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July 2009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5July 2009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005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分析探討及展望

》陳椿亮、陳金德、葉信宏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Richard C.L. Chen, Chin-te Chen, Hsin-hung Yeh

023
高運量系統號誌電腦重置工程

》傅敏雄、洪育銘、謝興盛、鄧淇、何宜彰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Min-hsiung Fu, Yu-ming Hung, Hsin-son Hsieh, Chi Teng, Yi-chang Ho

041
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與作為

》朱坤樹、羅啟倫

Procurement-Strategic Goal and Action

》Kun-shu Chu, Chii-lune Luo

059
配合高雄捷運系統營運的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策

》陸奇峰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Chi-feng Lu

075
建立電路板自主維修與研發能力

》吳昭賢、劉興隆、張程毓

The Repair and R&D Ability of the TRTC

》Chao-hsien Wu, Hsing-lung Liu, Chen-yu Chang

095
客服中心旅客服務績效

》劉文婷

Customer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Taipei Metro Call Center

》Wen-ting Liu

107
隧道風機振動自動監測研究

》詹榮裕

The Research of Automatic Vibration Monitoring 
of Tunnel Air Blowers

》Rong-ju Chan

127
徵稿須知

Notice about Contributions

5
July 2009

經營與管理

目錄 Contents



005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分析探討及展望

》陳椿亮、陳金德、葉信宏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Richard C.L. Chen, Chin-te Chen, Hsin-hung Yeh

023
高運量系統號誌電腦重置工程

》傅敏雄、洪育銘、謝興盛、鄧淇、何宜彰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Min-hsiung Fu, Yu-ming Hung, Hsin-son Hsieh, Chi Teng, Yi-chang Ho

041
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與作為

》朱坤樹、羅啟倫

Procurement-Strategic Goal and Action

》Kun-shu Chu, Chii-lune Luo

059
配合高雄捷運系統營運的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策

》陸奇峰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Chi-feng Lu

075
建立電路板自主維修與研發能力

》吳昭賢、劉興隆、張程毓

The Repair and R&D Ability of the TRTC

》Chao-hsien Wu, Hsing-lung Liu, Chen-yu Chang

095
客服中心旅客服務績效

》劉文婷

Customer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Taipei Metro Call Center

》Wen-ting Liu

107
隧道風機振動自動監測研究

》詹榮裕

The Research of Automatic Vibration Monitoring 
of Tunnel Air Blowers

》Rong-ju Chan

127
徵稿須知

Notice about Contributions

5
July 2009

經營與管理

目錄 Contents



	 發行人	 林崇一

	 總編輯	 蔡輝昇

	 副總編輯	 莊稚驊、趙雄飛、郭財明、沈志藏

	 執行編輯	 詹仕聰

	 編輯小組	 吳靜雲、葉嘉文、陳貞妤

	 期刊頻率	 每半年出版

	 出版機關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

	 創刊	 2007年8月

	 出版	 2009年7月

	 網址	 http://www.trtc.com.tw

	 電話	 02-2536-3001轉8621

	 傳真	 02-2511-7945

	 GPN	 2009602351

	 ISSN	 1996319X

	 定價	 新台幣400元整（非賣品）

	

	 設計製作	 米谷多媒體有限公司

	 地址	 103臺北市重慶北路3段296巷7-1號4樓

	 電話	 02-2585-4168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著作財產權人保留對本書依法所享有之所有著作權利。

欲重製、改做、編輯或公開口述本刊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先徵

得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同意或授權（請洽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處）。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
分析探討及展望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陳椿亮 Richard C.L. Chen／陳金德 Chin-te Chen／葉信宏 Hsin-hung Yeh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分析探討及展望 004 005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
效益分析探討及展望
陳椿亮1 ／ 陳金德2 ／ 葉信宏3

摘要 》

隨著全球暖化之趨勢下，為了抑制溫室氣體的產生，而二氧化碳又為主

要的人為溫室氣體來源之一，故如何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量，已成為世

界各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在臺灣，大量機車湧入市區道路之奇特現

象，可預期隨之而來的，便是迅速竄升的機車肇事率與傷亡指數，以及

空氣品質下降與停車供需失衡等問題。再者，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
統計，臺灣於2004年平均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11.26噸，已排名全
世界第18，而在亞洲地區則為第一。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更提出警
告，臺灣地區耗用能源，從1990年到2006年之間，每人每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從5.73噸大幅增加為11.26噸，可見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越
來越嚴重。但在這快速變化的過程中，若能適時投入公共運輸的誘導，

或可有效的啟發或吸引民眾，改變根深蒂固的運具使用習慣，進而提高

大眾運輸使用率、降低能源的消耗與汙染的排放，故從長期對臺北都會

區交通現象的觀察心得，且身為大眾運輸業者及應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之前提下，臺北捷運公司配
合臺北市政府節能政策目標，先針對捷運系統之外部節能減碳效益作一

分析後，再針對公司內部相關節能減碳之可行對策及其展望作一介紹，

以供各方參考。

關鍵字：

全球暖化、大眾運輸、企業社會責任、節能減碳、臺北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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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陳椿亮1 ／ 陳金德2 ／ 葉信宏3

1 臺北捷運公司前董事長 richardchen@seed.net.tw
2 臺北捷運公司企劃處助理工程師 vinchen@mail.trtc.com.tw
3 臺北捷運公司企劃處助理工程師 e01721@mail.trtc.com.tw

Richard C.L. Chen1 ／ Chin-te Chen2 ／ Hsin-hung Yeh3

ABSTRACT 》
How to diminis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world. It is a major manmade greenhouse gas and a major factor in 

global warming. In Taiwan, the large number of scooters on the streets of the cities 

creates its own unique problems. Rapidly increasing scooter accidents and casual-

ties can be expected. In addition, air quality degradation and imbalance in parking 

supply are also related problems. Moreov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Inter-

national Energy Agency,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was as high as 11.26 tons 

per person in Taiwan in 2004, ranking it 18th in the world, or first in Asia. As for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Taiwan area,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Academia Sinica warned that from 1990 to 2006, the emission of car-

bon dioxide rose from 5.73 tons to 11.26 tons per person, which shows that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probl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However, 

in this rapidly changing situation, if we can do something appropriate about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ybe we can efficiently teach the pubic and gradually change their 

ingrained habits of transportation usage. Therefore, following on long-term obser-

v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and based on a sense of cor-

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have been proposed by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to meet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olicy. On top of that, the evaluation of the MRT system 

will be discussed.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ll follow up with discussion of some re-

lated company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Keywords：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

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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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UNFCCC）的補充條款中訂下目標：
「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

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

害」[1]。而在臺灣這塊寶島土地上亦面臨著同樣

的問題，同時對於臺灣特有的交通工具使用現

象及隨著油價變動及金融風暴之影響下，以大

臺北地區而言，汽車持用數量於近幾年來有下

降之趨勢，然機車持用數量（圖1）及大眾運輸

前言 》

近年來節能減碳之議題，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及

全球暖化問題逐漸在世界各國發酵，故為促使

各聯合國會員國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於1997年12月在日本京
都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

制定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 ramework  Convent ion  on C l imate 

圖1．大臺北地區機動車輛持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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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次量（圖2）同時逐年上升，故臺北捷運公司
（以下簡稱臺北捷運或本公司）對於環保議題

之實踐上，更不能置身事外。

圖2．大臺北地區大眾運輸量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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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單位：萬旅次

+9.59%

+16.87%

+12.24%

公車運量 捷運運量 捷運運量＋公車運量

一、 運輸耗能狀況及排碳分析

根據臺北市政府交通局2003年所作之「臺
北都會區整體運輸規劃之研究（二）」報

告 [2]中，針對捷運乘客未改搭捷運前之運

具選擇所做調查，其中以公車60.5%為最

大比例、機車21.5%次之，小客車15.3%佔
第3位，而此三種運具已佔所有運具選擇的
97.3%，故以前述三種交通工具作為捷運系
統節能減碳外部成效之推算依據。另因捷

臺灣地區與臺北都會區運輸能源消耗狀況 》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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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灣軌道系統之主要運具耗能指數比較 

年 2006 2007

 延人公里油耗
（升/延人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克/延人公里）

延人公里油耗
（升/延人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克/延人公里）

臺鐵 0.014 42 0.014 41

北捷 0.030 90 0.030 90

高鐵 - - 0.016 49

 資料來源：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註：高鐵係從2007年起正式營運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整理[3]及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4]

表1　臺灣公路系統之主要運具耗能指數比較 

平均燃油效率
（公里/公升） 油當量轉換率

每公升用油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克/公升）

延人公里油耗
（升/延人公里）

機車 27.9 0.87 2,263 0.022

小客車 9.00 0.87 2,263 0.041

市區公車 2.81 0.98 2,730 0.019

運運量主要是由公車、小客車及機車等運

具移轉過來，可探討運量彼此消長對節能

減碳互相影響關係。

有關機車、小客車及市區公車其耗能指標

比較如下表1，就每一運具比較，以市區
公車燃油效率最低、小客車次之、機車

最高，然就每延人公里之油耗量比較，以

市區公車最低、機車次之、小客車最高 [3] 

[4]。另臺灣軌道系統之主要運具耗能指數

比較 [4] （臺鐵、北捷及高鐵）如下表2，
其中臺北捷運之油耗量較其他國內之軌道

運輸業者高，其原因主要為捷運車站之間

距甚短且地下車站較多，佔所有車站60%
（41/70=60%），故耗能情況較其他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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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每延人公里平均載客用電，各系統比較圖

資料來源：NOVA, 2006[5]

註：0.1421千瓦小時/延人公里（2006年臺北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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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軌道運輸業者高，然與其他國家地鐵公

司之耗能情況相較，並非屬排名在前的耗

能系統，如有些地鐵公司之每延人公里耗

電量高達近0.3千瓦小時，幾乎是臺北捷運
0.142千瓦小時/延人公里之兩倍以上，如圖
3[5]。

若將臺北捷運系統與機動車輛及市區公車

之每延人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比較，

發現捷運系統平均每延人公里之二氧化碳

排放量為90公克，較機車（50公克/延人

公里）及市區公車（52公克/延人公里）為
高，但較小客車（93公克/延人公里）之排
放量略低。細究捷運系統之二氧化碳排放

量較其他運具為高之主要原因為：捷運系

統用電除電聯車行駛所需之牽引動力用電

外，尚包含車站用電及機廠用電等其他設

施用電，致捷運系統之總耗能較機車及市

區公車為高。然若僅考量車輛耗能（因機

動車輛較無車站、場站及機廠用電耗能問

題，應將非運具本身之耗能予以排除），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分析探討及展望 011010



圖4．各地鐵公司之各系統電力用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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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OVA, 2006

二、 捷運系統營運時在節能減碳政策上應有之

觀念

若依目前臺北捷運運量所累積34億人次，
其捷運系統對節能減碳之貢獻無非是由於

臺北捷運標榜著創新、文化、關懷及環保

以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之形象方向，其中，

更在環保方面延續捷運工程局被稱環保

模範生（未有環保法規即納入環保措施）

的精神，以「永續的社會」及「永遠的地

球」為職志，立下未來執行節能減碳政策

之良好績效基礎。

臺北捷運身為大眾運輸業者的一員，故企

業社會責任的執行上，除了實踐企業公民

理念，讓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

即以捷運系統牽引動力用電約佔總系統用

電之40%計算 [5] （如圖4），每延人公里
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36公克，均比機車
（50公克/延人公里）、小客車（93公克

/延人公里）及市區公車（52公克/延人公
里）甚低。故如此比較後，方能真正反映

各運具之實際耗能狀況，即可證明單就捷

運運具而言，實為一節能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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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臺北都會區整體運輸規劃之研究（二）、臺北市交通局交通統計月報[6]、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

本研究整理

表3　2007年其他運具運量移轉至捷運系統之節能減碳成效推估

項目
捷運旅次耗能 未移轉至捷運前之各運具耗能

合計
捷運 轉乘運具 小計 大客車 小客車 機車

能耗油當量
（萬公秉）

9.90 0.33 0.40 0.18 10.80 -3.53 -7.29 -1.73 -1.75 

二氧化碳排放量
（萬公噸）

29.69 0.91 1.03 0.48 32.11 -9.82 -18.97 -4.51 -1.19 

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分析 》

一、 2007~2008年捷運系統之節能減碳成效推估

依前述各運具耗能指數、臺北捷運近兩年

之運量及平均旅次長度等參數，估算捷

運系統近兩年減少之二氧化碳排放量。此

外，由於捷運系統之可及性不如機動車

輛，旅客搭乘捷運前後仍需透過步行、自

行車或機動車輛進行轉乘行為，因此，除

機動車輛移轉至捷運旅次而直接減少之二

氧化碳排放外，仍應將機動車輛轉乘時所

間接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納入計算。

依據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之「捷運南港板橋

線市政府站至昆陽站營運後旅客問卷調查

報告」[7]，計算捷運旅客分別以公車、小汽

車及機車到離站之平均轉乘距離，再以各

運具耗能指數估算相關節能減碳成效。因

此，2007年因搭乘捷運系統而減少之能耗
油當量約為1.75萬公秉、二氧化碳之排放量
減少約1.19萬公噸（如表3所示）；2008年
則分別提升為能耗油當量節省2.02萬公秉、

旅客、股東、員工、社會及環境都能幸福

美好外，更有助於提升公司形象，並獲得

所有權益關係者的價值認同。為努力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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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定之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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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構
建一複合運輸場站整體構想及擬定相關節

能減碳計畫，以肩負起所應有的企業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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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運量計算基礎係自1996年3月至2009年1月累計之

表5　營運迄今其他運具運量移轉至捷運系統之節能減碳成效推估

項目
捷運旅次耗能 未移轉至捷運前之各運具耗能

合計
捷運 轉乘運具 小計 大客車 小客車 機車

能耗油當量
（萬公秉）

80.58 2.68 3.23 1.50 88.00 -28.80 -59.56 -14.16 -14.53 

二氧化碳排放量
（萬公噸）

241.74 7.47 8.41 3.91 261.53 -80.24 -154.93 -36.84 -10.48 

二、 捷運運量累積迄今之節能減碳成效推估

此外，若以捷運系統通車以來之累積運量

34億人次、假設忽略捷運本身耗能問題計
算，其總二氧化碳排放減量將高達272萬
噸，相當省下約近1座5萬千瓦燃煤火力發

電廠，若考量捷運本身及各轉乘運具耗能

問題，則可節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0.5萬公
噸，另能耗油當量可節省14.5萬公秉，如表
5所示。依臺北捷運營運12年計算，平均每
年相當節省0.9萬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及
1.2萬公秉能耗油當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節省約1.64萬公噸（如表4
所示）。顯示臺北捷運系統在減少能源消

耗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上之成效，有其正

面效益之存在。

 資料來源： 臺北都會區整體運輸規劃之研究（二）、臺北市交通局交通統計月報、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及本研究整理

表4　2008年其他運具運量移轉至捷運系統之節能減碳成效推估

項目
捷運旅次耗能 未移轉至捷運前之各運具耗能

合計
捷運 轉乘運具 小計 大客車 小客車 機車

能耗油當量
（萬公秉）

10.65 0.33 0.40 0.18 11.55 -3.81 -7.88 -1.87 -2.02 

二氧化碳排放量
（萬公噸）

31.94 0.91 1.03 0.48 34.36 -10.62 -20.51 -4.8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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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臺北捷運每月平均日運量統計圖

資料來源：從營運公司觀點介紹臺北捷運運量推估方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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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倡大眾運輸政策下的節能減碳效果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在捷運雙十路網

形成後，及配合大眾運輸政策實施捷運與

公車雙向轉乘優惠措施下，運量變化趨勢

進入穩定成長，且捷運運量隨社會經濟發

展，呈現自然成長趨勢，惟期間歷經2001
年納莉風災及2003年SARS等事件影響，
運量受到短期且明顯之衝擊，但整體成長

趨勢不變，實際年平均成長率約6.2%[8]，

如圖5（含板橋線第2階段暨土城線通車運
量）。若根據本公司估算2005年推動雙向
轉乘優惠政策時，所增加之運量約4.4萬人
次/日，再以2008年平均日運量約123萬人
次，推算實施雙向轉乘優惠政策所衍生的

運量約為5.5萬人次/日。以尖峰小時因子

11%估算，捷運系統尖峰運能約為14.20萬
人次（以平均承載率每平方公尺4.3人計
算），尚能滿足轉乘優惠實施後之尖峰小

時運量13.53萬人次，顯示實施雙向轉乘優
惠措施所增加的捷運運量可透過原本之運

能即可滿足，而不需透過加開列車班次來

因應，故該項政策所衍生之運量之電力需

求極微。又節能效益主要是捷運系統與原

運具耗能之比較差異，故在前述未增加電

聯車之班次情況下，又能將原搭乘其他運

具的民眾移轉至捷運系統，其更具有正面

之效益，即一年可節省了61萬公升之能耗
油當量。再者，若考慮捷運本身及轉乘運

具耗能部份，其淨效果則是一年節省了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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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之能耗油當量及60公噸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此外，根據「京都議定書」中所規定的

溫室氣體包含二氧化碳（CO 2）、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氟氯碳化物
（C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
化硫（SF6）等六種，其中二氧化碳是最主

要的人為溫室氣體，故為全球氣候暖化及

環境影響的第一號元兇。更因三分之二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係由化石燃料的生產與

使用所造成，而運輸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

正是由化石燃料燃燒的結果[9]。因此，此議

題（節能減碳）更成為政府單位對於極力

提倡大眾運輸政策及自行車政策的重要因

素。

除捷運系統為大眾運輸工具之一種，且發

展捷運系統可有效抑制汽、機車之數量，

減少廢氣之排放，達到環保之效益之外，

若再搭配綠色運具－自行車，成效必定更

為顯著。故本公司於2004年1月起開辦自行
車上捷運措施，以配合臺北市政府提倡民

眾正當休閒活動政策。

（一） 開放路線及車站：淡水線、新店線、
中和線、南港線、板橋線及土城線，

共計開放27個車站。

（二） 開放時間：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上
午6時至下午4點，以及晚間7點至營
運結束為止。

（三）運量統計：

2004年： 共運送6,592輛，平均每日
運送62輛。

2005年： 共運送8,529輛，平均每日
運送75輛。

2006年： 共運送13,796輛，平均每日
運送121輛。

2007年： 共運送25,105輛，平均每日
運送220輛。

2008年： 共運送102,279輛，平均每
日運送913輛。

2009年： 至1月3 1日為止，共運送
7,903輛，平均每日運送606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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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系統營運節能措施與成效 》

一、 節約能源目標

系統內部的節能亦是可以努力的目標；經

比較世界其他地鐵系統之每延人公里耗

電量，顯見臺北捷運公司是可以在照明設

備、空調系統及電扶梯系統等方面力行實

施節能措施。

依市府節約能源計畫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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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2007~2011
年）目標如下表6（2006年臺北捷運用電
量418,769,641千瓦小時為基準每年逐步減
少）：

二、相關節能措施

（一） 照明節能措施

1.  照亮捷運站：車站標誌燈燈具改為
LED加太陽能板（圖6）及車站景觀
燈改採LED燈具。

2.  辦公室減光：2008年依CNS照度

規範對180處辦公場所減光，合計
2,472盞燈管（1,627盞40w日光
燈管，816盞20w日光燈管，20盞
36w PL燈，9盞27w省電燈泡），
以每天12小時計算，每年可節省
247,090度電。

3.  車站、機廠及地下街等照明檢討：
因為各場所實施照明減量，建議改

為「場站照明節能成效」，2008年
依CNS照度規範對各場所減光，各
類燈合計減少7,025盞，估計每年
節省2,110,450度電。

4.  照明迴路改善：將車站出入口、大
廳、閘門等處因開關連動而無法關

閉部分區域進行迴路改善。

（二） 空調節能措施

圖6．車站標誌燈燈具改為LED加太陽能板設置狀況

表6　本公司5年計畫之節能目標

年度 目標 較2006年減少用電度數

2007 -1% -4,187,696

2008 -2% -8,375,392

2009 -3% -12,563,088

2010 -4% -16,750,784

2011 -5% -20,93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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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站溫度調升1度：2008年7月1日
開始調高空調溫度1℃在永寧站至
新埔站試辦。

