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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準備作業
Preparation for Taipei Metro Neihu Line Opening
沈志藏、賴正霖／Chin-chang Sheng1, Cheng-lin Lai2

摘要

臺北捷運內湖線預定於2009年6月底通車營運，並將現有中運量

系統木柵線延伸至內湖線，提供一車到底之運行服務；因此，

原有木柵線無人駕駛固定閉塞區間列車控制系統，一併升級轉

換為與內湖線一致之移動通訊式列車控制系統（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CBTC），這種整體列車控制系統改變，又

有新線加入通車營運模式，是國內捷運系統首次經驗，需同時兼

顧維持旅客運輸服務與更換系統工程及測試運轉作業，故比全部

新路線營運或列車控制系統相同，僅延長路線增加營運車站數之

通車方式，更具複雜性與困難度。

臺北捷運公司已具備新路線通車營運之經驗，並採納國內外相關

運輸系統通車營運經驗，融入內湖線通車營運前準備作業；本文

將分為七項內容說明內湖線通車營運前準備作業，以控管各項準

備作業之推動與進度，達到預定內湖線通車營運目標。

關鍵字：通訊式列車控制系統、試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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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捷運公司副總經理 / e00038@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中運量運輸處助理管理師 / e00113@mail.trtc.com.tw。

Abstract
The Neihu line of Taipei Metro will be opened to revenue service in the 

end of June, 2009. The Muzha line will be extended to the Neihu line and 

provide the same train control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us, the driverless 

and fixed block train control  will be upgraded and transferred into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CBTC）. This is the first 

experience to change the train control system and add new service line 

in Taiwan. We need to consider both transportation service, replacement 

system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 testing. It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han building a new line operation or retaining the same train control 

system over an extended line and added stations.  

For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TRTC）, there were many experiences 

in new line operation. Their employees will take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metros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e  Neihu line opening preparation. This 

paper will state in 7 parts the Neihu line opening preparation, control 

each preparation item schedule and then to reach the goals of prepared 

operation.

Keywords:  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CBTC）、operation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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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北捷運內湖線營運區段，係自木柵線中山國中站（BR2）後之尾軌起，延

伸至南港展覽館站止，全長約 14.8 公里，設 12 處車站，包括BR1：松山機場

站、B1：大直站、B2：劍南路站、B3：西湖站、B4：港墘站、B5：文德站、

B6：內湖站、B7：大湖公園站、B8：葫洲站、B9：東湖站、B10：南港軟體園

區站、B11：南港展覽館站及1座內湖機廠，臺北捷運內湖線車站及機廠位置示意

圖，如圖1。（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圖2  臺北捷運內湖線路線暨分標範圍圖

圖1  臺北捷運內湖線車站及機廠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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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內湖線外包契約主要包括4部分： 

｜ CB410標（B2西側至B11高架段、車站及內

湖機廠土方、土建、水環、全線機電工程，

承包商：工信工程公司）。

｜ CB420標（BR1至B1站及B1車站及B1至B2

站潛盾隧道及B2站前出土段之土建工程，承

包商：大陸工程公司／日商鐵建營造公司）。

｜ CB430標（中山國中站尾軌至BR1站土建工

程及至B2站前出土段之水電及環控工程，承

包商：泛亞工程公司）。

｜ CB370標（全線機電系統工程，含木柵線行

車監控系統更新、木柵線51對電聯車車載行

車監控設備更新及備援行控中心工程，承包

商：加拿大商龐巴迪運輸公司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 Corporation）。

有關臺北捷運內湖線路線暨分標範圍圖，

如圖2。（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依據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2008年6月

27日訂定之「捷運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檢

查計畫」，捷運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受檢

範圍為木柵延伸（內湖）線全線新建工程，自

中山國中站（BR2）尾軌銜接木柵線至內湖機

廠，包括10座高架車站、2座地下車站、1座

內湖機廠及其間之高架橋及隧道，全長14.8公

里；另包括木柵線行車監控系統更新工程。

01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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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程進行中依土木建築、軌道（行駛路

面）、車站設施及水電環控、系統工程等個別工

程之特性逐項進行檢查，實施目的在於確認相

關工程提供之軟硬體設備功能能確實符合契約規

範，並針對各項可能影響系統營運安全、旅客使

用及後續維修等潛在因素預為因應，俾及早進行

改善作業。

臺北捷運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檢查設總

召集人、副總召集人及總督導各1名，負責整體

工檢作業之推動，人員編組共分為3組：系統營

運組、土木軌道組、建築水環組，每組人數至多

8員。

臺北捷運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檢查作業

執行階段，由總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並請檢查

委員報告執行狀況，受檢單位則就各項改善作業

辦理情形提出報告；工程檢查進行中，各建議改

善項目由工作小組持續列管至結案；工程檢查作

業結束後，針對未結案件移由工管處持續列管追

蹤至結案。

臺北捷運內湖線預定於2009年6月底通車營

運，並將現有中運量系統木柵線延伸至內湖線，

提供一車到底之運行服務；因此，原有木柵線

無人駕駛固定閉塞區間列車控制系統，一併升

級轉換為與內湖線一致之移動通訊式列車控制

系統（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

CBTC），這種整體列車控制系統改變，又有新

線加入通車營運模式，是國內捷運系統首次經

驗，需同時兼顧維持旅客運輸服務與更換系統工

程及測試運轉作業，故比全部新路線營運或列車

控制系統相同，僅延長路線增加營運車站數之通

車方式，更具複雜性與困難度。

臺北捷運內湖線各項設施設備於已符合系統

營運安全、人員進駐及完成模擬演練之準備時，

預定於2009年4月30日前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會銜報請市府辦理初勘相關作業。

臺北捷運內湖線初勘相關作業，預定於

2009年5月15日前完成，主要工作包括初勘文件

準備與現場檢視、狀況處置等事項，通過初勘作

業後將再準備辦理履勘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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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內湖線履勘相關作業，預定於2009

年6月15日前完成，主要工作包括履勘文件準備

與現場檢視、狀況處置等事項，通過履勘作業後

將準備辦理通車典禮相關作業。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典禮相關作業，預定

於20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主要工作包括通車典

禮籌備、通車典禮協助配合、通車宣導文宣等事

項，通車典禮完成後將可正式通車營運。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運主要作業名稱包

括：1.「自辦工程及採購」列管14項、2.「設施

設備測試、驗證、移／點交及缺失改善」列管3

項、3.「人員進用、訓練」列管3項、4.「進駐

作業」列管8項、5.「模擬演練、試運轉」列管2

項、6.「初勘」列管3項、7.「履勘」列管2項、

8.「後勤及支援作業」列管12項及9.「其他」列

管13項，計9大類60項；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

運準備主要作業名稱及內容控管表，如附表。

營運人力調度與訓練
臺北捷運內湖線營運通車人力需求規劃及進

用，由臺北捷運公司人力處主辦相關作業，各相

關處室（中運量運輸處、站務處、企劃處、工務

處、系統處、資訊處、事業處）提出人力需求，

經公司預算審查會審查，提董事會後送臺北市政

府審議，2008年及2009年已分別經臺北市政府

核定編列123名員額及增列176名員額，由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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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公司總經理核定辦理招募、公告、審核、考

試、錄用等作業；另內湖線各級主管升遷指派作

業，則依升遷要點辦理，並經人事甄審會審查，

審查結果簽陳臺北捷運公司總經理核定。

臺北捷運內湖線人員訓練，可概分為新進人

員訓練及CB370標國內專業訓練：

｜ 新進人員訓練，由臺北捷運公司人力處負責安

排相關課程執行。

｜ CB370標國內專業訓練，包括1. 車輛專業訓

練、2. 自動控制及號誌、供電及月台門、軌道

專業訓練、3. 運務（區分為行車控制、站務）

專業訓練，則由臺北捷運公司中運量運輸處負

責選派人員配合承包商：加拿大商龐巴迪運輸

公司安排課程執行，於通車前3個月確認所有

CB370標國內訓練皆已完成，並自2009年1月

開始進行各單位自行轉訓工作並列管進度，於

內湖線營運通車前完成所有相關人員訓練。

 車輛專業訓練：本項訓練主要使內湖線車輛維

修人員了解與熟悉電聯車及內湖機廠設備維修

相關技能，於2008年4月14日至2009年2月10

日分2梯次辦理。

 自動控制及號誌、供電及月台門、軌道專業訓

練：本項訓練主要使內湖線電機維修人員了解

與熟悉內湖機廠及沿線各種自動控制及號誌、

供電及月台門、軌道設備維修相關技能，自動

控制及號誌專業訓練於2008年5月5日至2009

年1月23日分3梯次辦理、供電及月台門專業訓

練於2008年5月5日至2008年12月30日分3梯次

辦理、軌道專業訓練於2008年3月3日至2009

年2008年9月30日分3梯次辦理。

 運務專業訓練：本項訓練主要使內湖線運務人

員了解與熟悉內湖機廠及沿線各種行車控制及

站務設備操作相關技能，於2008年4月22日至

2009年2月17日分6梯次辦理。 

01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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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營運規章與工作說明書
因應臺北捷運內湖線營運通車，經檢討營

運通車前依內湖線特性需增訂或修訂之重要營

運規章包括：

｜ 列車運行計畫。

｜ 公車接駁計畫。

｜ 中運量行車規章。

｜ 中運量行車運轉作業程序。

｜ 中運量事故災害搶修作業要點。

｜ 中運量捷運系統路權範圍工作管制規定。

｜ 中運量修建養護實施作業規定。

｜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內湖線電聯車檢

修週期及項目規定。

｜ 中運量運務及維修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承包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另有關臺北捷運內湖線營運通車所需使用

之工作說明書，可概分為車輛、電機、運務3

類：

｜ 車輛類：包括內湖線電聯車工作說明書10項

及內湖機廠設備工作說明書7項，共增訂17

項。

｜ 電機類：包括內湖線自動控制及號誌工作說

明書26項、供電及月台門工作說明書14項、

軌道工作說明書19項，共增訂59項。

｜ 運務類：包括站務工作說明書共增訂60項，

站務設備操作手冊共增訂1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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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設備測試與驗證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運設施設

備測試與驗證，主要包括下列13部

分： 

區域1-6（Region）測試 
｜ Region 1 號誌系統測試（內湖機

廠）：包括車輛／導軌／車站淨空測

試、系統地圖驗證測試、ATC無線電

系統試運轉／現場驗收測試及ATP相

關12項測試，共有15項測試。

｜ Region 2 號誌系統測試（B11至

B4、B5站間）：包括車輛／導軌／

車站淨空測試、系統地圖驗證測

試、ATC無線電系統試運轉／現場驗

收測試及ATP相關9項測試，共有12

項測試。

｜ Region 3 號誌系統測試（B4、B5站

間至BR1、BR2站間）：包括車輛／

導軌／車站淨空測試、系統地圖驗

證測試、ATC無線電系統試運轉／現

場驗收測試及ATP相關11項測試，共

有14項。

｜ Region 4 號誌系統測試（BR1、

BR2站間至BR7、BR8站間）：包括

車輛／導軌／車站淨空測試、系統

地圖驗證測試、ATC無線電系統試運

轉／現場驗收測試及ATP相關8項測

試，共有11項。

｜ Region 5 號誌系統測試（BR7、

BR8站間至BR13）：包括車輛／導軌

／車站淨空測試、系統地圖驗證測

試、ATC無線電系統試運轉／現場驗

收測試及ATP相關8項測試，共有11

項。

｜ Region 6 號誌系統測試（木柵機

廠）：包括車輛／導軌／車站淨空測

試、系統地圖驗證測試、ATC無線電

系統試運轉／現場驗收測試及ATP相

關10項測試，共有13項。

01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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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域測試

包括內湖車與木柵系統相容性驗證測試、

木柵車與內湖系統相容性驗證測試、R3B+R4 

ATP相關3項測試、R1+R2A ATP相關5項測試，

R2B+R3A ATP相關3項測試，共有13項。

整合測試，共有8項：

｜ 系統遠端控制動態測試。

｜ 木柵通訊系統整合測試。

｜ 木柵列車出發測試。

｜ 內湖系統電磁相容無線電量測測試。

｜ 內湖通訊系統整合測試。

｜ 內湖列車出發測試。

｜ 內湖系統電腦監控系統測試。

｜ 內湖系統安全檢查&展示測試。

全線測試，共有5項：

｜ 全系統遠端控制動態測試。

｜ 內湖4節列車與木柵之系統監控能力驗證測

試。

｜ 全線收費營運驗證測試—內湖OCC。 

｜ 全線收費營運驗證測試—木柵OCC。

｜  班距測試及系統容量展示驗證。

電聯車測試，共有4項：

｜ 接收測試。

｜ 靜態測試。

｜ 動態測試。

｜ 設施設備測試、驗證列車管理測試。

行控電腦安置作業及測試：

共有行控電腦軟硬體測試、安裝、維謢備份

及人員訓練4部分。

內湖行控中心安裝測試，共有3項：

｜ 內湖控制中心安裝檢驗。

｜ Region1-6遠端控制系統測試：

｜ 全線測試：全系統遠端控制動態測試、班距測

試及系統容量展示驗證。

木柵備援行控中心安裝測試，共有2項：

｜ 安裝檢驗。

｜ 驗收測試。

營運模擬演練與試運轉
臺北捷運公司於內湖線工程實質完工後，將

配合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進行點移交作業及各

項瑕疵改善，並展開為期2個月模擬演練及試運

轉，以確保營運初期系統即能維持穩定。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運自辦模擬演練，主

要包括下列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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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部分之電聯車輪胎破損、電聯車復軌、路

軌兩用車拖救、軌道維修車拖救、電聯車對電

聯車拖救搶修作業模擬演練。

｜ 電機部分之ATM故障、ATP故障、SDH故障，

緊急斷復電、軌道維修車故障、轉轍器故障模

擬演練。

｜ 運務部分之行控中心個別模擬演練，站務整合

演練、票證、巡檢、旅客諮詢服務模擬演練。

｜ 綜合性模擬演練等項目。

臺北捷運內湖線試運轉可分成營運模式規劃

及時刻表製作2方面來探討：

｜ 營運模式規劃：主要辦理列車運行計畫修正相

關事宜。

｜ 時刻表製作：配合營運模式修改時刻表，並製

作各型態時刻表後輸入電腦中，再進行實際運

轉及時刻表測試相關事宜。

內湖機廠及木柵機廠設定於主線的二端，列

車的尖離峰發車收車皆以二機廠為起始點，通車

營運初期採用101對車運轉，如要維持現行木柵

線之班距，正線於尖峰時段需要50列車（列車可

用度99%），木柵—內湖線預定時刻表如表1。

內湖線旅次特性預估與木柵線相當，平常日

早晨尖峰時段（07:00～09:00）邊陲地區往市中

心旅次遠多於市中心區往邊陲地區；傍晚尖峰時

段（17:00～19:30）市中心區旅次較多於郊區旅

之次（下午16:00左右臨近高中職學校車站，會

有突增的學生旅次）；例假日上午往端點站（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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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園及南港展覽館）旅次較多，傍晚端點站旅次集中往市中心。

木柵—內湖線通車營運初期，預估每日運量以B4：港墘站約為21,000人次最

多，以B10：南港軟體園區站約為1,000人次最少，木柵—內湖線預估每日運量與

停靠站時間設定表，如表2。

表1  木柵—內湖線預定時刻表 

表2  木柵—內湖線預估每日運量與停靠站時間設定表

01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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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及支援作業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運後勤及支援作業，

主要包括下列10部分： 

｜ 內湖線清潔維護工作。

｜ 內湖線機廠、車站保全警衛工作。

｜ 內湖線車站、線型公園及沿線景觀植栽維護工

作。

｜ 內湖線勞務採購—站務外包。

｜ 內湖線指標修正。

｜ 內湖線公務車輛、辦公家具、事務器具及電器

用品等採購。

｜ 內湖線資訊設備（含軟硬體耗材）撥補及資料

修改。

｜ 內湖線維修規劃、維修資源準備及外包作業。

｜ 內湖線財產火險及意外險加保作業。

｜ 內湖線通車典禮等相關事項。

結語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運前準備作業，主要

包括營運人力調度與訓練、修訂營運規章與工作

說明書、相關設施設備測試與驗證、營運模擬演

練與試運轉、後勤及支援等作業，各項準備工作

均有賴相關人員全力以赴，以達到預定於2009

年6月底通車營運，並將現有中運量系統木柵線

延伸至內湖線，同時兼顧維持旅客運輸服務與更

換系統工程及測試運轉作業及提供一車到底之運

行服務目標。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後，營運初期可能因為

電聯車新車數僅101對車，目前規劃之尖峰最密

班距，列車需求為100對車，可用度需達99%，

不易達成規劃目標，建議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於內湖線通車營運前儘早交車，木柵線電聯車儘

早移撥予承包商：加拿大商龐巴迪運輸公司更新

為新系統可使用之車輛，即可儘早上線加入營

運，提供搭乘旅客安全、可靠、舒適、便捷之運

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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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1 　 　 自辦工程及採購 　

