資訊系統開發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of Taipei Metro
何錦亮、吳維倫／Chin-liang Ho1, Wei-lun W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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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臺北捷運初期路網之高運量電聯車（301/321/341型）並

未裝設列車監督資訊系統（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TSIS），若發生設備暫態性故障或行車延誤事件時，因

無法得知故障發生當時之相關訊息，造成設備查修或事故原因調

查困難，因此針對前述各型高運量電聯車安裝TSIS之可行性進行

評估，並進行系統開發，以改善前述問題。

開發過程中，首先針對國外已採用相近系統之案例進行研究，包

括JR東日本、香港地鐵及新加坡地鐵公司之TSIS進行比較分析，

以充分了解TSIS之功能與發展現況。其次研究建構一適合於臺北

捷運高運量電聯車之TSIS，並以Visual Basic 語言設計TSIS模擬

程式，將實車運轉測試所記錄之列車運轉狀況及駕駛員操作狀態

等資料載入TSIS模擬程式中進行驗證，結果證實TSIS對於電聯車

之列車操作支援、維修支援及事件記錄等方面之功能與效能均有

提昇。後續於系統規劃完成後，委由國內廠商進行製造及裝設，

並於2007年底完成全車隊安裝作業。

關鍵字：監控系統、資訊系統、行車記錄器、操作支援、

　　　　維修支援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a 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TSI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Heavy-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etro Network, we could not get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train system 

failures. In the case of temporary failures or train delays, inability to obtain 

such information would cause difficulties for repairing the equipment and 

ascertain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focused 

on asse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setting up the TSIS on the trains of the High-

Capacity System of the Taipei Metro Network.

In development, we researched a similar TSIS systems used in foreign 

companies including JR-East in Japan, the MTR in Hong Kong, and 

the SMRT in Singapore fo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TSIS. Next, we did 

research and built up the TSIS,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trains of the 

High-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etro Network. Later, we used Visual Basic 

to write a simulation program to upload the data from the records of actual 

train operation and driver manipul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showed that the TSIS can 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train 

driving, maintenance and event records. After we had finished planning the 

system, we asked one of the domestic factories to manufacture and set 

them up, and TSIS was installed on all trains of the High-Capacity System 

of Taipei Metro Network in 2007.

Keywords:  monitor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 recorder, manipulation 

support, maintenanc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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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鑑於臺北捷運初期路網之高運量電聯車

（301/321/341型）並未裝設列車監督資訊系統

（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

稱TSIS），以致列車設備狀態監督及行車記錄等

相關功能不甚完備，經評估有下列問題須改善：

｜ 電聯車之監督設備所提供之列車運轉狀態資訊

不足，致列車發生故障時，司機員無法獲得完

整與詳細的列車資訊，而影響故障排除效率。

｜ 電聯車無行車事件記錄設備，以致於列車發生

故障或延誤事件時，事件原因調查困難。

｜ 電聯車大部份之子系統設備並無故障記錄功

能，當列車設備發生暫態性（Fleeting）故障

時，故障原因查修困難。

為改善前述問題，故針對臺北捷運現有之高

運量電聯車安裝TSIS之功能與效益進行評估，以

作為臺北捷運電聯車增設列車監督資訊系統之技

術規範參考。

系統概述
近年來隨著電腦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列車監

督設備已發展成為一種能將列車各項設備之運轉

狀態透過傳輸網路集中於駕駛台進行整合性監督

之系統，其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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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操作支援（Train Driving Support）

針對列車各項設備之運轉狀態進行偵測，

並將其狀態透過駕駛台之螢幕顯示，以供駕駛員

監督列車設備之運轉狀態，當列車發生故障時，

除了顯示故障警示訊息外，同時亦能針對故障原

因進行診斷後，立即顯示該項故障之緊急處理程

序，以提示駕駛員能快速地完成設備故障排除。

列車維修支援（Train Maintenance 

Support）

偵測及記錄列車設備之運轉狀態及故障訊

息，以利維修人員於列車設備維修時，能有效掌

握列車設備之相關故障訊息，以於短時間內得知

設備之故障原因，並進一步採取正確之維修措施

將設備修復。此項功能對於列車於線上運轉所發

生之暫態性故障（Fleeting Fault）之查修，具有

助益。

列車事件記錄（Train Event Record）

能記錄列車運轉過程中之各項列車運轉及駕

駛員之操控狀態資料，當列車發生重大事件時，

能提供完整之行車紀錄作為事故原因調查的證

據，以明確查知事件發生之原因。

由於列車監督資訊系統具有前述各項優越功

能，近年已被廣泛採用。以國內現有之電聯車而

言，早期僅有台鐵的EMU-600型通勤電車（於

2002年加入營運）具有該系統，但近幾年國內

各軌道運輸系統新採購之電聯車，例如：台灣高

鐵之JR-700T型高速列車、台鐵之EMU-700型通

勤電車、臺北捷運新購之371型高運量電聯車及

高雄捷運之高運量電聯車等，均裝設列車監督資

訊系統，列車監督資訊系統儼然已成為現代列車

之重要設備。

系統架構與功能
為研究及驗證捷運電聯車TSIS之功能與效

益，本研究以尚未配置TSIS之高運量電聯車為

研究對象，研究建構適合於該型電聯車之TSIS功

能。建構過程中除依照該型電聯車之各項設備規

格進行規劃外，亦參考日本、香港及新加坡地鐵

等電聯車之TSIS相關技術資料進行收集及研究，

以充分了解TSIS之功能與發展現況。同時比較各

國列車TSIS之功能及臺北捷運新購電聯車特別技

術規範之TSIS功能需求完成系統功能建構，並進

一步設計系統程式，以作為系統驗證之模型。

針對電聯車所規劃之TSIS的系統架構主要由

中央單元、就地單元、顯示單元及傳輸線路等組

件所組成（如下頁圖1所示），各組件之功能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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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單元（Central Unit，CU）及就地單