2.  個別空調機關閉：南京東路站、大
安站及小碧潭站。

3.  各辦公場所、機房、訓練教室、停
車場票亭冷氣調升固定為26℃。

4.  機廠中央空調僅上班時段開啟。 

5. 機廠空調主機僅上班時段開啟。

（三） 電扶梯怠速節能措施

1.  停止運轉（69台電扶梯）：離峰人
潮較少期間關閉及旅客進出量較少

之出入口關閉。

2.  改為怠速運轉模式（ 1 2台電扶
梯）：運量差異大、電扶梯馬達變

頻、紅外線偵測感應器採0.5m/s與
0.2m/s之間更替。

（四）契約容量檢討機制

每年夏季來臨前檢討，檢討結果如最

適契約容量超出目前契約容量±3%，
則進行調整。

三、節能成效

相關具體成效如下表7所示，另2008年實際
用電減少量已低於2009年3%標準，顯示實
施成效良好。

表7　本公司內部節能措施之具體成效

年度 目標1 計劃減少電量
(千瓦小時)

實際減少量
(千瓦小時)

估計減碳量2

(公噸)
節省經費3

(仟元)

2007 -1% -4,187,696 -4,563,691 -2,907 -10,177

2008 -2% -8,375,392 -15,210,778 -9,689 -33,920

註1：以2006年為基準，用電逐年減少1%
註2：電力排放係數：0.637公斤二氧化碳/度
註3：每度電約2.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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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

一、 2009~2011年度計畫

有關臺北捷運未來3年（2009~2011年）各
年期之節約能源措施，分述如下：

（一） 2009年度

1. 照明
 A.    321型電聯車車內T12燈管更換
為T8燈管。

 B.  木柵線中山國中至六張犁站大
廳層、劍潭站、淡水站及淡水

停車場照明重置。

 C.  中山地下街照明設備重置
（2008~2010年計畫型預算）。

 D.  淡水線高架段軌道照明重置
（2009~2010年計畫型預算）。

2. 空調
 A.    車站環境溫度調高1度（需符合
捷運局規範溫度以內）及空調

效率改善。

 B.    新 店 線 空 調 系 統 重 置

（2008~2009年計畫型預算）。
 C.    中和線空調系統輔助冰水主機
設備重置。

 D.    南港及板橋線空調系統輔助冰
水主機設備重置（2009~2010
年計畫型預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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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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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溫度以內） 。
3. 電扶梯

 A.    電扶梯增設變頻器並設置怠速
功能（2009~2010年計畫型預
算）。

 B.    電扶梯（KONE, MITSUBISHI, 
HITACHI）增設變頻器並設置怠
速功能。

4. 建築隔熱措施
 A.    機廠玻璃貼隔熱貼紙減少空調
負載。

 B.    機廠鐵皮屋頂塗抹隔熱塗料降
低室內溫度及空調負載。

5.  停車場抽排風機運轉模式朝下列方
式研擬可執行項目

 A.    考量車輛進出狀況訂定抽排風
機運轉機制。

 B.     時間控制器控制每小時輪流運
轉，如每小時輪流運轉3 0分
鐘。

 C.    增設一氧化碳濃度感測器控制
抽排風機啟停。

（二） 2010年度

1.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於機廠適當
空間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2. 照明
 A.    木柵線麟光站至動物園站大廳
層照明重置。

 B.    淡水線圓山站至淡水站站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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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重置。

 C.    中山地下街照明設備重置
（2008~2010年計畫型預算）。

 D.  淡水線高架段軌道照明重置
（ 2 0 0 9 ~ 2 0 1 0年計畫型預
算）。

 E.    木柵線及淡水線景觀燈汰換為
LED景觀燈（2010~2012年計畫
型預算）。

3. 空調
 A.     冰水主機營運期間供應副冰水
主機冰水。

 B.    南港、板橋線空調系統輔助冰
水主機設備重置（2009~2010
年計畫型預算）。

 C.    南港、板橋線（含小南門站）
空調系統重置（2010~2012年
計畫型預算）。

4.  電扶梯
電扶梯（OTIS）增設變頻器並設置
怠速功能（2009~2010年計畫型預
算）。

5.  研擬變頻器應用
 A.    冷卻水塔風車加裝變頻器控
制：將冷卻水塔出水溫度回饋

至變頻器，控制冷卻水塔風車

轉速。

 B.    水池鼓風機：以變頻方式控制
風機轉速，維持污水含氧量。

（三） 2011年度

1. 照明
 A.    淡水線臺北車站至民權西路站
及中和線車站站內照明重置。

 B.    木柵線及淡水線景觀燈汰換為
LED景觀燈（2010~2012年計畫
型預算）。

2. 空調
南港、板橋線（含小南門站）空調

系統重置（2010~2012年計畫型預
算）。

3. 雨水及游泳池水回收再利用
設置回收槽，回收雨水或游泳池水

以供應洗車、洗軌道、廁所馬桶、

澆花等用水。

二、未來其他工作

（一） 新技術或新發展

1. 能源管控系統
 A.    提供操作人員能源效率資訊，
掌握系統運轉現況。

 B.    自動因應負載變動，調整設備
運轉狀態。

 C.    追蹤管考運轉效能。
 D.  分析運轉歷史資料，作為運轉
策略最佳化調適參考。

2.  景觀燈、列車到站警示燈、逃生指
示燈、鹵素燈（展示用）採用LED
燈具。

（二） 未來作為及大眾運輸推廣

1.  綠建築場站設計：未來捷運車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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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綠建築概念設計，其亦可獲政

府政策鼓勵及經費補助50% 

 A.    綠建築標章類型
（a）  生態指標群：生態基礎、綠

化及基地保水指標

（b） 節能指標群：日常節能指標
（c）   減廢指標群：CO2減量及廢

棄物減量指標

（d）  健康指標群：水資源指標、
污水垃圾及室內環境指標

2.  複合式運輸場站規劃：其複合式運
輸場站目的，供乘客方便從一大眾

運具轉乘其他運具在路線、班次、

時刻及票價方面進行協調整合，使

乘客能夠票價合理且方便快速地完

成轉運行為之場站。捷運系統路線

固定，且屬幹線性服務；為達到便

捷目標，除本身可靠度、準點率、

資訊清楚及內、外通道方便易行

外，需靠週邊接駁運輸的配合，才

能達到便捷目標。目前臺北捷運系

統的接駁運輸以公共汽車為主幹，

計程車接駁尚以市場存在為操作主

力，私人運具則着重在提供轉乘空

間的規劃佈設，故便捷目標重點在

公共汽車及轉乘空間的處理，分述

如下：

 A.    路線整合－調整公車路線型態
由新增接駁公車，改以捷運站為

起迄或停靠駐車站。自1999年
10月18日闢駛捷運接駁公車，

舊路線考慮既有乘客依賴性，

以自然（依財務經濟）淘汰方

式，整體改造都會之運輸系統。

2008年統計轉乘率約在34%上
下波動。

 B.    場站整合－調整轉乘空間
（a）  大眾運輸工具轉乘空間：設

置或調整公車轉運站或公車

彎、增設免費接駁車停靠

站。

（b）  副大眾運輸工具轉乘空間協
調政府單位增設計程車招呼

站。

（c）  私人運具轉乘停車空間：依
到站交通模式，並依自行

車、機車、小汽車的優先次

序，調整捷運車站轉乘停車

場空間。

 C.    票價整合－尚未革新整體票
價，理想是捷運加公車的里程

併計收費。目前是以優惠轉乘

的方式來使轉乘票價儘量合

理，即使如此，優惠票價的成

本負擔尚在探討中。

 D.  票證整合－IC智慧卡票證（臺
北悠遊卡）的推動，以大量的

記憶功能及計算能力，可使用

在不同的系統，還能分清帳

目，所以對不同經營主體（捷

/Benefit Analysi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臺北捷運系統節能減碳效益分析探討及展望 021020



結語 》

綜上，除由政府單位研擬提升公共運輸使用

率之策略外，大眾運輸業者所要擔負的企業

社會責任亦是其中重要之ㄧ環，其無非是為

迎合旅客需求，並讓所有的權益關係者（旅

客、股東、員工、政府、社會及環境）都能

達成全贏（Win-Win）的局面。而本公司在
所有的節能計畫之執行上，亦無非是要達到

此雙贏目的，其可由2008年度本公司已達市
府節能政策目標可見一般。此外，本公司更

希望能因此環保議題受社會大眾之關切下，

開拓綠色節能商機，以提升本公司之永續競

爭力及朝向低碳型之產業邁進。再者，政府

相關單位若能把握油、物價與環保、健康價

值觀等外在因素快速變化的契機，適時引導

民眾使用公共運輸，應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另因應交通成本上升時，再適度挹注公共運

輸業者相關補貼政策，以增進大眾福祉，必

能擴大社會效益，有效因應油價上漲及全球

暖化趨勢的衝擊。

運、停車、公車、火車甚至小額消費）可

做到「一卡到底」的方便。

 E.    資訊整合－旅客資訊應以「最需要的時
候，最需要的地方，提供最需要的資訊」

為指標、號誌、電子顯示板、人力指揮、

詢問處等的設置原則。對於公共運輸資訊

平台之要求，除了資訊技術的處理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資訊的維護與平台的行

銷、推廣，讓旅客能垂手可得，並以最方

便的方式，完成旅程規劃，未來隨著移動

式通訊產品（PDAs, Computers及Mobile 
Phones）的廣泛使用，更可利用GPS、
AGPS等技術，發展公共運輸導引系統，如
此應有助於提高公共運輸被使用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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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運量系統號誌
電腦重置工程
傅敏雄1 ／ 洪育銘2 ／ 謝興盛3 ／ 鄧淇4 ／ 何宜彰5

摘要 》

本文介紹臺北捷運公司於2005年起配合捷運局辦理「IUY008標高運量行
控中心號誌系統重置/IUY009標環控系統後投式狀態顯示板」工程，如何
能在高運量行控中心原址就地進行重置工程，且在不影響既有系統的正

常營運下，將臺北捷運高運量行控中心之舊型號誌電腦系統，更新為新

一代PC-Based化的號誌電腦系統，以增進使用者功能與系統效能；將
大型馬賽克面板，汰換為後投式狀態顯示板，提供多媒體顯示功能；建

構友善的人機介界，提供有效率的操作環境；建置行控中心新配置，整

體設計採同心圓造型，結合臺北捷運公司標誌，藍色與綠色分別代表科

技與環保，隱含有藍天與綠地之意，表示臺北捷運系統整合與運輸品質

躍進的未來。

關鍵字：

自動列車監控、服務品質管理、列車調節、線上時刻表管理、時空圖、

離線的時刻表建置工具、即時資訊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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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UY008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work 

of Heavy-Capacity system/IUY009 Environmental projection display panel 

project”, showing how the work is done at the same place in the Operating 

Control Center (OCC)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revenue service. The work 

includes the update to up-to-date PC-based computers with better system 

performance and new functions, projection display panel with multimedia 

functions, design friendly HMI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offer the efficie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 a new OCC layout which adopts a 

pattern of concentric circles integrating the logo of th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Blue and green stand for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ectively, symbolizing blue sky and green land, representing Taipei Metro 

system’s aspiration to integrate an advanced transport system with a high 

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Quality of Service (QOS), Automatic Train Regulation (ATR), Online Timetable 

Management (OTM), Time-Distance Graphic (TDG), Off-line Graphical 

Timetable Generator (OGT-G), Real Time Information Server (R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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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

現行高運量行控中心VAX FT810號誌電腦系統，
係屬於90年代之舊型電腦，分別於1999年底中
和線通車與2002年板南線通車開始營運，負責
淡水、新店、中和、南港、板橋及土城線等高

運量系統之列車運轉調度，提供行控中心人員

操作遠端號誌設備之人機界面。由於設備原廠

惠普科技公司於2004年表示該主機相關支援零
組件已停產多年，目前該設備之零組件與相容

備品之數量已極為不足，將可能影響到號誌電

腦之維護，故提出重置需求；後由捷運局主辦

工程作業，臺北捷運公司則負責提出使用者需

求，並配合工程作業，執行降低風險之因應作

為，以確保持續營運。

目標 》

隨著捷運服務水準愈來愈高，臺北捷運公司必

須提昇行控中心營運監控電腦設備的效能，以

穩定度更高、功能更強大、人機界面更友善的

新系統，來維持良好的服務品質及可靠度，所

以本工程之重置目標包括：

一、 新號誌電腦採PC-Based化為原則，主要設
備及電腦皆須具有雙機熱備援（Hot Stand 
By）的機制。

二、 新號誌電腦系統在軟硬體方面的功能，除
含有淡新中線及板南土城線VAX FT810號
誌電腦既有功能為基本需求外，尚須提供

有視窗化且友善的人機界面，具備任意移

動、縮放多種比例之全線列車即時監控畫

面，新增模擬器、重新播放、列車時刻表

時空圖化展示與操作、發車倒數計時與語

音提醒等功能。

三、 舊式之馬賽克面板（Mimic Panel）汰換
為後投式狀態顯示板（Rear-Projection 
Panel），整合並提供各種電腦及多媒體訊
號的顯示，且具備使用彈性，可依使用需

求設定不同顯示配置。

四、 新控制檯設計符合人因工程及人員現行作
業的需求，且配置規劃同時考量到行控中

心整體的美觀與實用性。

五、 新系統安裝及測試須確保高運量捷運系統
的營運不受到影響。

六、 一併更新北投緊急備援行控中心的號誌系
統，使異地備援具有更好設備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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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控中心重置工程施工工法
及步驟 》

由於本案係在營運中之行控中心內汰換現行設

備與席位，為確保行控中心在本重置案之施工

與測試過程中，仍能保持營運順暢，經臺北捷

運公司與捷運局、承商研究協調後，以下述原

則執行：

一、 新、舊號誌電腦系統可同步收取道旁設備
的訊號，而遠端遙控操作道旁設備則以訊

號切換器作切換，確保只有一套號誌電腦

可送出控制命令，避免互相干擾的情形發

生。此舉不但可節省新舊系統復歸時間，

使新系統能充分運用夜間非營運時段進行

相關測試，並且新系統可以在舊系統控制

營運期間，同步進行顯示與運算功能⋯等

非控制方面的測試。

二、 整個行控中心重置工程分為4個步驟施工
（如圖1），拆除舊控制檯前，先規劃好各
席位的搬遷順序，並於適當位置設立臨時

緩衝區，使整個拆除舊控制檯、安裝新控

制檯及系統設備搬移工作，把對系統營運

造成的影響降至最低，且有備援機制的設

備皆分為二次來進行搬遷，先把1套控制設
備搬遷至臨時位置測試正常後，才進行另1
套設備的移置，以確保該項系統的操作監

控功能不會產生空窗期。

緩衝區

第1階段

第3階段

第2階段 第4階段維修席位／EC、PC、ECS維修席位／EC、PC、ECS

板南土城線板南土城線淡新中線淡新中線

主任控制員／資訊助理主任控制員／資訊助理

圖1．行控中心重置工程4個施工步驟示意圖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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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搬遷現有營運設備的工程進行之前，會先
行提供有相同功能之設備，以暫時的替代

方案維持系統正常運轉，且盡量縮短施工

時間，以不影響行控中心各席位的正常作

業為目標。例如拆除系統之舊式馬賽克顯

示板前，廠商先行製作環控系統與號誌系

統之全線全覽圖，並以新式之後投式顯示

板來顯示，替代舊式馬賽克顯示板的功能

（如圖2）。

四、  先將高運量行控中心之新設備測試完成
後，再更新位於北投之備援行控中心的號

誌設備。目的是在於能讓建置更新行控中

心號誌設備的同時，仍保有北投異地備援

之功能；另外，行控中心更新完工之號誌

系統在經過完整的測試，驗證其功能皆符

合營運需求後，再重置北投備援行控中心

的相關設備，因其更新之號誌系統與行控

中心完全相同，可節省下大部份功能測試

的時間，使北投備援行控中心能快速完成

更新的工程。

圖2．環控系統全覽圖顯示之暫時替代方案

拆除舊馬賽克顯示板

暫時替代之新式顯示板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高運量行控中心配置 》

一、高運量行控中心重置工程前之配置

高運量行控中心之舊配置，由參觀臺鳥瞰

控制室，正前方位置為維修席位（工程

控制員、電力控制員、環境控制員），左

方位置為淡新中線之運務席位（路線控制

員、列車控制員），右方位置為板南土城

線之運務席位」（路線控制員、列車控制

員），後方位置為主任控制員與資訊助理

席位，圖3為高運量行控中心重置前之配置
照片。

二、高運量行控中心之新配置

高運量行控中心之新配置，由參觀臺鳥瞰

控制室，正前方位置為淡新中線之運務

席位（路線控制員、列車控制員），左方

位置為維修席位（工程控制員、電力控制

員、環境控制員），右方位置為板南土城

線之運務席位」（路線控制員、列車控制

員），後方位置為主任控制員與資訊助理

席位，圖4為高運量行控中心新配置之3D模
擬圖。

圖4．高運量行控中心新配置之3D模擬圖

圖3．高運量行控中心重置前之配置照片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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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與美觀之考量

（一） 資訊助理對後投式顯示板之需求度不
若其他席位，且為系統正常時方便資

訊助理協助主任控制員處理行政業

務，特別將主任控制員與資訊助理席

位背對背配置，使兩席位形成一個工

作區，方便作業時彼此之間的溝通。

另於系統發生異常事件時，因路線控

制員席位皆配置廣播系統及列車資訊

顯示系統，資訊助理可直接於路線控

制員席位執行相關的廣播及打字，傳

送即時訊息給旅客。

（二） 新型之後投式顯示板改善舊式馬賽克
顯示板之體積龐大且只有單一功能的

缺點，除了顯示號誌與環控系統之全

覽圖之外，舉凡各種電腦螢幕輸出訊

號（VGA、DVI）、電視VEDIO訊

號皆可投影顯示，例如：CCTV監視
系統、風速系統、地震監測系統⋯等

等。

新型後投式顯示板提供數種不同顯示

配置（Layout）的組合，控制員可依
各種不同狀況的需求，選擇適合的顯

示配置群組，將各種需要顯示的訊號

投射至顯示板上，大幅增進事件處理

的效率及精準度，圖6為後投式狀態
顯示板。

（三） 高運量行控中心新顯示板與控制檯的
整體設計採同心圓造型，結合臺北捷

運公司標誌，藍色與綠色分別代表科

技與環保，隱含有藍天與綠地之意，

表示臺北捷運系統整合與運輸品質躍

進的未來，圖7為高運量行控中心重
置完工之整體全覽照片。

三、人因工程之考量

控制檯之設計考量人因工程，將控制員監看顯示板之仰角控制在35o內，且顯示板整體採圓弧

形設計，降低控制員監看顯示板的上下仰角與左右擺角，以減少控制員頭部擺動產生的疲勞，

同時確保第2排控制員坐在位置上可清楚看到顯示面板的全景，圖5為高運量行控中心新配置之
控制檯人因工程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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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後投式狀態顯示板

圖5．高運量行控中心新配置之控制檯人因工程設計圖

圖7．高運量行控中心重置完工之整體全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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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號誌電腦系統硬體介紹 》

本工程重置之新號誌電腦系統監控範圍包括淡

新中線與板南土線，其中各項設備功能說明如

下，圖8為新號誌電腦硬體架構圖。

一、 ATS（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自動

列車監控伺服器

為號誌電腦的主要伺服器，用來追蹤列車

位置、設定路徑與轉轍器、調節靠站時

間、功能位階和滑行功能、依時刻表自動

派車，以及提供服務品質管理（Quality of 
Service, QOS）計算功能。

二、 FEP（Front End Processor）前端處理器

為號誌電腦與外部系統間之通信介面。

三、 DB（Database）歷史資料伺服器

位於內部網路，提供資料庫以儲存由ATS伺
服器所收集的歷史警報和事件。

四、 A/B訊號切換機組

總共有3組，分述如下：

（一） SWITCH 1，車站訊號平時經由主要

淡新中線
歷史資料伺服器

前端

伺服器

前端

伺服器

自動列車

監控伺服器

板南土線

切
換
訊
號
機
組

AB

RD ATS_A DB_A DB_BRD ATS_B

SW3

SW2

SW1

SW3

SW2

SW1

車站或其他系統訊號介面 公司網路

RD CAT-1
BL ATS_A BL ATS_B

BL CAT-1

即時資訊

伺服器

防火牆

RTIS_A

RTIS_B

圖8．新號誌電腦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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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中央控制設備房之新機櫃與CAT1工作站