　 1.1 　 資訊系統建置及維護 　

　 　 1.1.1
設備設施管理系統

（EFMS）
資訊處

1. 新增系統別與預設系統架構。

2.  新增設備主檔與關聯資料（含故障代

碼）及設備照片。

3. 設備基本資料屬性關聯作業

4.  預檢工項與修改表單資料（含工項關

連）

5.  調整人力組織（含更新設備權責單

位）

6. 系統測試與驗證。

　 　 1.1.2 電子資料圖書館 資訊處

1.  路線別、車站建物別、建立單位、保

管單位及系統別等資料建立更新。

2. 組織人員及目錄權限等資料更新。

3. 驗證測試。

　 　 1.1.3
專案管理及維修排程

系統
資訊處

1. 新增系統別與預設系統架構。

2. 調整人力組織與陳核流程。

3. 新增預檢工項與關連。

4. 系統測試與驗證。

　 　 1.1.4 災害及事故輔助系統 資訊處 基本資料新增及功能測試作業。 

　 　 1.1.5 捷運路線導覽系統 資訊處

1.  建立捷運路網、車站及出入口位置等

基本圖。

2. 更新旅程規劃相關程式資料。

3.  新增車站公共藝術及免費接駁巴士

FLASH動畫檔。

4.  車站週邊資訊圖、旅遊景點及e點通等

資料連結建立。

5.  確認相關單位已完成更新車站周邊相

關資訊（含首末班車、站間時刻表、

停車場資訊及點位、出口轉乘公車資

訊）。

6. 驗證測試。

附表  臺北捷運內湖線通車營運準備主要作業名稱及內容控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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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1.1.6 人事系統 資訊處
配合組織人力調整進行相關資料庫修

正。

　 1.1.7 人事差勤系統 人力處

1. 建立差勤系統刷卡作業。

2.  建立差勤系統差勤管理及加班申報作

業。

　 1.2 行動電話建置工程 系統處

1.  2008年8月31日前完成松山機場站及

大直站會勘。

2.  2008年10月電信業者完成工程發包作

業。

3.  2008年11月完成計畫書審查及工程備

料。

4.  2008年12月進場施作，施工期間3個
月。

5. 完工後，即進行行動電話訊號調校。

　 1.3
電（扶）梯硬體改善

措施工程
系統處 電扶梯硬體止滑條及紅色警示帶改善。

　 1.4
駐點辦公空間

裝修工程

工務處

中運處

1. 內湖機廠辦公空間裝修工程案。

2. 車站駐點辦公室裝修工程。

　 1.5
車站CCTV數量增設

工程（含軌道）
中運處

配合捷運局進度，進行現場增設數量統

計、位置確認、預算編列及招標、施工

與測試驗收。

　 1.6 光纖網路建置 資訊處 招標、施工與測試驗收。

　 1.7 腳踏車架採購 企劃處 招標、施工、竣工報核及驗收。

　 1.8
停車場收費及指標系

統、悠遊卡系統建置
事業處 招標、施工、驗收及試運轉。

　 1.9
自動加值機（AVM）

裝設
站務處

裝設數量、位置會勘及確認、進場施

工、測試。

　 1.10 車站金融機具建置 財務處 招標、施工、測試。

　 1.11 進場管制作業系統 工務處
中運處已於2009年度預算編列購買進場

管制作業系統IC卡感應器24台。

1.12 車站帳務整合系統 站務處 招標、施工與測試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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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1.13 1.1.6
先行進場施工作業協

商（時程管制配合進

場調配）

中運處

邀集捷運局、公司內部需先行施工之相

關單位進行原則性協商，原則確認後，

即由各相關單位逕與捷運局辦理現場會

勘事宜。

　 1.14 1.1.7
捷運車站電漿電視建

置
資訊處 招標、施工與測試驗收。

2
設施設備測試、驗

證、移／點交及缺失

改善

　 2.1 測試及驗證

　 2.1.1 工程測試進度

中運處

系統處

站務處

1. Region 1 號誌系統測試。

 （內湖機廠）

2. Region 2 號誌系統測試。

 （B11至B4、B5站間）

3. Region 3 號誌系統測試。

 （B4、B5站間至BR1、BR2站間）

4. Region 4 號誌系統測試。

 （BR1、BR2站間至BR7、BR8站間）

5. Region 5 號誌系統測試。

 （BR7、BR8站間至BR13）
6. Region 6 號誌系統測試。

 （木柵機廠）

7. 跨區域測試。

8. 整合測試。

9. 全線測試。

10.  電聯車接收、靜態、動態、列車管理

測試。

11. 電梯系統測試。

12. 電扶梯系統測試。

13. 水電系統測試。

14. 環控系統測試。

15. 自動收費系統安裝工程。

16. 相關自動收費系統測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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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2.1.2 行控電腦 資訊處

1. 行控電腦安置作業及測試。

2. 內湖行控中心安裝測試。

3. 木柵備援行控中心安裝測試。　

　 2.1.3 通車前整合會議 中運處

與捷運局協商定期召開會議檢討重要設

備之功能與進度，並制定「通車前維修

準備工作管控表」定期呈報以利掌控通

車前應完成之相關作業。

　 2.2 移、點交

　 2.2.1
臨時辦公室及儲藏空

間點交

中運處

供應處

1. 臨時辦公室點交。

2. 儲藏空間點交。

　 2.2.2 設施設備點交

供應處

財務處

事業處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1. 備品移點交作業。

2. 路權範圍點、移交作業。

3. 沿線停車場停管收費系統點移交作業

4. 設施設備點、移交。

　 2.2.3 電聯車交車 中運處
內湖線101對電聯車。

木柵線51對電聯車改裝。

　 2.3 缺失控管

　 2.3.1 缺失建檔及彙整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各項驗證結果於通車前整合會議中控

管。

　 2.3.2 建置缺失列管資料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1. 工程檢查缺失。

2. 先行使用、點交或移交缺失。

3. 試運轉缺失。

4. 公司高階主管現場查勘指示事項。

5. 初、履勘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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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3 人員進用、訓練

　 3.1 員額規劃

　 3.1.1 通車人力需求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辦理內湖線通車所需人力進用作業：

新通車路線（段）前8個月，將所需人力

及幹部員額送人力處辦理進用及派定作

業，新進人員訓練應於通車前2個月完

成。

　 3.1.2 各級主管升遷指派 人力處

核派各處室現場主管（領班、副站長、站

長、股長、副段長、段長、組長、場長、

課長），以利統一窗口對工程單位辦理之

移、點交會勘作業及人員進駐事務。

　 3.1.3 人力規劃 人力處

1.  市府已審定2008年編列123名，人力

處辦理員額進用中。

2. 市府已審定2009年再增列176名員額。

3.2 人力進用 人力處 公告、審核、考試、錄用。

3.3 訓練

3.3.1 新進人員訓練 人力處 訓練執行

3.3.2 專業訓練 中運處

CB370標國內訓練：

1. 車輛專業訓練

2. 電力、號誌及軌道專業訓練

3. 運務專業訓練

於通車前3個月確認CB370標國內訓練完

成，並開始列管本處各單位自行轉訓進

度，於通車前完成所有人員訓練。

專業訓練 系統處

1. 環控空調承商訓練。

2. 水電消防承商訓練。

3. 電（扶）梯承商訓練。

4 進駐作業

　 4.1
車站與機廠可用空間

規劃
中運處

車站可用空間規劃。

機廠可用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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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員進駐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供應處

車輛處

站務處

路線正式接管後，相關單位人員即派駐

至駐點辦公。

　 4.3 車站資料收集 中運處

1. 車站基本圖建立（建立VISIO檔）。

2.  車站週邊地理資訊收集（公車資訊、

重要地標、消防分隊、警察局、醫院

等車站特性）。

3. 車站施工進度掌控。

　 4.4 動線規劃 中運處

1. 車站旅客動線規劃。

2.  金融機具、票證設備配置是否符合動

線規劃。

　 4.5
車站管理計劃（含消

防防護計劃）擬定
中運處

1.  建立車站管理計畫（含消防防護計畫、

人潮管制計畫、防洪防颱工作計畫）。

2.  接管日起，邀請轄屬消防分隊到站參

觀，商討準備初履勘配合事宜。

3.  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消防防護計

畫送審核備。

　 4.6
機廠消防安全防護計

畫擬定、申報
中運處

1.  依機廠特性擬定消防安全防護計畫，

提報當地消防局核備。

2. 依計畫時程辦理消防防護演練。

　 4.7 公司接管
1. 各自設施設備接管。

2. 車站接管。

　 4.8 車站及機廠門禁管制
1. 車站門禁管制。

2. 機廠門禁管制。

5 模擬演練、試運轉

　 5.1 模擬演練
1. 各單位內部模擬演練。

2. 綜合性模擬演練。

　 5.2 試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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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5.2.1 營運模式規劃 中運處 辦理列車運行計畫修正。

　 3.1.2 時刻表製作 中運處

配合營運模式修改時刻表，並製作各型

態時刻表後輸入電腦中，再進行實際運

轉及時刻表測試。

6 初勘

6.1 公司預檢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安排公司主管擔任預檢委員，針對初／

履勘檢查項目，進行新通車路線之檢

視，並進行狀況處理之模擬演練，所發

現有關機電、土建及營運方面之相關缺

失，分別作為捷運局及捷運公司之改善

參考。

6.2 會銜報府 中運處

設施設備已符合營運安全、人員進駐及

完成模擬演練之準備時，與捷運局會銜

報請市府辦理初勘。 

6.3 初勘作業

6.3.1 初勘文件準備

中運處

法務室

人力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1. 各單位依權責提送相關文件資料。

2. 配合捷運局擬定之初勘計畫辦理。

6.3.2 現場檢視、狀況處置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1. 狀況處置題目進行應變模擬演練。

2. 配合捷運局擬定之初勘計畫辦理。　

7 履勘

　 7.1 履勘文件準備

中運處

法務室

人力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1. 各單位依權責提送相關文件資料。

2. 配合捷運局擬定之初勘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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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現場檢視、狀況處置

中運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1. 狀況處置題目進行應變模擬演練。

2. 配合捷運局擬定之初勘計畫辦理。　

8 後勤及支援作業

　 8.1 勞務採購—站務外包 中運處 勞務外包契約作業。 

　 8.2 內湖線清潔維護工作 中運處 勞務外包契約作業。

　 8.3
內湖線機廠、車站保

全警衛工作
中運處 勞務外包契約作業。

　 8.4
內湖線車站、線型公

園及沿線景觀植栽維

護工作

中運處 勞務外包契約作業。

　 8.5 指標修正
站務處      
中運處

招標、施工、驗收。

　 8.6
公務車輛、辦公家

具、事務器具及電器

用品等採購

行政處 招標、履約交貨、驗收。　

　 8.7
資訊設備（含軟硬體

耗材）採購撥補及資

料修改。

資訊處

1.  資訊設備（含軟硬體耗材）採購撥

補。

2. 電腦及週邊設備清單資料修改。

　 8.8
維修規劃及勞務採購

外包作業
中運處

1. 中運量傳輸網路設備維護工作。

2. 中運量無線電設備維護工作。

3. 中運量閉路監視設備維護工作。

4.  中運量內湖線主變電站氣體絕緣開關

設備維護工作。

5.  中運量內湖線特高壓及高壓用電設備

定期檢驗及清潔工作。

6. VAL256電聯車輪胎維護工作。

7. 電聯車空調設備維護工作。

8.9
財產火險及意外險加

保作業
財務處

財產加保、公共意外險加保、控制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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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作業名稱 處室 作業內容及重點概述

　 8.10 維修資源準備

中運處

系統處

站務處

因應新通路線之維修工作，應於通車前
備齊所需之維修機具。

　 8.11
EFMS系統內湖線基

本資料增建

中運處

人力處

系統處

工務處

站務處

人事、設備主檔、預檢工項、表單等資
料建立。

8.12
資訊系統車站地點及

使用者權限申請
中運處

1.  各車站名稱、地點、各車站人員資料
建立。

2. 各作業系統使用者權限申請。

9 其他

9.1 販賣店招商 事業處 招標、施工、竣工審查。　

9.2 通車典禮相關事項

9.2.1 通車典禮籌備 企劃處
與捷運局洽談合作方向、招標文作製
作、公告招標、簽約及執行。

9.2.2
通車典禮協助配合事

項
行政處

1.  邀請貴賓作業—規劃貴賓名單、寄送
邀請卡等事宜。

2.  通車典禮當日擔任服務人員—接待貴
賓引導就位。

3.  通車典禮當日媒體接待—協助接待媒
體至採訪區，發佈新聞。

9.2.3 通車宣導文宣 企劃處
通車宣導文宣招標、審核及印發等作
業。

　 9.3 其他文宣品資訊更新

9.3.1 公司短片 企劃處
針對播映之公司相關短片內有關路網圖
及營運資訊更新之內容。

9.3.2 網站資料更新作業 資訊處

1. 各處室提送更新資料。
2. 資訊處製作網頁。
3.  各處室於測試機上確認更新內容之正

確性。
4. 更新上線。

9.3.3 各式摺頁 企劃處 通車後新印製摺頁路網圖及營運資訊更新。

　 9.3.4 展示圖 企劃處
更新行政大樓1樓、交九行控中心、議會
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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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車站周邊交通資訊整

合
企劃處

1. 配合捷運局文件審查。
2.  週邊轉乘資訊確認，文宣、網頁製作

與更新。
3.配合初、履勘作業。

　 9.5 票價核定 企劃處
票價檢討、方案簽陳、提報董事會、報
請市府核定。　

　 9.6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及

人員變更
工安處

1. 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
2. 設置（變更）安全衛生委員會。

　 9.7
車站及機廠勞安設施

通車前預檢
工安處

通車前派員至內湖車站及機廠現場會
勘，除函請捷運局改善內湖線缺失外，
並請列入未來線設計改善參考。

　 9.8 自動檢查計畫增修訂 工安處
由現場單位提出新增設備項目，由工安
處彙整納入內湖線自動檢查計畫後，提
報中運量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確認。

　 9.9 內湖機廠保健室建置 工安處
於內湖機廠規劃設置保健室並採購相關
用品，以便安排醫師至內湖機廠駐診。

　 9.10 機廠倉庫規劃及使用 供應處
1. 倉庫空間及動線規劃。
2. 物料系統作業測試。
3. 物料移撥作業。

9.11 相關法規及文件增修

1. 中運量事故災害搶修作業要點。
2.  中運量捷運系統路權範圍工作管制規定。
3. 中運量行車規章。
4. 列車運行計畫。
5. 公車接駁計畫。
6. 中運量行車運轉作業程序。
7. 中運量修建養護實施作業規定。
8.  木柵線電力設備備份互鎖鑰匙管理要點。
9. 木柵線無線電設備使用管理規定。
10.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內湖線電

聯車檢修週期及項目規定。
11.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VAL256

電聯車檢修週期及項目規定。
12.  中運量運務及維修作業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
13. 承包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14. 緊急電話聯絡簿。

　 9.12
捷警駐點辦公空間及

保安規劃
政風室

1. 協調捷運警察隊規劃必要之警力。
2. 捷運警察隊部規劃。

　 9.13
場站無障礙團體體驗

及改善事項檢視
工務處

2008年5月14日內湖線通車辦理事項進
度管控會議第1次會議決議，內湖線通車
階段，如有「無障礙團體」相關體驗活
動需求，則請工務處負責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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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跨年人潮管制與疏運
Taipei Metro Crowd Control Measures for
Major Public Events
林繼業、林俊旭／Chi-yen Lin1, Chun-hsu Lin2

摘要

捷運路網的建置與開通帶動旅運量逐年提升，再加上近年來臺北

市政府舉辦的跨年活動及101煙火秀、燈會等活動，更吸引了大

量人潮，臺北捷運公司在面對大量人潮疏運與管制措施上，除了

要設法加速人潮的疏運外，更要加強異常狀況的危機處理與應變

能力。 

從人潮的疏運與管制措施上，首先必須瞭解大型活動人潮的相關

資訊、活動帶來的人潮與旅次型態，同時比較分析過去類似或同

類活動的旅次型態，進而擬定列車運行計畫，及車站人潮管制與

維安計畫，其中在車站人潮管制及維安計畫中，包含動線規劃、

人員戒護導引、硬體輔助設施及策略應用等。 

另外在面對系統上及旅客面的異常狀況，除了平日的教育訓練

外，特殊活動的勤前教育與沙盤推演，更可以提升危機處理及應

變能力。 

面對未來更為複雜化的捷運路網、列車運行型態及多樣化的旅次

行為模式，唯有持續秉持專業、積極、戒慎的態度，才能迎向更

加艱鉅的挑戰。 

關鍵字：車站人潮管制計畫、旅次型態、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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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in the Taipei Metro network, transport volume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Moreover, the New Year's Eve Party held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Taipei 101 fireworks show, the Lantern Festival 

and other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in recent years have attracted huge 

crowds. To successfully transport and control the flow of large numbers 

of passengers, TRTC tries to move people through stations as rapidly as 

possible, and als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any crisis that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huge influx of people. 