元（Local Unit，LU）

｜  CU裝設於DM1 車上，每列車共兩組，而LU則

裝設於T車及M2車上，每列車共四組。

｜  CU具有主控（Master）及就地處理（Local 

Processor）兩種功能，而 LU僅具就地處理功

能，其中主控功能包含整合管理列車之各項資

訊及控制顯示單元等功能，而就地處理功能則

為監視列車各項設備等功能。

｜ 當TSIS運轉時，主控端車廂之 CU 同時執行主

控及就地處理兩種功能，而另一組 CU 及其他 

LU 則執行就地處理功能。

｜  CU具有行車狀態及設備運轉狀態等資料之記

錄功能，可記錄列車重要之營運及設備運轉狀

態資料，作為事件/事故調查及設備故障查修

之依據。

顯示單元（Visual Display Unit ,VDU）

顯示單元裝設於列車之駕駛台上，可採用觸

控式液晶顯示螢幕，以作為TSIS與使用者間之操

作介面。

傳輸線路

傳輸線路分為列車傳輸線路（Train Line）及

車內傳輸線路（Car Line）兩種，以構成各車廂

的CU、LU與各項設備之間之訊號及資料傳輸線

路。此外TSIS之系統整體之功能說明如下。

就地單元

推進設備

煞車設備

空調設備

TPIS設備

車門設備

輔助電力設備

M2車

就地單元

推進設備

煞車設備

空調設備

TPIS設備

就地單元

推進設備

煞車設備

空調設備

TPIS設備

顯示器

中央單元

車載號誌設備

車門設備

TPIS控制器

列車駕駛控制裝置
CAR
LINE

駕駛室 車廂

DM1車

車門設備

輔助電力設備

T 車

至另一EMUTRAIN LINE

CAR
LINE

CAR
LINE

CAR
LINE

圖1  TSIS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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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操作支援

｜ 駕駛員透過TSIS監視下列車設備之運轉狀態：

車載號誌設備

推進系統設備

煞車系統設備

空調系統設備

輔助電力系統設備

車門系統設備

列車旅客資訊系統（TPIS）

列車駕駛控制裝置

｜  TSIS所監視之列車設備若發生故障時，顯示單

元會顯示設備故障名稱，位置及狀態，並同時

顯示該項故障之故障排除程序，供駕駛員依照

該程序快速執行故障排除，以降低設備故障對

系統營運之影響。

｜ 當TSIS偵測到列車設備發生故障時，會記錄該

故障名稱、位置、故障代碼、發生時間及復原

時間等資料；此外若設備有隔離（Isolation）

處理之情形，另外會記錄隔離裝置名稱、 位

置、故障代碼、發生時間及復原時間等資料，

以供駕駛員能查閱記錄了解車況及進行故障報

修等作業。

｜  駕駛員於執行出車前檢查時，可運用TSIS進行

設備之運轉狀態確認以及車門、車載號誌、推

進、煞車、空調及輔助電力系統等設備之功能

測試，以節省人力及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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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維修支援

設備故障偵測與記錄

本項功能所偵測設備之項目同前述第所監視的設

備項目，當偵測到列車設備故障時，會記錄故障

之項目、位置、代碼、發生時間及復原時間等資

料，以供維修人員查閱故障資訊，有利於故障原

因快速查修。

設備運轉狀態記錄

本項功能具有記錄車載號誌系統、車門系統、

推進系統、輔助電力系統、煞車系統及空調系

統等設備之運轉狀態資料，以利維修人員追蹤

（Trace）設備運轉狀態，確認設備之運轉狀態

是否正常，並於設備故障原因追查時，能有效得

知設備發生故障當時之運轉狀態。

列車運轉里程與時間記錄

本項功能具有記錄列車雙方向行駛之累計里程及

累計的運轉時間等資料，以精確統計列車運轉里

程與時間，作為列車安排定期維修保養之依據。

列車設備動態測試

於列車執行動態測試作業時，維修人員可透過

TSIS蒐集與記錄各項設備測試資料，以作為動

態測試之測試記錄，其資料內容包含：測試日期

/時間、列車速度、加速度、減速度及行駛里程

等資料。

零組件動作次數統計

本項功能係針對生命週期與作動次數有直接關係

之零組件，包括各項子系統設備重要之機構、繼

電器、極限開關及電磁閥等零組件進行作動次數

統計，以得知其實際作動次數，以精確評估零組

件之使用壽命，作為維修保養或更新之依據。

列車事件記錄

TSIS具有記錄列車操作及運轉狀態等與行車

運轉有直接關係之重要資料，以提供事件原因調

查參考。

列車操作狀態記錄

為記錄人員操作之相關訊息，所記錄之項目包含

列車運轉模式、主控制器操作模式及駕駛室操作

面盤之各項開關元件作動狀態。

列車運轉狀態記錄

為記錄列車運轉之相關訊息，所記錄項目包含列

車車速、速度碼、車門作動狀態、緊急煞車迴路

狀態、號誌設備狀態…等訊息。

本研究之系統程式的功能及操作介面設計，

除了依照捷運電聯車之設備監控功能需求進行規

劃外，並依本研究之驗証項目進行設計，使其兼

具驗證工具及系統功能展示模型之功能（系統程

式之操作畫面如圖2所示）。

圖2  TSIS之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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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過程
模擬驗証

為評估現有列車加裝TSIS之功能及可行性，

以Visual Basic語言設計一適用於電聯車之系統

驗證程式。並採用現有之緊急煞車迴路紀錄器、

筆記型電腦等設備擷取列車運轉資料，載入程式

中進行測試，主要測試項目包括「列車操作支

援」、「列車維修支援」及「列車事件記錄」等

功能，並於實驗過程中針對實驗方式及軟/硬體

有錯誤或偏差之處進行修正，使實驗測試能達到

預期之目標，經試驗後證實可正確地紀錄所擷取

之訊號並顯示行車訊息，達到預期結果。（模擬

測試方塊圖如圖3所示）

建置過程

｜ 於2003年底開始規劃及評估高運量電聯車加裝

TSIS相關事宜。

｜ 於2004年1月開始進行第一階段原型機試辦2

列車（301型及321型各1列），並於2005年3月

完成安裝及測試。

｜ 於2005年4月完成原型機試辦及驗証作業，檢

討原型機試辦結果，並開始規劃全車隊安裝事

宜。

｜ 於2005年8月開始進行第二階段全車隊（包含

301/321/341型車共64列）安裝，分別於2006

年9月完成301型車共22列車安裝，2007年8月

完成 321型車共36列車安裝，2007年12月完

成 341型車共6列車安裝。

圖3  模擬測試方塊圖

列車旅客資訊系統

號誌設備

記錄器

駕駛室設備

筆記型電腦
模擬TSIS

數位及
類比信號

串列訊號

RS-485 / RS-232

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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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備精進改善

