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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工程局創意提案成效表 

9828B002 

提案獎項 □創新獎      ■精進獎 

提案單位 機電系統工程處 

提 案 人 
（或單位） 

自動收費工務所 陳茂生 

提案主題 捷運單程票售票機錯帳之監督管理。 

提案緣起 

為服務旅客搭乘捷運購買單程票之需要，臺北捷運於各捷運車站

入口處均設置單程票售票機（ATIM: Automatic Ticket Issue 

Machine ）以滿足旅客購票之需要。 

依據臺北捷運公司統計，於大臺北地區每日搭乘捷運旅客總數超過

120萬人次，其中使用單程票旅客超過 8萬人次，故位於捷運車站入

口處購票區之單程票售票機其服務品質成為服務旅客之重要指標。 

就工程觀點而言，自捷運開通後捷運自動收費系統各項設備均能

夠展現契約所規定之應有功能，及符合契約所規範之可靠度目標值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這樣結果當然符合本局之要

求，然而系統雖擁有如此優異營運效能，但對旅客而言旅程中之票

證服務是需要百分之百順暢完美，不容些許的耽擱，因此當限於工

程之極限及設備偶發之故障，亦會引起旅客對服務品質感到不滿

意，這其中尤其以購買單程票時若出現購票問題是最容易讓旅客產

生抱怨及指責。 

捷運自動收費系統其最大特色是全系統具有高度之自動化服務機

能，它不僅表現在前台對旅客之票證服務，於後台更具有強大數據

處理能力，以進行票證營運收入處理及報表輸出作業。揭開系統內

部其中存在系統中流動的是設備間相互交換的資訊流，此資料流中

包括各種票證交易金流資訊，擁有龐大資訊流對自動化系統而言若

任一環結出現錯誤資訊，其所引發的是一連串錯誤訊息的漫延而導

致錯誤的結果，就前段所述之購票問題，對營運單位而言，將因前

台購票交易出現的錯誤連帶將此問題帶入後台，最後造成營收帳不

符，營運單位對不符帳目之後續處理往往費時耗事，故長久以來對

此問題困擾不已，就處理系統問題之觀點，此問題最佳解決辦法就

是由對源頭端進行設備強化及對資訊進行監督及記錄以備不時之

需。 

當臺灣高鐵營運之初因為自動收費系統設備故障頻繁，間接造成

旅客使用不便，其中旅客對單程票售票機不滿意更尤為甚，此等缺

失造成民眾觀感不佳且形成服務指標滑落進而引起輿論批評，以致

嚴重損害企業形象，此情形足供本處作為借鏡引為惕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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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捷運自動收費系統自 96年起陸續進行車站票證設備重置工

程，其中工程項目包含將磁卡單程票置換為全面晶片化單程票票

證，為配合前述之需，捷運自動收費系統單程票自動售票機亦進行

全面更新工程，工程內容為將發售磁卡之舊自動售票機改成發售含

晶片單程票（Token）自動售票機，並於 96年 8月全面更新完成。 

當新設備上線服務後發揮預期功能，本處長官對承辦工程人員所

期許是進一步讓設備能更貼心服務民眾及讓營運單位更方便操作。 

嗣後經營運單位轉達民眾使用後之意見及營運單位之系統操作意

見，此讓本處了解當旅客購票交易過程中若發生購票交易問題(如未

出票、未找零、找零錯誤等)，很容易讓旅客產生不滿意而抱怨，另

則對營運單位站務人員進行 ATIM收入現金清點時產生帳目誤差問

題，則必需進行後續差帳/錯帳問題分析，往往造成站務人員/稽查

人員作業困擾。 

如期如質完成工程是工程單位使命，讓每件工程成品更加精緻細

膩讓民眾感覺更貼心更是本處一貫秉持之工程施工理念，鑑於民眾

的小事是本處的大事，以及滿足營運單位之需求故本處施工單位認

為應對本案採取更精進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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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過程及

投 入 成 本 

為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經本處召集營運單位（臺北捷運公司）及

廠商（法商 THALES公司）進行問題改善研討，經與會工程司及廠商

資深技術人員研討，就技術面而言一致認為需於設備中建立單程票

售票機差帳/錯帳之背景監督追蹤管理機制，此機制之達成需藉由營

運背景監督軟體進行運作，此軟體將詳細紀錄旅客交易過程之行為

及交易過程中設備內部各組件狀態，亦即對各組件內重要數據與狀

態資訊進行詳細紀錄且紀錄之時間區間需精細至以毫秒為單位，然

而就高度自動化設備而言其內部構造及組成非常複雜，為更進一步

詳細說明設備內部之複雜度，茲詳列單程票售票機主要組件如下:  