In order to put appropriate measures in place, we first need to underst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movement of large-numbers of people 

and evaluate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nvolved in these events and their 

travel patterns. We analyze travel patterns from similar previous activities so 

as to draw up an appropriate train service plan, station crowd control plan, 

and security plan. The station crowd control plan and security plan include 

passenger flow planning, guidelines for staff in directing passengers, 

required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Besides, to overcome problems arising from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system or as a result of passenger activity, special pre-training and sandbox 

enactments specifically directed at the activity enhance response ability. 

Facing a future in which the Taipei Metro network will become more 

complex, with a wider variety of train service patterns and possible 

travel behavior models, Taipei Metro will only be able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through the constant application of a professional and positive 

attitude.

Keywords: station crowd control plan, travel patterns, passenger flow plan

1 臺北捷運公司站務處副主任 / e01139@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站務處段長 / e01452@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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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捷運路網的開通，捷運旅運量亦跟著

逐年提升，從過去木柵線通車初期的數萬人次，

迄今日運量達到120萬人次以上，捷運成了大臺

北都會區的重要交通命脈，更是生活上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近年，臺北市政府舉辦的跨年活動及

101煙火秀、燈會等，不僅吸引了來自台灣各地

的民眾，甚至外國觀光客們都在跨年前夕這一夜

數十萬的民眾湧入臺北市，共同參與跨年倒數及

觀賞這躍上國際舞台的精彩煙火秀，而在背後默

默辛苦付出的臺北捷運員工就肩負起這個重責大

任。

2004跨年夜（2004年12月31日），臺北車

站因人潮擁擠發生電扶梯受傷事件，面對歷史的

教訓與逐年增加的人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

提升運能、提高旅客運輸效率，提供每一位前來

參與活動的旅客安全、便捷的運輸，對臺北捷運

公司而言是艱鉅而且嚴肅的課題。

依照每年跨年活動的內容，再分析比對歷年

運量統計資料，擬定相關策略，分散疏導、加密

班距，人員訓練、沙盤推演等鉅細靡遺的執行細

節，樣樣忽略不得。今年2008年，參與市府跨

年活動的現場人數高達60萬人，更是為臺北捷運

創下歷年來單日最高運量193萬人次的紀錄。

大型活動計劃與資訊分析
每一個大型活動推出前，主辦單位都會於會

前提供活動計劃及人潮評估，根據這些主辦單位

提供的計畫內容、活動特性、周邊地理環境等，

分析人潮聚集時間、地點、解散時間、旅客特

性，進而擬定人潮疏運計畫。

圖1  歷年跨年運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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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8市府跨年活動為例，舉辦地點為市府

周邊廣場及101大樓煙火秀，當日適逢星期一上

班日，和過去適逢周末假日，人潮聚集時間形態

又會有所不同，市府周邊搭配之交通管制時間、

區域也有所不同，另外市府搭配其他諸如公車等

交通運輸工具的規畫與轉乘措施，也同樣影響人

潮管制計畫的研擬。

此外其它諸如燈節等長時間活動，因活動長

達數日，人潮聚集上不若跨年、遊行活動等，瞬

間聚集、解散，相對應的人潮管制計畫也當然有

所不同。

經驗分析與人潮型態推估
歷年活動經驗與人潮聚集型態的統計分析，

可以提供相當助益，包含參與活動的旅客使用票

卡特性，單程票使用比例以及旅次發生特性，從

何處進站、出站聚集，尖峰聚集時間，會場活動

結束後，人潮解散回流車站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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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大型活動的型態與活動內容當然會有

所不同，參與活動的民眾特性也會稍有差異，但

卻也並非毫無脈絡可循，每年定期舉辦的活動，

每一年旅客的活動型態與旅次型態其間還是有相

當之關連性。例如研擬2008跨年人潮管制計畫

時，因跨年夜當日為星期一上班日，與前三年落

在周末假日不同，但2004跨年夜同樣為周五上

班日，但2004年與今年2008年時光背景、系統

平均運量及通車路段也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參考

2004年的分時運量態樣及2007年運量進行分析

比對，進而推估2008年旅客運量及分時態樣，

有了這些參考資料，當然後續的列車運行計劃、

車站人潮紓解管制措施等，也更可以符合旅客的

需求。

列車運行計畫
根據活動時間、地點及預估人潮量後，緊接

著擬定符合旅客需求的列車運行計畫，也是相當

重要的，完整、安全而又符合旅客需求及車站紓

解能力的列車運行計畫，可以提供旅客最大運輸

能力又能兼顧車站旅客安全。例如跨年活動當晚

的24:00之前，可以看出旅客明顯集中於市政府

站下車出站前往活動會場，然而以系統的最小班

距、最大運能提供旅客運輸後，還得考量車站服

務設施能否消化一輛滿載列車，超過1,500人瞬

間全數下車時，月台的容量是否足以負荷下車人

潮，月台的疏散速度能否滿足下一班車到站前的

人潮。當列車運送旅客到站能量超過車站紓解旅

客出站能量時，列車運行計畫中，則應考量是否

改採過站不停，引導旅客由其他車站出站，以避

免因人潮過度擁擠，引發安全性問題。

圖2 2004與2007跨年市政府站及國父紀念館站分時出站運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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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跨年國父紀念館站月台候車人潮

2008跨年市政府站下車出站人潮

同樣的在跨年活動結束24:00以後，旅客的

需求轉為進站集結形態，會場近60萬名民眾湧

進捷運車站所造成的擁擠同樣對於車站有安全

上的顧慮，旅客進站後的需求又以向西往臺北

車站居多，往東到昆陽的旅客相對較少，在此

種情況下，列車運行調度原則，則必須更貼近

旅客需求，例如：上行往東到昆陽列車可採部

分列車過站不停方式，增加列車運轉速率，提

供更多的下行往西到臺北車站列車數，提升載

客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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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個別路線的運能均達到最

高極限，並不代表整個路網也能提供

最大運能，因為捷運路網包含許多轉

乘車站，路線轉乘旅客能迅速又安全

的完成轉乘目的更要考量，以每日轉

運量高達25萬人次的臺北車站為例，

假設板南線列車均達到最高滿載時運

能時，淡水線轉板南線旅客不斷下車

卻又無法順利轉乘板南線列車，此時

將造成臺北車站轉乘區癱瘓，連帶引

發車站安全性問題。因此，考量整個

路網運作的最大順暢度，各路線間的

列車運行班距及載客量間相互平衡，

才是更高原則。

車站人潮管制及維安計畫
有了列車運行計畫後，車站也必

須搭配完整的人潮疏散與管制措施，

同時配合各項軟硬體措施，才能順利

將旅客平安順利的送達目的地，當然

依照活動的規模，影響範圍所及車站

也有所不同，演唱會或一般遊行活動

等屬較小規模活動時，影響車站大都

侷限單一車站；燈節活動跨年活動等

屬較大規模活動時，其影響範圍則甚

至達數個車站，相關車站均須有詳細

而完整人潮疏散與管制措施，以下將

逐一說明車站人潮管制與維安措施。

動線規劃

旅客進出站的動線規劃，影響到

進出車站的順暢度，當然也就影響到

車站疏散人潮的速度，旅客可以順利

而又快速的出站，可以減少旅客於站

內滯留的時間，當然相對車站的安全

風險也就較低。

2008跨年市政府站出口三外動線規劃

02臺北捷運跨年人潮管制與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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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跨年市政府站第2階段19:00-24:00（進站<<出站）動線規劃

動線的規劃除了考量車站出入口特性，如出

入口大小、出口外腹地大小、電扶梯數量、旅客

使用率、出口周邊交通設施、活動會場與出入口

間相互關係等，此外收費閘門配置、車站月台容

量、連通道等也都影響旅客動線的規劃。

規劃動線過程亦應儘量減少動線的衝突點，

避免動線的交錯，過多的交錯導致衝突點時，將

會影響動線的流暢性，甚至造成安全性的問題，

因此規劃上不可不慎。

人員導引與安全戒護

規劃旅客動線後，在月台、電扶梯上下乘場

處、收費閘門引導、出入口平台等重點位置上配

置人員的導引及安全維護，可以讓旅客在動線上

快速流通外，更可以方便旅客諮詢，適時提供服

務，同時做好分流措施，避免旅客過度集中衍生

危險或滯留，確保旅客安全，同時針對車站發生

異常狀況時，現場人員可以立即緊急應變及執行

人潮管制措施等重大決策。

至於車站現場人員之任務指揮及調度，依工

作區域大致區分成電扶梯組、出入口管制組、閘

門組等重點編組，現場由各組小組長進行小區域

之指揮調度。另外人員事前進行勤前教育訓練，

熟悉車站整體狀況及應變處理程序。

硬體輔助設施

在規劃動線上，除了人員導引外，當然亦須

搭配硬體輔助設施來加速動線的流暢度，同時減

042



少不必要的人力的資源，因此硬體輔助設施可以

從暢通動線上的瓶頸處、減低衝突處來著手，例

如容易形成瓶頸處的收費閘門處、出入口處、電

扶梯口等，都是硬體輔助設施的加強重點區域，

以下將對於人潮從下車到出站過程，整個動線上

的硬體輔助設施逐一說明。

指標告示

清楚的指標導引會減少旅客因疑惑而產生的

滯留，不僅有助於月提升動線的流暢性也可以減

少旅客諮詢量，如何讓下車或進站旅客在最規劃

的動線上快速流動，除藉由人員導引外，清楚的

指標告示同樣也扮演不可或缺腳色。而站內重要

指標包含：活動會場導引、廁所、售票處等旅客

詢問度較高的資訊，應設置於動線上之明顯處，

指標內容則應清楚、簡單、明確、適當大小。

人員現場訓練

人員教育訓練

月台安全警戒人員

收費閘門導引

02臺北捷運跨年人潮管制與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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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站外指標也包含出站動線上前往會場指

標及進站指標導引，甚至如活動範圍較大，包含

數個車站時，為分散旅客乘車點，亦應設有指引

往其他相鄰車站指標，提供旅客參考。

移動式收費閘門

旅客經由電扶梯、樓梯通道等上到大廳層

後，首先面對的就是收費閘門，收費閘門的通道

數、收費閘門型式及佈設都連帶影響到旅客動線

流暢性，惟基於設備有效利用率而言，閘門通道

數及佈設並非為大型活動的人潮量而設計，但面

對大型活動的人潮，必須以增設臨時性閘門的方

式來增加閘門數，加速旅客票卡感應速度。

站外單程票人工售票點

尤其車站附近舉辦大型活動時，相對吸引的

人潮中，使用單程票的旅客比例往往較一般平常

日高，亦即代表非常態性旅客較多，對捷運系統

也較不熟悉，若能於站外增設人工售票點，除了

可減少旅客於站內購票時間、空間外，對相關資

訊的諮詢，亦可由站外人工售票點提供服務與導

引，當然對站內的動線上有很大的幫助。

站外流動廁所

此外，站外流動廁所的設置，亦可提供旅客

更多的服務與更多的需求，同樣也會減少旅客於

站內排隊等候的滯留時間，加速車站疏導作業。

站外分散疏導指標

站外導引指標站內導引指標

站內分流導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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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隔離繩架

為了維持動線上的順暢，可以應用隔離繩架

來強制分流，減少交錯而產生的滯留情形，另外

隔離繩架亦可輔助導引旅客排隊，例如：利用隔

離繩架導引廁所外旅客排隊，避免因排隊線過長

而影響到通行動線。

策略應用

在動線規劃、人力安排再輔以硬體設施後，

對於一次一班列車出站旅客的疏導應能達到某種

程度效果，此時若再加上適當之策略，更可收

事半功倍之效。試想，當滿載列車到站，超過

1,500名的大量旅客瞬間下車後，必須在下一班

列抵達前讓旅客順利上到大廳層，避免下一班車

旅客再擁至月台，造成月台無法容納，在這段過

程中，適當的調整進出閘門比例、調整電扶梯方

向絕對有助於人潮動線流暢，加速人潮紓解；甚

至當車站疏散能力仍無法負荷下車旅客量時，就

前面列車運行計畫中所提，適時採過站不停，引

導旅客由其他車站疏散，即是屬於策略應用方式

之一，尤其面對當類似跨年等超大型活動，於活

動一結束時，瞬間的數十萬名旅客湧進車站時，

就不能僅靠單純的人力及硬體設施，利用分散

旅客進站點，引導旅客至附近出口，甚至相鄰

進出動線分流減少交織

站外人工售票處增設移動式閘門

增設站外廁所

02臺北捷運跨年人潮管制與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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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進站管制

車站乘車，除了讓旅客可以感受到持續移動，避

免因停留等候而減少抱怨外，更可以空間換取時

間，拉長旅客進站時間，減緩大量旅客瞬間進站

的壓力。另外也可以對進站旅客採三級人潮管制

措施，所謂三級管制措施，係依人潮回堵情形分

成：月台管制、閘門管制、出入口管制。

月台管制

當月台旅客之排隊候車長度到達另側月台樓

梯／電扶梯側或電扶梯上下乘場區域之旅客停滯

無法前進，導致無法有效維持乘場區淨空時，應

立即啟動月台管制，由人員疏導，避免集中於電

扶梯、樓梯之下乘場處，同時關閉大廳往月台使

用的電扶梯，防止旅客發生推擠，另外亦可由上

乘場處進行管制，避免旅客再進入月台區。

閘門管制

當大廳與月台連通之電扶梯／樓梯已進行管

制，往月台之旅客停滯於電扶梯、樓梯前，無法

移動且回堵至閘門區時，應啟動閘門管制。閘門

管制原則上視月台區人潮量分為減少進站閘門通

道數及完全關閉進站閘門2種。

月台層壅塞 

進站收費閘門管制

出入口進站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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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管制

當月台層及付費區大廳層已進行管制，且非

付費區等待通過閘門之旅客，停滯於閘門與售票

機間之區域無法移動售票區人潮排隊至閘門附近

時，應啟動出入口管制，避免人潮再持續進入站

區內。

緊急應變處理

活動過程並非一切均可依照原先規劃進行，

大量人潮進出車站過程中，難免發生跌傷、身體

不適甚至系統發生故障等異常狀況，針對旅客面

的特殊狀況，基於安全原則，車站必須設立緊急

救護站，提供旅客面的緊急救護協助，同時規劃

緊急救護動線，提供最快速的緊急救護支援。

至於系統面的異常狀況處理，除由行控中心

對整體異常狀況統籌處理外，車站亦設置有指揮

中心，配有相關設備以隨時掌握車站、甚至系統

等各項即時資訊：包含列車即時位置、車站即時

進出運量、車站人潮進出動態等，以利指揮官對

車站狀況、異常情形精確掌握，作出正確決策。

未來展望與結語
過去從1996年臺北捷運木柵線通車起，歷

經淡水線、中和線、新店線、南港線、板橋線、

土城線等，到貓空纜車加入臺北捷運系列，迄今

超過30億人次的搭乘，未來預計2008年底即將

通車的南港站、2009年的內湖線、未來的新莊

線、蘆洲線、信義線等都在未來幾年內將加入營

運通車行列，隨著捷運初期路網的建置，未來的

列車運行型態將更為複雜化，旅次的行為模式也

更多樣化，當然車站周邊的各式大型活動也將隨

著潮流的變遷更形多元化，臺北捷運所要面對的

挑戰也會更加艱鉅，唯有持續秉持專業態度、戒

慎心態，積極迎接面對未來，才能再次挑戰高

點、創造高峰。

車站指揮中心緊急救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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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眾無線寬頻網路
與資訊系統應用
Taipei Metro's Wireless Public Broadband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

謝興盛、古智琛、葉岱穎

Hsinson Hsieh, Jyh-chen Ku, David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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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眾無線寬頻網路
與資訊系統應用
Taipei Metro's Wireless Public Broadband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
謝興盛、古智琛、葉岱穎／Hsinson Hsieh1, Jyh-chen Ku2, David Yeh3

摘要
自2004年以來，臺北市政府發佈行動化臺北之規劃以建置公眾無

線區域網路。由市府與民間公司（安源公司）合作佈建公眾無線

區域網路；安源公司獲得9年之建置與營運特許。目前無線網路訊

號涵蓋一半城市（106 平方英哩）並已經有超過2,200個無線存取

點。

隨著2006年5月31日土城線營運通車後，愈來愈多的民眾捨棄了

私人交通工具轉而選擇大眾運輸作為日常交通工具， 臺北捷運

在系統總長度75.8公里（營運公里）下，平均日運量已達120萬

人次。捷運的服務是全年無休的，而對提升捷運系統「服務」與

「品質」的努力也未曾間斷。

在全球資訊化發展已提升至行動化趨勢下，以顧客導向為目標之

捷運系統，自2004年底配合臺北市政府「網路新都」建設，即

陸續推出捷運車站及相連地下街之無線上網便民措施，目前共佈

設578個無線接收點，上網地點更涵蓋車站大廳、月台、車站走

道與地下街等區域，以滿足旅客對各項資訊即時化基本需求。另

外，臺北捷運在無線上網服務上，除在各車站貼心增設178張無

線上網桌，提供民眾使用各項行動載具於捷運車站完成上網資料

查詢或下載需求外，亦在捷運路線導覽資訊系統，提供旅客於捷

運車站經由無線上網進行捷運停車場資訊、時刻表、票價、遺失

物查詢、週邊景點查詢等公眾服務。

關鍵字：公眾無線區域網路、網路新都、無線接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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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捷運公司資訊處系統電腦中心網路組組長 / kuku@mail.trtc.com.tw。
3 臺北捷運公司資訊處系統電腦中心網路組組員 / davidyeh@mail.trtc.com.tw。

Abstract
Since 2004,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ulgating the M-Taipei 

initiative by constructing public wireless LAN（P-WLAN）. The city 

government cooperates with a private company, Q-ware Corp., in 

deploying the P-WLAN; Q-ware Corp. has been granted a nine-year 

franchise to build and operate the network. The wireless network initiated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built by Q-ware Corp. already has more 

than 2,200 wireless access points（AP）, covering half the city（106 

square miles）. After the Tucheng Line of the Taipei Metro commenced 

operations on May 31, 2006,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given up driving 

a private conveyance in favor of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The overall length 

of the Taipei Metro system is 75.8km and has an average daily ridership in 

excess of 1.2 million trips. The Taipei Metro operates 365-days a year, and 

is constantly work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ts service.