經由TSIS原型機實際運轉之成果，依據運務

單位及維修單位針對TSIS使用之情形，及其所提

供之意見，納入後續全車隊安裝之規範，經歸納

後主要改善項目說明如下：

｜ 將顯示器之固定方式由固定式改為可調式，可

調整顯示器視角角度，以利司機員監看（如圖

4所示）。

｜ 主機設備箱改採抽屜式滑槽設計，以利維修人

員檢修（如圖5所示）。

｜ 所有訊號線束改採快拆接頭，方便維修人員拆

裝（如圖6所示）。

｜ 增加異常警報音功能，於主要設備故障或操

作模式切換時發出聲響，以提醒司機員注意 

（如圖7所示）。

｜  資料判讀軟體改善，新增資料轉成圖檔功能，

方便維修人員判讀（如圖8所示）。

｜ 資料下載介面改善，除可連接主機下載資料

外，另於駕駛室設備箱內增加1組USB介面之

插座，以利維修人員方便下載相關資料（如圖

9所示）。

圖6  線束接頭改善

圖4  顯示器固定方式改善

原型機：固定式無滑槽設計 改良型：具模組化及滑槽設計，方便檢修

圖5  主機設備箱改善

原型機：固定式無法調整視角 改良型：活動式（可調整角度約0～30度）

圖7  增加異常警報音功能

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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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析
TSIS安裝完成後，經追蹤TSIS上線試運轉

情形，確實可達到與當初規劃預期之功能，其成

果說明如下：

可正確顯示列車設備運轉狀態

可將列車上所擷取之各項主要設備之運轉

狀態資料，顯示於駕駛台之螢幕上，包含列車編

組、日期時間、車速、速度碼、氣壓值、推進、

空調、煞車、SIV設備等資料。提供多元及詳細

之列車設備運轉資訊，以支援司機員進行列車設

備監控作業，如圖10所示。

可顯示線上故障排除程序指引

列車監督資訊系統提供線上列車故障排除程

序資料庫，可供司機員隨時查詢，另外當列車主

要設備發生故障時，可顯示對應之線上故障排除

程序，以輔助司機員直接針對故障點進行排除，

以縮短列車故障排除時間，如圖11所示。

可正確記錄列車事件訊息

人員操作記錄

記錄人員操作之相關訊息，以主控制器操作

檔位為例，可紀錄人員操作之檔位切換狀態及時

間等訊息，如下頁圖12所示。

圖8  新增資料轉成圖檔功能 圖10  顯示畫面 圖11  顯示故障排除程序畫面

圖9  資料下載介面位置改善

原型機：USB插座僅設置於設備箱內

改良型：另於駕駛室增設1組USB插座，
               以方便人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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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由TSIS下載讀取設備故障紀錄資料

圖12   由TSIS下載讀取之資料（以主控器檔位操作紀錄
為例）

主
控
制
器
檔
位

圖13   由TSIS下載讀取之資料（以氣壓值紀錄為例）

主
氣
壓

煞
車
氣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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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狀態記錄

記錄列車運轉之相關訊息，以列車主氣壓及

煞車壓力為例，可紀錄氣壓值變化狀態及時間等

訊息，如圖13所示。

可正確記錄列車設備故障訊息

可記錄列車主要設備故障狀態、項目、故障

發生時間等訊息，如圖14所示。

減少故障原因釐清時間

以2007年度301型車故障造成線上延誤事件

為例，統計當年度延誤事件共計23件，其中16

件可透過TSIS紀錄明確判別故障原因，因此大幅

降低故障查修及事件原因釐清之時間。

降低故障查修工時

因原先列車並無行車紀錄設備，對於列車

故障相關紀錄訊息不完整，故不易查明列車於線

上運轉所發生之偶發性故障，尤其是列車不明原

因緊急煞車事件，時常難以追查出故障原因並加

以改善。以TSIS安裝前，2004全年度列車不明

原因緊急煞車事件為例，經統計其工單共有145

件，總工時約為945人時，平均每件不明原因緊

急煞車事件查修花費工時約為6.5人時（945/145

≒6.5）。TSIS安裝後，每件不明原因緊急煞車事

件平均只需須花費查修工時為1人時（TSIS紀錄

資料下載及轉檔約0.5人時，資料判讀及分析約

0.5人時）。安裝前/後比較，每件約可減少5.5人

時之查修工時，若以每年145件計算，平均可減

少約800人時（約減少84%之查修工時）。

安裝後實際花費人時與安裝前及安裝中預估

人時之比較結果，如表1所示。

降低採購成本

由於國內資訊產業發達，顯然資訊產品之

品質及可靠度在國際上已具備良好之水準，但本

案仍於契約規範廠商資格須具有承製國內外軌道

列車資訊產品實績外，並於契約要求其產品必須

經過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之實驗機構進行相

關檢驗測試（包含溫／溼度、軌道車輛震動等試

驗），以確保產品之製造與安裝品質。

表1   不明原因緊急煞車花費查修工時比較

安裝前 安裝後

查修方式 以人工依設備作動原理逐一查詢 經行車紀錄資料查詢，直接判讀故障原因

每件平均花費人時 6.5人時 1人時

估算每年花費人時
（以145件統計）

942.5人時 145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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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每列車採購費用（包含裝設、測試及保