光纖通道與號誌電腦系統聯繫，必要

時可切換經北投備援行控中心之數據

專線備援通道。

（二） SWITCH 2，可切換新舊號誌電腦系
統。

（三） SWITCH 3，係由FEP伺服器控制，切
換至主要與備援伺服器。

五、 信號轉換器組（型號為M O X A  N P o r t 
6650）

將RS422序列信號接頭轉成電腦網路接頭，
可藉由電腦網路輕易地收發與診斷各車站

或其他介面訊號。

六、 控制員工作站

包含主任控制員、資訊助理員、列車控制

員、路線控制員工作站，各工作站軟體相

同，各席位依據登入使用者之不同，功能

有所區隔，除可方便系統維護外，亦可明

確分辨使用者之責任歸屬。

七、 維護工作站

總共有3種不同類別（Category, CAT）之
工作站，用以區隔線上與測試開發環境，

維護資訊安全，圖9為CAT1及機櫃之照片
資料。

（一） CAT1工作站位於中央控制設備房，
用以維護營運中之程式版本與資料

庫。

（二） CAT2工作站，位於開發室，用以開
發測試尚未上線之新軟體版本。

（三） CAT3工作站，位於值班台，提供線
上監視功能，惟無修改或控制功能。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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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車班工作站

位於各車班，提供司機員、列車車號

（Train number）與車輛（Vehicle ID）
之配對管理，並提供全線列車即時位置全

覽畫面。

九、 RTIS（Real Time Information Server）即

時資訊伺服器

以往因號誌電腦為封閉網路，除系統本身

既有功能外，無法額外提供列車或車站即

時資訊供加值處理；故本次新增一即時資

訊伺服器，可同步蒐集列車與車站訊號，

提供即時資料庫，外部系統（例如：乘客

資訊顯示系統）可透過防火牆取得即時資

料。

十、 新增介面

除了維持現行介面，包括環控停滯列車資

訊、主時鐘、牽引動力顯示、乘客資訊顯

示系統所需時刻表資料外，本次新增下述

介面：

（一） 地震即時警訊：接收地震即時警報系
統以顯示相關資訊，必要時控制員可

透過號誌電腦對全線列車下令停車。

（二） 預留月台門與入侵偵測系統訊號介
面，可供未來擴充使用。

新號誌電腦系統功能介紹 》

本工程新號誌電腦系統提供下述基本功能，圖

10為新號誌電腦軟體功能模組架構圖

一、 全線列車即時監控畫面

相關之列車即時監控畫面投影至後投式狀

態顯示板上，且畫面可依調度需求放大或

縮小。

二、 路線操作模式管理

新號誌電腦能以4種模式調節在路網上運轉
之列車，4種模式說明如下：

（一） 時刻表監視模式：以「監視調節」加
上時刻表來運轉，系統會根據時刻表

來監視系統效能，但不會執行相關的

列車調節控制。

（二） 時刻表調節模式：此為正常運作模
式，系統依時刻表設定的時間來控制

列車、自動派發列車及調節列車班

距。

（三） 固定班距：以固定班距來調節列車，
系統可從終端站依設定的需求班距自

動派發列車，此模式可用於臨時調度

需求的情況，在沒有預排時刻表可用

時，讓捷運系統以符合運量需求的班

距來服務旅客。

（四） 手動模式：容許控制員在異常的狀況
下，以手動下達控制列車的指令，來

調節控制系統內運轉的列車，並關閉

所有自動調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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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新號誌電腦軟體功能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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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路徑、轉轍器等現場設備控制功能

四、 列車位置追蹤，列車調節（Automatic 
Train Regulation, ATR）

如列車停靠時間、滑行、功能位階控制，

以及列車管理、變更列車車次、目的地⋯

等功能。

五、 警報與事件查詢功能

使用者能使用篩選和排序，查詢警報與事

件，圖11為警報與事件查詢視窗。

六、 線上時刻表管理  （Online T imetable 
Management, OTM）

包括時刻表載入、取消、檢視、修改功

能。

七、 服務品質管理

此功能可產出各種系統之運轉報告，以作

為營運績效之資料基礎，包括：車站之靠

站時間、列車運行時間、列車之平均延遲

時間、列車準點績效、平均班距、平均速

率⋯等報表，圖12為列車服務品質報表。

圖11．警報與事件查詢視窗

圖12．服務品質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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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於現有FT810號誌電腦系統軟、硬體老舊，
無法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新式功能，因此藉

由本次重置工程，新號誌電腦系統可依使用者

需求，新增多項新功能之說明如下：

一、 模擬器（Simulator）功能

模擬器工作站位於訓練室，可模擬號誌設

備控制及顯示結果、各種號誌設備異常之

樣態，以及模擬列車調度運轉的情況，用

以訓練行控中心之控制員。

二、 重新播放（Playback）功能

此新功能可讓使用者在工作站上，以動畫

的方式重新播放出系統所紀錄的各種歷史

事件，有助於異常事故的調查分析，且重

建後的相關資料可做為行控中心控制員的

訓練教材，使觀看動畫者能真實的看到，

異常發生時各種號誌訊號的顯示及調度應

變過程，圖13為重新播放功能之操作畫
面。

三、 即 時 時 空 圖 T D G （ T i m e - D i s t a n c e 
Graphic）

時空圖中有2種線條，分別表示每一列車在
時間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列車預計的位置

與時間，以及列車的實際位置與時間。使

用者可以比較2線條之間的偏離程度大小，
判別列車在某一個時間點的延誤狀況，圖

14為列車運轉之即時時空圖。

圖13．重新播放功能之操作畫面

圖14．列車運轉之即時時空圖

Signaling Computer Replacement Project of Heavy-Capac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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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動發車倒數計時與語音提醒

提供終端站發車倒數計時視窗，控制員可

以監視使用之時刻表內於終端站所有列車

的預計發車時刻，且當預計的發車時間接

近時，系統會發出倒數的提醒語音，提醒

控制員注意列車確實依預計時間發車，圖

15為自動發車倒數計時視窗。

五、 系統狀態檢視圖

透過圖形化的視窗顯示號誌電腦系統各設

備與網路連線的即時狀態，以利使用者及

系統維護者，快速判斷出造成系統故障的

問題點及設備，圖16為新號誌電腦之系統
狀態檢視視窗。

圖16．新號誌電腦之系統狀態檢視視窗圖15．自動發車倒數計時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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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時刻表工具

新號誌電腦提供一套製作營運時刻表的

軟體工具OGT-G（Off-line Graphical 
Timetable Generator），透過OGT-G
之圖形化使用者界面，排點人員能以直覺

的方式，解決存在編輯時刻表中的各種衝

突，並於時刻表製作完成後，產出各種容

易閱讀的時刻表報告。另外，新系統同時

提供線上時刻表的功能，控制員可依實際

調度需求，即時改變載入系統中的預排時

刻表，執行加入、刪除及移動列車時間資

料，圖17為離線時刻表與線上時刻表之關
係圖。

重要里程 》

本工程各項重要進度與預計里程碑如下：

一、 2005年11月7日由法商阿爾斯通公司得標，
2005年12月26日開工。

二、 淡新中線新號誌電腦系統於2007年12月18
日實質完工。

三、 環控後投式顯示板於2007年12月20日竣
工。

四、 淡新中線新號誌電腦系統預計於2009年竣
工。

圖17．離線時刻表與線上時刻表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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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本工程由捷運局主辦，負責施工進度掌控與預

算執行；臺北捷運公司則負責系統功能要求，

工單審查與配合安裝測試，並須負擔營運調度

風險第一線責任。因此，捷運局、廠商與臺北

捷運公司三方間的互相配合攸關本工程之成

敗。期許本工程之各種經驗，能作為未來各項

捷運重置工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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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與作為
朱坤樹1 ／ 羅啟倫2

摘要 》

臺北捷運提供旅客「安全、可靠、親切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的使命，一

直是本公司全員努力的目標。為達成前述使命，實有賴運務服務管理、

行車調度管制、維修計畫執行及行政幕僚支援等相關作業鏈有系統地整

合運作方能完成。而各個作業鏈要有效率地運作，除人員熟練的專業技

術外，充足的物料與物資採購供應，則是達成公司使命的必要條件。

臺北捷運在累積十餘年的營運及維修經驗後，已具有相當的物料與物資

採購經驗。在符合政府採購相關法令的規定下，本公司根據上述各作業

鏈管理單位推動業務所需的物料與物資採購需求，採取適當的採購供應

策略作為，已能達到提升採購供應效率、降低採購供應成本及確保採購

供應品質與供料時效的策略目標。同時，輔以「物料存量管理」、「物

料需求計畫管制」等積極管理作為，除能維持高品質之捷運服務水準

外，亦已同步有效地管控物料備品庫存金額。

關鍵字：

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備品開發、異質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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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坤樹1 ／ 羅啟倫2

1 臺北捷運公司供應處處長 e00098@mail.trtc.com.tw
2 臺北捷運公司供應處正工程師 e00251@mail.trtc.com.tw

Kun-shu Chu1 ／ Chii-lune Luo2

ABSTRACT 》
“Providing a Safe, Reliable, Cordial, and High-Quality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o travelers 

is the goal of all the efforts of TRTC. To achieve the stated goal, it requires that the 

station-service management, the train-operation control, the maintenance of rolling 

stock,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administrative staff, the relevant operation chains, 

perform in a highly systematic manner. And each chain should be operated efficiently, 

besides skilled personnel, sufficient supplies and materials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of 

achieving the mission mentioned above.

After accumulating operation experienc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RTC has great 

experience in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materials. Under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adopting the proper strategic action of procurement to meet the purchasing demand 

of every operation chain mentioned, TRTC can already promote the purchasing efficiency, 

reduce the purchasing cost, guarantee the purchasing quality and assure that the material 

is provided in time. Meanwhile, by using inventory control and 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ning, TRTC can not only keep high-quality service levels of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take the inventory cost under control.

Keywords：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inter-entity supply contract, spare-exploitation, procurement of 

different quality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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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自捷運木柵線通車營運後，捷運的運量便隨著

階段路網的擴大而逐漸增加，以2008年言，全
年平均日運量已達到122萬人次。在如此大量的
運輸旅次下，為確保捷運系統的高品質運輸服

務，除第一線人員熟練的專業技術外，充足的

物料與物資採購供應已成為後勤支援的重要課

題之一。尤其為滿足都會區大量旅客之運輸需

求，捷運系統需能提供班次密集之旅運服務，

以降低旅客的平均候車時間，進而提升旅客滿

意度。惟一旦系統設備發生故障，維修作業所

需的物料與物資若不及供應，其造成之負面成

本（包含維修成本、社會成本、公司形象受損

等成本）就越高。因此維持系統設備之高妥善

率及高品質的運輸服務，一直都是各個捷運系

統所追求的目標。

為使捷運系統能正常運作並維持高品質的運輸

服務，必須仰賴運務服務管理、行車調度管

制、維修計畫執行及行政幕僚支援等相關前線

與後勤作業鏈有系統地整合運作方能完成，缺

一不可。各個作業鏈所屬單位，基於其核心業

務的推動需要，須適時地提出必要的採購需求

以滿足其作業所需。例如，運務服務管理單位

為確保車站營運服務品質，必須就保全及清潔

作業、衛生用品、車站導引指標、⋯等進行採

購；維修計畫執行單位為維持設備運轉可靠

度，必須就車輛、軌道、號誌、供電、⋯等維

修備品，依過去預檢及故檢之維修履歷資料，

估算其需求量進行採購。不論維持前述作業

鏈有效地運作所需採購的物料與物資為何，

捷運營運機構都必須採取適當的採購供應策

略作為，以達到提升採購供應效率、降低採

購供應成本及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供料時效

的策略目標。本文希望透過臺北捷運累積十

餘年物料與物資的採購經驗，有系統的歸納

各項採購供應策略作為，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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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供應策略目標 》

何謂「採購」？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條所述，
即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

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簡言之，就是將有形的

工程或物品（原物料、半成品、商品、設備

等）、勞務以貨幣交換作為交易目的的一種

活動。以往企業的採購供應策略，偏重在購

買「價格」便宜的物

料或物資，供產品製

造作業所需，其目標

在於降低採購成本，

以獲取較高之利潤。

惟隨著不同產業的特

性，其採購供應模式

與目標亦有所不同。

例如，製造業之採購

供應策略目標重點在

於購入「低價格」的

物料、半成品供製

造，以提升獲利；服

務業則偏重於購入

「品質好」的產品以

供應客戶，取得信

任，進而維繫長期的

合作關係。

臺北捷運依產業特性

分類屬公營的運輸服

務業，其兼具提供運

務服務與自辦系統維

修之任務。尤其臺北捷運每日肩負著載運大臺

北都會區約40％的大眾運輸旅次，其系統運
轉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更形重要；相對地，系統

設備備品及車站服務物資的採購供應亦不可等

閒視之。因此，公司在以提供旅客「安全、可

靠、親切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的使命下，「降

低採購供應成本」便不是公司採購策略唯一考

慮的目標。

就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而言，在考量維持捷運系

統運轉的安全、可靠與穩定的前提下，後勤採

購供應作業必須能適時、適價、適質、適所地

提供第一線運務、維修人員所需相關的物料與

物資，以在第一時間及時處理車站或系統設備

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透過有效率的採購

供應活動，補充公司各項業務推動所需的物料

與物資，相關之作業鏈管理單位便可各自獨立

設定其單位工作計畫，公司全體的經營活動與

作業，方得以順利且持續地進行。因此，建立

以提升採購供應效率（適時供料）、降低採購

供應成本（適價供料）及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

供料時效（適質與適時供料）的採購供應策略

目標，才能達成公司所堅持永續提供的高品質

運輸服務。前述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說明如下。

一、提升採購供應效率

由於本公司係公營機關，辦理採購適用政

府採購法相關規定。針對提升採購供應效

率而言，因公司囿於採購法程序上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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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無法如民間單位辦理採購般快速有

效，但若能巧妙的應用採購實務上的作

法，在合於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一樣能提

高不少採購供應效率。例如定期每年由採

購單位彙集公司各單位年度採購需求，以

併案方式辦理集中採購；對於臨時性的採

購需求，亦可每月彙整併案辦理，以減少

各單位提出零星採購需求之案件數量，增

進採購供應效率。

另亦可採用政府採購法第24條有關統包
之規定，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

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

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以提升採購供應

效率與品質。此外，利用工程會「共同供

應契約」平台直接辦理採購，亦可節省不

少招標開標程序。如有緊急採購案件符合

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者，亦可
以限制性招標免加列公告方式，直接邀商

辦理比議價。至於未逾公告金額十分之ㄧ 
（10萬元）之採購則可免公告逕洽廠商
採購，授權不同層級主管相當金額之核准

權，由現場單位逕行採購，及時供料予現

場作業人員，以提升採購供應效率。

二、降低採購供應成本

採購供應成本可概分為採購標的成本、採

購行政成本以及倉儲成本等三項。欲降低

採購標的成本，除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須以

招標方式辦理招標，透過工程會全國公告

系統邀商比價競標外，亦可採取同類型標

的併案集中採購，藉由以量制價方式降低

採購標的成本。對於寡占市場商源則可採

取釋出原廠規格，結合貿易商向第三地採

購或是由國內廠商自行開發方式辦理。

若欲降低採購行政成本，除前述採取同類

型標的併案集中採購，藉以減少採購案件

數外，亦可成立專責單位辦理集中發包作

業，可有效處理複雜的政府採購程序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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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作業，同時可減少重複作業人力成本。

另外，倉儲成本包含庫存成本及倉儲管理

成本，欲降低庫存成本最重要的莫過於存

量管制作業，對於每一倉儲物料的用料計

畫（MRP）若能詳細計算，並管制安全存
量及掌握採購時程，就可避免購入過多備

料造成庫存成本上升。至於降低倉儲管理

成本則可透過不同契約規範如訂定開口契

約、辦理分批交貨等手段藉以降低倉儲規

模及管理人力需求。

三、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供料時效

依政府採購法規範，一般採用公開招標最

低標決標案件，常有廠商低價搶標後導致

履約品質不良情形發生。因此，對於如何

確保採購供應品質，已成為依循政府採購

法辦理採購最重要之課題。

在備標階段，財物規格、勞務及工程規範

的開立必須由具經驗之專業人員辦理，以

確保符合實際採購需求與品質，同時避免

發生採購之財物規格過高導致浪費、或規

格過低導致現場不適用或是勞務、工程規

範不符實際需要導致後續履約困難產生爭

議等情形發生。

為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供料時效，依採購

法規定選擇合適的招標方式，不但可節省

採購供應時間及成本，對於特殊需求的採

購標的品質亦有保障。一般案件無特殊規

範或需求，任何參與競標廠商皆可提供相

當水準之履約品質者，可採用公開招標或

公開取得方式辦理招標，以降低採購供應

成本。至於有相容互通性需要或獨家製

造、專屬權利等特殊條件之需求則可採限

制性招標方式辦理，邀請符合需求廠商辦

理比議價，以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若是經

常性採購、審查投標文件須費時長久、廠

商準備投標須高額費用、廠商資格條件複

雜、或研究發展事項等案件，則可採用選

擇性招標方式辦理。至於小額採購（10萬
元以下）則可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辦理

採購，以增進供料時效。

在選擇適當招標方式後，必須依採購案性

質決定決標方式。一般情形多採用最低標

決標方式辦理，若是採購案性質較為特殊

（異質採購），用最低標無法滿足需求者

對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特性、或

商業條款之要求者，則可採用最有利標評

選（審）方式，要求廠商投標時提送企劃

書，經由審查評選（審）程序來決定符合

廠商或得標廠商。如此可避免以最低標決

標，廠商惡性競價所導致履約品質不佳情

形發生，以確保採購供應品質。

在採購案件決標後，不論是最低標或最有

利標決標，都只是形式上決定了履約品質

條件，後續的履約管理才是確保採購供應

品質的重要關鍵。唯有履約管理人員完全

了解契約規範內容，並依照契約規定時程

據以執行，才可防止廠商偷工減料。除此

之外透過三級品管、全民督工及供應者評

鑑等措施，亦可加強查核履約缺失、確保

採購供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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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供應策略作為 》

捷運系統的後勤採購供應活動，主要有系統硬

體等設施設備的備品採購及站務軟體服務等作

為所需之各項物資採購等2項。不同的採購標
的，其標的屬性、採購數量、交貨期、用料期

程、倉庫儲存空間及採購地域等因素，均會影

響採購單位採取何種採購供應策略之作為。以

「中、高運量車站及地下街廁所衛生紙採購」

為例，考量其年度採購數量龐大、交貨期短、

所佔倉儲空間大、可隨時供貨等因素，經評估

後可採「集中併案後統一向工程會共同供應契

約廠商訂購」之策略作為（集中採購），除可

指定品質較佳衛生紙之廠牌外，又可指定分批

交貨以節省倉儲空間，另因採購數量大而可另

行議價，亦可有效降低採購供應成本。以下，

將針對各種不同的採購供應策略作為逐一說

明。

一、提升採購供應效率之策略作為

提升採購供應效率的策略作為，在符合政

府採購相關法令的前提下，計有辦理統包

採購、採用共同供應契約、採用複數決標

方式、辦理逕行採購、零用金採購及小額

採購等6種實務作法。

（一）辦理統包採購

整合設計及施工或供應、安裝需求於

同一工程或財物採購契約，可提升採

購效率及確保採購品質。在可縮減工

期、無增加經費之虞下，得將設計及

施工（供應及安裝）併案以統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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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如「逃生體驗營統包工程」。