In li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ipei“Cyber City”wireless network, 

Taipei Metro has also introduced wireless connectivity to metro stations 

and connected underground malls since 2004. Currently there are 578 

wireless access points throughout the system, including locations in station 

concourse, platform, walkway, and subway malls. In addition, 178“wireless 

Internet tables”have been installed throughout the system, to make 

wireless Internet use more convenient for passengers. Various information 

services such as park & ride, timetables, ticket fares, lost and found and 

tourist information are also provided.

Taipei Metro is ahead of all the other metro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Besides a superior quality of wireless service, Taipei Metro also creates a 

high-grade public transport environment.

Keywords:  public wireless LAN（P-WLAN）、Cyber City、wireless acces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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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北都會區的繁榮發展，使得人口及車輛快

速成長，如同其他國際大都會一般，面臨諸多交

通問題亟待解決。臺北捷運系統的興建及營運，

正是紓解臺北都會區長期以來交通問題的一帖良

藥，藉此改善都市動線，活絡都市機能，並且促

進都市與周邊衛星市鎮再發展。捷運木柵線、淡

水線、中和線、新店線、板橋線、南港線、土城

線及小南門線等8條路線，建構出臺北捷運系統

的初期路網，配合規劃其他接駁運具，使臺北都

會區民眾享受前所未有的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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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堅持以「人本運輸精

神」，結合其他運輸工具，推廣大眾運輸服務，

達成完整的交通運輸網。臺北捷運除了在運輸服

務品質不斷力求精進外，亦配合民眾需求持續提

昇服務品質與改善硬體措施，以提供全方位優質

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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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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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營運路網圖

捷運路網與系統

臺北捷運已通車路網現況

｜ 通車路線：8條，分別為木柵線、淡水線、中

和線、小南門線、新店線、南港線、板橋線及

土城線。

｜ 營運車站：70個（含臺北車站及忠孝復興站2

個主要轉乘站）。

｜ 營運長度：75.8公里。

03臺北捷運公眾無線寬頻網路與資訊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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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簡介

臺北捷運系統依各地區運輸量之不同採用

中運量或高運量2種。

｜ 中運量系統—以木柵線為代表，每列車由2組

配對，每組2輛，共計4輛車組成，最大時速

每小時80公里，操控方式由行控中心進行全

程控制，採電腦全自動無人駕駛方式運行，

且有自趨安全性設計以保障旅客安全，必要

時也可採用人工方式駕駛。全程為高架段路

線、鋼筋混凝土路面，可避免影響到市區道

路之行車動線，車輪型態採用「膠輪」行

進。

中運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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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運量系統—如淡水線、中和線、

新店線 、板橋線、南港線、小南門

線及土城線等車輛，每列車由2組配

對，每組3輛，共計6輛車組成，最

大時速每小時80公里，操控方式由

司機駕駛員配合號誌全程引導列車

行進，列車之運轉完全受控制中心

之監控，且有自趨安全性設計以保

障旅客安全。全程依各區段之不同

而兼採地下、高架及平面混合式之

鋼軌鋪設，以應實際上之需要，車

輪型態採用「鋼輪」行進。

無線網路之建設
目前無線上網主要之技術之方

式分別為WiFi（Wireless Fidelity）、

3G（Third Generation）及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 ity for 

Microwave Access），其技術介紹如

下：

高運量系統

歷年平均日運量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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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為802.11系列無線區域網路規格的

代名詞，包括802.11a、802.11b、802.11g

等。WiF i  技術規格為電子電機工程師協

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IEEE）所提出，經WiFi聯盟

認證後，可確保不同無線產品之間的互通。

｜ 3G：所謂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提供更高容

量、更高速度的資料傳輸，將行動電話、網際

網路、電腦軟硬體與家電做整合，使行動電話

不只是單純的溝通工具，更提供個人化、多媒

體互動式的服務。

｜ WiMAX：IEEE 802.16x系列標準，含固定式

802.16d傳輸及移動式802.16e傳輸標準，

WiMAX是一項新興的無線通信技術，能提供

面向互聯網的高速連接。

因WiFi僅可提供固定區域之無線網路連線，

故目前WiFi無線網路服務區域僅限於捷運車站

內，而3G則可同時使用於捷運車站及捷運車箱

內進行無線上網，未來WiMAX技術成熟後，應

可協助解決WiFi捷運車箱內無線上網的問題。

臺北市政府為因應資訊化、數位化的全球

發展趨勢，擬出「臺北市無線寬頻網路建設執行

計畫」，自2004年2月起，成立「臺北市無線寬

頻網路建設工作小組」，每週定期召開會議推動

臺北市無線寬頻網路建設工作。在考量無線網路

骨幹為最優先建置原則下，因臺北捷運具高旅運

量以及貫通臺北都會區各大人口密集、商圈之優

勢，故將臺北捷運場站列為最優先建置無線寬頻

網路之地點。

在捷運車站施工，需面臨諸多考驗。因每日

有高達百萬人次龐大的乘客進出流量，在旅客及

捷運系統安全考量下，每天僅能在凌晨1時到5時

的非營運時間施工，此限制大幅縮減每日可施工

的時間，並減緩工程進行速度。為達成捷運車站

週邊150公尺訊號涵蓋率，以不影響結構及景觀

衝擊下，在捷運通風豎井增設AP。另協調4家固

網業者使用電信共構機房及克服電信管障之技術

瓶頸，達成捷運車站內部與無線網路控制機房連

線，這是事先規劃時無法預知之障礙，每項都造

成工程延滯之風險及增加成本負擔。

在無線寬頻網路建設緊迫工期下，協調捷

運系統土建、機電、巡軌等維修工作，以使無線

寬頻網路建置工作順利進行，更是捷運系統工程

排程一大挑戰，在安全無虞的條件下，以專案方

式處理捷運車站的無線網路施工，並指派監工人馬前市長視察捷運無線網路建置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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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達733人次，協調現場施工及維護捷運系統安

全，終於在期限內圓滿完工。

捷運場站為順利配合完成無線寬頻網路建

設，初期先分3期建置：

｜ 第1期於2005年1月31日完成30個捷運站、相

鄰捷運地下街、北投機廠和捷運站體周邊商圈

半徑150（含以上）公尺之建置工作。

｜ 第2期於2005年9月21日完成33個捷運站之建

置工作。

｜ 第3期於2006年5月10日完成新路線板橋、府

中、亞東醫院、海山、土城及永寧6個捷運站

之建置工作。

為提供隨身攜帶筆記型電腦的商務人士、外

籍人士、學生或媒體朋友便利且平穩的平臺，操

作電腦或PDA等資訊設備，臺北捷運公司以不影

響旅客動線、逃生路線、消防設備等安全事項，

以及車站相關營運管理與服務，並配合旅運量及

車站整體視覺觀感為原則，於各捷運車站設置無

線上網桌178張。

無線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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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為配合捷運路線之陸續通車，將於

2008年、2009年分別完成南港線東延南港站、

內湖線等新增車站無線網路之建置。

資訊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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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

司除不遺餘力發展PDA及WAP手機公眾查詢服

務資訊系統外，另為提升捷運內部營運維修管理

效率，亦開發多項資訊應用系統。

PDA及WAP手機查詢服務系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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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說明

如下：

靜態資訊部分

｜ 公司簡介：介紹大事紀要、組織及發展現況。

｜ 旅客須知：摘錄與旅客切身相關之搭乘規定及

車票使用規定。

｜ 系統服務概況：介紹臺北捷運路網通車營運現

況，以及各路線之起迄、里程、營運時間及班

距等資訊。

｜ 車票種類與使用：對於目前臺北捷運公司已發

行之票種（如單程票、一日票、團體票及紀念

票等），詳細介紹其販售地點、販售方式、販

售金額、身分優惠、使用規定及其他如退票等

相關資訊。

｜ 帶腳踏車搭乘捷運：說明攜帶腳踏車搭乘臺北

捷運之時段、通行路線及車站、站內及車廂內

牽停腳踏車之安全規定。

互動資訊部分

｜ 票價查詢：利用選單介面提供查詢者輸入起迄

車站資料，再由系統自動回饋票價金額，以便

利使用者查詢。

｜ 首末班車時間查詢：提供給晨間及夜間乘車需

求者，能由選單介面選擇所欲前往之車站，查

詢平常日或例假日首末班車到達時間資訊。

無線上網服務

PDA靜態查詢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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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間行駛時間查詢：提供查詢者利

用選單介面輸入起迄車站資料，由

系統自動回饋搭乘所需時間，以便

利民眾規劃旅行時間。

｜ 車站週邊景點查詢：提供目前已通

車之捷運車站週邊旅遊景點介紹及

交通資訊，以供旅客規劃旅遊行程

參考。

｜ 轉乘停車格數查詢：提供捷運車站

附屬停車場目前設置轉乘停車供給

量之情況，以利使用者作為規劃停

車轉乘參考。

｜ 旅客遺失物查詢：提供旅客遺失物

拾獲情況之即時資訊及招領方式，

以利遺失者快速查詢並速洽遺失物

中心領回。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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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項

捷運相關資訊。

｜ 捷運相關新聞：提供臺北捷運公司

發布之捷運新聞訊息查詢。

｜ 捷運相關活動：提供臺北捷運公司

舉辦之捷運相關活動訊息查詢。

｜ 捷運票價查詢：提供選擇起訖車站

查詢票價金額。

｜ 首末班車時刻：提供晨間及夜間乘

車需求查詢首末班車時刻資訊。

｜ 車站周邊景點：提供目前已通車之

捷運車站周邊旅遊景點介紹及交通

資訊，以利規劃旅遊行程之參考。

PDA查詢捷運資訊 PDA互動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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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乘停車資訊：提供捷運車站附屬停車場停

車格數資訊，以利規劃停車轉乘之參考。

｜ 捷運熱賣商品：提供捷運商品館目前熱賣之

捷運商品資訊。

臺北捷運路線導覽系統

一、提供旅客搭乘捷運相關資訊服務，包

含捷運車站、停車場、地下街、週邊地標等圖

資、首末班車和公車資訊及以動畫方式展現公

共藝術；此外還提供捷運、公車到達目的地，

搭（轉）乘模式規劃建議。

二、應用功能

｜ 捷運車站週邊資訊：提供瀏覽捷運車站、出

入口、停車場、地下街、週邊地標等圖資及

首末班車資訊，並連結臺北市政府地理資訊e

點通網站，提供豐富、多元的捷運車站週邊

資訊。

搭（轉）乘捷運、公車模式的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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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轉乘服務：整合捷運路網及大臺北地區公

車路線資料，提供民眾以搭乘捷運或公車方

式，到達目的地的建議行程。

設備設施管理系統

一、為有效管理臺北捷運營運路網之設備及

設施，並輔助維護作業，整合維修管理、地理資

訊、電子資訊圖書館等資訊技術開發單一系統平

台，提供管理設備所需的基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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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連結即時影像掌控設備運轉及人潮動態

實況，以提升設備管理效率。

二、應用功能

｜ 地理資訊系統：以圖形化方式呈現各場站設備

設施、故障設備位置分佈及數量統計，經由點

選設備圖例即可獲得相關屬性資料和進行報修

作業。

｜ 維修管理系統：維修工作的控管，提供設備基

本資料、照片、維修履歷、統計報表。

｜ 電子資料系統：管理設備維修相關圖說、文

件。

｜ 即時影像系統：提供設備運轉及車站旅客人潮

動態實況。

三、具體效益

｜ 國內首創採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運用於軌道運

輸管理及資訊服務。

｜ 將10萬餘個設備設施的管理，自報修、檢修、

統計全面控管，為提昇捷運服務品質的得力助

手。

｜ 整合捷運營運相關設備的維修管理作業，提供

更安全、可靠及高品質運輸服務。

｜ 即時決策資訊提供，提昇維修作業及管理效

率。

圖形化介面輔助車輛設備管理 查詢設備設施基本資料、檢修履歷、地理位置、圖說文
件、即時影像等完整資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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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事故輔助系統

一、為強化臺北捷運公司對於颱風洪水及

事故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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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司

於2005年開始著手辦理災害輔助系統之發包建

置作業，並於2006年7月建置完成，期望在該系

統之輔助下，能減少災害發生時所造成財物損失

及人員傷亡。

二、災害輔助系統功能簡介

｜ 排班管理功能：可結合人事系統資料自動完成

值班表，並透過臺北捷運公司E-Mail系統，以

群組方式快速發送E-mail，通知輪班人員到場

值班時間。

｜ 防災資源管理功能：可查詢各項防災資源圖面

位置，及連結查詢相關基本資料與維修履歷。

｜ 訊息發佈功能：提供手機簡訊、傳真與電子佈

告欄之訊息發佈平台。

｜ 巡查回報功能：提供防洪門、連通口、砂包等

整備狀況之回報功能。

｜ 災情傳遞功能：可將回報災情有效快速的分

類、建檔與統計，以利指揮官能確實掌控災情

與下決策。

｜ 水位、雨量及抽水站資訊即時展示功能。

｜ 提供臺北縣市水位站及雨量站資訊，以做為研

判捷運車站防洪門啟閉時機，與相關應變作業

的參考。

｜ 地理資訊展示平台：將捷運系統之災情、人

力、救災資源、連通口狀況以地理資訊之方式

展現，輔助指揮官搭配地理位置資訊以更直接

的方式了解現場狀況。

電聯車3D故障排除展示地理資訊平台展示

03臺北捷運公眾無線寬頻網路與資訊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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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輔助功能：包含事故報告彙整、技

術會報列管案件追蹤、事故應變程序查詢、運轉

調度導引查詢、電聯車故障排除3D動畫導引、

簡訊快速發送等功能。

四、其他系統之介面整合

｜ 人事系統：提供人事以及連絡電話等資料。

｜ 設備設施管理系統：提供捷運設備設施檢修狀

況。

｜ 報修管理系統：提供捷運設備設施報修介面。

｜ 票證系統：提供捷運旅運量資料。

｜ 車站即時影像系統：提供捷運各線車站CCTV

監視畫面。

｜ 風速儀設備監控系統：提供風速儀即時資訊。

｜ 地震儀設備監控系統：提供地震儀即時資訊。

｜ 臺北市災防會：提供臺北市水位等資訊。

 

重要設備監控系統

一、重要設備監控系統為一即時顯示的資

訊整合平台，將現有行控中心包括木柵、交九及

北投備援行控中心等所監控的系統設備，其所涵

蓋之中運量行控電腦、高運量號誌電腦、電力

電腦、環控電腦、通訊光纖網管電腦、中運量風

速儀及地震電腦等資訊，透過網路傳送至分處木

柵、交九及北投備援行控中心的前端資料收集主

機（Front End PC），再傳送回交九行控中心的

資料庫伺服主機，並經過資料處理分析後，以網

頁化方式展現各即時監控狀態。

二、重要設備監控系統之網頁化平台，依

中、高運量所具功能，區分如下：

中、高運量均含括功能有下列3項：

｜ 地震震度之即時

與歷史資訊查

詢：以公司建置

之10台強震儀

顯示為基礎，另

結合氣象局全省

90個地震即時

站台之資訊，作

為地震發生時行

控中心指示列車進行營運之依據，相關地震資

料亦轉存作歷史資料供查詢利用。

｜ 緊急資訊傳遞系統之即時與歷史資訊查詢。

｜ 中、高運量列車位置及時顯示：透過網路可立

即得知現在運行於路線上列車所在的位置。

 

中運量含括功能：

｜ 查詢中運量行控電腦事件印表機之即時與歷史

事件：可作為事件重要紀錄之輔助資料，藉此

釐清事件發生原因。

｜ 木柵線風速風向之即時資訊與歷史資料查詢：

呈現設置風速儀車站之即時的風向與風速大

小，繪出平均風速曲線（分為每分鐘平均及每

10分鐘平均兩種），設定警報風速值，可用於

颱風來襲時，列車停駛發布之參考。

地震歷史畫面

03臺北捷運公眾無線寬頻網路與資訊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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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運量含括功能：提供號誌、環控、電力與通訊

網管電腦之運轉資料，可用於各系統資料分析及

後端加值利用。

｜ 號誌電腦之歷史日誌（資料日誌與警報日誌）。

｜ 環控電腦警報事件之即時與歷史資料查詢。

｜ 北投備援行控電力電腦之即時事件查詢。

｜ PCM/SDH之通訊光纖網管系統事件資訊查詢。

所有系統建立之歷史紀錄，均可產出趨勢分析，

供相關使用人員作為系統分析參考。

結論
推動公眾無線區域網路與應用系統平台整

合，提高資訊系統可利用性、整合性與安全性，

將是未來臺北市民在網路生活上最重要的需求。

臺北捷運公司積極配合臺北市政府完成臺北

市公眾無線區域網路建設，在捷運營運通車之車

站，皆能提供無線上網及無線上網桌服務外，更

積極推廣市民無線上網便民配套措施，讓捷運旅

客可便利使用PDA或筆記型電腦等移動性載具查

詢捷運營運資訊，亦能查詢公車、停車場及捷運

沿線觀光景點，提供更多樣有用及高品質資訊服

務。

未來亦將秉持提高服務品質之精神，提供

更優質的網路環境及應用資訊系統。近期為配合

捷運路線之陸續通車，臺北捷運公司將持續於

2008年底、2009年分別擴充至南港線東延段之

南港站、內湖線新增12個車站之無線網路建置。

列車位置即時顯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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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淡水線隔音牆之建置
Along the MRT Danshui Line,Taipei Metro
has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oundproofing Barriers

曾彥鈞、周廖益

Yen-chun Tseng, Liao-yih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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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淡水線隔音牆之建置
Along the MRT Danshui Line,Taipei Metro has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oundproofing Barriers
曾彥鈞、周廖益／Yen-chun Tseng1, Liao-yih Chou2

摘要

捷運淡水線自1997年起正式營運後，其輪軌間磨擦所產生之噪

音，干擾淡水線之住戶，致附近民眾抗議之聲浪與日俱增，經捷

運工程局與臺北捷運公司討論後決議，由臺北捷運公司依噪音管

制法及環境音量標準等規定為原則，著手進行淡水線之噪音改善

作業，本文之內容將就上述之淡水線噪音改善工程，其實際執行

過程及改善結果進行說明。

關鍵字：隔音牆、捷運高架橋、噪音管制法、環境音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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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pei Metro's Danshui Line began official revenue service in 1997. The 

noise created by the wheels on the tracks disturbed the residents living 

along the Danshui Line and led to protests from neighboring 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at a meeting by DORTS and the 

TRTC and based on noise-control regu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standards, TRTC began implementing noise-control measures on the 

Danshui Line.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process and improvement 

in noise control.