固）約新台幣45萬元，曾洽詢國外（日本廠商日

立公司），其每列車報價約新台幣650萬元；另

參考香港地鐵每列車裝設費用（屬後續加裝量產

價，採用日本三菱產品）約新台幣400萬元，本

案開發之採購成本約為國外產品12%。

若以此價格估算，全車隊（共計64列車）採

國內採購，預估至少較國外採購節省約新台幣2

億2千7百萬餘元，可大幅節省採購成本。採購成

本比較表如表2所示。

提升開發技術能力

本系統於研究發展過程中，在不影響列車

原有功能及車體結構下，亦無列車製造商的支援

下，與國內廠商獨立完成裝設，因而提高了對列

車資訊設備開發之能力。

結論與建議
近年國內外電聯車無論是新購或是後續增

設大多已配備TSIS，可見TSIS儼然已成為提供

列車操控與維修作業之基本配備，經由本案之實

施使臺北捷運初期路網之高運量電聯車全面設置

TSIS後，已大幅提昇列車妥善率及服務品質。

本案之開發成果希望能提供給相關工程技術

人員參考。也希望能提供給相關軌道運輸系統規

劃現有列車或新購列車設置TSIS之技術規範參

考。相信國內之軌道運輸系統在導入TSIS後，對

於列車之營運、監控及維修等方面之功能提昇均

有明顯之效益。

雖然本案已達到預期之目標，但後續仍有發

展與應用之空間，相關建議如下：

｜ TSIS可配合電聯車之數位式無線電系統（於

95～96年裝設），將列車重要故障訊息傳輸至

行控中心、線上維修站及維修機廠，以即時掌

控列車設備故障狀態，並於第一時間自動通報

線上維修人員前往處理，期能大幅縮短列車線

上故障排除時間。

｜ 本案TSIS所開發的成果及上線營運後之運轉成

效，可提供相關單位納入後續採購電聯車，製

訂列車監督資訊系統規範參考，以期未來列車

監督資訊系統之功能更精進完善。

｜ 經過本案之開發，確實可驗證國內廠商承製軌

道車輛資訊設備之技術能力，亦能降低採購成

本，並達到電聯車系統設備國產化之目標，希

望本案之開發模式，亦能提供相關業界參考。

表2  採購成本比較

各系統TSIS
每列車安
裝單價

64列車總價

日立公司（報價） 650萬元 4億1,600萬元

香港地鐵（後續
增設之量產價）

400萬元 2億5,600萬元

國內廠商
（量產價）

45萬元 2,8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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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貓空纜車係法國POMA公司生產的纜車系統，全長有4.03公里，

路線略呈L字型，共6個車站（包含2轉角站），纜車車廂147部及

2部工程維修用車廂，營運時因地形及地貌上的阻礙，不但兩車

站間無法直接目視，連車廂也只要出車站就幾乎不易看到車廂號

碼，且旅客有緊急事件時，使用車廂內對講機向控制中心求助，

控制中心卻無法確認旅客的車廂位置，還須透過各車站人員協

尋。因此，營運時要在這些眾多車廂中找出指定車廂實屬不易。

為保障旅客安全提昇服務品質並解決車廂位置無法立即掌握的窘

境，乃著手進行車廂識別設備的添購及相關程式編寫。使用者

只要啟動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程式，經由公司內部

網路連線至管理者伺服器，即可取得即時的纜車車廂位置資料。

現在只要旅客反應那部車廂有異常，則直接通知下游車站前往檢

視。本系統上線使用後有效改善纜車車廂調度作業及車廂的追蹤

方式，提升服務旅客品質，另纜車車廂電池充電規劃上，不但考

慮到每部車廂的充電間隔天數亦可達到車站停泊充電車廂數最佳

化。

關鍵字：貓空纜車

Abstract
Maokong Gondola uses a gondola system produced by POMA, France. 

The route is 4.03 kilometers in length and travels an L-shaped route. The 

gondola system includes 6 stations (4 passenger stations and 2 angle 

stations), has 147 cabins and 2 maintenance cabins. Due to the topography 

of the area, there is only very limited line of sight between stations and it 

is hard to tell the number of cabins leaving the station. Also the control 

center can't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the cabin when a passenger pushes 

the intercom for help but has to seek the cabin through station personnel's 

assistance. Therefore, it is not easy to find out a specific cabin among 

numerous cabins while the system is in operation.

To ensure passenger safet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cabin location, we purchase equipment for cabin identification 

and compiled information on related programs. Using an ethernet linkage 

inside the company, users can get real-time cabin position by using the 

cabin pinpoint system. Also, the control center can locate any individual 

cabin via the cabin pinpoint system and inform downstream station 

personnel to inspect the malfunction immediately. This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but also the method of cabin tracking and dispatch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system comes online. As for the plan for charging 

the cabin battery, we will consider the interval for charging the battery to 

optimize the charing inverval. 

Keywords: Maokong go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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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乃著手進行車廂識別設備的添購及相關程式編寫。使用者

只要啟動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程式，經由公司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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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升服務旅客品質，另纜車車廂電池充電規劃上，不但考

慮到每部車廂的充電間隔天數亦可達到車站停泊充電車廂數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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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kong Gondola uses a gondola system produced by POMA, France. 

The route is 4.03 kilometers in length and travels an L-shaped route. The 

gondola system includes 6 stations (4 passenger stations and 2 angle 

stations), has 147 cabins and 2 maintenance cabins. Due to the topography 

of the area, there is only very limited line of sight between stations and it 

is hard to tell the number of cabins leaving the station. Also the control 

center can't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the cabin when a passenger pushes 

the intercom for help but has to seek the cabin through station personnel's 

assistance. Therefore, it is not easy to find out a specific cabin among 

numerous cabins while the system is in operation.