採統包方式辦理採購，其甄選廠商程

序涉及審查廠商提出之設計、圖說、

計畫之優劣，故以最有利標方式決標

為宜。

（二）採用共同供應契約

因應各機關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

勞務，如衛生用品、電腦、印表機⋯

等，工程會委託臺灣銀行與廠商簽訂

共同供應契約，約定於契約有效期內

以更優惠之價格或條件供應適用機

關。辦理採購類別屬財物或勞務者，

應優先使用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

可節省費時之招標、開標程序，提升

採購供應之行政效率，且可藉以統一

規格及確保品質一致性；非屬共同供

應契約之供應項目，則應依政府採購

法辦理招標作業。

（三）採用複數決標

相同類型之採購項目可採用併案公

告，分組複數決標，分組訂約、履約

方式辦理，可節省公告及開標次數，

縮短採購辦理時程，提升採購供應之

行政效率。如「捷運與公車雙向轉乘

優惠（A~P組）」，本案為限制性招
標與16家公車業者辦理議價，整併為
一案僅需辦理一次開標，決標後則分

為16組契約分別訂約，可有效節省開
標作業時程，提升採購供應效率。

（四）辦理逕行採購

因應所管設施設備遭受災害或緊急事

件、維修所需自行送修件及不預購物

料等事件可由需求單位辦理逕行採

購，以提昇採購供應效率，爭取維修

作業時效以確保旅客及系統營運之安

全，如「貓纜系統速度編碼器緊急採

購」。

（五）零用金採購

各用料單位維修工作所需物料，因時

間急迫，經物料倉庫確認暫時缺料或

設備維修必需之零星購料，其每筆採

購支出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得以物

料零用金先行支付，以提升採購供應

效率，爭取現場維修作業時效，確保

系統營運之安全，如「高壓清洗車引

擎發電機皮帶故障用料採購」，因皮

帶龜裂，為避免斷裂造成無法執行軌

道清洗作業，故以零用金提出立即更

換採購。

（六）小額採購

10萬元以下各類工程、勞務、財物採
購及變賣收入等案，除符合「逕行採

購作業須知」及「零用金管理作業要

點」所辦理之採購外均得適用小額採

購，可免公告逕行議價，提升採購供

應效率，如職名章印製、非系統對講

機年度維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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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採購供應成本之策略作為

降低採購供應成本所採取的策略作為，與

採購標的數量、性質、交貨期要求、採購

商源及採購案件急迫與否等有關。在相關

的策略作為當中，一部分係屬採購需求提

出時，便須判斷並馬上採取之採購策略作

為，如跨年活動通訊手機採購屬間歇性需

求，可採租賃方式辦理採購；另一部分則

屬採購需求未提出時，公司內部應有的管

理作為，如物料需求計畫（MRP）管制、
備品及商源開發等。實務上，降低採購供

應成本所採取的策略作為計有辦理集中採

購、訂定開口契約、甲方供料、分批交

貨、最低標決標、拓展商源、物料需求計

畫管制、租賃採購、物料備品開發、國外

採購、指廠品規格公開採公開招標等11種
作法。

（一）辦理集中採購

相同類型或相同供應商源之採購項目

應儘量併案集中辦理，以擴大採購規

模，達以量制價的效果，降低採購供

應成本支出，且採購案件數經整併減

少後，亦可提升採購供應效率。如將

旅客服務中心、捷運逃生體驗營及駕

駛模擬器設施設備、訓練活動中心、

訓練教室、學員宿舍、捷運系統財

產、捷運行政大樓財產、地下街、停

車場、北投會館等地區設施設備火災

險及公共意外險，整併為「財產商業

火災保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案」一案

發包。此外，各單位每月臨時性的採

購需求，亦可提前透過需求調查進行

案件整併，以達降低採購供應成本的

效果。若能於前一年度即辦理計畫性

集中採購併案檢討作業，其降低採購

供應成本的效果將更顯著。

（二）訂定開口契約

屬經常性採購需求，應採訂定開口契

約方式辦理採購，以保持需求彈性、

減少開標作業且可減少倉儲空間與降

低儲存成本，兼具提升採購供應效

率及降低採購供應成本的效果；如

維修作業現場所需之「氧氣、乙炔採

購」。此外，用料單位提出時限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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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如：黏著劑）時，需要求廠商

提供1年內新品以確保品質堪用，亦
應以訂定開口契約方式為宜。若保存

期限未達1年之時限備品，則以零用
金購入即買即用為原則。

（三）甲方供料

 一般工程或勞務契約訂定方式，如涉
及安裝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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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採購供應成本，同時亦可

消化庫存物料並確保用料品質以維護

系統安全。如「高運量號誌標誌線圈

增設、移設工作」規劃使用3項標誌
線圈蓋板、電容等庫存物料。

（四）分批交貨

用料單位提出採購需求並依物料需求

計畫表述明用料時間及數量，採購單

位必須依此訂定交貨批次及採購量，

以滿足用料需求。惟若採購案件並非

緊急、採購標的用量穩定且可預估用

罄時間，則考量倉儲空間與成本，於

契約內容應訂定分批交貨方式，以降

低採購供應成本。

（五）最低標決標

契約工作內容、規範⋯等訂定明確，

任何廠商依規範執行契約則其履約結

果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或商業

條款之履行等均不會有差異者，應以

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採購，以求在用

最少的預算，得到最合適的採購標

的，降低採購成本，如「電位計」等

儀器市場之規格品採購。

（六）拓展商源

商源開發的種類可分為縱向與橫向，

縱向的商源開發是在原產業或原通路

裡向上游搜尋原始供應廠商，橫向的

商源開發是在開發成本較低、效能較

佳的替代品或同等品。縱向的商源開

發以國外採購為原則，並採限制性招

標加列公告方式廣徵商源；橫向的商

源開發以公開招標採購同等品為原

則。如部份電聯車備品採購，經成功

開拓商源後，向「原廠」直接採購較

向「系統供應商」採購，可大幅降低

採購供應成本達數百萬元新臺幣。

（七）物料需求計畫管制

用料單位在提出物料採購數量前，應

考量設備故障率、維修工法、維修策

略，並同步檢視庫存量、在途量及請

購未結量之數量不足時，方可提出所

需物料採購需求。在確認必須提出需

求後，用料單位仍應排定用料期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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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物料需求計畫）並依計畫使

用，另由存管單位審查物料採購需求

的合理性並管控庫存物料，以減少不

必要或重複性之採購，降低採購供應

成本。

（八）租賃採購

屬間歇性需求之一般物料、設備，採

短期租賃方式進行採購，可降低採購

供應及倉儲成本，對於服務條件的提

供亦有較大之議價空間，如「非系統

手機租賃」採購案為因應跨年及燈會

等大型活動人潮管制，車站需使用大

量非系統手機執行命令傳達及狀況回

報，需求期間短（約10日），惟需求
量大（80支）；以新購非系統手機80
支需新臺幣28萬元。經評估以開口契
約租賃方式採購僅需約6萬元，契約
結束後，同時交付14支手機所有權予
本公司，可避免購置新品後之閒置問

題及維修需求，可節省採購供應成本

經費達22萬元。

（九）物料備品開發

公司為推動設備零組件之開發，已逐

漸建立多重採購商源，以降低對國外

原廠之依賴，並縮短設備零組件採購

時間及降低採購供應成本。近年來，

透過與國內廠商研發採購模式，已成

功開發出空氣壓縮機高（低）壓壓縮

環及刮油環組、緩衝彈簧、空氣壓

縮機避震座總成、電聯車車間通道彈

簧、速度偵測器、線電抗器⋯等多項

國內開發品，使用壽命較原廠品長、

採購成本卻較原廠品低，可有效降低

採購供應成本50%~80%。

（十）國外採購

獨家製造且為重要性零組件，經成功

開發商源後，向國外原廠直接採購，

除可免除系統供應商報價偏高的情形

外，亦直接降低採購成本並確保採購

標的之品質。如某項電聯車備品採

購，目前國內製造技術就使用年限而

言，尚遠不及德國原廠；向國外原廠

直接採購，可確保採購備品之品質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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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用年限較長，亦可大幅減少設

備故障機率，提高電聯車之妥善率。

（十一）指廠品規格公開採公開招標

原指定廠牌物料已敘明詳細規格，後

續採購得以開立規格、不指定廠牌方

式辦理採購，以降低採購供應成本。

如某升降設備備品採購之前購案係指

定原廠牌、型號且以歐元計價，採購

成本甚高，經檢討後以開立採購備品

材質、規格並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期達廣徵商源、降低採購成本之目

的。該採購案經決標後由國內廠商得

標，採購成本僅為前購案指定原廠牌

備品採購價的5%，大幅節省採購成本
約千萬元。 

三、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供料時效之策略作為

捷運系統每日搭載百萬餘人次的運量，系

統的穩定性與可靠度除需仰賴精湛的維

修技術外，採購供應的備品品質與及時的

供料時效才是確保系統運轉安全無虞的保

證。捷運系統故障的發生仍無法預期，因

此，系統故障一發生，相關的備品就須到

位，為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供料時效，不

論是罕用必需品、緊急搶修用料或是一般

性用料，均需依其維修履歷與用料期程估

算一定備品存量。為確保採購供應品質與

供料時效的策略作為計有限制性招標、國

外採購（前已敘明）、辦理統包採購（前

已敘明）、異質採購、時限品採購、物料

備品開發（前已敘明）、在庫物料品質檢

驗、倉儲環境控制、設定安全存量、設置

現場料架、首批需求日管控等11種作法，
以下針對上述其餘8種作法加以說明。

（一）限制性招標

捷運系統備品多屬寡占市場，為確保

備品品質，通常營運單位仍以向原系

統供應商採購為主。採購法第22條第
1項第2、4款提供了限制性招標的法
源依據，讓公營機構得向國內原供應

商或代理商、貿易商採購，確保採購

供應品質；如「木柵線VAL256電聯
車卡鉗本體、煞車塊」等關鍵性備品

採購，為確保系統營運之安全必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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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原廠備品，因此須採限制性招標，

以確保採購供應品質。

（二）異質採購

以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採購，雖可

降低採購供應成本，但相對地卻無

法確保採購供應品質；因此，異質採

購之作法便是希望在合理的預算下，

對於異質性大的採購案，透過評選的

過程進而採購到最好的標的，以確保

採購供應品質。如「貓空纜車行銷活

動案」乃是因不同廠商履約結果於技

術、品質、功能、效益等之履行有差

異而採異質採購的案例。

（三）時限品採購

具時效性物料或物資採購，為確保採

購供應品質，應即買即用，於有效期

限內使用完畢，以防備品變質進而影

響系統安全與可靠度；如潤滑油、黏

著劑、橡膠皮帶⋯等。

（四）在庫物料品質檢驗

為確保庫存物料品質堪用，可及時供

應現場維修單位，應定期對於庫存備

品進行品質查核檢測作業；就2004-
2008年間每年物料抽檢項數平均為
七千餘項，另2008年庫存備品品質檢
驗不良率僅0.07%，顯見庫存物料之
品質堪用度仍佳。

（五）倉儲環境控制

依據物料保存需求條件，對於儲存環

境加以控制，可確保採購物料供應品

質，尤其電子電路板件，更需要儲存

在相對的溫度與溼度環境下（溫度為

26℃以下，溼度70%RH以下），方能
維持其品質的穩定。此外，如油品、

溶劑等置於特殊品倉庫者，亦須保持

室內溫度於40℃以下，以確保其使用
品質。

（六）設定安全存量

提早請購關鍵物料、交貨期長之物料

及需求量不穩定物料所需之安全存量

以備不時之需，可達儘早備料、及時

供料的目標；如「集電靴採購」。

（七）設置現場料架

為及時供料予現場維修單位，可依設

備維修履歷分析、預領一般及故障用

料於現場料架，以減少至倉庫領料流

程，爭取維修時效。經統計2008年現
場料架計有34處，可隨時或緊急供應
物料千餘項，約佔總物料項數3-4%，
可確保供料時效。

（八）首批需求日管控

為確保採購供應之物料，能依物料需

求計畫（MRP）所載用料時程及時供
料，採購需求提出前應一併考量交貨

數量、交貨期長短、採購行政作業時

間等因素，提早規劃採購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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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供應績效指標 》

後勤採購供應作業必須以提升採購供應效

率、降低採購供應成本及確保採購供應品質

與供料時效為策略目標，才能達成公司所

堅持永續提供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為達到前

述3項目標所採取之各項策略作為是否有其
效果，相對而言，可以從採購案平均開標次

數、採購成本節省率、物料採購案驗收合格

率及設有安全存量物料供補率等4項績效指標
來一窺究竟。

以確保及時供料。以2009年第1季首
批需求日管控資料顯示，物料採購案

件符合首批需求日者其比率高達90%
以上。

四、採購流程之階段策略作為

前述各項策略作為在整個採購流程中有其

不同的適用階段，如「集中採購」必須

在訂定年度採購計畫時即須整體考量、規

劃；「辦理統包招標」必須於請購作業階

段即行決定；「甲方供料」與否必須在進

行存量管制審查作業時確認庫存備品是否

足敷使用；「共同供應採購」亦須於採購

作業階段確認採購標的是否屬共同供應契

約範疇；「在庫物料品質檢驗」則是在倉

儲作業階段進行。圖1係各項策略作為在採
購流程的適用階段圖。

年度計畫 集中採購

共同供應採購、複數決標、最低標決標採購作業

設置現場料架、在庫物料品檢、倉儲環境控制倉儲作業

辦理統包、逕行採購、物料零用金採購、間歇性需求-租賃、異

質採購、設定安全存量、物料備品開發、指廠品規格公開
請購作業

物料小額採購、訂立開口契約、甲方供料、分批交貨、拓展商

源、物料需求計畫管制、直接外購、限制性招標、時限品採購

、首批需求日管控

存管審查

圖1．各項策略作為在採購流程的適用階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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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成本節省率

各項採購案預算之編成，均在前一年度即

經訪商、詢價程序完成合理的採購金額預

估作業；當年度採購案備標時，仍需考量

市場行情重新訪價以掌握商品價格趨勢，

併同前購案之決標價、報價廠商之決報比

，一併作為底價訂定之參考依據。各採購

案決標金額與其預算金額之差額，即為採

購成本之節省。經統計2006-2009年採購成
本節省率【（各購案預算與決標金額之差

額/各購案預算）之平均】顯示，歷年每案
採購成本之節省率約在14-17%（詳圖3），
相當穩定，因此公開競標與底價訂定技巧

，對於採購成本之降低有實質之效益。

一、採購案平均開標次數

採購案平均開標次數的多寡直接反應採購

供應效率，平均開標次數多則顯示採購案

無法迅速決標，造成交貨遞延、採購成本

增加等負面影響；反之，平均開標次數少

則顯示採購案快速決標，可有準時交貨、

降低採購成本等正面效果。經統計2006-
2009年採購案平均開標次數（年度採購案
總開標次數/年度採購案件數），在採購案
件數量逐年增加的情況下，仍能由2.26次/
案逐年降至1.78次/案，顯見採購供應效率
確有提升（詳圖2）。

圖3．採購成本節省率趨勢圖

註： 2009年第1季採購成本節省率較高原因係整體經濟景氣

不佳，投標廠商競相殺價所致。

圖2．採購案平均開標次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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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有安全存量物料供補率

安全存量係為補償前置或購備時間與需求

量之不確定性，而為降低存貨短缺的風

險所準備的緩衝性存貨數量。設有安全存

量物料多具重要性備品、採購不易、需求

量不穩定等特性，如預檢用料需求用量穩

定，安全存量較低；故檢用料需求用量難

以預估，安全存量需較高，以確保供料時

效，及時供應維修現場所需物料。經統

計2006-2009年設有安全存量物料供補率
（實際發料項數/總應發料項數）均維持在
99.95%以上（詳圖5），顯見現場作業單位
須領用物料，均可及時供應領出，無缺料

之虞。

三、物料採購案驗收合格率

物料採購案驗收合格率的高低，反映出廠

商是否依照契約要求之財物規格履約交貨

完成；簡言之，即廠商履約是否符合契約

要求之採購品質。當驗收合格率愈高，即

表示大部分廠商履約交貨可確保契約所訂

之採購供應品質要求；反之，當驗收合格

率愈低，即表示大部分廠商履約或交貨無

法符合契約所訂之採購供應品質要求。經

統計2006-2009年物料採購案驗收合格率
已由91.36%逐年提高至98.07%，顯示目前
之驗收合格率水準已可確保採購供應品質

（詳圖4）。

圖5．設有安全存量物料供補率趨勢圖

圖4．物料採購案驗收合格率趨勢圖

/Procurement-Strategic Goal and Action
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與作為 057056



結語 》

現今臺北捷運系統可靠度已連續4年在Nova及
CoMET（國際鐵路聯會/世界性捷運標竿組織）
系統會員中排名第1，公司為達成提供旅客「高
品質運輸服務」的使命所努力的成果已躍上國

際舞台。為持續提昇臺北捷運高品質的運輸服

務，採購供應策略目標與作為如何與公司整體

供應鏈管理流程緊密結合，並確保採購標的能

適時、適質、適所地供應至第一線需求現場，

已是公司實現「臺北捷運、世界一流」之願景

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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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高雄捷運系統營運的
互補性都市計畫與
土地使用政策
陸奇峰1 

摘要 》

總長度達42.7公里的高雄捷運系統紅、橘兩線，分別於2008年4月及9月
通車營運。總建設經費約新臺幣1813.79億元，包括政府辦理事項經費
461.19億元，政府投資額度1047.7億元及民間投資額度304.9億元。此兩
條捷運路線的通車，宣示了大高雄地區的公共建設，邁入了一個新的紀

元。

雖然，完工通車象徵著工程建設的順利結束，但卻是下一階段更重要的

軌道經營、管理工作的開始。而想要達成財務自足的永續性經營、管

理，如何能夠有效的提昇大眾捷運系統的運量，便成為高雄捷運於完工

通車後最重大的挑戰與課題。

高雄市政府遠在捷運通車之前的施工階段，即已分別著手進行了一系列

的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策，目的即在於希望能透過這些政策及

其提供的誘因，促成捷運路廊沿線周邊之公、私有土地開發或土地使

用，增進都市合理的發展，以提高土地利用價值，進而形成地區經濟繁

榮的長期目標；而在此同時，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互補性都市計畫與

土地使用政策所進行或產生的土地開發，有效率的提昇大眾捷運系統的

運量，並改變市民對運輸工具的使用習慣，進而能達成高雄捷運財務自

足永續經營的目標。

除了高雄市政府所採取實施之配合高雄捷運營運的各項互補性都市計畫

與土地使用政策，以及其中某些政策執行至現階段所產生顯著之助益

外，文章並提出未來政策後續執行的一些看法。

關鍵字：

高雄捷運、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

策、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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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a total length 42.7 kilometers, the Kaohsiung MRT red line and orange line opened 

in April and September last year (2008) separately. The total construction cost was about 

181.38 billion NT dolla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contribution of 46.12 billion NT dollars, 

a government investment of 104.77 billion NT dollars and a private investment 30.49 billion 

NT dollars. The opening of these two lines declared that the public works in Kaohsiung 

metropolis have stepped into a new generation.

Although the opening of these two lines meant the successful finish of construction, it’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more importan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duties in the next 

stage’s work. In order to achieve self-sufficient finance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how to promote the ridership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and task.

The Kaohsiung municipal government began a serious of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dividedly i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far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MRT 

system. Hoping that these policies and the incentives the policies offered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land developments and land use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owned lands along the 

MRT routes, improve the reaso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value of land-use 

and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 of the city area’s prospe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e 

important part is to make use of the land developments introduced by these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to efficiently promote the ridership and change the 

resident preference in transportation in order to get the self-sufficient finance achievement 

in Kaohsiung MRT system.

Besides the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the Kaohsiung municipal 

government used fo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and the 

outstanding benefits they generated until now,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the point of view 

to the continuing policies.