Keywords:  soundproofing barriers、MRT elevated sections、noise-control 

regulations、environmental noise standards

1 臺北捷運公司工務處土木廠廠長 / e00279@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工務處工程中心副工程師 / e01349@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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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捷運淡水線是臺北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首條通車營運之高運量路線，

其於初期路網規劃時，對淡水線即進

行了綿密之環境影響評估，惟當時國

內尚未訂定有關捷運系統之噪音與振

動管制標準可供依循，僅能參考國外

捷運系統營運中之電聯車振動及噪音

加以評估。迨至1996年1月30日行政

院環保署始公告實施國內之「環境音

量標準」，其量測方式、地點及時距等

均與當初捷運之環境影響評估內容有

所差異，加以捷運路網因土地取得困

難，致使淡水線沿線與商業區及住宅

區之距離非常有限，有些路段甚至不

及10公尺，以致對沿線環境產生一定

程度之差異影響。而1997年3月捷運

淡水線通車後，因沿線民眾時有陳情

噪音干擾問題，捷運局乃於1999年委

託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簡

稱振噪學會）進行「捷運淡水線沿線

噪音及振動調查分析與改善規劃」計

劃。

經振噪學會現場實測結果，捷運

淡水線沿線有數處噪音量測點之捷運

噪音量確已超出「環境音量標準」，

並建議應依捷運噪音超過標準之大小

逐步進行噪音改善工作。為確保捷運

淡水線沿線民眾生活品質，及考量捷

運營運路段噪音改善與捷運系統營運

之界面問題，故捷運局與臺北捷運公

司協商後，委由臺北捷運公司依據振

噪學會「捷運淡水線沿線噪音及振動

調查分析與改善規劃」期末報告之建

議，自2000年起開始進行捷運淡水線

之噪音改善工作。

淡水線噪音改善工作
針對捷運淡水線噪音改善工作，

其所面臨的問題最主要關鍵因素而有

三，一是原始結構強度問題，二是防

音設施效果問題，三是對例行捷運系

統營運影響問題；因此捷運淡水線噪

音改善工作無法依規劃新建中之捷運

系統做法，直接於規劃設計階段即考

量訂定最適當之防音設施。臺北捷運

公司考慮捷運淡水線各結構型式（隧

道出土段、高架段及平面段）之捷運

噪音量特性及相關技術性問題，分別

研擬對應之解決方案，並訂定適合之

相關防音設施設置方式，有關捷運淡

水線噪音改善工作執行方式，依捷運

淡水線之結構型式分別概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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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出土段：

隧道出土段為由地下隧道銜接至高架橋樑

間漸變路段，因隧道出土段之結構系統為軌道

道床與基礎結構係直接由地表承載，且隧道出

土段軌道縱向坡度大，電聯車因爬坡及隧道出

口等因素，使隧道出土段附近捷運噪音較高。

經考量隧道出土段之捷運噪音特性、結構

承載、行車速度及周邊有足夠空間等因素，故

採用全罩式防音設施，直接由兩側架設構架及

防音設施。本路段噪音改善工程於2000年5月

開始施作，並於2001年10月完成，完成後之捷

運噪音量測結果顯示，該路段捷運噪音已達到

符合「環境音量標準」之要求。

高架段：

捷運淡水線經由民權西路之隧道出土段

後，沿線至復興崗站東側（包含新北投支線）

之間係屬高架段。高架段於規劃、設計階段，

並未預留後續增設防音設施結構承載能力，因

此高架橋樑結構承載能力，為影響防音設施設

置方式之主要因素。另因高架橋樑上原有之淨

空極為有限，增設之防音設施必須考慮在施作

及完成後，均不能影響捷運系統之營運安全，

在前述各項限制條件下，又需達到一定的噪音

防治效果，因此捷運淡水線高架段之防音設施

增設規劃，為捷運淡水線所有路段中技術性及

困難度最高。

04臺北捷運淡水線隔音牆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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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淡水線高架段中，新北投支線及士林

站至芝山站間因民宅距離捷運軌道較近，依振噪

學會「捷運淡水線沿線噪音及振動調查分析與改

善規劃」期末報告之量測結果，捷運噪音為超出

「環境音量標準」之路段，臺北捷運公司乃以此

二路段作為捷運淡水線高架段噪音防治之優先辦

改善路段。

依上開所述臺北捷運公司於2002年6月委請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辦理捷

運淡水線高架段優先試作噪音改善之開發服務計

畫，由工研院依捷運噪音特性、結構承載檢核及

防音材料選用等因素，研訂高架段噪音防治之最

佳方式；並於2003年4月完成防音設施之規劃設

計，其設置方式包括橋樑設置外側防音牆、上下

行橋樑之間設置內側防音牆及道床舖設吸音設施

等方式執行。

隔音牆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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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段：

捷運淡水線自復興崗站東側至淡水站之間，

係屬平面段，平面段之路段位於郊區，地勢較為

空曠且行車速度較高，考量捷運淡水線平面段之

噪音特性及降低對沿線景觀之衝擊，故採行於軌

道臨民宅側設置防音牆，防音牆高度約為2.1公

尺，並為降低噪音繞射效應，於防音牆上方設置

吸音筒或Ｔ型板等防音輔助措施。

依振噪學會「捷運淡水線沿線噪音及振動調

查分析與改善規劃」期末報告建議，北投站至復

興崗站間為淡水線平面段第一優先施作路段，且

本路段屬捷運高架路段漸變至平面路段，其施作

困難度屬淡水線平面段中最難施作之路段，臺北

捷運公司選擇本路段先行施作，本路段噪音改善

工程於2002年9月開工，並於2003年6月完成。

其他捷運淡水線平面段部分，依振噪學會

「捷運淡水線沿線噪音及振動調查分析與改善規

劃」期末報告建議之優先順序及各平面路段捷運

噪音狀況，陸續完成捷運淡水線平面段各路段噪

音改善工程。

其他噪音改善措施
針對捷運淡水線噪音改善問題，除前述噪音

改善工程外，臺北捷運公司亦在營運調度及系統

維護上採各項降低捷運噪音之措施。因「環境音

量標準」在晚間時段之標準較日間更為嚴格，為

避免晚間時段對民眾作息產生影響，營運調度在

晚間時段將列車行駛班距適當延長並採用減低速

率方式行駛，以降低捷運沿線噪音，採行措施如

下：

｜ 晚間23時後終端站發車班距即調整為20分

鐘，且中和線列車由南勢角站發車後行駛至台

北車站即折返，不再行經高架路段。

｜ 晚間23時至24時列車行經捷運淡水線民權西

路站至芝山站間採降速行駛，另晚間24時以

後，列車行經捷運淡水線民權西路站至芝山站

間限速40公里/小時以下行駛，以降低晚間時

段之捷運噪音。

隔音牆功能示意圖

04臺北捷運淡水線隔音牆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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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調度

其他措施

系統維護 隔音牆
噪音

改善措施

另在系統維護部分，針對各項可能影響行車

噪音之維修作業項目，持續執行下列各項減噪措

施：

｜ 電聯車輪緣潤滑：每列電聯車首組車輪處裝設

自動噴灑或塗抹輪緣潤滑劑裝置，以減低電聯

車鋼輪及鋼軌接觸時所產生之噪音。

｜ 電聯車鋼輪車削：對電聯車鋼輪之圓率實施定

期月檢，發現圓率不良之電聯車鋼輪即進行車

削改善，以減少電聯車鋼輪失圓所引發之行駛

噪音。

｜ 鋼軌研磨：對捷運系統全線軌道定期實施軌道

研磨作業，並依各路段軌道磨耗狀況機動實施

磨軌作業，以減低因鋼軌波狀磨耗所產生之列

車行駛噪音。

防音設施型式及規範
淡水線出土段防音型式：

捷運淡水線民權西路站至圓山站間之隧道出

土段，其範圍為民權西路站北側之隧道出入口出

土段至高架橋台段。因出土段噪音改善範圍現況

條件之允許，本工程採全罩式防音設計施工。本

工程採「責任施工」，亦即僅於工程工程規範中

訂定材料規範及噪音驗收標準，其他有關工程基

本需求資料之蒐集、構思、規劃、設計、監造、

施工，全部委託承包廠商統籌負責。 

捷運噪音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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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之主結構體為空間桁架，由23組之

空間桁架單元連接而成，單元之間跨距為7.2公

尺。每單元ㄇ型主結構空間桁架桿件末端與獨

立混凝土基座分別係以六根螺栓固定，另外再

加灌50公分高之混凝土，將桿件末端加固。每

單元主結構空間桁架主桿件為焊接固定，副桿

件以球節加以接合；單元與單元之間以矩形鋼

管連接，矩形鋼管經由帽型拖座固定於主結構

空間桁架主桿件，吸／隔音板係架設於矩形鋼

管之間，以形成一座全罩式隔音隧道。

淡水線出土段隔音牆

淡水線平面段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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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線平面段防音設施型式：

平面段噪音改善工程範圍為捷

運淡水線北投站至復興崗站間、復興

崗站至忠義站、忠義站至關渡站、關

渡站至竹圍站、竹圍站至紅樹林站及

紅樹林站至淡水站之平面段軌道側，

工程之主要工作項目包含：設計、供

料、安裝、施工及性能試驗。

平面段隔音牆工程係由基礎、吸

隔音板、支柱、吸音板防落鋼索、支

柱防落鋼索、漏音防止板及一切必要

附屬品所組成，其材料品質、製作、

塗裝、運送及安裝應符合本契約之要

求與規定，並依甲方指示辦理。隔音

牆高度由軌道面至隔音牆防音設施頂

部淨高1.6公尺（不含基礎高度），並採

吸／隔音材料之防音設計。乙方於隔

音牆上方及軌道側各50公分範圍內需

加設隔/吸音設施（如吸音筒等）。外側

隔音牆構架需設計為隱蔽式。隔音牆

防音設施每100公尺設置維修門（窗型

導軌推拉開啟，門開啟後人員進出淨

空1米寬以上）乙座，以作為維修人員

進行捷運相關設施檢修與承商進行植

栽維護等使用。 

淡水線高架段防音設施型式：

目前淡水線高架段噪音改善已完

成工程範圍為民權西路站至劍潭站、

士林站至芝山站、北投站至復興崗站

及新北投支線，捷運淡水線高架橋

樑、墩柱及基礎等結構屬風力組合載

重控制結構體之設計，若增設之隔音

牆受風面積大於原有GRC之現況，將

超出原結構體設計之載重，應進行相

關結構補強措施。捷運淡水線高架段

隔音牆頂部型式 淡水線平面段隔音牆頂部吸音設施

04臺北捷運淡水線隔音牆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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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線高架段外側隔音牆

淡水線高架段內側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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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安全無虞條件下，GRC牆拆除後設置同

高度之隔音牆，其對於3樓高度鄰房（水平距離

約16公尺），估計有Leq降低約6～8 dB（A）以

上之減音量成效。

捷運淡水線高架段隔音設施，以曲線形型

鋼為支柱固定於高架橋，再安裝吸／隔音板等設

施，含外側隔音牆、內側隔音牆及外側隔音牆輔

助設施，隔音牆外側為烤漆隔音板。

淡水線防音設施規範：

捷運淡水線隔音牆規範，主要規定吸音材之

吸音係數、穿透損失、防火性能、吸水後不變形

及材料耐久性加以規範，關於捷運淡水線各路段

吸/隔材料規格如下：

高運量出土段 高運量平面段 高運量高架段

使用吸音材料

隔音材料

鋁纖維吸音板

鍍鋅鋼板

氟化膜+岩綿

鍍鋅鋼板

輕質混凝土材質

鍍鋅鋼板

吸隔音設施

吸音係數（NRC）

≧0.5
（廠商提NRC=0.7）

≧0.9 ≧0.9

吸隔音設施

穿透損失等級

（STC）

≧25 dB（500Hz）
（廠商提STC=39）

≧40 dB
依捷運噪音特性，不

同頻率訂定穿透損失

值（TL）

吸音材料

防火性能

火焰指數= 0
煙霧指數= 0

火焰指數≦5
煙霧指數= 0

火焰指數= 0
煙霧指數≦5
或耐燃一級

吸音材料之吸水後變

形要求
無規定 無規定

依CNS8905標準吸水

後，不得變形

 

表1  捷運淡水線各路段吸／隔材料規格

04臺北捷運淡水線隔音牆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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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臺北捷運營運超過10年，軌道兩旁建物環

境與初期建置，已有相當改變，在「顧客至上，

品質第一」經營理念下，除提供旅客安全、便

捷、舒適的運輸服務外，為提昇淡水線出土段、

平面路段及高架路段沿線居民生活品質，主動增

設隔音牆，也採取一些減低噪音改善措施（包括

電聯車輪緣潤滑、電聯車鋼輪車削、鋼軌研磨、

基鈑抽換、更換新式道岔及視狀況調整營運模式

等），以期系統噪音量對民眾生活之影響減至最

低。改善工程成效與進度如下表。 

臺北捷運公司在捷運淡水線興建完成及通車

後，進行噪音改善工作，不僅謹慎考慮原始結構

強度及營運影響問題，更盡心盡力的研析增設之

防音設施能發揮最大的減噪效果，未來將本著維

護捷運沿線民眾生活品質為目標，持續進行捷運

淡水線相關噪音改善工作。

　 路段 完成時間 長度 成效

出土段

1 民權西路出土段 2001.10 162公尺
全時段符合環境音量標準規

定，降低約11～15 加權分貝

高架段

2 新北投支線 2006.07 2,067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10～15 
加權分貝

3 北投站至復興崗站間 2006.11 1,698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10～12 
加權分貝

4 民權西路站至劍潭站間 2007.01 1,609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8～12 
加權分貝

5 士林站至芝山站間 2007.08 900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8～12 
加權分貝

平面段

6 北投站至復興崗站間 2003.06 744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11～17 
加權分貝

7 竹圍站至淡水站間 2005.06 800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9～12 
加權分貝

8
復興崗站至忠義站間及關

渡站前後
2006.07 1,500公尺

最大環境音量降低約10～16 
加權分貝

表2  捷運淡水線各段隔音牆之完成時間、長度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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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業管理各面向探討              
捷運中山及東區地下街之經營管理
The Management of Zhongshan Metro Mall and East 
Metro Mall from a Property Management Perspective
林百鍊、黃昱誠／Byron Lin1, Yu-cheng Huang2

摘要

中山、東區地下街於1998年奉臺北市政府核定，由財政局擔任

財產管理機關，委託捷運公司經營管理，本文茲以物業管理各面

向，就地下街之經營策略、現場管理、面臨之問題及因應措施，

探討經營管理議題。

關鍵字：捷運地下街、地下街經營管理、地下街店舖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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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捷運公司事業處商店課課長 / e00981@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事業處商店課助理工程員 / e02056@mail.trtc.com.tw。

Abstract
In 1998, Zhongshan Metro Mall and East Metro Mall were assigned by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 be managed by th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TRTC）.（The estate is managed by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The following paper will discuss the management.