To ensure passenger safet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cabin location, we purchase equipment for cabin identification 

and compiled information on related programs. Using an ethernet linkage 

inside the company, users can get real-time cabin position by using the 

cabin pinpoint system. Also, the control center can locate any individual 

cabin via the cabin pinpoint system and inform downstream station 

personnel to inspect the malfunction immediately. This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but also the method of cabin tracking and dispatch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system comes online. As for the plan for 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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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 the charing inv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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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貓空纜車係因貓空地區道路多為狹窄之產業

道路，且停車位嚴重不足，每逢假日大量人潮湧

入，使得各主要景點附近車輛通行困難，造成嚴

重的交通阻塞，故台北市政府規劃以對環境影響

最小之纜車運具來解決交通擁塞問題，亦可凌空

觀賞秀麗景物。採用法國POMA公司生產的纜車

系統，全長約4.03公里，單線自動循環式8人座

空中纜車，全部纜車車廂有147部（最多可144

部同時上線營運）及2部工程維修車廂，最大運

行速度每秒約6公尺，尖峰時間預計每小時可以

運載2400人，具有高運輸能量、較低單位運輸

成本及具遊憩功能之特性，為目前新建空中纜車

之主流型式。

臺北市政府委託捷運公司經營貓空纜車，

2007年7月4日完工後正式通車，由於法國

POMA公司生產的纜車主要用於觀光用途，且路

線選線儘量以直線為主，車廂數亦較少，較沒有

營運壓力問題，而貓空纜車不但路線較長且有2

個不營運的轉角車站，全系統由兩組馬達及齒輪

帶動，分別為G6到G4及G4到G1，在台北市可

是全國第一條以空中纜車為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從營運初期就備受矚目，對於後續規畫中的陽明

山空中纜車，更是具有指標性意義，但是運轉初

期許多設施尚未完備、氣候環境與國外不同，都

使系統停機狀況頻繁，招致搭乘的民眾抱怨連

連，經過捷運公司的努力，不斷的提出改善措

施，才能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由原來的不被看

好到目前突破3百萬搭乘人次及可用度第一。

遭遇問題
貓空纜車設計規畫上車廂內並未設置任何

通訊設備，因考量服務旅客需求而增設無線電系

統，提供旅客立即的答覆，然而車廂內旅客發生

危急事件時按對講機與轉角二站控制中心聯絡，

控制中心可以得

知幾號車廂內的

旅客需要車站人

員服務，但不知

道目前車廂在哪

裡！

早期藉由原廠POMA公司設計的纜車車廂調

時系統推估，做法上是選定營運車廂內其中一台

車廂為基準車廂裝設感應器。

當基準車廂經過設有讀取器的車站時，會

將資料回傳至轉角二站控制中心儀控面板上車

廂調時系統中，畫面顯示車廂順序於G4轉角二

站上坡側、G1動物園站、G4轉角二站下坡側及

G6貓空站等四個位置的車廂順序，如圖3所示第

66台車廂在G4上坡側、第96台車廂在G1車站、

第127台車廂在G4下坡側及第31台車廂在G6車

站。問題在於這些都只是車廂順序，而不是真正

的車廂號碼，上線營運的車廂也無法在調度上配

圖1  控制室內車廂無線電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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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順序發出相同的車號，因此事前必須自行記

錄的車廂排列順序，事後參照車廂順序才能得

知相對應的車廂號碼，至於未顯示於螢幕上的

其他車廂，要想知道位置則只能藉由調派各車

站人力現場勘察後回報。

另外，對於站間車廂號碼就無從得知，控

制員也須忙於向各車站人員聯絡確認纜車車廂

所在地點，不僅耗時且易錯過排除問題的最佳

時機。為保障旅客安全提昇服務品質解決車廂

位置無法掌握的窘境，乃著手進行車廂識別設

備的添購及相關程式編寫。

圖2   基準車廂上的感應器及設置於車站的讀取器

圖3   G4控制室內儀控面板上車廂調時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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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
車廂即時位置資料

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

架構係在貓空纜車車廂外部黏貼依車

廂號碼製作的專屬條碼（ID），並於動

物園內站的上坡側月台護欄上裝設雷

射條碼掃描器。

當有纜車車廂經過時，條碼掃

描器將讀取車廂外部的專屬條碼，經

由藍芽轉換器轉換成無線訊號發送資

料，由該站控制室設置即時資料伺服

器電腦負責接收條碼掃描器所傳送出

來的資料。

即時資料伺服器電腦（G3控制室

內）將從木柵行控中心端的纜車車廂

位置順序資料庫內收集目前上線車廂

的順序資料，再去比對由條碼掃碼器

端與收集到的上線車廂順序資料，計

算得出全線纜車各車廂的所在位置，

並儲存於當站的即時位置資料庫內。

當公司內部各使用者端電腦啟動

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後只

要透過內部網路連線至動物園內站即

時資料伺服器，即可取得即時更新的

纜車車廂位置。（如下頁圖5）

圖4   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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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順序資料

車廂順序資料一般由轉角二站或貓空站控制室依儲車區

發車車廂號碼輸入，控制員經由當站使用者端電腦透過公司

內部網路連線至木柵行控中心網頁伺服器，輸入個人授權的

帳號及密碼登入後，分別輸入儲車區出來的車廂號碼於該記

錄網頁後儲存，車廂順序資料即完成建檔儲存於資料庫中。

（如圖6）

貓空纜車出車記錄網頁預設車廂數為144部，控制員必須

依照實際運行的車廂數進行輸入，以符合需要。

輸入過程中若發生重複車廂號碼情形，網頁在儲存時亦

會檢核所有車廂號碼是否正確，避免出錯。（如圖7）

另外未上線的纜車車廂則停放在轉角二站儲車區及貓空

站儲車區，這些車廂須記錄於網頁上，車廂停放記錄資料顯

示於貓空纜車車廂即時顯示系統中。（如圖8）

儲車區車廂號碼輸入過程中若發生重複車廂號碼情形，

網頁在儲存時亦會檢核所有車廂號碼是否正確，避免出錯。

（如圖9）

電池容量指示燈及隔離車廂資料

貓纜車廂運轉期間無外部電源可供應，車載設備皆使

用車廂內的電池，故電池沒電將造成無線電通訊設備無法通

話，貓纜控制中心無法對該車廂廣播及夜間時段車廂內部無

照明，危及旅客安全，目前車廂已增設完成照明隔離開關，

早上時段可將照明關閉使不致於耗損電力，夜日時段再行開

啟，並安排兩次請線上車站服務人員進行電池指示燈顯示記

錄，若顯示紅色燈號則表示電池用盡警告，顯示橘色燈號則

表示電池即將用盡須安排充電。將檢視的電池指示燈結束輸

入至如下網頁資料庫中，可顯示於車廂位置即時系統中。

（如圖10）

圖9  儲車區車廂記錄檢核

圖5  系統畫面

圖6  上線車廂順序輸入記錄畫面

圖7  上線車廂順序記錄檢核

圖8  G4及G6站儲車區車廂記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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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備
本程式須採購安裝的硬體設備包括有：讀取車廂專屬條