Keywords： 

Kaohsiung MRT,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land developments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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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眾所周知，高雄捷運系統紅、橘兩線通車

後，便備受大眾與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即

運量無法大幅提昇，將面臨營運虧損的問

題。這樣的問題，當然引發政府資源配置與

公共運輸服務提供之義務，孰輕孰重的爭

辯，不僅是非難斷，即其關鍵問題與未來政

策方向亦顯分歧，學者分別有支持BRT或輕
軌系統的不同聲音，交通部長亦宣示，大眾

運輸應由一般公車→快捷公車→BRT→輕軌
等循序漸進方式逐漸培養運量（毛治國，

2009），然亦有人認為就是因為公車提供的
運輸服務無法滿足需求，全臺都會區民眾才

如此渴望捷運或輕軌系統的建設，根據英國

的一項研究亦顯示，與公車相較，輕軌系統

才有能力吸引自用車輛駕駛人轉而搭乘大眾

運輸系統（Richard D. Knowles，2007），
而部分評論則認為寬鬆的機車管制，使得大

眾運輸系統營運難以維持。但無論如何，除

了臺北地區外，由於歷史因素及政府過去未

積極重視大眾運輸工具發展的政策使然，在

都市地區除非全面性完整的建構足夠密度的

大眾運輸路網外，想要快速的提升大眾運輸

的運量，恐怕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達成的高

難度目標。

誠然，大眾運輸系統運量問題，主要解決方

案還是落在大眾運輸系統本身所提供服務的

完整性、便利性，但除了這關鍵外，另一項

可著力的重點即為「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

使用政策」，儘管這樣的政策，或許無法立

即解決上述的問題，但透過這樣的政策，強

化大眾運輸系統車站結點周邊的使用密度

與功能，使得該區域成為都市生活消費、零

售、運動、休閒、娛樂的中心，在相當程度

上，可將現行依賴自用交通工具的都市重要

結點（無大眾運輸關連性之結點）間之旅運

需求，轉變成為依賴大眾運輸系統的都市重

要結點（即捷運車站）間的旅運需求，提升

大眾運輸系統運量，若進而促成加密大眾運

輸系統服務路網，在未來對於都市地區大眾

運輸系統完整路網的建立，將可產生相當程

度的貢獻。

目前在高雄，為了配合高雄捷運系統營運，

採取了許多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

策，本文將其區分為以下五項：

一、 全面劃設車站區域為容積移轉接受區
域，供更高密度之利用

二、 採取類似經濟特區之「高雄軟體園區」
的租稅優惠為誘因鼓勵開發

三、 大眾運輸建設案周邊全面性、互補性的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與都市更新計畫

四、 車站周邊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五、 高雄捷運紅、橘線路網附屬的開發計畫

以下，將對上述自高雄捷運系統開工以來，

高雄市所陸續推動的各項互補性都市計畫與

土地使用政策進行個別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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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劃設車站區域為容積移轉
接受區域 》

在高雄捷運系統車站周邊，全面性的誘因，

是將高雄市內所有的捷運、甚至日後的輕軌

車站，全面性、一體適用的劃設為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的接受地區。

自高雄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興建的初期，

高雄市即已考量到互補性政策與大眾運輸互

為依賴的重要性，於2005年7月1日即立法
訂頒有「高雄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要點」，將大眾捷運場站（含輕軌）半

徑三百公尺範圍內完整街廓，公告劃設為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接受地區；而其可移入的容

積，以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

限。然而在2008年捷運全線通車後，根據高
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做的統計，原公告的

容積移轉接受地區，總面積雖有約420公頃，
但實際上可建築空地僅約52公頃，面積相
當有限。為因應捷運通車的城市發展契機，

並考量周邊人行步道與自行車道之發展可延

伸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影響範圍，提升誘因擴

大容積移轉效益，在權衡都市發展密度、發

展總量、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維持生活環境

品質下，於2008年10月2日修正上述容積移
轉審查要點，將容積接受地區，擴大為計畫

經核定並確定場站位置之大眾捷運場站或臺

鐵捷運化車站為中心半徑六百公尺範圍內，

其中半徑四百公尺以內之可移入容積，仍以

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

上限，半徑於四百至六百公尺間的可移入容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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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軟體園區」的租稅優惠 》

高雄近年來，積極利用優勢的海空雙港及區

位條件，致力發展資訊軟體、數位影音、

電腦通訊等產業，以高雄市內587公頃之土
地，規劃為多功能經貿園區，並於特定倉儲

轉運專區內設置佔地7.9公頃之「高雄軟體
園區」，與臺北南港軟體園區南北呼應。此

高雄軟體園區，座落於高雄港東側成功路

與復興路之交會處，東臨苓雅商圈，南側鄰

臨海工業區及高雄港貨櫃中心，地處高雄

市中心區域，距離高雄捷運紅線R7獅甲站
僅步行距離，並是計畫中環狀輕軌系統C7
站所在。而根據相關的研究（TRL Report 
TRL593,2004），配合大眾運輸所做的開
發，其內容與類型，要符合大眾運輸系統之

特性，即人力或顧客密集型而非貨物密集型

的開發，需要大眾運輸系統可及性而非車輛

可及性。而高雄軟體園區，在法令與現實面

上，原屬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局所經管的

加工出口區，照傳統的觀念，顯然是屬於貨

物密集型的開發；此外，臺灣的都市數十年

來發展的軌跡，是以汽、機車私人交通運具

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十五為上限。在修正後，容積接受基地

擴大為2050公頃。目前高雄捷運系統已
全線通車營運，鐵路地下化亦進行中，其

沿線車站周邊將成為高雄都市發展重點地

區，在大眾運輸為導向之都市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理念下，
容許較高容積與強度之使用，以提供居

住、工作及休閒購物便利之複合優質環

境，形塑以捷運場站為核心的大眾運輸

村，可帶動城市的發展。另外潛在的預期

效益，還包括解決本市道路、公園、體育

場所、廣場、綠地或兒童遊樂場用地等約

900公頃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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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央主管機關提供軟體園區專屬優惠措施

優惠措施 優惠條件

土地租金減收

開發商

555
減收措施

1.  第1、2、3年土地租金5折，且其區內有一家廠商開始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後，全
區即恢復原有租金計收。

2.  土地租期最短不得少於6年。

區內事業

4422
減收措施

1. 進駐第1、2年土地租金減收4成，第3、4年土地租金減收2成。
2. 每宗土地，租金優惠以1次為限。
3. 土地租期最短不得少於6年。

買回一定比例樓地板面積
1. 開發期滿2年後投資開發商可要求管理處買回未出售建物。
2. 以樓地板面積20%為上限，且買回價格以低於開發商之開發成本為原則。

為導向，任何開發均不可能排除車輛可及

性，在這樣的外在條件下，純粹人力或顧客

密集型與僅提供大眾運輸系統可及性的開發

並不實際，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嘗試利

用政策誘因導入人力或顧客密集型與引入大

眾運輸系統可及性的開發，便成為高雄軟體

園區開發可著力的重點。其中，由經濟部主

導之開發計畫所欲引進的產業來看，包括數

位內容產業，資訊軟體產業，企業營運總

部、研發、設計中心，電子電信研發業與支

援服務業，均與傳統加工出口區貨物密集型

開發的型態不同，而屬於知識、人力密集型

的產業，而其所提供的政策誘因，除了原來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暨相關稅法中所規

定有關機器設備、原物料、半成品、廠房等

租稅優惠外，真正較為重要的誘因包括中央

主管機關對於園區所提供，專屬於軟體園區

的優惠措施，包括土地租金減收及一定比例

樓地板面積之買回，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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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雄市之融資利息補貼、土地租金補貼及房屋稅優惠補貼

項目 優惠內容

融資利息補貼

1.  以年利率2.5%為限（實際利率較低，以實
際計算）。

2.  期間最長3年，累計補貼金額以3000萬元
為限。

土地租金補貼

申請人經園區土地出租人比照經濟部工業局

之「006688擴大租售方案」獎勵後，於第3
年至第6年按優惠前租金補貼30%。

房屋稅優惠補貼

1.  購置或新建供投資直接使用之房屋，得申
請補貼年度房屋稅繳納稅額。

2.  補貼期間為6年，前2年全額補貼，後4年補
貼50%。

3. 累計總金額以5,000萬元為限。

此外，高雄市制訂了「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及「高雄市

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並編列3億預算,以
其孳息加碼提供優惠，包括融資利息補貼、

土地租金補貼及房屋稅優惠補貼，如表2。

除實質金錢誘因外，其他資源之挹注還包括

於本園區設置育成中心，購置軟體產業共用

資訊研發設備，專案執行「 2008年度資訊運
用與技術開發整合四年計畫」，以及數位內

容學院南部資源中心進駐推動「高雄軟體產

業發展輔導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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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建設案周邊全面性、
互補性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與都市更新計畫 》

高雄捷運紅、橘線分別行經高雄市南北向、

東西向主要道路運輸動脈，其車站周邊亦為

成熟發展區，因此，配合捷運建設所辦理之

都市計畫案多為針對用地取得目的之個案變

更。然而，計畫中的環狀輕軌案，雖同樣經

過重要都市區域，但由於行經之路線，大半

使用舊有臺鐵臨港線貨運鐵路，過去周邊一

定範圍內因所承擔港區大量產業物流輸運，

嚴重衝擊之環境品質，藉由此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與更新的機會，上述因舊臺鐵臨港線鐵

路之外部性，致發展窳陋之區域，可併同輕

軌系統興建計畫，得到重新發展的契機，另

配合高雄舊港區1-22號碼頭水岸的釋出與南
部流行音樂中心等重大建設的投入，被提升

都市生活休閒與觀光消費品質之發展願景寄

予厚望，故臨港線沿線及場站土地使用機能

的更新與再發展，便成高雄發展成為海洋首

都目標的關鍵性因素。

整個臺鐵高雄港站及臨港沿線都市更新再開

發案整體計畫的範圍，涵蓋苓雅、三民、鼓

山、鹽埕、前鎮及小港等區，總面積約為

44.4567公頃。由於更新基地圍繞舊市中心區

的外圍，與高雄都市發展有著極大的淵源，

因而在計畫中，輕軌捷運系統將沿著臨港線

路廊進行佈設，而在整體空間發展構想上，

將以延伸此一重大建設的外部效果，提高地

區產業的契機與活力為基礎。其整體開發構

想包括：

一、 善用及連結新建設（環狀輕軌與纜車建
設）投入誘發土地使用轉型（多功能經

貿園區）效益

二、 結合高雄港國際觀光港旅遊線，引導創
新休憩產業 

三、 於細部計畫擬訂都市設計，以有效規範
變更後地區發展的自明性

四、 配合周邊道路系統規劃為動線流暢的綠
化廊道與輕軌路廊作為沿線空間發展構

想 

而除了舊臺鐵臨港線環狀輕軌建設都市更新

再開發案整體計畫外，在高雄捷運紅、橘線

路網的沿線具開發潛力的場站上，尚有紅線

R11高雄火車站站區周邊、紅線R17-R19站周
邊中油廠區及捷運紅線R5前鎮高中站等數個
都市更新案，正透過都市更新條例所提供之

各項容積獎勵與租稅減免之優惠作為誘因積

極的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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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周邊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

與臺北捷運系統周邊許多著名的聯合開發案

相較之下，高雄捷運場站周邊的聯合開發案

則付之闕如，探求其原因，實非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案本身所致，除了目前尚待提升的運

量，似不足以鼓勵誘發場站周邊開發外，外

在整體經濟環境與房地產市場的現況，使得

投資者需面臨高風險低報酬之負面因素（鄭

哲英，2006），才是真正的主因。

但除了聯合開發之外，事實上，另一種互補

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的政策工具，特別是

在房地產開發投資環境與臺北、臺中相較，

相對熱度較低之高雄，尤其重要者，即車站

周邊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近年來，高雄市

為了都市整體經濟、產業、文化的發展，許

多重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正進行中，而已經

完成的，最重要者即為配合2009年世界運
動會的舉辦，所興建完成的世運主場館與高

雄市現代綜合體育館（以下簡稱高雄巨蛋）

兩大場館。其中世運主場館位於捷運紅線

R17世運站西側中海路上，面對體委會左營
訓練中心，為符合國際標準具 40,000 觀眾
席之 400m 田徑場兼足球場，並預留有增設 
15,000觀眾席臨時看台空間，在屋頂結構設
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符合世界綠建築潮流，

配合中海路之造街工程，使其與周遭環境整

體融合並與大眾捷運系統呈現自然之接續

性，並考慮有未來擴建商業設施之空間，俾

利主場館在世運會落幕之後，仍能多角化永

續經營。由於主場館位置緊鄰捷運紅線R17
車站，並配合有捷運接駁公車之路線，為鼓

勵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除場館內所設置的

七百八十四個停車位之外，中海路沿線均未

設置停車位。除世運主場館外，另一項已完

成並已正式營運的公共建設投資即以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方式開發之高雄巨蛋，相較於在

捷運聯合開發模式上之困難，在此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的模式上，高雄巨蛋則扮演了示範

性的案例，其最初選定之場址位於中山高速

公路中正交流道附近的中正體育園區，然考

量營運後所匯集車潮對週邊道路可能造成的

衝擊，並配合高雄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

網的興建，經重新檢討評估選定現在紅線R14
巨蛋站西側的位址，並採用民間參與投資的

方式，吸引民間資金，推動公共建設。所完

成的主建物包括符合奧運設施標準的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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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體育館及附屬設施，可作為籃球、排球

等多項體育競技活動場地使用，此外，更具

備音樂會、演講廳的功能，也是大型展覽的

最佳場所；另其附屬事業建物為總樓地板面

積達四萬五千坪的購物中心，為北高雄地區

第一個大型的百貨公司，大幅提昇北高雄地

區購物品質，提供近年來人口快速發展的北

高雄左營、鼓山、三民等區，休閒、購物、

消費最佳的選擇，並吸引捷運沿線民眾，可

透過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的便利運輸功能，輕

鬆享有高品質休閒、購物的樂趣。而高雄巨

蛋所緊鄰的捷運紅線R14巨蛋站周邊，原即
是高雄市近年來住宅大樓發展最密集與快速

的地區之一，在巨蛋完成後，更成了初具購

物、休閒、體育、居住等多重功能，以捷運

場站為核心的大眾運輸村之雛形的重要結

點，並成為捷運紅、橘兩線服務旅客人數最

多的車站之一。

除此以外，目前高雄執行中的重大公共建設

投資案，還包括位於捷運橘線O10衛武營站
南側的衛武營國家藝文中心與都會公園建設

案，在捷運紅線R7獅甲站步行距離，計畫中
之環狀輕軌C7、C8車站間，緊鄰高雄軟體園
區的高雄國際世貿會展中心建設案，計畫中

之環狀輕軌C9、C10車站附近，高雄港第11
至15號碼頭的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建設案，以
及高雄捷運橘線O13大東站旁的高雄縣大東
藝術中心建設案。這幾項重大公共建設投資

案，其場址均與高雄捷運系統的場站緊密的

結合，目的即在於藉由大眾運輸系統與重大

公共建設的投資所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一

方面協助提升捷運系統的運量，一方面能夠

提供公共建設案便捷的交通，使大眾運輸系

統與公共建設間之發展構成正向的循環，達

到大眾運輸服務永續經營與促進場站周邊都

市地區繁榮發展的雙重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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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捷運附屬開發用地

用地 基地面積
開發面積
（平方公尺）

建蔽率 容積率
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大寮機廠 約54公頃 200,000 40% 180% 990,000

北機廠 約34公頃 115,000 40% 180% 612,000

南機廠 約26公頃 100,000 40% 180% 468,000

O14-1基地 2293平方公尺 2,293 60% 320% 7,338

1431基地 534平方公尺 534 70% 840% 4,486

1535基地 945平方公尺 945 70% 840% 7,938

169基地 1235平方公尺 1,235 60% 420% 5,187

合計
1,140,000
平方公尺

431,407
（約13萬坪） 2,094,949

註：資料來源-高雄捷運公司簡報，2006

高雄捷運紅、橘線路網附屬的
開發計畫 》

高雄捷運系統係依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條例所辦理的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案，為增加

民間參與交通建設之誘因，並期待大眾運輸

系統營運收益足彌補其支出而達到永續經營

目標，上述條例第十一條明訂其土地得以聯

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或出租、設定

地上權與民間機構開發、興建、營運。第

十四條並明訂為有效利用此類交通用地，得

適度調整或放寬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得開

發、興建使用之事業類別。在此前提下，高

雄捷運交由民間特許權人興建之同時，民間

特許權人即已取得在其特許權利存續期間，

特定開發用地開發的權利。這樣的開發方

式，概念來自於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以增加

收益挹注大眾運輸本業，或藉此提高捷運建

設計畫民間參與部分之自償率。在此機制

下，高雄市政府提供了七個開發基地予高雄

捷運公司作為附屬的土地開發用地，這些開

發用地的詳細資料如表3。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表4

開發用地別 開發定位與構想

大寮機廠
以「新生活樂園」為發展目標。發展計畫包含銀髮社區、異國風貌

住宅別墅群、複合式育樂中心、有機花園、生活市集等。

北機廠
以「全家歡樂一日遊」概念，短期發展針對周邊鄉鎮之日常生活所

需消費，長期以成為北高雄地區之主力消費場所為目標。

南機廠
一期開發區以群聚、大型之零售商業為發展主軸，後期開發區作零

售商業、商務旅館或辦公空間使用。

O14-1基地 鄰近捷運橘線O14車站，適合作為地區商業中心使用。

169號基地 鄰近紅線R13車站，適合作為文教活動、地區商業使用。

其中，大面積的開發用地，分別為捷運紅線

南北兩端的南、北機廠，及捷運橘線東邊端

點的大寮機廠，另外，四塊面積較小的開發

用地則座落於市中心區的捷運紅線R14巨蛋
站附近。七塊開發用地總共容許開發規模達

2,094,94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相當於六座
臺北一零一大樓的總樓地板面積。尚未開發

之用地，開發定位與構想如表4（高雄捷運公
司簡報，2006）。

表3所列之1431、1535基地，高雄捷運公司
於2002年即與柏仁醫院簽訂開發合約，並於
隔年正式開幕營運，在很短時間內，該醫院

已成為高雄市接生新生兒最多的婦產科醫院

之一，同時，其鄰近的R14車站也發展成為高
雄捷運系統最重要的車站之一。可惜的是，

除了柏仁醫院外，其餘的開發用地均未能在

捷運施工期間順利招商開發，這其中的原因

頗值得進一步探討，其相當程度與高雄市房

地產整體環境有關，但無論如何，未能完成

招商開發是事實，也因此，除了柏仁醫院之

外，其餘開發用地至今均未能達到增加收益

挹注大眾運輸本業之目的，目前，捷運公司

仍積極進行招商工作，而從柏仁醫院的案例

來看，一但順利招商開發，其對捷運本業所

能提供之挹注效果，願景應相當值得樂觀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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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與結語 》

本文中之各項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

策，係配合高雄捷運系統的通車營運，在各

個層面分別建立的互補政策，在這樣的互補

政策中，如場站周邊的容積移轉，類似於

經濟特區如高雄軟體園區的各項租稅優惠誘

因，以及全面性、互補性的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等，都需要時間來驗證其成效並持續進行

適度之修正。

其中關於場站周邊的容積移轉，雖然都市計

畫法八十三條之一早有容積移轉之法令依

據，但在實務之執行面上，卻因送出基地與

接受基地媒合不易或藉由第三者買賣，取得

亦有相當困難（立法院，2008），因此，
高雄目前仍未有實際完成容積移轉的案例，

惟為處理此問題，上述都市計畫法八十三條

之一業於2008.12.19由立法院修正通過新增
以「折繳代金」，亦即類似容積銀行之方式

來進行容積之移轉，日後高雄現行政策將

如何配合檢討修正，值得進一步觀察。另

外類似英國Canary Wharf的開發案，以經
濟特區之租稅優惠吸引開發（DAVID L. A. 
GORDON，2001），其成功典範確實是很
大的鼓舞，但事實上，英國同時推動了全

國十個經濟特區的開發計畫，除了Canary 
Wharf之外，其他的都並不如預期成功，其
中的原因之一，是Canary Wharf的開發相當
成功的結合了互補的大眾運輸系統建設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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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之成效，而目前高雄軟體園區，在其開發

項目上，跳脫傳統加工出口區的窠臼，而與

適合於大眾運輸系統互補之開發特性相符，

鴻海集團的投資案亦將進駐，未來的願景值

得樂觀以對。而全面性、互補性的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以及都市更新的計畫等，其關鍵還

在於高雄地區整體房地產市場的景氣，很矛

盾的是，這可能又有賴於類似大眾捷運系統

等重大交通建設所帶來的便利性與可及性之

改善來促成，但無論如何，目前發布實施的

都市計畫，已全盤性的為未來的發展打好了

基礎。

至於車站周邊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以及高雄

捷運附屬的開發計畫，似乎可以明確看見其

正面效益，然而，在執行層面，目前還需要

公、私部門在推動上各自的努力。就現況來

看，其中，車站周邊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似乎是最能夠在一定的時間之內看到明顯而

立即之成效者，然而，其後續的重點還在

於，如何維持這些公共建設投資日後永續之

經營，不僅是不能變成蚊子館這種低度之要

求，還要能夠積極、高頻率、高強度的使用

營運，才能夠徹底發揮其正面之效益，達到

大眾捷運系統與互補性的都市計畫與土地使

用政策之間正向的循環，但無論如何，高雄

市對於這樣的一個目標，業已建立了基礎。

茲舉2012年倫敦奧運開發案與高達40億英
鎊的大眾運輸系統全面性更新計畫為例：在

英國，軌道運輸系統的投資，一個幾乎不可

更改的鐵律是，必須要有私部門的投資，然

而，在倫敦奧運的開發案中，這鐵律被DLR 
Stratford International輕軌延伸線的建設案
所打破，而包括這條延伸線在內，高達40億
英鎊的大眾運輸系統全面性的更新計畫被投

入（Bob Digby，2008），藉著倫敦奧運的
開發興建被全盤考量，如此鉅額的投資，所

期待的即是在奧運賽會後，所遺留下來的公

共投資建設可以為倫敦的發展帶來持續的利

益。顯然，自2008年底所引爆的全球經濟風
暴，為倫敦奧運蒙上了深深的陰影，2012年
之後，倫敦房地產市場究竟會如何？沒人可

知。但整體大眾運輸基礎建設以及都市物理

環境之改造，已使得倫敦東區未來發展的機

會產生無限可能。同樣，在高雄，持續的推

動大眾運輸系統，以及與其互補性的都市計

畫與土地使用政策，努力的達成其相互之間

正向的循環，同樣將使得高雄市未來的發展

機會產生無限可能。

Complementary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MRT System
配合高雄捷運系統營運的互補性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政策 / 07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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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電路板
自主維修與研發能力
吳昭賢1 ／ 劉興隆2 ／ 張程毓3

摘要 》

臺北捷運公司電路板自主維修作業成立係起因於1996年木柵線承商馬特
拉公司因工程糾紛的情況下，撤離所有派駐木柵線之技術人員。由於當

時關鍵技術均掌握在承商手中，臺北捷運公司考量為能永續經營與提升

技術自主性，立即成立研發小組，著手修復已故障待修之電路板迄今。

經歷多年自主維修經驗之累積，臺北捷運公司自行檢修捷運系統電路板

之技術已具規模。

為能擴增電路板之檢修能量，臺北捷運公司採委外採購或自行開發之方

式，建立相關檢修治具、自動測試設備等設備，以協助同仁加快電路板

之檢修速度並提昇檢修率。另針對採購單價偏高或已停產之電路板，與

國內相關技術單位合作，共同進行電路板開發工作，並藉由開發過程中

提昇自主維修經驗及能力。

關鍵字：

電路板、自主維修能力、自動測試設備、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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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ATRA Transport Corporation withdrew system maintenance engineers 

from the Mucha Line in 1996.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ystems and improve 

the technical ability,  TRTC set up the R&D team. For many types of 

repairs, TRTC has great ability in this field.