Keywords:  metro mall, management of metro mall, t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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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市地下街的建設，多係配合捷運工程採明

挖覆蓋工法，於車站、軌道完工後，為有效利用

已開挖之地下空間，並節省回填之費用，而以市

政建設方式，開發為提供安全舒適之地下人行通

道，其他餘裕之空間，則規劃為店舖，以兼具提

供行人購物休閒之便利。

由於地下街的開發建設背景，故地下街具備

公共性、安全性及商業性之複合特性，因此「提

供舒適安全之通行空間、優質多元之購物環境」

為經營管理地下街的目標，以創造並提供優質之

經營及服務品質。

面臨問題及因應措施
面臨問題

經管地下街面臨之問題，可歸納為公共區域

及店舖（商業空間）經營管理兩方面：

公共區域管理部分

地下街與捷運系統共構，具備行人通行及

連絡捷運車站等功能，基於公共性、安全性之特

性，諸如出入口通道、公共走道及廣場等區域需

具備完善之管理作業，各項作業執行所面臨之問

題如下：

｜ 環境清潔維護：地下街公共區域為提供民眾通

行、休憩、購物空間，故建立乾淨、整潔、舒

適之環境為首要條件，惟地下街區域人潮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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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幅員廣闊，環境整潔維護不易，另街內常

有遊民駐留，及學生、民眾從事自發性聚集活

動，易產生環境髒亂或影響商場營業，及行人

通行。

｜ 公共安全維護：地下街公共區域屬開放空間，

為保障公共安全，維護作業內容規劃包含現

場巡檢、監控、消防安全檢查、緊急或突發

事故通報處理等項目，而街內通行及休憩人潮

眾多、彙集迅速，相對於緊急或突發事件發生

時，安全維護作業需常備必要管理人力以玆因

應。

｜ 設施設備保養修護：為確保相關設施設備正常

運作，以維護地下街營運正常，設施設備保

養修護作業規劃包含設備例行性定期維護、

檢修、建物維護改善、故障通報檢修等，故捷

運公司設置專責維護單位，專職進行設施設備

保養修護作業，惟地下街相關設施設備項目繁

多、建物佔地範圍廣，相關維護作業內容繁

複，致維護成本負擔相對提升。

綜上，地下街地理環境廣闊，各項管理事務

繁雜，需投入充裕資源俾利維持地下街於相當水

準之安全、便利、舒適的環境。

商場經營管理部分

中山及東區地下街目前由臺北捷運公司進行

管理，就店舖管理問題分述如下。

｜ 立地條件：中山、東區地下街位於交通樞紐，

座落辦公、商業及住宅區，並緊臨臺北市主要

商圈，具商業開發潛力。然而，周圍商業活動

密度高，知名百貨企業環伺（中山地下街：南

京東西路商圈、衣蝶、新光三越百貨等；東區

地下街：忠孝東路商圈、太平洋崇光、明曜百

貨等），商業活動競爭激烈。

 另地下街商場區域屬地下層空間，較無法有效

吸引購物人潮，與商圈環境有所差異，商業發

展不易，進而降低廠商進駐意願，致店舖招商

作業不易進行，進而使得部分店舖恐產生閒置

而造成營業空窗期，將嚴重影響經營收入及商

場氣氛之活絡。

｜ 配合市政規劃：配合市政規劃及發展，規劃推

動相關政令活動，如配合文化局扶植相關文化

藝術產業，於中山地下街中山站至雙連站區段

店舖，設置地下書街，及文化創意產業活動

區，以促進相關藝文活動之推行。惟市政規劃

多以公共性、公益性及服務性為考量，與地下

街商場經營主要以從事商業活動發展為前提有

所差異，故間接影響經營績效及營業收入。

｜ 租賃期限限制：目前中山、東區地下街商場店

舖之契約租賃期限設定為3年，經多數廠商反

映，店舖裝潢費用不斐，成本負擔相對提高，

若租賃期限較短，則廠商資本回收不易，致使

廠商承租店舖之意願降低，或承租後為節省營

業成本，而不願進行妥善裝修規劃，將影響地

下街整體形象，及不利培養商業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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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公開招商規範：地下街商場店舖招商作

業，依「臺北大眾捷運系統附屬事業經營管理

辦法」第12條規定辦理公開招商，以公平、公

開之程序徵得廠商，故符合招標資格之任何廠

商皆可參與投標，因此不易掌握各廠商店舖經

營水準，以進行統合及整體經營規劃。

｜ 履約保證金偏高：部分廠商反映履約保證金收

取之金額（6個月之租金）高於市場行情（約

為4個月之租金），因此對於廠商資金運用之負

擔較大，而不利資金週轉運作。

｜ 履約管理問題：廠商因經營相關問題與管理規

範有所牴觸時，常向各機關陳情，藉以影響臺

北捷運公司組織運作及管理制度，其不實指控

及汙衊內容嚴重影響公司形象，需耗費大量人

力澄清說明，並干預履約管理，致使不當陳情

層出不窮，衍生眾多管理問題。

｜ 行銷活動參與無強制力：定期配合特殊節慶規

劃辦理各項行銷活動，並邀請各承租廠商共同

參與，以整合資源俾共同宣傳造勢，以提升知

名度，並吸引購物人潮、熱絡商場購物氣氛。

 惟行銷活動臺北捷運公司之預算有限，無法符

合所有廠商需求，且廠商參與活動之意願及配

合度低，僅以創造企業個別商機為前題，分別

舉辦區域性、個別性或單一性之行銷宣傳活

動，活動排他性高，無法有效融入行銷規劃，

使相關資源無法整合，致使行銷活動不易推

動，難以發揮綜效，以提升地下街知名度與營

業效益。

｜ 現場管理問題：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地下

街各項現場管理事宜，以維護公共安全及社會

大眾權益，並塑造優良市政建設典範及企業形

象。但管理標準易與本市其他地下街或商場

（如臺北、站前地下街、臺北新世界購物中心

等）之標準進行比較，而產生執法標準不一之

爭議，造成管理作業執行困難，或執法標準遭

受質疑之窘境。

 例如部分廠商提出中山、東區地下街針對店舖

營業花車擺放之管理標準，不同於臺北、站前

地下街管理標準之質疑，認為管理單位刻意妨

礙廠商營業，逕行將販售之商品擺放超出承租

範圍之外，或陳列於易影響消防安全之位置

（如逃生門前、後方，阻礙逃生門啟閉，或鐵

捲門下方阻礙鐵門關閉等），而產生違規營業

情事，嚴重影響公共安全，並增加現場管理人

員之負擔，即係需耗費時間進行稽查及要求改

善之作業。

因應措施

依前揭地下街經營管理所面臨之問題，因應

措施如下說明，亦區分為公共區域及商場管理兩

部分說明：

公共區域管理部分

｜ 環境清潔維護：設置常備清潔人員定期執行清

潔維護作業，定點定時從事各項清潔工作，並

詳細規劃清潔維護區域，使清潔作業可涵蓋地

下街所有區域範圍；另增設機動人員，提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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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清潔服務，以克服地下街因幅員

廣闊、人潮眾多，而發生突發性環

境髒亂等情事，以避免影響商場營

運及行人通行。

｜ 公共安全維護：以現行管理作業為

基礎，係設置保全人員從事各項安

全維護作業，並於監控中心利用監

視設備配合監控區域現場狀況，另

指派現場管理人員，駐點管理各項

公共安全事件，或緊急、突發事故

處理事宜，並規劃辦理相關安全防

護、檢查、設施設備檢修等工作，

使地下街公共安全維護作業以資完

備。

｜ 設施設備保養修護：設置專業修護

人員定期執行設施設備保養修護作

業，並由專責維護單位進行管理、

規劃各項維護作業，使作業內容、

項目涵蓋地下街相關建物、設施設

備，並透過標準作業流程制定，以

簡馭繁，有效簡化作業流程內容及

降低維護成本。

綜上，地下街公共區域管理作

業，以現行相關維護作業為基礎，規

劃專業、完善、即時、高品質、及符

合維護需求之作業內容，並透過採購

招標程序執行如環境清潔、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保養修護等維護作業，

另設置各項作業現場專職管理人員，

進行各項作業規劃、管理等，俾使維

護作業更臻完善，以維持地下街高水

準之安全、便利、舒適的環境。

商場經營管理部分

｜ 立地條件：由於地下街與捷運系統

相互連結，以此特殊區位環境與捷

運系統舒適、便捷、大眾搭乘普及

性高等特性加以結合，有效與周圍

商圈環境進行區隔，樹立與捷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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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相同具備舒適、便捷、人潮參訪率高等特

性，並規劃獨特商業經營發展空間，吸引廠

商進駐及購物人潮，增進商業活動，以促進

地下街商場蓬勃發展。

｜ 配合市政規劃：為落實及考量市政建設迫切

需求，於不致附屬事業經營虧損之原則下，

未來將持續配合市政規劃，推動並辦理相關

市政計畫、活動，以延續本市永續發展之願

景。

｜ 租賃期限限制：未來地下街商場招商規劃，

將店舖租賃期限調整至與財政局委託臺北捷

運公司經營管理中山、東區地下街之期限一

致，以4年1期為原則，以滿足廠商營業規劃

需求。

｜ 受限公開招商規範：審慎針對商場營運業種

業態進行招商規劃，並評估、分析各承租

廠商經營計畫，與廠商共同訂定商場營運計

劃，俾利統合及整體經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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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保證金偏高：履約保證金調整以4個月之

租金金額計收，以符合市場行情，及滿足廠商

資金運用需求。

｜ 履約管理問題：確實執行履約管理，並定期與

廠商召開會議宣導、討論各項管理事宜，惟若

預見履約爭議情事即將發生，立即進行協調、

處理，以避免龐大相關資源及管理成本之耗損

及支出。

｜ 行銷活動參與無強制性：以現行行銷活動規

劃、舉辦方式為基礎，定期配合特殊節慶規劃

辦理各項行銷活動，並邀請各承租廠商共同參

與。另結合市府全球資訊網網頁，或其他資訊

傳播媒體，列載地下街行銷活動相關訊息，提

供社會大眾閱讀、瀏覽，以增加活動曝光率及

知名度，並吸引、鼓勵廠商參與活動，俾利共

同宣傳。

｜ 現場管理問題：依據各項相關法令規定，持續

進行地下街各項現場管理事宜，並定期派員進

行巡檢稽查，如遇違規情事，請廠商於現場立

即改善，以維護管理制度公正公平性之原則。

地下街商場經營管理作業，包含招商規劃、

履約管理及現場管理等事宜，臺北捷運公司考量

地理區位，市場環境變動趨勢，制定符合法令規

定之作業內容，以維護公眾權益及增進商業活動

發展，俾利營造多元、便利及優質服務之商場環

境。

經營管理之規劃
針對中山、東區地下街經營管理之規劃，亦

就公共區域及店舖空間兩部分規劃，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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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區域管理部分

地下街建構之主要目的為提供行人通行便

利，並作為聯絡捷運車站間之通道，故提升環境

品質、維護公共安全及設施設備之正常運作，為

地下街公共區域管理之要項，分述如下：

環境品質及服務便利性提升

｜ 地下街內公共開放空間提供完善照明、空調、

廣播及休憩設施等公共設施設備，以增進環境

及服務品質。

｜ 設置有相關便利服務設施（如金融服務機具、

衛生紙自販機等）創造便利、多元服務。

｜ 規劃設置有綠化植栽、景觀等美化環境造景，

創造環境綠色美化景象，增進環境舒適度。

｜  配置有清潔人員定期排班進行廁所、通道、出

入口、廣場清潔工作，提升環境服務水準。

公共安全維護

｜ 依規定每年辦理1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

防設施設備檢修。

｜ 每年舉辦2次消防安全演練以維護公共安全。

｜ 另有保全人員每日定時巡檢公共區域。

｜ 監控中心利用監視設備配合全日監控區域現場

狀況，隨時處理各項公共安全事件。

設施設備維護

配置機電設備維護人員駐點，比照捷運系統

維管標準，提供地下街相關如空調、電力、給排

水、消防等設施設備，即時維修保養服務，以提

升公共服務品質。

商場經營管理部分

分為店舖招商與商場管理二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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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招商

店舖招商為商場經營之前置作業，招商狀況

之良窳，將影響整體地下街商業發展，故規劃完

善之招商活動，為商場經營之重點。臺北捷運公

司以地下街店舖歷次招商作業，及店舖經營現況

為基礎，規劃未來中山及東區地下街商場招商作

業。

中山、東區地下街店舖依臺北大眾捷運系

統附屬事業營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大

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附屬事業出租他人經營者，

應公開招商。」辦理招商作業，作業內容規劃如

下：

｜ 招商方式：比照政府採購法辦理供開招商，採

最高價決標或參考最有利標評選方式，並規劃

以單一店舖或區塊方式辦理。

｜ 租金計收方式：採固定租金方式計收，含相關

管理費用。

｜ 環境清潔、安全及設施設備維護管理：於承租

範圍內，由廠商自行維護管理相關事宜；公共

區域，則由臺北捷運公司負責辦理。

｜ 行銷活動舉辦：由承租廠商自行辦理，並由管

理單位審核活動內容，並管控現場秩序。另配

合辦理市府整體行銷活動，如臺北採購節（8

月）、年貨大街（農曆春節前）等活動，自行

舉辦整體行銷活動。

商場管理

經營規劃：

｜ 招商規劃：考量兩地下街立地環境及商圈範圍

內商業活動發展及商店經營型態，規劃商場各

店舖營業之業種，以達成多元化經營之理念，

於現行契約期限屆滿重新招商時，將比照政府

採購法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招商，邀請知名企

業、公司行號共同合作參與招商活動，期能徵

得優良廠商，俾提升知名度，創造高品質的商

業氛圍。

｜ 環境規劃：地下街街景美化，結合商場區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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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特色，及運用天然資源進行造景美化，以

塑造獨特景觀。廣場部分，以主題式、公共

藝術造景美化廣場空間，並考量民眾休憩活動

需求，規劃適當休憩設施，以合理分配空間。

另提供空間場地予公眾團體舉辦各項如政令宣

導、公益、文化或社教推廣為主之活動，以促

進公眾活動之推行，期豐富地下街多元化機

能，並吸引人潮以活絡商機。

契約規劃：

租約期限：未來地下街商場店舖租賃之期限

將調整與財政局委託臺北捷運公司經管地下街之

期限一致，至2011年12月31日，以4年1期為原

則，以符合廠商營業需求。

費用收取：

｜ 租金：未來全面採固定租金方式計收店舖租

金，以避免抽成租金方式致使廠商為規避抽成

而產生漏開發票之行為。

｜ 履約保證金：調整以4個月之租金金額計收，

以較趨符合市場行情。

｜ 履約爭議部分：確實執行履約管理，加強與廠

商之溝通及協調，若預見爭議即將產生則立即

進行處理，以避免擴大事端。

現場規劃：

｜ 花車擺放：依市府「研商本市地下街通道及廣

場設置臨時櫃位執行標準等事宜會議」之會議

決議，於2007年10月1日起，地下街通道不得

擺放花車或設置臨時櫃，以維護公共安全，臺

北捷運公司遵守相關規定，持續加強公共安全

維護。

｜ 行銷活動：廠商個別辦理部分，依契約規定廠

商於辦理行銷活動前，須提報活動內容並經管

理單位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並將加強現場巡

查以維持現場活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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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捷運公司辦理部分，配合特殊節慶規劃

辦理行銷活動，並邀請各承租廠商共同參

與，整合廠商資源俾共同宣傳造勢，以吸引

購物人潮、熱絡商場購物氣氛。

 店家導覽宣傳部份，由管理單位整體規劃，

多元運用地下街廣告燈箱，加強店家導覽宣

傳效果，適時吸引、刺激民眾消費，以創造

商場商業發展契機。

結語
本文針對中山、東區地下街之經營管理議

題，概分為公共區域、商場經營管理兩部分討

論，並就面臨問題、因應措施，及經營規劃等

項目進行說明，兩街雖具地利優勢、並結合大

眾捷運之便，經營前景看好，惟面臨諸如公共

區域環境清潔、安全、設施設備保養等維護作

業執行問題，及受限市政規劃、履約、現場管

理等商場經營問題，經營管理成效不易彰顯。

臺北捷運公司運用有限之人力、物力等

資源，以完善制度化之管理措施經營管理中山

及東區地下街，以維護地下街公共性、安全

性、商業性之多元特性，期樹立優良市政建設

典範，進而創造舒適、便捷之環境及穩定發展

之契機，並建立及提供優質服務之良好企業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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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員工團隊自主改善
Staff team Self-improvement in Taipei Metro

周銘德、王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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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捷運自1996年通車營運以來，為提供旅客安全、可靠、親切

的高品質運輸服務，一直致力於透過員工團隊自主改善，提昇捷

運系統安全，強化系統運轉穩定，以及精進旅客服務品質。在員

工團隊自主改善上，規劃及推動品管圈活動，激勵員工發揮團隊

合作，組圈進行自主改善活動，透過全體成員腦力激盪、集思廣

益的方式，遵循PDCA管理循環，運用各種改善手法，不斷地追

求工作方法的改善與革新。

員工透過品管圈活動的參與及標竿學習，強化發覺問題意識、解

決問題的邏輯思維及提出改善對策能力，同時，藉由公司內部競

賽交流及外界企業觀摩等標竿學習，提昇員工團隊自主改善之改

善能力及水準。

關鍵字：員工團隊自主改善、品管圈、PDCA

Abstract
The Taipei Metro began operations in 1996, providing a safe, reliable, 

friendly, and high-quality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e staff of the Taipei 

Metro continues to devote their time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hey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Metro system's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strengthen the overall system efficiency, as well as providing the 

highest quality of service possible to passengers. In terms of the staff's self-

improvement, the key lies in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where teamwork, 

enhancement of skills and review of opinions from various sources are key 

areas of focus. In line with the PDCA management theme, techniques of 

improvement are explored in looking for the optimal method in improving 

the work skills and innovation of staff.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participation and benchmarking, in 

solving relevant problems, it requires a logical and methodical approach. 