碼的MS-7210球窩型雷射條描器，傳遞車廂號碼資訊所須的

RS-232 to 藍芽無線轉換器，以及負責接收及判讀車廂號碼的

即時資料伺服器電腦。

MS-7120球窩型雷射條碼掃描器

本系統採用Metrologic生產的球窩型雷射條碼掃描器掃

描，使用介面RS-232，光源為光源675nm低電壓差動傳輸模

式（VLD），掃瞄速度1200次 / 秒，掃瞄深度達0～215mm，

解析度0.13mm（5.2mil），具有20條掃瞄線及RS-232介面，

一次掃瞄字數80字元（最大），掃瞄角度上下60度，左右60

度，LED顯示綠色表示待命，顯示紅色表示正確，電源為5V

直流電220毫安培。獨特的大型掃描頭輪廓形狀使其在掃描

大型和大量條碼，提高了第一次掃描通過率，這個掃描頭在

垂直方向上可轉動30°，在掃描時增加其現場環境的適應性。

（如圖11）

本設備安裝於動物園內站G3上坡側月台對面的護欄上，

由於該地點無可使用的電源，故以延長線由月台上樑柱牽引

至對面護欄上以供應雷射掃描器所需用電源。（如圖12）

 

圖11  雷射條碼掃描器外觀 圖13  車廂外部條碼黏貼的位置

圖10  車廂電池容量指示燈狀態記錄

圖12   G3站偵測點安裝雷射掃描器位置及
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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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車車廂專屬條碼須先經膠膜護貝以防止下

雨淋濕損壞，再將其黏貼於車廂外部側面左下方

角落處，這些專屬條碼隨著車廂駛經偵測點時，

車廂專屬碼條只要經過雷射條碼掃描器發射出的

20條掃描線其中一條，即可讀得該車廂號碼。

（如上頁圖13）

RS-232 to 藍芽無線轉換器

初期規劃是以延長RS-232訊號線連接雷射

掃描器至動物園內站控制室電腦，但因現場鑽孔

不易，且電線裸露在外會影響美觀，若繞至車站

後方則距離太遠亦會造成RS-232傳輸訊號的衰

減，因此構想採藍芽無線訊號傳輸模式，因雷射

掃描器訊號傳輸是以RS-232為介面，故須加裝

藍芽無線轉換器將其RS-232訊號轉換成藍芽無

線訊號，傳送至接收端後再轉換成RS-232訊號

至電腦內。

RS-232 to 藍芽無線轉換器有一對一傳輸

或一（Master）對七（Slave）傳輸，每組於出

廠時皆已配對完成。本系統須採購1對1硬體，

2個成對接為1組，可設定串列埠傳輸速率為

4800bps～115.2Kbps，插上電源後調整傳輸鮑

率至9600bps。

每組RS-232 to 藍芽無線轉換器為9pin的

RS-232介面其中RX/TX皆已跳過線，而連接雷射

掃描器中的RS-232介面出廠時也跳過線，因此

在連接時，需將藍芽無線轉換器做再次的跳線。

如此電腦端的藍芽接收器才可收得到雷射掃描器

端藍芽所發出的訊號。（如圖14）

即時資料伺服器

即時資料伺服器設置於動物園內站控制室內

與藍芽轉換器連接，專司接收雷射掃描器端藍芽

無線轉換器所發出的車廂號碼資訊。固定每1小

時收集位於木柵行控中心車廂順序資料庫中的車

廂順序資料，與藍芽無線轉換器接收得到剛經過

的車廂號碼進行比對，計算出全線纜車車廂位置

後儲存於即時位置資料庫內，並且每3秒提取資

料庫內資料發送至各使用者端電腦。

圖14  藍芽無線轉換器與電腦及雷射掃描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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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端啟動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

統程式後，每隔3秒鐘接收一次即時車廂資料庫

內車廂位置資料，只要車廂資料庫內資料更動將

立即傳送至各使用者端電腦螢幕。（如圖15）

程式軟體
即時顯示系統使用說明

在執行完成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

安裝程式後擊點圖示即可開啟程式，出現下面畫

面（圖15）。畫面上綠色區塊表示貓空纜車六個

車站分別為G1纜車動物園站、G2轉角一站、G3

動物園內站（本系統偵測點）、G4轉角二站、G5

指南宮站、G6貓空站的位置。（如圖16）

圍繞在車站週邊沿線的灰底黑字即纜車車廂

號碼，營運時全系統採逆時針方向運轉，右邊車

廂號碼為上坡側，左邊車廂號碼為下坡側，營運

時車廂號碼將逆時針轉動，隨著纜車車廂行駛經

過動物園內站的偵測點，雷射掃描器讀取車廂外

部的條碼資料，經使用者伺服器計算後，傳送車

廂的即時位置資料至各使用者端電腦。

車廂追蹤功能

對上線的車廂監控人員可設定警戒車廂，其

下拉式選項可輸入欲追蹤車廂的號碼即可設定為

警戒車廂，對於有行動不便、輪椅、身體不適等

旅客或媒體、市府長官蒞臨須特別注意的車廂號

碼，並將追蹤原因標示於警戒事由的下拉式選單

中，隨車廂位置更新而移動直到使用者點選解除

警戒車廂按鍵取消為止，設計上可一次追蹤三個

車廂。如圖16所示分別有不同因素的旅客於G5

車站進站，而設定101號纜車車廂為追蹤輪椅旅

客、005號纜車車廂為追蹤媒體貴賓蒞臨訪問、

029號纜車車廂為追蹤末班車離開車站後關閉車

站大門結束營運，不致因追蹤車廂過多而混淆設

圖16  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功能標示圖15  G3站控制室內即時資料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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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具有車廂電池存量及隔離與否
顯示功能