To expend the repairing ability, TRTC has many testing facilities which 

were designed by TRTC and out sourced units. These facilities improve the 

repair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addition, some circuit boards that have 

ceased manufacture by the original company, so TRTC cooperates with 

the domestic research centers to design these circuit boards. The repairing 

skills of TRTC have greatly improved by the experience of designing testing 

facilities and designing obsolete circuit boards.

Keywords： 

circuit board, repairing ability, ATE, R&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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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自1996年第一條捷運路線─木柵線營運初期
開始，臺北捷運公司考量為能永續經營與提

升技術自主性，即成立研發小組著手修復已

故障待修之電路板，經多年來營運路網的陸

續開通及維修能量的提昇，於1996年全年修
復之電路板數量為407片，至2008年全年修
復之數量已達2,228片。隨著電路板檢修數
量的擴增，原先之研發小組組織名稱於1999
年變更為研發課，並自2006年起改為研發中
心，目前中心人數為33人。

依資料統計，目前臺北捷運公司中、高運量

系統約有1,550類、122,692片電路板，其涵
蓋範圍包括車輛、號誌、通訊、供電⋯等系

統，種類繁多。為將有限人力、資源運用發

揮最大效益，如何提昇人員素質、提高電路

板檢修率及訂定電路板之檢修原則與選用適

當之檢修輔助設備等，皆為臺北捷運公司不

斷檢討及改善之重要課題。

經歷多年電路板自主維修經驗之累積後，臺

北捷運公司亦針對採購單價偏高或已停產之

電路板，與國內相關技術單位合作，共同進

行電路板開發工作，並藉由電路板開發過程

中提昇維修經驗及能力。

本文將描述臺北捷運公司建立電路板自主維

修及研發能力之緣起及過程，並針對如何提

昇維修能量的方式、成效與歷年來之開發成

果進行說明。

電路板自主維修作業建立緣起 》

木柵線通車初期，臺北捷運公司為使營運順

利，與原承商馬特拉公司協商木柵線VAL系
統設備維修外包案，但馬特拉公司狹其專業

技術之優勢及利用通車時程之壓力，採取拖

延戰術，逼迫臺北捷運公司在許多合約條款

方面讓步。

當時於木柵機廠倉庫內，存放300多片自試運
轉以來陸續故障之電路板，馬特拉公司並不

積極加以修復，僅依合約提供必須之備品零

件更換故障零件及電路板，但後續營運所需

之安全存量之備品零件，損壞後則不加以提

供或出售，如此已嚴重影響臺北捷運公司未

來的營運能力。

為求能早日脫離此困境，於現任蔡總經理輝

昇指示下，由現任趙副總經理雄飛召集具電

子電機背景之同仁，於1996年秘密成立研發
小組，與工研院合作開始著手修復已故障待

修之電路板。因馬特拉公司為了絕對掌握技

術優勢，僅訓練臺北捷運公司同仁如何操作

系統或更換故障電路板，但從不告知故障之

原因，更未提供任何一類電路板之零件表、

線路圖、維修手冊、測試標準與設備，故初

期同仁以正常件與故障件之零件相互比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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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電路板檢修方式說明 》

目前臺北捷運公司研發中心之故障電路板檢

修方式可區分為人工手動檢測、半自動檢測

及全自動檢測等三種方式，選用何種檢修方

式係依電路板之單價、電路難易程度及故障

量等條件決定，針對前述之各種檢修方式之

比較，以表1進行說明。

方式進行修復工作，亦自行繪製每一類電路

板之線路圖、建立靜態資料、零料件資料、

維修手冊及測試治具，自此展開電路板自主

維修作業之序頁。

表1　檢修方式之比較表

檢修方式 人工手動檢測 半自動檢測 全自動檢測

檢修類別
電路較不複雜、故障率

低、單價低之電路板。

電路較複雜、故障率高之

電路板。

電路複雜度高、故障率

高、單價高之電路板。

檢測方式說明

檢修人員以人工方式逐一

比對、量測電路板之靜態

測試點及動態訊號，耗費

檢修工時。

檢修人員先採用飛針測試

設備輔助檢修，於短時間

內（每秒可檢測10個測試
點）量測電路板所有之靜

態測試點後，再以人工方

式量測動態訊號。

檢修人員直接採用自動

測試設備（ATE）進行檢
修，ATE可自動偵測電路
板之故障點，可加快電路

板檢修速度，亦可使檢修

流程標準化。

使用輔助設備
數位電表、示波器、電源

供應器及多功能測試器。

數位電表、示波器、電源

供應器及飛針測試設備。

自動測試設備（ATE）

The Repair and R&D Ability of the TRTC
建立電路板自主維修與研發能力 / 079078



三、 高故障率、高採購單價(10萬元以上)之電
路板。

四、 原廠已不存在或停產之電路板。

其他單價較低、技術層次較低或市場上技術

成熟且易採購之電路板，可善用國內發達之

電子工業環境，委由國內廠商進行檢修或採

購，除節省檢修成本之外亦可拓展商源。故

障電路板送修研發中心之作業流程，如圖1說
明。

故障電路板自行檢修原則 》

由於臺北捷運包含車輛、號誌、通訊、供

電⋯等系統，各系統使用之電路板種類繁

多，且隨著捷運路網之擴增，電路板之數量

更是以等比級數大幅成長，為使電路板檢修

人力能發揮最大效益，故研發中心擬定符合

自行檢修之故障電路板種類如下：

一、 與系統營運相關之電路板（例如車輛、
號誌系統）。

二、 核心技術受制於廠商之電路板。

圖1．故障電路板送修研發中心之作業流程圖

送修單位

送修故障電路板

維修故障電路板

是否確定無法修復

填寫維修紀錄

結案

建議送修單位
報廢或委外送修

現場功能測試

是否通過測試
不通過

無法修復

可修復

通過

現場單位取回電路板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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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故障電路板自行檢修成果 》

臺北捷運公司自1996年開始自行檢修故障電
路板，全年修復之故障電路板數量由407片成
長至2,228片（2008年），總修復之電路板已
達13,662片（計算至2008年底）。歷年檢修
之故障電路板件數如表2所示。

故障電路板報廢原則 》

由於各類電路板使用之場所及環境不同，故

障時對捷運系統之影響亦有分別，為避免電

路板因多次重複檢修造成功能不穩定而影響

系統營運，故依據電路板之重要性、採購單

價及故障次數訂定電路板建議報廢原則，並

在電路板週轉備品足夠之條件下，依下列原

則由研發中心建議送修單位委外檢修或報廢

電路板：

一、 電路板銅箔導線燒毀斷裂者。

表2　歷年自行修復之故障電路板數量統計表

年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總計

中運量 407 606 205 640 426 255 342 351 380 506 583 658 575 5,934

高運量 0 0 12 23 77 159 360 241 679 936 1,782 1,806 1,653 7,728

小計 407 606 217 663 503 414 702 592 1,059 1,442 2,365 2,464 2,228 13,662

二、 電路板本體變形或燒毀者。

三、 無相關技術文件及設備可輔助檢測者。

四、 經檢測出之故障零件，公司倉庫無該物
料且無法於市面上購得者。

五、 屬重要性之電路板且已檢修2次，仍無法
修復者。

六、 非屬重要性之電路板且已檢修3次，仍無
法修復者。

The Repair and R&D Ability of the 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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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板預防檢修作業說明 》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各項設備之預防保

養工作如能完善，必能降低其故障率並延長

使用壽命，而電路板亦不例外。臺北捷運公

司研發中心除檢修故障電路板之工作外，電

路板之預防檢修近年來亦為重點工作項目之

一。初期之預防檢修標的，係以重覆發生相

同零件故障之電路板為主，全面進行該零件

之更換；而後經歷年檢修資料分析統計，發

現部份電路板之故障原因，係因少部份電子

零件（如電容、Relay等）之使用壽命已屆，
或長時間於現場使用因髒污導致零件接觸不

良所致。如能於事前瞭解電子零件之特性及

使用壽命，預先進行清潔、更換電子零件之

工作，對於降低電路板故障之發生及再發生

率、延長電路板之使用時間，皆有很大之助

益。

歷年執行預檢數量如表3所示，而更換之電子
零件種類比例如圖2所示，更換比例最高之電
子零件為電容（54.2%）。未來將逐年提高預
檢之範圍，以期能延長電路板使用壽命以節

省物料採購成本。

故障電路板自行維修之優點
及效益 》

故障電路板採自行維修之優點及效益說明如

下：

一、可節省故障電路板修復時間及庫存成本

自行維修故障電路板所需之維修及修復測

表3　歷年預防檢修之電路板數量統計表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總計

件數 118 1,232 905 2,253 4,508

圖2．電路板預檢更換元件種類比例

預檢更換之元件及比例 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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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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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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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時間約1個月即可完成，若委送原廠或一
般廠商維修，收、送件之來往交通時間及

維修、修復測試時間，約4個月方可完成。
且維修時間如較長，則需週轉之週轉件數

量須較多，庫存成本亦較高。

二、可節省故障電路板維修費用

經資料統計，自行維修1片故障電路板之維
修成本約為委外維修之3成，如以2008年全
年自行維修數量計算，一年約可節省9千萬
元之故障電路板維修費用。

三、可建立良好之維修回饋機制

基於商業利益之考量，原廠或一般廠商於

維修故障電路板後，僅告知更換之零件

為何，對於電路板之故障原因說明均不完

整。自行維修故障電路板可針對電路板之

故障原因進行分析、探討，了解故障是否

因電路板電路設計不良或零件選用錯誤、

老化而造成，並於後續執行故檢、預檢或

備品採購時進行改善。

檢修輔助設備 》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能

加速檢修速度及提高檢修率，隨著近年來科

技的進步，協助檢修電路板之輔助設備已由

早期使用之電表、電源供應器等基本工具，

增加飛針自動檢測設備、自動測試設備等多

項先進之檢修輔助設備，對電路板檢修工作

提供莫大之助益。以下將針對目前使用之檢

修輔助設備進行說明。

一、電路板塗層處理、拆焊輔助設備

維修同仁可使用電路板塗層處理設備（如

圖3），利用不同細砂(例如：塑膠粒子、
玻璃粒子、蚌殼粒子）、噴砂濃度及噴砂

壓力去除電路板表面保護膠，另可使用紅

外線拆焊設備（如圖4）拆焊SMD零件（例
如：QFP、SOP、BGA等包裝IC）；紅外
線拆焊設備可精準控制拆焊溫度，拆焊良

率可達99%以上。

圖3．電路板塗層處理設備

圖4．紅外線拆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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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路板零件測試、比對輔助設備

維修同仁可使用多功能測試器（如圖5）、
飛針自動測台（如圖6），針對電路板電子
零件之靜態資料進行快速比對。如此可取

代傳統之人工比對方式，提高準確率及縮

短電路板檢修時間。

三、無線電隔離室

無線電隔離室（如圖7）可隔離無線電訊
號，並可提供基地台及手機調校作業之環

境，避免於維修時干擾其他無線電訊號或

遭受干擾。

四、環境測試設備

為了測試電路板等組件在不同環境條件下

之運作狀態，故設置環境測試實驗室，建

置振動試驗機、恆溫恆濕試驗機、冷熱衝

擊試驗機（如圖8~10），以提供振動、溫
度及濕度等環境條件，找出可能造成電路

板故障之環境因素。此外亦可針對自行開

發之電路板進行環境測試，以提升開發電

路板之穩定性。

圖5．多功能測試器 圖6．飛針自動測台

圖7．無線電隔離室

圖8．振動試驗機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The Repair and R&D Ability of the TRTC



五、自動測試設備（ATE）

自動測試設備(Automatic Test Equipment
簡稱ATE）具有自動偵測電路板故障點之功
能，檢修同仁可藉由已開發完成的電路板

測試程式組（TPS）及ATE測試型架，進行
電路板各項功能之檢測，以找到電路板故

障之零件。

使用ATE可加快電路板檢修速度，亦可使電
路板檢修流程標準化。經資料統計，人工

檢修1片電路板之檢修時間約12小時，而使
用ATE約4小時，平均可縮短8小時。

圖9．恆溫恆濕試驗機 圖10．冷熱衝擊試驗機

圖11．ATE1

圖12．ATE2 圖13．AT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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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作業說明 》

臺北捷運公司之故障電路板檢修方式，由早

期之人工比對、檢測，逐年改善到目前可採

用ATE進行全自動檢測；因檢修方式改善，使
得檢修能量能不斷提昇。於此改善過程中，

除了採購前述相關之輔助設備協助檢修之

外，同仁亦於檢修電路板之餘，自行開發相

關電路板測試治具。測試治具的種類及功能

不僅跼限於協助檢修電路板，亦包含協助線

上同仁於進行系統設備檢測時使用。

除了測試治具的開發，同仁於委外建置

ATE1、ATE2過程中，均全程參與學習系統測
試及TPS開發作業。目前已具備開發、維護
TPS所需之知識及技術，並於2008年由同仁自
行開發建置ATE3。

臺北捷運公司亦針對捷運系統內已停產或

採購單價偏高之電路板與國內相關技術單

位共同進行研製及開發工作。新開發的電

圖14．開發作業流程圖

需求單位

提出開發需求

進行技術評估

進行初步審查

執行開發案

審查會
審查

簽報結案

開發案不成立

開發案
查證

結案

退回需求單位

不符開發原則

重新評估

符合開發原則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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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電池電壓監測治具

歷年開發成果說明 》

近年來臺北捷運公司研發中心於開發電路板

測試治具、自動測試設備（ATE）、測試程式
組（TPS）、電路板及系統程式等相關領域皆
有初步之成果，相關成果說明如下。

一、測試治具開發

同仁於開發測試治具時，除需瞭解電路板

之電路及相關零件特性與各訊號之輸、出

入關係，更需瞭解此電路板於系統中所扮

演之角色。歷年來已自行開發多項測試治

具，這些測試治具皆具有體積小及攜帶方

便等優點（部份治具如圖15~20）。

路板其功能與原電路板相同，但電路、佈線

(Layout)及零件選用皆為重新設計，且新開
發之電路板亦針對原有電路板常發生故障之

問題點，進行改善與加強。

針對開發作業，研發中心亦訂定相關工作說

明書及作業流程（如圖14），使開發案能謹
慎評估其可行性後再執行，並於開發過程中

確保開發品之品質。

圖15．電扶梯煞車測試治具 圖17．RPH電路板測試治具圖16．SS2電路板測試治具

圖18．C2Las電路板測試治具 圖19．道旁設備測試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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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TE3開發

臺北捷運公司研發中心目前設置有3臺ATE
（ATE1、ATE2、ATE3），原則上於每1電
路板維修駐點設置1臺ATE。其中ATE1、
ATE2係分別委託漢翔公司及資策會建置，
而ATE3係由同仁自行開發建置（比較表如
表4）。

自行建置ATE除了具有建置成本較低及可提
昇同仁之專業知識、技術等優點之外，在

電路板維修及ATE建置領域之專業技術亦可
大幅領先同業。

表4　ATE1、ATE2、ATE3比較表

設備

名稱
ATE1 ATE2 ATE3

功能

說明

可檢修中運量系統之電路板

（目前已有21類TPS）

可檢修高運量301型電聯車及
號誌系統之電路板

（目前已有14類TPS）

可檢修高運量321/341型電聯
車之電路板

（目前已有5類TPS）

建置

日期
2000年6月 2002年1月 2008年6月

建置

金額

約1,632萬元
（含開發10類TPS）

約1,490萬元
（含開發3類TPS）

約325萬元

建置

單位
漢翔公司 資策會 臺北捷運公司

設置

地點
木柵機廠 北投機廠 將設置於土城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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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PS開發

測試程式組（Test Program Set簡稱TPS）
為ATE之電路板測試程式，可協助同仁正確
且迅速的找出電路板故障點後完成修復工

作。

目前臺北捷運公司研發中心已委外或自行

建置40類電路板之TPS，因建置1類電路板
之TPS須投入之人力、時間及金錢皆高（以
委外建置為例，廠商需投入1~2人，建置時
間約需8個月，建置金額約250萬元），且
於TPS開發完成後，亦需隨時依新增之特殊
故障原因修改TPS，以維持偵錯率，故需訂
定TPS開發及維護原則以妥善運用有限之人
力及資源。

（一）TPS開發原則

TPS之開發原則說明如下：

１、與系統營運相關之電路板。

２、 近3年之年平均故障件數為12件
以上。

３、 累計故障件數與電路板單價之乘
積大於70萬元。

４、 符合前述原則之電路板中，如再
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以委外方

式辦理開發作業，其餘則以自行

開發方式辦理：

（１） 累計故障件數與電路板單價之
乘積大於200萬元。

（２） 於捷運系統內之總件數與電路
板單價之乘積大於400萬元。

（３） 電路板具有微控制器、可程式
邏輯裝置或需利用數位方式控

制方可動作之電路。

（二）TPS維護原則

TPS之維護原則說明如下：

１、年度偵錯率低於90％。

各類電路板之總檢修件數及修復

件數，係計算前1年度11月1日起
至該年度10月31日止，該類電
路板之故障件總檢修件數及使用

TPS完成修復件數。

２、原則上以自行維護方式辦理。

偵錯率之計算方式：

修復件數

總檢修件數
偵錯率=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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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路板開發

臺北捷運公司至目前為止，已自行研製與委外開

發10類電路板，分別說明如下：

（一）自行研製部份

針對電路較單純之電路板，採自行研製之方

式，分析其故障原因，重新選用更適當之零

件或變更部分電路（例如增加保護電路）。

目前已自行研製電梯系統之緊急對講機電路

板、門控電路板（如圖21、22），電扶梯
系統之電扶梯煞車電路板、繼電器控制電路

板、緊急電池電路板及自動潤滑控制電路板

（如圖23~26），均提供現場單位使用。

圖23．電扶梯煞車電路板

圖25．緊急電池電路板

圖24．繼電器控制電路板

圖26．自動潤滑控制電路板

圖21．緊急對講機電路板 圖22．門控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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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外開發部分