In addition, observations on the benchmarking of companies along with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ompanies also helps improve the ability and 

standard of the staff team.

Keywords:  staff team self-improvement, quality control circle, PDCA

臺北捷運員工團隊自主改善
Staff team Self-improvement in Taipei Metro
周銘德、王志宏／Min-te Chou1, Chih-hung W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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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捷運自1996年通車營運以來，為提供旅客安全、可靠、親切

的高品質運輸服務，一直致力於透過員工團隊自主改善，提昇捷

運系統安全，強化系統運轉穩定，以及精進旅客服務品質。在員

工團隊自主改善上，規劃及推動品管圈活動，激勵員工發揮團隊

合作，組圈進行自主改善活動，透過全體成員腦力激盪、集思廣

益的方式，遵循PDCA管理循環，運用各種改善手法，不斷地追

求工作方法的改善與革新。

員工透過品管圈活動的參與及標竿學習，強化發覺問題意識、解

決問題的邏輯思維及提出改善對策能力，同時，藉由公司內部競

賽交流及外界企業觀摩等標竿學習，提昇員工團隊自主改善之改

善能力及水準。

關鍵字：員工團隊自主改善、品管圈、PDCA

Abstract
The Taipei Metro began operations in 1996, providing a safe, reliable, 

friendly, and high-quality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e staff of the Taipei 

Metro continues to devote their time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hey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Metro system's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strengthen the overall system efficiency, as well as providing the 

highest quality of service possible to passengers. In terms of the staff's self-

improvement, the key lies in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where teamwork, 

enhancement of skills and review of opinions from various sources are key 

areas of focus. In line with the PDCA management theme, techniques of 

improvement are explored in looking for the optimal method in improving 

the work skills and innovation of staff.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participation and benchmarking, in 

solving relevant problems, it requires a logical and methodical approach. 

In addition, observations on the benchmarking of companies along with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ompanies also helps improve the ability and 

standard of the staff team.

Keywords:  staff team self-improvement, quality control circle, PDCA

1 臺北捷運公司工安處處長 / e00022@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工安處品保人員 / e01784@mail.t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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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北捷運自1996年通車營運以來，隨著營

運路線增加，旅運量亦迅速成長，由1996年10

萬人次增加至2008年逾120萬人次，臺北捷運

面對每日服務百萬人次旅客，除確保營運服務

水準外，更始終秉持「提供旅客安全、可靠、

親切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的服務使命，以如何

使營運服務品質再提昇的思維，進行各項旅客

服務措施改善。

如何使營運服務品質再提昇，須有賴全

體員工的智慧及努力，為激發員工的潛能及智

慧，大力推動品管圈活動，透過員工團隊自主

改善，全體成員腦力激盪、集思廣益，遵循

PDCA管理循環，運用各種改善手法，不斷地追

求工作方法的改善與革新，以提昇捷運系統安

全，強化系統運轉穩定及精進旅客服務品質。

然而，員工團隊自主改善之品管圈活動已成為

公司不斷進步與創新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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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動推動歷程
為鼓勵員工發揮團隊合作，從

事工作現場自主改善，持續不斷追求

工作方法的革新與品質改善。公司自

1996年開始推動品管圈活動，在推動

初期，以線上之運務及維修單位為主

要推動對象，每年由現場單位自行組

圈進行旅客服務設施、設備、作業模

式之自主改善，於1996年至2005年

間，每年平均推動圈數約為40圈，共

完成500多件改善案件。

 2006年依總經理指示：「公司品

管圈制度應以TQC來推動，不應僅限

於線上單位而沒有行政單位」，據此，

公司品管圈活動之推動範圍由線上之

運務及維修等4個單位，推展至企劃、

事業、資訊、人力、供應、行政、財

務、會計、工安、政風、法務等11個

行政單位，推動圈數亦由年平均40圈

增加至70圈。

公司品管圈制度由專責單位工

安處負責規劃及推動，制定公司品管

圈活動之作業規範，如組圈方式、輔

導員及圈長設立方式、圈會運作方式

等，以使各單位品管圈有所依循；辦

理品管圈教育訓練，邀請國內知名專

業講師至公司授課，分別對中高階主

管、基層主管、輔導員、圈長、圈員

實施不同的課程訓練，以增進公司主

管及同仁品管圈活動概念及改善手法

的認知。

舉辦公司品管圈成果發表評選，

透過單位間的發表，相互交流改善成

果及心得，發揮見賢思齊之效，同

時，藉由單位間的競賽，凝聚同仁向

心力，為單位爭取最高榮譽。為表達

公司對同仁的鼓勵與肯定，對競賽優

勝的品管圈單位由總經理公開表揚並

頒發獎金獎勵。另自2005年度開始籌

劃編輯「年度優良品管圈作品」彙編

成冊，永久留存同仁的智慧結晶，與

公司全體同仁一起分享品管圈自主改

善的豐碩成果。

為達到公司品管圈推動成效之質

與量的要求，除平時對各單位品管圈

運作情形之查察與管控外，更結合公

司責任中心績效指標，考評各單位品

管圈的推動情形及成效，考評項目包

含推動圈數、改善案件完成件數、競

賽的評比等。為秉持持續改善的精神

及延續同仁參與品管圈改善的經驗，

自2008年度起將「品管圈延續性」納

入責任中心績效指標考評項目之一，

以提高各單位對品管圈運作的延續及

同仁改善經驗的傳承之重視，進而落

實PDCA持續改善。

06臺北捷運員工團隊自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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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動在推動上，除了是員工團隊自

主改善的機制外，更希望使其成為一個提供員工

工作問題溝通討論、團體學習的平台。因此，自

2008年開始推廣多元化品管圈活動，而多元化品

管圈活動意指將QC Story的圈改善活動，結合單

位日常異常管理、提案、團隊自主學習等活動，

讓活動的參與及進行更加豐富多元化。例如，

QC Story的活動主題改善與異常管理結合，員工

透過該活動平台，對日常工作中已發生之異常，

或預見將發生之異常，利用圈會中之片段時間，

討論異常真因及再發預防措施，協助做好日常管

理工作。

此外，亦透過觀摩活動的安排及企業參訪，

例如參加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舉辦之全國團結

圈競賽得獎（績優）圈觀摩研習、前往全國團結

圈競賽發表會觀摩、前往台電公司、光陽公司等

優良企業參訪等，增進各品管圈實施單位瞭解外

界企業之品管圈成功作法，藉以標竿學習，提昇

公司品管圈水準。

品管圈活動作業方式
為使員工瞭解品管圈自主改善活動之QC 

Story改善邏輯及方式，除對員工實施品管圈教

育訓練外，並明定公司品管圈活動之作業流程以

供作業依循，有關品管圈活動之作業流程（詳

圖），簡要介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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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圈登記

各單位依工作特性或任務需要，由同一工作

現場人員或由與工作有關連的人員，或由跨單位

的人員組成一品管圈。人數以5至10人為原則。

組圈完成後，由主管指派輔導員及圈長，並填寫

品管圈活動登記表，向管理單位辦理登記。

選定活動主題

各品管圈可視與公司年度方針、部門施政重

點、顧客服務、工作待改善問題等有關議題，由

全體圈員透過評價法，依重要性、效益性、可行

性、圈的能力等評價因素共同選定，並呈報主管

同意後實施。

擬定活動計畫

各品管圈依選定之活動主題，按QC Story改

善類型（一般分為問題解決型及課題達成型）判

定，所採行的改善步驟，並透過甘特圖（Gantt 

Chart）方式，安排相關活動計畫進度。

展開活動研討

各品管圈每月定期召開圈會研討活動主題之

改善，其圈會的實施則依照本身所定之QC Story

改善步驟（如現況把握、目標設定、要因分析、

對策擬定、對策實施及檢討、效果確認等）及計

劃時程，並活用各種品管改善手法，以全員參加

之方式進行。每次圈會均應填寫圈會紀錄，以供

佐證及考評。

同時，視工作需要增加多元化活動項目，包

含團隊自主學習活動、異常管理活動、提案改善

活動，其各活動推行方式簡介說明如下：

｜ 團隊自主學習活動：利用圈會中部分時間，由

圈員輪流做專業知識講授或讀書心得分享等團

隊學習活動。

｜ 異常管理活動：對日常工作中已發生之異常，

或預見將發生之異常，利用圈會中之片段時

間，討論異常真因及再發預防措施，協助做好

日常管理工作。

｜ 提案改善活動：對工作中的事物或結合QC 

Story活動中的解決真因的方案擬定，發揮腦

力激盪，提出改善想法或作法。

活動成果推廣

各品管圈單位應將有具體成效之對策作法，

加以增修訂於公司ISO品質管理系統之作業程序

文件中予以標準化，使相關作業人員能瞭解及遵

守執行，以維持其改善成果。必要時，水平推展

至相關單位實施，以擴大改善成果。

活動檢討及下期規劃

每期活動結束後，各品管圈單位應提出成

果報告書，對活動過程中之優缺點，提出反省檢

討，以作為今後努力方向，並擬定下期活動主

題，持續進行單位自主改善。

06臺北捷運員工團隊自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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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臺北捷運公司品管圈活動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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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動的激勵作為
為鼓勵員工積極投入品管圈自主

改善活動，持續精進工作方法的革新

與品質改善，特設立品管圈活動競賽

激勵獎金專案，透過部門級競賽、公

司級競賽等方式，對具體改善成效優

良且達一定水準的品管圈，依評定等

級頒發獎金獎勵。

公司品管圈活動競賽採「部門

級」及「公司級」二階段辦理。其中

部門級競賽，依運務單位、維修單

位、行政單位等部門別區為競賽組

別，由公司主管擔任評審，依評審標

準評定發表圈的表現，獲各部門級優

勝之代表圈，得晉級參加公司級競

賽。

有關競賽評審標準之指標及權重

如下：

｜ 計畫指標，權重20%，評審項目包

含主題選取之適當性、活動計畫擬

訂及實施、目標設定之適當性等。

｜ 過程指標，權重25%，評審項目

包含問題分析或課題探討之深入程

度、適當地運用手法、改善對策之

努力程度等。

｜ 效果指標，權重20%，評審項目包

含效果確認和改善目標之達成及進

步程度、改善前後有形、無形效益

之比較、標準化與效果維持等。

｜ 檢討指標，權重10%，評審項目包

含PDCA之運用、本期活動（含餘留

問題）之檢討等。

｜ 整體運作指標，權重15%，評審項

目包含活動中積極投入程度、活動

具啟發性及特色等。

｜ 發表指標，權重10%，評審項目包

含報告內容系統分明、前後連貫、

圖表文字清晰簡明與平實、活動說

明易於瞭解發表人之態度等。

公司級競賽採複賽及決賽辦理，

將各部門級優勝代表圈分為運務行政

類及維修類二組進行，經複賽評選出

運務行政類及維修類各組入圍決賽的

品管圈，代表所屬單位參加年度公司

級決賽暨成果發表會，在總經理、副

總經理、各單位主管及同仁共同與會

下，發表展現其品管圈改善成果，並

邀請外界學者專家擔任評審，最終評

選出年度運務行政類及維修類之金圈

獎、銀圈獎、銅圈獎，同時，由總經

理現場公開表揚並頒發6萬元至2萬元

不等獎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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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部門級及公司級之競賽交流，使各

品管圈的表現，能自行檢討是否達到一定的水

準、與單位內品管圈競賽增進交流瞭解差異、

與其他單位品管圈競賽爭取單位榮譽，同時，

藉由發表會亦使各單位同仁相互交流改善的成

果及心得，發揮見賢思齊，以提升公司整體品

管圈水準。

品管圈活動改善案例介紹
藉由員工主動發掘問題，透過團隊合作解

決問題，提昇作業效率及品質，為公司帶來有

形及無形效益，舉例說明如下：

運務行政類案例

｜ 站務處第一運務中心淡南段同心圈，完成主

題：降低旅客對週遭景點之詢問度，達成效

益：旅客對劍潭站周遭景點詢問度，從改

善前之7,173人次，降低至改善後之3,049人

次，總共減少4,124人次之詢問度，達到設定

目標之3,560人次，降低幅度為57%，有效引

導旅客對週遭景點之瞭解，增進旅客服務品

質。

｜ 站務處票務中心計核組票務計核圈，完成主

題：如何提升帳務查核作業速率，達成效

益：實施設計簡化比對程序的資料庫自動化

06臺北捷運員工團隊自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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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及增加上傳稽核機制等項改善對策後，差

異帳情形有顯著改善，統計改善前2006年8月

全系統69個車站磁卡PAM差異帳共104件，改

善後降至40件，作業效率提升60%；IC PAM

差異帳人工查驗改善前每月須花費10～15小

時，改善後大幅降低為60～80分鐘，作業效

率提升90%。

｜ 行政處客服中心服務組客服圈，完成主題：如

何提昇客服人員於營運時間之服務績效，達成

效益：平均旅客電話進線等候秒數由改善前之

9.35秒，調降至改善後7.04秒，有效縮短旅客

來電進線平均等候時間（減少2.31秒），有助

提昇客服中心服務品質及公司正面形象。

｜ 企劃處研考課鑰匙圈，完成主題：提高行政部

門提案率，達成效益：由改善前行政部門平均

每月提案件數為5.2件，改善後行政部門平均

每月提案件數提高至15件，使行政部門提案率

由5%提升至12%，促進技術部門及行政部門

提案均衡發展。

｜ 行車處第一車務中心淡水段輕鬆圈，完成主

題：減少行車運轉重要裝備之管理時間，達成

效益：縮短司機員裝備之領繳清點時間由改善

前31.52秒降至改善後15.43秒，作業效率提升

50%。

維修類案例

｜ 車輛處車輛二廠南港場門神圈，完成主題：降

低321型電聯車車門系統故障率，達成效益：

經實施駕駛室門開關改善、DCS1及DCS2量

測治具改善及車廂門TSD感應問題改善後，年

平均故障次數從平均200件降至150件，明顯

提昇321型電聯車車廂門開關異常之改善，降

低造成主線列車延誤情形。每年估約節省250

人時以上，預估總計可節省成本約80萬元。

｜ 車輛處車輛一廠大修場布吉圈，完成主題：

高運量321型電聯車之集電器電纜異常斷裂改

善，達成效益：經安裝實車測試並持續觀察

後，改善成效顯著，321型集電器故障之電纜

故障件數降至72件／年以下，減少故障維修成

本，降低列車營運中斷風險，提升營運品質。

｜ 系統處供電廠淡新中電力場精進圈，完成主

題：改善直流開關盤因FRAME FAULT異常跳

脫，達成效益：原直流開關盤因Frame fault異

常跳脫件數平均3.4次/年，經改善後預定降低

為每年0次；實際改善之後2006年8月份至10

月份故障次數為0次，故障率為0，達成率為

100%，可節省成本約14萬元。

｜ 中運量運輸處車輛廠機電場機電圈，完成主

題：改善VAL256電聯車車廂悶熱情形，達成

效益：為改善部分旅客反應之電聯車車廂悶熱

情形，經自行研發一電路安裝實車測試後，分

析成效良好，以提升服務品質，提高旅客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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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運量運輸處車輛廠廠本部伍萬圈，降低中運處車輛廠

物料庫存金額—從降低預防檢修用料異常項次數開始，

達成效益：2007年MRP用料異常金額（1～10月），由

2006年的NT$7,997,447元,下降至NT$1,052,796元，且

2007年1～9月倉庫庫存金額下降6.45%，已達成本年

度下降4.52%之目標，並降低180人時，節省人力成本

NT$37,620元。

結語
公司員工品管圈自主改善活動，2008年活動圈數已

達75圈，活動參與的單位及人數亦是年年持續提高，更

於2007、2008年積極參加經濟部工業局主辦之全國團結

圈活動競賽，其中2007年以站務處第一運務中心淡南段

同心圈「降低旅客對週遭景點之詢問度」品管圈改善案，

榮獲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優秀獎」殊榮；2008年以中

運量運輸處車輛廠伍萬圈「降低預防檢修用料異常項次

數」品管圈改善案，榮獲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最高榮譽

「金塔獎」，另企劃處研考課鑰匙圈亦以「提高行政部門

提案率」品管圈改善案，榮獲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銅塔

獎」。

這些獎項代表外界對公司員工團隊自主改善努力的肯

定，然而，改善是一連串不斷的挑戰，服務品質的追求沒

有終點，惟有秉持「好，還要更好」的精神，持續追求創

新及提升服務，提供旅客全方位優質服務，實現「臺北捷

運、世界一流」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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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節約能源推動措施及成效分享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s o
energy saving in Taipei Metro
塗同銘、黃郁仁／Julian Too1, Yu-ren Huang2

摘要

世界各國為因應全球氣候暖化，於2005年2月16日簽訂京都議定

書，臺灣雖非締約國，但政府部門仍重視暖化問題，因此大力提

倡「節能減碳」。

為減緩全球暖化盡一份心力，臺北捷運公司自2005年5月正式成

立節約能源委員會，針對捷運各車站、機廠、地下商店街、停車

場及辦公室等場所建立能源查核制度，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執

行計畫，如電扶梯離峰時段暫停運轉、檢討設備運轉時間、汰換

為高效率設備等，以落實節約能源政策，本文將介紹臺北捷運公

司實施之節約能源措施及成效。

關鍵字：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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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捷運公司系統處供電廠廠長 / e00652@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系統處供電廠工程員 / e01629@mail.trtc.com.tw。

Abstract
In the wake of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is changed forever by the 

phenomenon of global warming, 180 states have signed and ratified the 

“Kyoto Protocol”, an agreement which aimed at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at came into force on 16 February 2005. Although Taiwan is 

not among the signatories, the government is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rming, hence the government is encouraging people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arbon footprint. 