圖18  警戒車廂到達G6車站的即時畫面

圖19  具有車廂號碼檢核功能

圖17  設定101、005及029為警戒車廂 

118



定為警戒的原因。警戒車廂隨即時車

廂位置移動至G6車站即可通知車站服

務人員前往協助。（如圖17、18）

車廂資料重複告警

標示G4儲車區黃色區塊及G6儲車

區粉紅色區塊內灰底黑字號碼則表示

目前未上線車廂停於儲車區內的車廂

號碼。G4儲車區及G6儲車區內車廂號

碼因故障將其與已上線車廂替換時發

生變動，可點選儲車資料更新按鈕圖

示，即可更新儲車區內的車廂號碼。

程式設計上有檢核功能，當人員

輸入時，誤植相同車廂號碼，程式於

執行時，將G4及G6儲車區區塊下方顯

示所有包含上線及未上線車廂號碼是

否有重複，防止人員在輸入操作上發

生錯誤。（如圖19）

車廂位置即時更新

程式設計上每3秒鐘G3車站的使用

者伺服器電腦將傳送一次最新即時車

廂位置資料一次，而貓空纜車車廂位

置即時顯示系統右下角最後更新時間

欄位中，顯示最近一次收到的訊息時

間，提供使用者檢核目前與動物園內

站控制室伺服器端是否正常連線，避

免發生誤判實際纜車車廂位置。

電池容量指示燈及隔離車廂標記

每日系統啟動前或傍晚天色昏

暗，於該兩時機車站服務人員檢視回

報車廂電池容量指示燈狀態，控制中

心會將其數據資料建檔於網頁中，當

貓纜車廂位即時顯示系統啟動後自動

顯示相關資料，圖20中紅色數字樣即

為電池容量指示燈顯示紅燈，橘色字

樣即為電池容量指示燈顯示橘燈，當

出現紅燈及橘燈時，測試該車廂內的

無線電設備功能是否正常，若無法通

訊為避免旅客搭乘中途無法與控制中

心連繫造成恐慌，該車廂必須管制不

得載客而將之隔離時，於該車廂區塊

將會有黑色框線予以標註。若非因車

廂電池容量問題隔離之列車，則以白

色數字樣黑色外框線表示之。

貓纜運轉即時里程資料

貓纜設備檢修時程主要以原廠

POMA公司提供之資料為依據，但世

界各地的纜車系統營運的模式不儘相

同，無法完全適用原廠的檢修時程數

據，應依當地纜車系統的每日運轉時

數、車站數、氣侯等因素做適當的調

整，以車廂的握索器為例，車廂運行

至車站握索器打開改由車站索輪帶動

使車廂得以慢速前進讓旅客有足夠的

時間上車，離開車站時握索器必須再

次夾緊纜索，由於握索器長期握放動

作會造成握索器的機械彈性疲乏握索

器的握力會下降，車廂離開車站後完

全靠握索器握著纜索才得以在空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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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不致掉落，因此，統計車廂運行里程及圈數以

作為握索器檢修調整之依據。當系統偵測到纜車

車廂移動時，會計算上線車廂數與路線總長，求

得車廂移動的平均距離，及偵測車廂繞行的圈

數，顯示於即時運行里程數及運行圈數欄位上，

系統計設上亦可協助統計實際的運轉時數及纜車

系統的啟動時間。（如圖21）

備援網頁程式

為防止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統發

生周邊設備故障造成控制人員調度纜車車廂上的

困擾，屆時可啟用〝貓空纜車車廂位置資訊〞網

頁程式，其畫面如圖所示。各車站使用者經由公

司內部網路連結至木柵行控中心網頁伺服器，其

網址為：http://192.168.30.210:9999/ASPtest/

BoxPosition.asp依需求目的進行相關操作。

（如圖22）

操作介面與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示系

統類似，若欲知道纜車車廂位置，須在使用者所

在車站控制室，鍵入該車站指定基準點所見到的

車廂號碼，即可得知所有全線車廂的所在位置。

（如圖23）

同時設計有追蹤車廂功能，可設定警戒車廂

號碼，共可設定3台警戒車廂用以追蹤故障車廂

或車廂內有須特別服務的旅客。（如圖24）

圖23   貓空纜車車廂位置資訊網頁車廂位置變更前後

圖22  貓空纜車車廂位置資訊網頁

圖21  具有統計即時營運里程資料功能

圖24  備援網頁中警戒車廂的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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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充電管理