針對具有微控制器、可程式邏輯裝置

等數位電路之電路板，與國內專業廠

商共同進行開發。於電路板開發過程

中，同仁可學習電路板之設計及功能

分析，並掌握該電路板之關鍵技術，

亦可藉此提昇自主維修經驗及能力。

目前已開發中運量電聯車推進系統A7
電路板、高運量通訊系統數位輸出入

控制電路板、高運量號誌系統ITCS電
路板及高運量321型電聯車推進系統
A3電路板（如圖27~30），其中ITCS
電路板及A3電路板提供現場單位使
用。

圖27．A7電路板

圖29．ITCS電路板

圖28．數位輸出入控制電路板

圖30．A3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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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程式開發

除了硬體與韌體之開發工作之外，近年來

臺北捷運公司研發中心亦針對軟體程式進

行研究與開發，開發下列系統程式：

（一）機廠列車調度系統

彙整維修單位及行車調度單位所提供

之相關列車資訊，並藉由網路連結及

資料庫共享之方式，自動顯示機廠列

車位置及相關即時資訊，以方便調度

班、車場及塔台間調度列車時使用。

（二） 列車監督資訊系統（TSIS）-後端資料
管理程式

整合列車監督資訊系統（TSIS）及數
位無線電（TETRA）系統，並利用
TETRA傳送數據資料功能，將電聯車
上TSIS所監控之列車資訊，以自動化
機制傳送至各終端使用者電腦螢幕，

達到即時顯示列車重要設備狀況及提

供列車歷史資料查詢功能。

圖31．正線電聯車即時資訊 圖33．故障訊息自動顯示

圖32．列車時刻表維護 圖34．歷史查詢

正線列車即時資訊

371型電聯車即時狀態

371型電聯車歷史查詢

列車時刻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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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儀器校正作業自動化系統

針對現行儀器校正作業人工化操作方

式及表單之製作，開發一整合介面，

以自動化方式操作具一般用途介面匯

流排（GPIB）介面之儀器，並於校正
結束後自動產出所需之校正報告書，

可節省一半之作業時間。

圖35．自動化操作畫面

圖36．自動產出報表

勾表類校正紀錄表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校正報告書
CALIBRA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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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臺北捷運公司研發中心經過多年的努力，於

自行檢修捷運系統電路板之領域已具一定之

規模，並於具故障電路板檢修能力之基礎

下，自行開發測試治具、ATE，近年來亦朝系
統程式開發領域努力，亦有初步之成效。

然而科技日新月異，未來電路板已趨向多層

化、模組化及軔體化，無法完全以傳統儀器

（例如：電源供應器、示波器等）進行檢

修，且隨著後續捷運路線持續開通，須檢修

之電路板數量及種類亦隨之增加。故針對後

續如何再提昇人員素質、檢修能量，並引進

先進設備、技術增加開發能量，皆是日後需

持續檢討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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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隨著「顧客第一」時代的來臨，客戶服務已被視為重要商品價值的一環

。而客服中心服務程序的開發與設計，更是從「人」為出發點，用最精

簡、單純的流程，解決客戶的問題、滿足客戶的需求。再搭配多元化的

科技系統以及優秀的客服人才，共同營造出最令顧客滿意的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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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is “Customer First” era, “Customer Service” has become a main-

stream business value. The service procedure of the Taipei Metro Call 

Center was developed and desig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stomer-

oriented” management. The call center uses the easiest way to solve 

customers’ problems and satisfy their needs. With multiple hi-tech equip-

ment and best customer service agents, the call center provides a good 

customer interaction and service image.

Keywords：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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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臺北捷運公司您好，敝姓O，很高興為您服
務！」，客服中心服務的興起，係顧客關係管

理(CRM)重要一環，亦為服務業相互競爭及提
供人性化服務的一個專業組織，電話服務另一

端不再是單純的接線生，而是結合資訊科技平

台，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個人化服務。電話彼

端傳來親切問候，一般人腦海立即浮現總機小

姐的影像，從早到晚千篇一律盡是接電話、問

候、轉接⋯⋯。千奇百怪的客戶需求，隨著進

線電話源源不絕地湧進客服中心，每一個客服

人員幾乎在幾分鐘之內就要處理完一通客訴電

話。捷運公司為了服務廣大的顧客，自2004年
7月29日客服中心成立之後，提供旅客最即時、
親切的諮詢服務，並採24小時全年無休、專人
接聽電話，以提升服務態度與效率，縮短客服

處理時限，用最方便、最直接的服務方式，達

到民眾良性互動關係，建立良好為民服務的形

象。

提昇客服人員作業品質 》

臺北捷運客服中心人才遴選的條件，除了要有

一顆服務熱誠的心之外，最主要的當然就是需

要具備豐富的捷運系統專業知識，因此，客服

中心成立初期係以對內招募系統營運第一線人

員為優先，例如：第一線的站務人員及司機

員，只要再經過一些差異訓練，對於客服工作

都能夠很快的駕輕就熟。

客服人員主要的工作包含接聽電話、確保顧客

得到需要的服務、協助顧客解決其問題等，通

常一通客服電話時間以不超過5分鐘為宜，且運
用客服系統軟、硬體功能，提供管理者側聽及

話務服務錄音，讓主管方便記錄每一位客服人

員處理的情況，以確定員工是否按照規定執行

及控管服務品質，甚至可以藉由側聽及錄音功

能做為改善服務訓練及經驗傳承，不斷提昇客

服中心與人員效能。

客服人員是需要耐心、熱忱的工作心態及心理

準備，隨時應付各種顧客問題挑戰，尤其面對

顧客的詢問，必須立即給予適當的回答，特別

是面對口氣不佳或不理性的顧客，還得耐心地

回應、小心處理，儘量不讓顧客指控「服務態

度不佳」。為了提高客服人員作業品質，希望

能為每位打進客服專線的顧客提供及時所需之

協助，經過嚴謹的統計與分析，以「提高客服

電話接聽率」為手段，可於短時間內達到服務

每位來電顧客之目的，提高服務電話接聽率。

客服電話漏接之原因及改善如下：

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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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值機人力不足，調整客服人員值機時間

從實際接聽電話記錄得知，正常班時間為

顧客來電通數較多之時段(上午9時至下午
6時)，依原有人力班表值機人力不足之情
況，再加上客服人員臨時請假、值機時段

正處理新聞輿情、適逢用餐時間、排班調

度不當、公出探視受傷旅客等等因素，漏

接電話通數之頻率亦相對較高。以2008年
4-6月進話量為例，進話量時段分布表如表
1、進話量分析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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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08年4-6月進話量分析

表1．2008年4-6月進話量時段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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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服務並兼顧不增加人力與成本之衡

量下，採調整現有排班人力及方式，以提

昇接聽電話之值機人力，經增加2名人力
至正常班時段，可有效改善值機人力之不

足，提高電話接聽率之效能，以降低40%漏
接電話數目，讓民眾電話諮詢或反映陳情

案件更為暢通，提高旅客對捷運服務品質

之滿意度及具體提昇話務效能。在不增加

成本、人力編制、工時、不影響輪休，由

原先每日值機人力中，調為11名，調整班
別後增為13名，對照如表3。

表3　調整前後值機人力對照表

席位  客服人員 客服督導 核心值機人力

班別 前 後 前 後 09:00~18:00

早班  07:00～15:00 3 2 1 1

2 +1 + 2 = 5

正常班09:00～18:00 0 2 　 　

3 +1+ 2= 6

午班  15:00～23:00 4 3 1 1 　

夜班  23:00～07:00 1 1 1 1

　合計 8 8+2 3 3

*輪休(含備班) 4 2 2 2

經營與管理
Operations & Management

Railway

Customer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Taipei Metro Call Center



二、減少客服設備系統異常

客服中心之建置為使客服人員能夠提供更

好的服務，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隨著通訊科技時代的不斷地技術

演進進步，並配合系統資料庫的建立，有

效協助話務人員掌握來電者相關個人資料

及歷史通話紀錄，客服中心透過電腦電話

整合系統的優勢更能取代部份人工作業、

降低人為疏失、提升作業效率、協助人員

績效管理。故對於電話機故障、系統維修

及保養、中華電信異常、廠商到修時間過

慢、設備反應速度過慢等等。每日客服人

員及資訊人員皆會定時檢視設備狀況，如

有異常狀況即可直接聯繫資訊人員以提供

協助異常狀況之排除。

三、加強人員訓練及處理經驗

一般新進客服人員需接受38小時基礎專業
訓練，例如：捷運系統特性與系統簡介、

中、高運量站務實務作業簡易訓練、捷運

相關法規介紹及遺失物作業、悠遊卡及票

證作業認識、中、高運量機廠、車務與行

控作業介紹、旅客意見處理作業、旅客歷

史意見分析、客服電話禮儀與應用話術、

情緒與壓力管理、客服系統設備操作等等

課程。而客服管理人員則需另外接受32
小時管理職能訓練，例如：客服系統基本

架構認識、客服系統操控席設備認識與操

作、客服系統督導席設備認識與操作、客

服系統報表製作、簡易故障排除。最後尚

需32小時的現場實習，才能夠符合客服中
心的需求。

Customer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Taipei Metro Call Center
客服中心旅客服務績效 / 101100



圖1．2008年電話諮詢項目分析圖

客服中心整體服務績效 》

客服中心的重要性，隨著服務品質的要求與提

升而日趨重要。不僅僅是回答客戶的問題，更

要留住顧客的心！不僅講求服務品質，更講求

效率和融洽的顧客關係；不但要快速回應，還

要有效解決！

一、提供直接有效的諮詢服務

（一）改善以往0800免付費電話塞機情形

為提昇旅客電話服務速度及服務品

質，特別成立24小時專人接聽電話
之客服中心，成立以來，頗獲民眾好

評，大幅改善過去0800類比式免付
費電話夜間無人服務及電話塞機之情

形，讓真正需要服務的民眾，能獲

得順暢、即時且專人接聽的貼心服

務。電話量則是從2005年的172,580

通、2006年的208,637通、2007年
255,866通，2008年299,378通，電話
量成長率均維持在85%，旅客電話接
聽率也維持在97%（2008年）的高水
準之上。

另以2008年度為例，旅客致電客服中
心反映事項有人員服務與行政業務、

系統設備與運作、周邊環境、車票及

票證規定、電聯車、車站設備、其他

及2007年度7月份加入營運的貓空纜
車等共八項分類，其中以人員服務

與行政業務及系統設備與運作佔65%
（如圖1），這都是旅客對於人員服
務有所不周及捷運系統異常時來電反

應，但其中也不乏讚賞車站第一線服

務人員表現優良等事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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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最即時之資訊供旅客參考

對於大臺北地區之居民而言，捷運系

統已是生活上不可獲缺之交通工具，

尤其是在颱風期間人事行政局發佈停

班、停課之相關訊息後，旅客最常利

用電話方式詢問捷運系統是否有正

常啟動營運等相關問題，針對2007
年8月18日的聖帕颱風當日總電話量
3,907通及10月6日、7日柯羅莎颱風
二日總電話量6,975通，其電話量就
比平常日多出了4.5倍，顯示客服中心
電話即時服務的功能與功效。

（三）分析服務滿意度趨勢並檢討

客戶滿意度評估是「團隊合作」的績

效表現，於24小時客服中心設立顧客
滿意度調查機制，當提供電話諮詢服

務後，民眾可依其意願自由按答，本

公司透過本項調查結果，做為服務改

善之參考。針對2005年度滿意度達到
93%、2006年度滿意度達到96%，可
見旅客對於捷運公司之信心滿意度持

續成長中。

（四）每月提主管會報檢討

由旅客觀點尋找提昇品質方案，並針

對旅客需求調查結果轉化為服務措

施，客服人員於接獲旅客意見時（如

旅客意見表或電子信件）依專業能

力，選擇最快速之回覆管道答覆（如

電話、電子信件及信函方式），以縮

短旅客意見與抱怨處理時間。亦彙整

各項旅客意見及逕行統計分析，每月

提主管會報檢討，除落實針對旅客意

見檢討改善及提昇服務品質外，並顯

示公司各級主管對旅客意見之重視。

另外，藉由旅客反映與建議之意見，

客服中心移請各權責單位調查及辦

理，對於旅客所反映服務不滿意之項

目，進行分析造成原因，並研擬改善

方案及實施之可行性，滿足顧客需

求，例如：新北投支線增設隔音牆工

程改善沿線居民噪音之困擾、裝設列

車旅客資訊顯示器及大廳列車進站倒

數顯示器，讓旅客使用或搭乘上更為

方便，均是旅客提出意見，透過客服

中心真實傳達旅客需求及意見，再由

各單位研究與改善所展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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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範圍的擴充

自2007年7月4日臺北市政府委託本公司經
營臺北市首條高空纜車-「貓空纜車系統」
正式通車營運，開啟了捷運公司跨越不同

運具聯合經營的時代，對於民眾是一種全

新的體驗，而對客服中心的話務服務也是

一個新增意見諮詢、服務及反映的良好管

道，自開始營運貓空纜車以來，就纜車相

關諮詢相當踴躍，每月約4,417通服務電
話，截至2007年12月底約增加22,306通，
2008年12月底約增加33,415通。

更特別的是2008年9月1日起本公司再新增
接管臺北小巨蛋，相信對本公司又是一種

跨專業領域及服務的經營項目及設施，亦

考驗及增加我們客服中心之服務能力及服

務量。

三、協助旅客緊急事件處理

對於捷運系統、貓空纜車系統旅客及臺北

小巨蛋民眾受傷案件之處理，客服中心

與站務處共同訂有標準作業流程，除對旅

客或民眾受傷處理作業有統一之做法外，

亦讓傷者於就醫過程及費用申請等權益上

更有保障，為能妥善處理受傷事件及一致

性做法，當發生受傷事件若屬輕微，於各

車站均備有簡易醫療箱，可於第一時間為

傷者之傷口先做消毒處理，讓傷口不致惡

化。若受傷情形較為嚴重，則立即通報控

制中心連絡救護車支持，並將由站務人員

陪同傷者送至受傷場站最近之醫院，縮短

救護時間，發揮救護最大功效，若受傷事

件需住院，則由客服中心接手做後續處

理，讓線上陪同人員先行離開醫院回到工

作崗位，減少線上人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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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月台或列車上發生緊急事故，旅客透

過客服專線電話通報，客服中心接獲通報

後，依事件屬性判斷，立即通知權責單位

處理，發揮支援緊急通報服務專線功能，

另若旅客與親人於月台上走失或列車上分

離，亦可透過客服專線通報，由客服中心

立即聯絡行控中心立刻協尋或適當處理，

避免危險事件發生等之功能，統計2008年
1至10月旅客受傷由客服中心接手後續探視
案件計63次、電話後續慰問計200次，除減
輕線上單位送醫後處理及人力之負擔外，

甚至降低初始處理服務不週或不當而產生

再抱怨之擴大。

四、掌握輿情快速回應

為迅速掌握與公司相關媒體報導內容，立

即澄清錯誤訊息，建立並維持公司正面

形象，客服中心每日皆會針對平面報紙剪

報、監看電視新聞，以蒐集捷運、市府、

議會、車站周邊活動等捷運相關訊息，提

供公司主管及同仁，儘早擬定因應方案或

向媒體更正錯誤，縮短新聞輿論回應時

間，新聞輿情簡訊發給公司各一、二級主

管。

五、透過統計分析日報表提供決參考

為使相關處室即時明瞭及掌握客服訊息，

客服中心於每日結束後製作「客服中心

統計分析日報表」，提供每日客服中心電

話總量、旅客來電量及旅客意見重要案件

摘述等相關資訊，傳送給各單位參考，並

利各單位主管即時掌握旅客反映之各項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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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客服中心使企業能夠經由為顧客解決問題，處

理抱怨，收集資訊，回答疑問，並且能隨時提

供服務，來建立與維持和顧客的良好互動關

係。從某個角度來看，客服中心已可成為專業

獨立單位，亦可成為企業營運的重要支柱。臺

北捷運客服中心亦秉持著提供市民安全、可

靠、舒適、便捷之運送服務維護努力，以維持

高品質之旅客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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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風機
振動自動監測研究
詹榮裕1 

摘要 》

目前先進業界維修做法多已逐漸建立「預知保養制度」；即將維修資料

建成資料庫，並訂立警示ALERT及警報ALARM標準，透過監測裝置及電
腦網路傳輸，當達一定警戒值時系統就發出警示訊號，維修人員即進場

維修檢測保養，而非等到發生嚴重故障時方進行修復工作，其修復時間

及費用相對增加，同時工安問題亦相對提高。故為確保設備之穩定性及

期於早期發現設備異常狀況，避免發生臨時性停機，並考慮人員工作效

率及安全顧慮，安裝線上監測系統，以期達到全時監測、早期預警之功

能。

軸承振動設定的容許標準值設為四級，警示標準設為第三級（軸承振動

標準分為四級，第一級為新裝機器標準，第二級為正常運轉一段時間之

標準，第三級為待檢修狀態之標準，四級為接近損害狀態之標準），軸

承故障前，其振動量會有一段時間突然加大（第三級），當設備無法承

受時即會造成損害（第四級），如能建立監測資料即能於振動量加大階

段進場維修，降低設備故障減少損失。

關鍵字：

振動、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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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maintain system, in which maintenance data is stored, and the alert 

and alarm standards are pre determined, are increasingly being applied. 