Taipei Metro is working on global warm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an Energy Saving Committe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May 2005. 

The company's efforts include energy checks on every stations, depot, 

underground shopping mall, parking areas and office. The company 

has also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an energy saving plan. The actions 

include, for example, temporary switching off of the escalators during 

off-peak hours, reviewing the running time of station service equipment, 

replacing old equipment with higher energy efficient models, etc. This 

article presents in detail Taipei Metro's energy saving implementation and 

its achievements.

Keywords: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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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百年來人類快速的發展，使大氣中溫室氣

體濃度持續上升，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氣候變遷效應已日益明顯，因此，全球暖化和氣

候變遷為目前國際上最關注的議題。

1997年12月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具有約束效

力的京都議定書，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

體減量責任。締約之工業國應在2008年至2012

年承諾期內，將該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1990

年水平再減少5%以上。

我國雖非締約國，但維持地球環境是世界公

民之責，又我國是一個海洋國家，海洋帶來的威

脅和衝擊是最為直接和嚴重的，因此，政府為減

緩溫室氣體效應的衝擊，特擬定「節能減碳無悔

措施全民行動方案」，以廣邀全民呼應這項新生

活行動，讓台灣成為低碳社會、永續國家。

臺北捷運為因應氣候變遷，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參照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理法」

第三章能源使用與查核相關規定，於2005年5月

成立本公司節約能源委員會，全面針對捷運各廠

（場）、車站及辦公處所設施設備，建立能源查

核制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執行計畫，以有效

管理、推動及落實節約能源，為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盡一份心力。

因海平面上升，圖瓦盧海岸線快速倒退，全國陸地面積僅剩2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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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委員會推動組織
為順利推動節約能源政策，臺北捷運公司

成立節約能源委員會，以擬定計畫、制度及研擬

各項節約能源措施，節約能源推動組織及權責如

下：

節約能源委員會：

｜ 由總經理指派副總經理擔任委員會召集人，並

依設備維護面、機廠、車站、行政大樓、地下

商店街管理及設施維護層面遴選11名二級以上

之主管或監督人員擔任委員，召集人可視需求

增加委員名額。

｜ 權責：審議、協調及提供本公司節約能源目

標、計畫、執行事務及措施，並查核各單位節

約能源執行情形及提供改善建議事項。

｜ 節約能源委員會至少每季召開1次會議，視需

要得縮短週期或召開臨時會議，自2008年5月

起改為每月召開會議。

管理稽核單位：

目前臺北捷運公司管理稽核單位責任區域劃分如

下：

｜ 高運量各機廠：車輛處。

｜ 高運量車站及西門地下街：站務處。

｜ 高運量行控中心：行車處。

｜ 中運量車站及機廠（含行控中心）：中運量運

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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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街（中山及東區）及停車場：事業處。

｜ 公司行政大樓：行政處。

權責：

辦理所轄區域節約能源推動、監督所屬執行

單位節約能源落實情形、分析轄區用電情形、查

核及列管案件之管控。

執行單位：

｜ 由所在區域各課、廠、中心擔任，目前執行單

位責任區域劃分如下：

｜ 高運量各機廠：執行單位為機廠駐點單位。

｜ 高運量車站及西門地下街：執行單位為站務處

第一運務中心、第二運務中心。

｜ 高運量行控中心：執行單位為行車處行控中

心、第一車務中心、第二車務中心。

｜ 中運量車站及機廠（含行控中心）：執行單位

為中運量運輸處車輛廠、電機廠及運務中心。

｜ 地下街及停車場：執行單位為事業處商店課及

停管中心。

｜ 公司行政大樓：執行單位為駐點行政大樓之各

處室。

權責：

負責節約能源措施之執行及自主檢查。

（能源管理員）

高運量機廠

機廠駐
點單位

中運量運輸處

節約能源委員會

幕僚單位

車輛處 站務處 行車處 事業處 行政處

高運量
車站

高運量
行控中心

中運量車站
/機廠

地下街/
停車場

公司行政
大樓

運務
中心

行控中心
車務中心

運務中心
車輛廠
電機廠

停管中心
商店課

公司駐
點單位

管理稽核
單位

管轄區域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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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目標
參照「臺北市政府加強推動所屬機關學校

節約能源措施實施計畫」訂定目標『自2007年

度起，各機關學校之用電量，以2006年度為基

期，逐年以減少1%為原則，至2011年度減少

5%為目標』，本公司節約能源目標如下：

與2006年相同路段部分：

2007年度用電量較2006年度減少1%，

2008年度用電量較2006年度減少2%...，依此類

推至2011年度用電量較2006年度減少5%為目

標。

陸續新增路段部分：

依後續路網通車年份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加

強推動所屬機關學校節約能源措施實施計畫」節

能目標原則訂定：

｜ 土城線新通車路段（含海山、永寧停車場）：

以2007年度為基期，每年以減少1%，故2008

年度用電量較2007年度減少1%，2009年度用

電量較2007年度減少2%...依此類推。

｜ 貓空纜車：以2008年度為基期，每年以減

少1%，故2009年度用電量較2008年度減

少1%，2010年度用電量較2008年度減少

2%...依此類推。

｜ 未來路網：以通車次

1年度為基期，每年

以減少1%，5年後減

少5%為目標。

節約能源措施
自2005年成立節約能源委員會起，陸續推

動各項節約能源措施，目前實施之措施如下：

照明設施：

公司對照明設施的節能作為包括重新檢討照

明使用需求、設置照度標準、管控開燈時間、提

升照明效率等方法，為了訂定公司所轄各區域之

照明標準，經工務處參照CNS之規範後，訂定臺

北捷運公司各區域如車站、辦公室、停車場等應

有之照度標準。

檢討使用需求：

以北投機廠地下停車場為例，該場所原本在

車道及停車位上方均有日光燈照明，且全天候開

啟，但該處係供員工及活動中心會員停車，主要

在上下班及活動中心開放時段有車輛進出，其他

時段車輛進出較少，經機廠管理單位車輛處檢討

後，僅保留車道照明，活動中心會員進出之區域

則仍保留車位上方照明，其他檢討使用需求之措

施如下：

｜ 公共走道之照明採取間隔或燈管減量方式開

啟，由各執行單位視走道燈具配置並依原則實

施。

北投機廠地下停車場保留車道照明 北投機廠主工廠夾層走道照明採隔盞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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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行政大樓及各機廠廁所照明改為感應式控

制：當偵測人員進入時自動開啟照明，未偵測

人員進出一段時間後，自動關閉廁所全部照

明。

設置照度標準：

捷運系統建置時，各區域之照度皆訂有標準

範圍，實際走訪及測量各站時，發現各站明亮度

不一，故依CNS及捷運局規範之照度範圍調整各

區域光源，目前光源已調整之區域如下：

｜ 西門地下街在符合CNS照度標準內，由系統處

將走道及廣場之照明燈管減半。

｜ 南勢角站月台邊緣在符合捷運局規範之照度，

由系統處將2支日光燈管減少1支。

｜ 新店及海山停車場之照明，事業處考量在符合

CNS照度標準下拆除過亮區域之照明。

｜ 辦公室依CNS照度標準適當調整照明數量，由

系統處統一測量照度及光源減量。

｜ 車站及機廠依CNS照度標準適當調整照明數

量，由站務處、中運量運輸處及車輛處主導，

系統處配合測量照度及光源減量。

管控開燈時間：

以機廠維修區為例，原本維修區照明為全天

候開啟，但該處照明係供人員維修作業使用，經

機廠管理單位車輛處檢討後，僅於人員維修作業

時段開啟作業區域之照明，無人時一律關閉，其

他相似管控開燈時間之措施如下：

｜ 機廠倉庫區照明由供應處管理啟閉時段，當有

進出料作業時才開啟，平時則一律關閉，如圖

8範例。

西門地下街走道及廣場照明燈管減半 南勢角站月台邊緣上方照明原2支燈管改為點
亮1支

車站售票機前照度依CNS照度標準
適度調整照明燈管數量

北投機廠倉庫照明平時維持關閉辦公室照明依CNS照度標準適度調整照明
區域及燈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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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廠駐車區各軌道照明由行車處管理，依列車

調度及整備清潔作業訂定不同之開啟時段。

提升照明效率：

捷運系統營運之今已超過10年，建置初期採

用之燈具多已老舊且較為耗能，隨著科技日新月

異，高效能照明產品亦逐漸增加且廣為各企業採

用，為提升照明效率以節約能源，將老舊且較耗

能之燈具汰換為LED光源或高效能燈具已列為公

司節能政策，目前已汰換之部分如下：

照亮捷運案：

｜ 將劍潭站、士林站、國父紀念館站、忠孝新生

站、公館站、大安站，共計22組捷運標誌燈

箱更換為LED燈箱，並增設太陽能電池供應電

力。

｜ 將劍潭站至士林站間、忠孝新生站、國父紀念

館站、公館站使用之景觀燈（6.5公尺景觀燈

79組、4公尺景觀燈21組、3.5公尺景觀燈66

組）更換為LED景觀燈，並新增8組4公尺LED

景觀燈。

傳統白熾燈泡全面汰換為省電燈泡。

301型電聯車車內T12日光燈管更換為效率較高

之T8日光燈管。

木柵線車站月台照明依捷運局規範之照度重新規

劃，並將燈具更新為T5省電燈具。

空調設施：

公司對空調設施的節能作為除要求冷氣溫度

設定在26～28℃、關閉空調區域之門窗、採購

冷氣須具備節能標章外，尚有執行下列措施：

｜ 中山、東區地下街出入口由系統處加裝空氣

門，降低冷氣外洩。

｜ 北投機廠中央空調開啟時段原為07:30～

18:00，經機廠管理單位車輛處檢討後修訂為

08:30～18:00。

｜ 新店、南港、土城機廠中央空調24小時開啟，

經機廠管理單位車輛處檢討後修訂為08:00～

18:00。

｜ 機廠屋頂通排風扇由車輛處管理，平時一律關

閉運轉，當特殊作業（如粉塵）需要時開啟。

LED景觀燈 地下街出入口設置空氣門，降低冷氣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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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圖

｜ 各室內停車場通排風機運轉時段原為：

淡水站：07:00～23:00

新店站：05:30～24:00

南勢角站：05:30～24:00

海山站：00:00～24:00

經管理單位事業處考量於車輛進出較多之時段開啟通排風機運轉後，修訂為：

淡水站：

新店站、南勢角站、海山站：07:00～09:00；11:00～15:00；17:00～23:00

｜ 中山地下街中央空調開啟時段原為10:00～22:00，東區地下街中央空調開啟時

段原為10:00～22:00（第1至第3廣場）及09:00～22:00（第4至第7廣場），經管

理單位事業處檢討後延後半小時開啟。

｜ 木柵線及新店線空調系統汰舊換新。

夏季（4-11月） 冬季（12-3月）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1. 07:00～09:00
（僅開啟B1層）

2. 11:00～15:00
（僅開啟B1層）

3. 17:00～23:00
（全區開啟）

1. 07:00～010:00
（僅開啟B1層）

2. 10:00～23:00
（僅開啟B1層）

1. 07:00～09:00
（僅開啟B1層）

2. 11:00～13:00
（僅開啟B1層）

3. 15:00～16:00
（僅開啟B1層）

4. 17:00～22:00
（全區開啟）

10:00～23:00
（全區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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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扶梯：

｜ 站務處及中運量運輸處考量車站特性，對影

響旅客較少之電扶梯實施停止運轉措施，目

前全線共計69台電扶梯實施。

｜ 辛亥站、萬芳社區站、劍潭站、唭哩岸站、

奇岩站、北投站、新北投站、淡水站共計12

台電扶梯實施怠速運轉，當偵測人員進入

時，電扶梯加速至正常速度（0.5M/S）運

轉，當未偵測到人員進入達1分鐘時，降為怠

速（0.2M/S）運轉，由站務處及中運量運輸

處提供適合實施之地點，系統處配合設置怠

速功能。

車站電扶梯暫停運轉公告

07臺北捷運節約能源推動措施及成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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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執行成效
用電量：

臺北捷運為提供旅客舒適便捷之運輸服務，

新路網通車、未來線測試、貓空纜車通車營運、

旅運量增加及其他提升服務品質等政策皆使捷運

系統用電量增加，故節約能源執行成效係將前述

各項政策所增加之用電量排除後，在2006年相

同營運模式下比較，2007年及2008年1～6月臺

北捷運公司節約能源執行成效如下：

｜ 2007年度：2007年度用電量較2006年節省

1.09%，約當456萬度用電。

｜ 2008年1～6月：2008年1～6月用電量較2006

年同期減少2.28%，約當425萬度用電。

每延車公里用電量（度/車公里）

｜ 2006年度每延車公里用電量為39.21度，約當

CO2排放25.02kg。

｜ 2007年度每延車公里用電量為38.77度，約當

CO2排放24.70kg。

｜ 2008年1～6月每延車公里用電量為34.65度，

約當CO2排放22.07kg。

每人次用電量（度/人次）

｜ 2006年度每人次用電量為1.111度，約當CO2

排放0.709kg。

｜ 2007年度每人次用電量為1.100度，約當CO2

排放0.701kg。

｜ 2008年1～6月每人次用電量為0.952度，約當

CO2排放0.607kg。

綜上，依臺北市政府訂定之節能目標統計，

臺北捷運公司2007年及2008年1～6月節約能源

成效皆達成目標，另從歷年每延車公里及每人次

用電量比較，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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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動措施
為因應「臺北市政府加強推動所屬機關學校

節約能源措施實施計畫」訂定2011年度減少5%

之目標，特擬定臺北捷運公司5年（2007～2011

年）節約能源工作計畫，未來推動之節約能源措

施如下：

照明設施：

｜ 捷運標誌燈逐年汰換為LED燈箱及太陽能板。

｜ 景觀燈逐年汰換為LED景觀燈。

｜ 車站照明逐年汰換為高效能燈具，並依CNS照

度規範重新規劃照明數量及位置。

空調設施：

｜ 將車站環境溫度調高1度（需符合捷運局溫度

規範）並提升空調設備運轉效能。

｜ 冰水主機在營運期間供應副冰水主機冰水。

｜ 空調系統逐年汰換為高效能設備。

｜ 將變頻器應用於冷卻水塔風車及污水池鼓風

機。

｜ 研擬停車場抽排風機運轉模式，如考量車輛進

出狀況訂定抽排風機運轉機制、以時間控制器

控制各抽排風機輪流運轉、增設一氧化碳濃度

感測器控制抽排風機啟停等。

電扶梯：

電扶梯增設變頻器並設置怠速功能，使電扶

梯在無人使用時自動減速節省能源。

電聯車：

｜ 縮短列車於離峰時段及旅客較少車站之開門時

間，以減少冷氣外洩。

｜ 列車於離峰人潮較少時段調高車內空調溫度

（需符合捷運局溫度規範）。

其他：

｜ 建築隔熱措施，如機廠玻璃帷幕貼隔熱貼紙減

少空調負載、機廠鐵皮屋頂灑水或塗抹隔熱塗

料降低室內溫度及空調負載等。

｜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 雨水及游泳池水回收再利用。

結語
面對全球暖化的問題，政府、企業和一般

人民皆有其責任，其中，節約能源為一重要課

題。臺北捷運公司自2005年成立節約能源委員

會起，便積極制定相關制度及推動研擬各項節約

能源措施，使得2007年度及2008年1～6月推動

成效達市府訂定目標，未來將更積極推動節約能

源，並期待全體同仁參與投入，以持續推動節能

減碳，提升公司環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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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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封面
	內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