貓空纜車車廂設計上無外接電源供應，車載

設備全靠車廂燈罩內放置的蓄電池供應電力，貓

空纜車全部有147部車廂，利用營運結束後停在

車站部份的車廂才能連接車站電池充電器進行充

電，無法全部車廂同時充電，因此纜車車廂電池

充電規劃就顯得格外重要。

為了減少車廂電池電力耗盡後，仍留線上

載客造成車廂內無線電無法通話、LED夜燈未開

啟，不但旅客抱怨連連，也容易在旅客有危急時

錯失搶救時機，設計網頁功能顯示車廂電池的充

電狀態及電池可用度顯示、車廂充電數最佳時位

置建議，來有效解決了上述問題。為配合纜車車

廂電池充電規劃需求，製作貓空纜車車廂充電作

業記錄表單，提供各車站現場人員每日記車廂電

池充電記錄。（如圖25）

藉由每日表單記錄的資料輸入電腦，由電腦

計算每部纜車車廂充電間隔天數，原則上每5天

全部纜車車廂應能循環充電一次，唯可能因某些

維修因素未能進行充電。（如圖26）

每日營運前及營運結束後皆會通知車站服務

人員檢查車廂電池電壓偵測顯示燈，是否為紅燈

亦須記錄於表單並輸入電腦中，用以判斷電池使

用壽命是否已達期限。電池經過實地使用測試，

車廂電池容量一般皆可支撐8天再充一次電。若

車廂電池充電間隔未超過8天，卻檢查到車廂電

池電壓偵測顯示燈亮紅燈，表示該車廂蓄電能力

已下降，應立即通知維修人員更換電池。將以上

相關資料，設計以網頁方式顯示出車廂電池的充

電狀態及電池可用度顯示、車廂充電數最佳時位

置建議等功能與貓空纜車車廂位置資訊網頁相結

合，方便使用者查詢。（如下頁圖27）

將每日的車廂電池充電記錄會自動回傳到木

柵行控中心伺服器，利用電腦分別統計出6、7及

8天以上未進行充電的纜車車廂，並將資料顯示

於貓纜車廂電池充電狀態網頁中。網頁上分別以

黃底黑字表示6天未充電車廂棕底黑字表示7天未

充電及紅底黑字表示8天及以上未充電車廂，加

以車站服務人員回報電池電壓偵測顯示燈號就可

知道該車廂電池是沒電或是應該更換電池。

圖25  纜車車廂電池充電記錄表 圖26   纜車車廂電池充電記錄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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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那些車廂電池該充電，但並不是所有

車廂都可進行充電，如果纜車車廂的相對位置無

法配合，可能對7天以上未充電車廂停妥車站而8

天以上未充電車廂就無法停於車站，或是強制規

劃對某部8天以上未充電車廂停妥車站而造成了另

外三部7天未充電車廂無法停於車站進行充電，

其纜車車廂充電規劃的位置似乎不夠效益。（如圖

28、29）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而開發貓纜車廂電池充電

建議網頁，分別將6天未充電車廂予以加權重1， 

7天未充電車廂予以加權重3及8天以上未充電車廂

予以加權重5，以此為基準利用電腦的快速運算功

能，計算所有纜車車廂循環一圈時各車廂的相對

位置所得的權重值，取其最大值，顯示於貓纜車

廂電池充電建議網頁上，作為G4控制室夜間調度

電池車廂充電最佳相對位置的依據（如圖29）。

結語
日前貓空纜車搭乘旅客人數突破300萬人次，

並且獲得原廠POMA公司認定為該公司在全世界

的系統中可用度最高的，如此殊榮是全貓纜工作

人員辛苦代價，也是全體中運量運輸處各相關部

門群策群力共同致力於改善現有設施上的不足所

獲得的成果。

改進原廠POMA公司的纜車系統使其因地制

宜以更能符合環境使用，開發貓空纜車車廂位置

即時顯示系統已達成下列改善：

圖27  網頁上相關車廂充電管理選項

圖28  貓纜車廂電池充電狀態網頁

圖29  貓纜車廂電池充電建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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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纜車車廂調度作業

可於事前規劃維修纜車車廂下線時車廂放置的地點，

預留擺放空間，收車時，依車廂號碼分類停放不同儲車區

位置。

安排每天夜間車廂充電、車廂清潔及車廂維修保養的

車號，可以準確停妥目的車站，進行相關例行夜間工作。

改善纜車車廂追蹤方式

貓空纜車由於是前市長任內定案，發包動工。現在正

值選舉期間，時常成為全國新聞焦點，也因此許多媒體記

者，市府長官已成為貓空纜車的常客，只要登入車廂時該

號車廂選擇列入警戒車廂追蹤，直到安然離開後再解除。

車廂有異狀，如膠條脫落、車內漏水，電池沒電亮紅

燈、車廂門未關妥等，須要車站人員上車確認，皆可選擇

列入警戒車廂追蹤，直到狀況解除或移離至儲車區為止。

改善服務旅客品質

正常速度（3～5m/sec）運轉下，纜車車廂進站握索

器鬆開後，由膠輪帶動車廂前進，對於一般旅客上下車廂

有足夠的時間，然行動不便之旅客搭車時，車站服務人員

會主動回報G4控制室降速至0.8m/sec才不致發生危險，

因此當下車時G4控制室就可主動連絡目的車站服務人員主

動提供下車協助。

對於需要服務旅客會按下車內對講機即可與G4控制

室取得聯繫，控制員可很快地由貓空纜車車廂位置即時顯

示系統獲知該車廂位置，主動聯絡就近的車站服務人員上

車詢問狀況，情況緊急時協助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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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須知
Notice about Contributions

「軌道經營與管理」稿約
1.   為將營運上寶貴的實務經驗及心得記錄保存，並提供經驗交換及心得交流的平臺，以使各項成果

得以具體展現，特發行「軌道經營與管理」，歡迎國內外軌道界人士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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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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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記錄保存及分享。來稿若僅有部份內容曾在國內外研討會議發表亦可接受，惟請註明該部分內

容佔原著之比例。內容如屬接受公私機關團體委託研究出版之報告書之全文或一部分或經重新編

稿者，惠請提附該委託單位之同意書，並請於文章中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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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中、英文摘要除扼要說明主旨、因應作為與結果外，並請說明其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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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通過後，即依序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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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負法律責任。經本刊錄用發表後，本單位不支付任何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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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本單位對來稿在不變更其論點之原則下有刪改權，如不願修改請特別註明。

7.   文章定稿刊登前，將請作者先行校對後提送完整稿件及其電腦檔案乙份（請使用Microsoft Word 

97以上中文版軟體），以利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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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5363001轉8635；傳真：02-25117945；E-mail:e01931@mail.trtc.com.tw。

處理方式
第二位委員評審意見

採納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不採納刊登

第
一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退稿

不採納刊登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退稿 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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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經營與管理」撰寫格式
1.   來稿每篇以不超過1萬字為原則，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同意，請先

註明。如需轉載，應先徵得本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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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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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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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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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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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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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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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距離0. 5列，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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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25列，單行間距。

（6）作者工作單位職稱：以註腳方式註於首頁頁尾，標楷體10點字，靠左對齊。

4.  主文：主文自第2頁起開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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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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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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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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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距。文中數學公式，請依序予以編號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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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表之說明文字置於表之上方，並依序以阿拉伯拉字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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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捷運公司，〝臺北捷運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顧紀實〞，2004年7月。

2.  蔡輝昇，〝捷運營運經驗省思〞，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第十三屆論文研討會，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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