The alarm signals will be detected and transmitted via internet. With the 

pre-maintain system, the maintenance staff can arrive on site immediately 

once alerted by the alarm, even before a failure really takes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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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

一、研究動機

隧道通風機（TVF）、主送風機（MSF）、
回風機（RAF）及主新鮮空氣風機（FAF）
的正常運作能維持地下隧道、月台及大廳

通風的穩定，提供搭乘旅客及工作人員舒

適的環境。如遇到車站發生火災等緊急狀

況，亦能將大量濃煙排出。故為確保風機

穩定運作，構思此監測系統。

二、研究目的

（一）設置風機振動感知器

利用設置風機振動感知器及信號傳輸

系統，24小時持續自動監視功能，
改善定期維護工作不足，提升維護效

率，若出現預警情況時（如軸承進入

損壞第三階段）可預先處理，降低風

機故障而導致嚴重燒毀風險，提高設

備運作穩定。

（二） 可即時顯示風機振動預警值，以幫助
環控員了解目前風機狀況。

（三） 幫助環控員能及時做適當處理與報
修，以維護設備之妥善率。

（四） 維持車站正常營運模式，不會因風機
軸承故障或其它因素，以致皮帶或軸 
承磨損冒煙，造成車站火警警訊，列

車停駛事件。

三、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離心式空調模式風機

硬體部份：擇淡水線臺北車站南側1
號主送風機（R13-MSF-01）風鼓座式
軸承上裝設振動感知器及環境控制室

（ECS）內RTU盤裝設1組振動量測模
組，其傳輸線沿管線通道至環境控制

室（ECS）內RTU盤之輸出入端子連
接。

軟體部份：於環控電腦進行軟體程式

撰寫，將該溫度與振動值加入程式點

名中，並顯示於圖控中以便環控員及

維修人員監控趨勢判別，預知設備未

來運轉狀態，俾利維修效益。

（二）軸流式空調模式風機

硬體部份：擇淡水線臺北車站南

側1號軸流式新鮮空氣風機（R13-
FAF-01）於軸流式內部馬達基礎座側
邊上裝設1組振動感知器，其傳輸線
沿管線通道至環境控制室（ECS）內
RTU盤之輸出入端子連接。

軟體部份：於環控電腦進行軟體程式

撰寫，將該振動值加入程式點名中，

並顯示於圖控中以便環控員及維修人

員監控趨勢判別，預知設備未來運轉

狀態，俾利維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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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機振動監測系統訊號接線架構圖

於預計監測之風機系統，安裝感測

器於軸承徑向方向的之水平面或垂

直面上，感測器以安裝電流輸出式振

動速度感測器，感測器內建10Hz ~ 
1KHz（符合ISO-2954）之帶通濾波器
（Band Pass Filter），並將振動訊號
總量轉換成等比值之4~20mA之電流
訊號，提供現有儀控設備讀取，以進

行連續線上監測。圖1為風機振動監
測系統訊號接線架構圖、圖2為風機
振動監測系統接線配置圖。

圖1．風機振動監測系統訊號接線架構圖

電源供應器

軸流式風車 遠端監控設備

固定基座

080A118

電流輸出式振動速度感測器

641A01

訊號線 047AM010BZ

682A01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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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設定說明

A 、641B01靈敏度為0.64mA/mm/sec
B 、振動量為0 mm/sec時，輸出電流為3.99 mA
C 、振動量為25.4 mm/sec時，輸出電流為20.23 mA

圖2．風機振動監測系統接線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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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承損壞四階段

CATASTROPHIC FAILURE

        NORMALLY APPROX. 80% TO 90% OF BEARING LIFE         TIME

C
U

M
U

LA
TI

VE
 D

A
M

A
G

E

FAILURE STAGE  = 10% TO 20% REMAINING LIFE 
FAILURE STAGE  = 5% TO 10% REMAINING LIFE 
FAILURE STAGE  = 1% TO 5% REMAINING LIFE 
FAILURE STAGE  = 1 HOUR TO 1% REMAINING LIFE

圖3．軸承損壞四階段

文獻探討 》

（參考譜威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4校園巡迴研討會-

軸承/齒輪/高頻振動量測）

一、軸承損壞四階段

（一） 階段一 
（約有10%到20%的L10使用壽命）

當軸承進入此階段，在頻譜儀上並無

明顯的變化，唯一可能偵測的到是

Spike Energy上的變化GSE的總量可
能從接近0升至0.25左右。

（二） 階段二 
（約有5%到10%的L10使用壽命）

會聽見些許軸承噪音，再速度檔位上

的頻譜依然沒有什麼變化，但如果變

成加速度單就可以看到些許的振幅，

如果用Log則可更明顯。

（三） 階段三 
（約有1%到5%的L10使用壽命）

到第三步驟時，軸承的零組件損壞頻

率BPFI、BPFO、BSF、FTF均會出現在
速度單位上的頻譜，此時軸承內徑滑

軌道或滾珠均會出現裂痕或損壞。

（四）階段四

（約有1hr到1%的L10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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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pike Energy

Unfiltered 
Vibration 
Velocity

Shock Pulse & 
Acoustic Emission Microlog HFD

IRD Spike Energy
Severity Level 

and 
Alarm Status 

Inches/Second
Peak Db G-S G-SE Danger

(Shutdown)
1.5+ 50+ 5.0+ 3.0+

.75 – 1.49 40 – 49 3.0 – 4.99 1.50 – 2.99 Very Rough
(Alert)

.40 – .74 30 – 39 1.50 – 2.99 .80 – 1.49 Rough 
(Alert)

.20 – .39 20 – 29 .75 – 1.49 .40 – .79 Fair
(Acceptable)

.10 – .19 10 – 19 .30 – .74 .20 – .39 Good
(Acceptable)

.01 – .09 1 – 9 .01 – .29 .01 – .19 Smooth 
(Acceptable)

IFD

二、Spike Energy

於一台機台上，轉動的轉子會產生一連續

來回的振動能量，此振動能量傳遞到表面

上而形成一微弱的振動訊號，通常的轉動

零件指軸承或齒輪可藉由特殊的感應器去

量測這微小的振動量進而判斷軸承或齒輪

的運轉狀況，在表面上所量測到的微小振

動量則稱為SPIKE ENERGY以GSE. gSE為振
動單位,可作為早期發現軸承或齒輪損壞的
判斷依據。

1倍的轉速振幅會增加，2X、3X的階
波則會增加。但Spike Energy會降
低。此時各零件的自然頻率可能會消

失在頻譜上，繼而代之的是一些高頻

的雜訊及階波。雖然GSE值會降低但
到軸承完全損壞的最後一刻，Spike 
Energy會增高。值得一提是任何軸承
都不應到第四個階段才更換軸承。

*Provided by Charles Berggren of Mon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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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軸承損壞頻率

（一）Random, Ultrasonic Frequencies

介於5000HZ到60000HZ間的頻率，
都能使用GSE（spike energy），
HFD，shockpulse等方法量測出。當
使用GSE量測時，需同時考慮轉速的
問題。

（二） Natural Frequencies of Bearing 
components

一般來說，軸承的零組件自然頻率介

於500到2000HZ，所以當軸承有所損
壞時，振動量便會增大再這些零組件

的自然頻率上。

（三）Sum and Difference Frequencies

當其中之一的軸承損壞頻率發生時，

其他的損壞頻率也會有相對的影響，

這有可能相加或相減的影響。

（四）Rotational Defect Frequencies

通常製造商在軸承出廠時，都會給予

相關零組件的規格資料或者也可在軸

承的文件中找到。這些相關的零組件

資料對於判定軸承損壞的部位有相當

大的幫助，可藉由這些資料搭配適當

的公式找出軸承零件損壞的頻率。

四、軸承損壞頻率歸納

（一） 當軸承損壞頻率出現在分析儀上時，
就代表軸承已經有損壞的跡象。

（二） 軸承損壞的影響係數為實數（real）
不為整數（integer）。

（三） 軸承的內環軌頻率 +外環軌頻率
（inner race +outer race）會接近
於軸承內的滾珠頻率。

（四） 外環軌頻率的振動量會大於內環軌頻
率的振動量，因為外環軌頻率較接近

加速規。

（五）軸承損壞頻率先後的順序為：

1.  內外環軌頻率（ inner & outer 
race）BPFI, BPFO

2.  滾珠頻率（ball spin freq）BSF

3.  cage frequencies（F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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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軸承壽命

L10 life=（16.666/RPM）×（Rating/LOAD）3

L10 Life : 軸承壽命（hr.）
RPM：轉速
Rating：靜態受力（lb）
LOAD：外力負載（lb）

圖4．軸承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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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適用單位

位移（µm）：若用於量測軸承振動為最
不明顯，位移單位適用於低頻率的振動量

測。

加速度（g）： 加速度單位若用於軸承量測
時，可能過於顯示軸承的振動量。

速度（mm/s）：速度單位為最適當的軸
承單位，一般來說最常遇到的轉子轉速為

1200到3600rpm，此時的軸承頻率大都低
於200HZ（120,000rpm）。

七、傳動皮帶所生的振動  

（一） V型皮帶因能吸收衝擊及振動，較之
鏈條及齒輪來得運轉安靜，故是一種

最常用到的傳動裝置。但對於最忌諱

振動的工具機而言，仍是一種可能產

生振動的媒介。其理由有二，一為

機器以外的力量使皮帶產生的反作

用力，另一為皮帶自身所生的異常現

象。  

（二） 實際上，V型皮帶在滑輪間最易發生
或鞭韃或拍打的現象，此點也正是被

誤診為皮帶惡化的原因。這是因為皮

帶本身可見且易更換之故。但追究其

原因，或許只能歸咎於皮帶本身因對

外力不適而引起所致。例如，過度不

平衡、偏心滑輪、機械式鬆動等原

因，會造成皮帶產生反作用力，而至

可見程度的振動狀態。因此在更換皮

帶之前，必須掌握它的真正原因然後

再把禍因消除，而查明真正的原因乃

在於振動頻率的這個關鍵上。

（三） 在確定是外力所造成的反作用力情形
時，必須設法把反作用力放大，甚至

故意誇大之，再以閃頻法 （strobe 
scope method）來查知振動的真正
原因，亦即閃光以振動的波峰頻率直

接照射在迴轉皮帶上，使閃光頻率與

波峰頻率同步，而至迴轉完全停止般

似的，此時即可確定振動來源。

（四） 另外在多條皮帶傳動的情形下，如每
條皮帶都能保持一定張力的狀態當是

最好不過；但皮帶一旦鬆弛，即使是

一點外力也將產生振動，進而導致滑

輪及皮帶加速磨耗而減少壽命。一般

而言，皮帶惡化所生的振動，乃是

RPM×1、2、3、4頻率。

The Research of Automatic Vibration Monitoring of Tunnel Air Blowers
隧道風機振動自動監測研究 / 117116



表2   振動等級表

八、振動等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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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判別

表3   振動量與振動等級判別

ISO 2372
“Mechanical Vibration of Machines with Operating Speeds from 10 to 200 rev/s”

ClassⅠ ClassⅡ ClassⅢ ClassⅣ

Not permissible

Just tolerable

Just tolerable

Just tolerable

Just tolerable

Allowable

Allowable

Allowable

Allowable

0-p／RMS Velocity (單位：mm／s)

ClassⅠ : Small machines, up to 15kw
ClassⅡ : Medium machines, 15-75kw without special foundations.
ClassⅢ : Large machines, on rigid and heavy foundation.  
ClassⅣ : Trubo machines,operating speeds above foundation natural frequency.

Good
Small machine,

up to 15kw

Not permissible
Not permissible Not permissible

Good Mediume 
machines 15-75kw or 

up to 300kw
on special

foundations

Good Large 
machines with rigid 

and heavy
foundation

whose natural 
frequency exceeds 

machine speed.

Good Large 
machines operating 

at speeds above 
foundation natural 

frequency
(cc Turbo-machines)

0.18

0.28
0.40

0.64

1.00

1.58

2.55

3.96

6.36

10.0

15.8

25.5

39.6

63.6

0.45

0.7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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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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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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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差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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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

一、 淡水線臺北車站南側1號離心式風機（R13-MSF-01）

（一） 風鼓座式軸承振動量趨勢圖（截取時間2005.10.17~200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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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R13-MSF-01/CH1風鼓座式軸承振動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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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轉趨勢資料分析（R13-MSF-01）

1.  臺北車站R13-MSF-01/CH1：運轉
範圍介於5~10mm/s（上峰值-下
峰值），本台風機規格（30HP、
4極、 3相 3 8 0伏、風鼓轉速約
750RPM），對照本文文獻中等級
表所述本台風機運轉振動值落於

精密區-非常好區間內或 ISO2372
等級判別CALSS II運轉振動值落於
可-好區間內，目前電腦程式設定
15mm/s（上峰值-下峰值）為預
警值，設備運轉正常。圖5為R13-
MSF-01/CH1風鼓座式軸承振動量
趨勢圖。

2.  臺北車站R13-MSF-01/CH2：運轉範圍介
於3~9mm/s（上峰值-下峰值），本台風
機規格（30HP、4極、3相380伏、風鼓
轉速約750RPM），對照本文文獻中等級
表所述本台風機落於精密區-非常好區間
內或ISO2372等級判別CALSS II運轉振動
值落於可-好區間內，目前電腦程式設定
15mm/s（上峰值-下峰值）為預警值，設
備運轉正常。圖6為R13-MSF-01/CH2風
鼓座式軸承振動量趨勢圖。

圖6．R13-MSF-01/CH2風鼓座式軸承振動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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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軸流式風機

（一） 淡水線臺北車站南側1號軸流式新鮮空氣風機（R13-FAF-01） 

圖7．R13-FAF-01風鼓座式軸承振動量趨勢圖

（二） 運轉趨勢資料分析

臺北車站R13-FAF-01：運轉範圍介於
2.5~4.5mm/s（上峰值-下峰值），
本台風機規格（30HP、4極、3相380
伏、風機轉速約1800RPM），對照
本文文獻中等級表所述本台風機落於

精密區-非常好區間內，目前電腦程

式設定15mm/s（上峰值-下峰值）為
預警值，設備運轉正常。圖7為R13-
FAF-01風鼓座式軸承振動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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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

一、 以往發生風機軸承磨損故障或其它原因故
障，造成車站煙霧焦味及消防警報作動案

例說明:

（一） 淡水線

2003年1月7日臺北車站MSF-01離心
式主送風機初步判斷為風鼓側軸承因

長期運轉使軸承內滾珠產生材質劣

化，導致軸承內環卡死繃落，風機馬

達持續運轉造成皮帶在異常磨損下因

高溫斷裂及產生煙霧。

（二） 新店線

2003年9月13日新店市公所站空調箱
軸承破損故障造成煙霧及焦味。

（三） 淡水線

2004年1月23日臺北車站MSF-01離
心式主送風機初步判斷為風鼓側軸承

因長期運轉使軸承內滾珠產生材質劣

化，導致承內環卡死繃落，風機馬達

持續運轉造成皮帶在異常磨損下因高

溫斷裂及產生煙霧。

（四） 中和線

2004年12月5日頂溪站MSF-04軸流風
機馬達基座螺絲左右偏移，造成葉片

傾斜而使葉片磨損機殼，風機仍持續

運轉而劇烈震動失衡，使馬達固定基

座斷裂而造成葉片飛散斷裂，將馬達

電源線扯斷造成電路短路。軸流式主

送風機馬達固定基座斷裂，造成葉片

失衡傾斜而斷裂，將馬達電源線扯斷

造成電路短路使煙霧/焦味，透過運轉
中MSF-03風機傳至大廳/月台層。

（五） 板南線

2004年5月2日西門站空調送風機
MSF-02軸承在更換後破損故障。經現
場勘察結果，發現軸承內之滾珠保持

器產生移位自軸承脫落，軸心直接施

力於軸承座上使軸承座破裂，造成馬

達空轉使皮帶與皮帶輪因摩擦而產生

焦味及煙霧。

（六） 中和線

2005年9月13日景安站軸流式主送風
機軸承磨損，造成馬達燒毀，以致影

響車站空調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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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給捷運地下車站大廳區及月台區等公共
區空調，其主送風機及回風機每台每日運

轉約18小時，風機軸承長期運轉磨耗下，
易使滾珠材質劣化及軸承內環鬆落，造成

更嚴重事故。依本文文獻中軸承損壞四階

段說明，以上述發生風機軸承故障或其它

原因故障事故案例說明，軸承故障大都超

過損壞第四階段，進而造成風機馬達或傳

動皮帶燒毀冒煙，影響車站空調運作、車

站火警警訊及其它緊急事故。

三、依本文文獻中軸承損壞四階段說明

（一）  於第一階段
（約有10%到20%的L10使用壽命）

維護時用手持式振動計量測顯示，並

無明顯的變化，初期該風機判為運作

正常。

（二） 於第二階段
（約有5%到10%的L10使用壽命）

維護時會聽見些許軸承噪音，但用手

持式振動計量測顯示時於速度檔位上

的頻譜依然沒有什麼變化，但如果變

成加速度單就可以看到些許的振幅，

如果用Log則可更明顯，初中期該風
機仍會被判為運作正常。

（三） 於第三階段
（約有1%到5%的L10使用壽命）

維護時會聽見軸承運轉噪音軸承的零

組件損壞頻率BPFI、BPFO、BSF、FTF
均會出現在速度單位上的頻譜，此時

軸承內徑滑軌道或滾珠均會出現裂痕

或損壞，此時應立刻更新軸承。

（四） 於第四階段
（約有1hr到1%的L10使用壽命）

現場維護人員發現軸承運轉噪音加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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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立即停機否則將發生更嚴重事

故。

四、 軸承常因安裝不當、潤滑不良、污染及疲
勞等4項原因造成損壞，分別說明如下：

（一） 安裝不當

安裝不當（通常是蠻力）或沒有使用

適當的安裝工具而造成的。為便於進

行恰當高效的安裝或拆卸工序，軸承

的安裝可以使用機械、液壓或加熱方

法。

（二） 潤滑不良

由於不正確的潤滑劑選用或潤滑劑使

用不足造成的。任何軸承，若無適當

的潤滑，在達到其正常的使用壽命之

前，將造成軸承過早損毀。

（三）污染

軸承是一個精密零件，如果軸承和潤

滑劑有污染的物質介入，將造成軸承

過早損毀。

（四） 疲勞

機器超負荷、維修不當或失修，會使

軸承受到嚴重損害，將造成軸承過早

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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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結論 》

隧道通風機（TVF）、主送風機（MSF）、回風
機（RAF）及主新鮮空氣風機（FAF）裝設風
機振動24小時持續自動監視，可改善定期維護
工作不足，提升維護效率，若出現預警情況時

（如軸承進入損壞第三階段）亦可預先處理，

降低風機故障而導致嚴重燒毀風險，提高設備

運作穩定。

即時顯示風機之振動值訊號，可了解目前風機

狀況。若風機發生振動異常（目前設定15mm/
s為預警值）時，環控員能及時做適當處理與報
修，以維護設備之妥善率。

經實際監測測取得之各項數據，可依不同型

式、規格的風機以及架設位置環境的差異，訂

定更精確及合理的預警值，以避免因風機軸承

故障而造成影響系統正常運轉及衍生其它緊急

事故。

參考文獻

1.   校園巡迴研討會-軸承/齒輪/高頻振動量（2004），

譜威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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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須知

「軌道營運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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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營運與管理」。

2.  本刊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之實務性論著，並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主。著重軌道業
界各單位於營運時或因應特殊事件之心路歷程及處理經驗，將寶貴的實務經驗或心得透過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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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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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之同意書，並須於文章中加註說明。

3.  來稿請力求精簡，全文以不超過1萬字為原則，另必須包括中文與英文摘要各一篇（300字為原
則）。中、英文摘要除扼要說明主旨、因應作為與結果外，並應說明其主要貢獻。

4.  本刊稿件將送請二位至三位專家評審，審查委員之評審建議，原則上依下表列方式處理。經審
查通過後，即依序予以刊登。所有稿件評審意見之處理方式與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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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來稿凡經審查通過採納刊登，作者另須簽署「保證及授權書」一份，以保證無違反本稿約約定
情事。本單位對來稿在不變更其論點之原則下有刪改權，如不願修改請特別註明。一經本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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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文章定稿刊登前，將請作者提送完整稿件及其電腦檔案乙份（請使用Microsoft Word 97以上中
文版軟體），以利編輯作業；文章校對由作者自行負責。

8.  經採納刊登者將致贈稿費，單篇稿費以1萬字為限，每千字新臺幣725元計，圖片製作每張新臺
幣143元，字數以MS WORD工具字數統計為準。

9.  所有來稿（函）請逕寄「臺北市10448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6樓，軌道營運與管理半年刊」收。
電話：02-25363001轉8621；傳真：02-25117945；E-mail:chenche5@trtc.com.tw

處 理 方 式
第 二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不採納刊登

第
一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退稿

不採納刊登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送第三位委員評審 退稿 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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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營運與管理」撰寫格式

1.  來稿每篇以不超過1萬字為原則，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同意，請
先註明。如需轉載，應先徵得本刊同意。

2.  文章格式：由作者自行打印至A4紙張（21.0公分×29.7公分），以使用Microsoft Word。邊界
設定：上邊界2.54公分、下邊界2.54公分、左邊界3.1公分、右邊界3.1公分。頁首邊界1.5公分、
頁尾邊界1.75公分。中文字體以標楷體，英文字體以Times New Roman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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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

（2） 中、英作者姓名：字型大小為14點字，與前、後段距離0. 5列，置中對齊，單行間距。
（3） 摘要標題：字型大小為14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1列，置中對齊，單行間距。
（4） 摘要：字型大小為12點字；第一行縮排2個字，摘要本身150字至300字左右對齊，與前、後

段距離0. 5列，單行間距。
（5） 關鍵詞：中、英文摘要後個別附上中、英關鍵詞2至5組。關鍵詞字型為12點字。關鍵詞標題

為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25列，單行間距。
（6） 作者工作單位職稱：以註腳方式註於首頁頁尾，標楷體10點字，靠左對齊。

4. 主文：主文自第2頁起開始撰寫。
（1） 章標題：字型為18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1列，置中對齊，單行間距，以數字編號 

（1、2）。
（2） 節標題：字型為16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5列，靠左對齊，單行間距，以數字編號 

（如1.1、1.2）。
（3） 次標題：字型為14點字粗體，與前、後段距離0.5列，靠左對齊，單行間距，以數字編號 

（1.1.1、1.1.2）。
（4） 內文：字型大小為12點字。第一行縮排2個字元，與前、後段距離為0.5列，左右對齊，單行

間距。文中數學公式，請依序予以編號如：（1）、（2）。
（5） 圖表說明：圖、表名字型大小為12點字，與前、後段距離為0.25列，圖之說明文字置於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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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碼：字型為Times New Roman 10點字，依序排列，頁尾置中。
（7） 文獻引用：文中若有引用參考文獻部份，請以（ ）表之。（ ）內註明以作者姓氏與發表年

份，如 （Wardrop,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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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以文中引述者為限，並請以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中文按姓氏筆劃，英
文按姓氏字母先後排列。左右對齊，前、後段距離為0.5列，單行間距。如：
1.   李治綱、何志宏、傅介棠、方仁鳳 （1992），「可測試行車路徑導引效果之交通流模擬模式」，運輸計
劃季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頁16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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