1.工業級處理機（IPC）。 

2.紙鈔處理系統（Banknote Handling System）：包含紙鈔接收器

（Banknote Acceptor）、紙鈔堆疊器（Banknote Stacker）、紙鈔

盒(Banknote Box)。 

3.錢幣處理系統（Coin Handling System ）：包含硬幣接收器（Coin 

Acceptor）、錢幣暫存器（Coin Escrow）、循環找零器(Coin 

Recycler)、固定找零錢箱(Hopper)、硬幣盒(Cash Box)。 

4.附屬卡(Auxiliary Card)。 

5.現金界面卡(Fiduciary Card)。 

6.單程票發售系統(Token Dispenser System)。 

7.箱門控制卡(Door Card)。 

8.電子標籤控制卡(Tag Card)。 

9.作業系統（Operation System）。 

10.ATIM 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 

上述說明 ATIM是由機械裝置、電機元件、電子電路、各種軟體所

組成，各組件間需進行電子/電機/機械/軟體整合才能發揮該有功

能。 

然而對本處及廠商而言對已營運中之設備欲加入新功能需求時，

有其一定困難度，這必需要有完備之規劃及設計準備，否則將嚴重

影響營運，故首先需確定工作步驟，依序如下: 

1. 本處會同廠商討論 ATIM背景監督追蹤管理軟體所需紀錄各項之

數據資訊為何?（資訊內容包含旅客點選票價、旅客點選張數、旅

客投入金額、找零金額、出票票價、出票數量、設備內錢箱內金

額、各控制卡狀態…等）。 

2. 法國 THALES公司軟體設計人員及測試人員依需求進行軟體開發

及內部測試作業。 

3. 當此 ATIM背景監督追蹤管理軟體安裝至車站後需由營運單位站

務人員進行詳實觀察及問題回報（範圍包含 69各營運站 424台

ATIM）。 

4. 依據站務人員回報問題經後台歸納分析後再進行 ATIM應用軟體

( AP: Application software)修正及機構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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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 2-4項作業將持續循環直至問題改善為止。  

雖然上述作業程序底定，接下來面臨本處與廠商雙方契約問題，

因契約並無要求廠商開發提供此軟體，此經本處與廠商專案經理不

斷折衝協調，最後廠商同意依需求進行單程票售票機營運背景監督

軟體之開發，並且無償提供給營運單位使用。 

此軟體經廠商發展後，於 96年初後經多次測試直至符合本處需求，

也就是能詳實且正確紀錄各組件數據（詳如附件 1_資料種類檔案），

當軟體安裝於 ATIM後所收集資料紀錄檔內之資料(log)，資料完整

性可謂鉅細靡遺（詳如附件 2_資料紀錄內容），經由此軟體所提供之

資料確實能幫助前後台差帳/錯帳問題釐清並進行自動收費系統前

後台差帳/錯帳處理。 

為落實技術生根，本處要求廠商對營運單位進行技術轉移，訓練

營運技術人員具備操作及資料解析能力，使營運單位技術人員能進

行任何因單程票售票機所引起之前後台差帳/錯帳具有解析及處理

能力。 

實際執行
成 效 

當背景監督追蹤管理軟體安裝於捷運路網 69個營運車站共計 424

台 ATIM中後，透過每日營運單位站務人員案例之回報（詳如附件

3），並由後台技術人員進行問題分析及歸納（實際案例分析_詳附件

4），同時透過資料分析結果得到以下作法： 

1.ATIM之應用軟體（AP: Application Software）進行錯誤修正

（Debug），同時應使設備操作界面（MMI）更友善(friendly)。 

2.設備內部硬體機械組件應調整更順暢，減少運作時對票及錢的干

涉以致造成卡幣/卡鈔/卡票。 

3.營運單位配合進行作業程序調整，以符合系統特性。 

4.對旅客操作使用宣導，促進旅客操作之熟悉度。 

經上述設備軟/硬體調整至營運作業流程改善及旅客使用宣導之

改善作法，期間經各單位長達 1年多之努力，其獲至之結果為單程

票自動售票機購票過程發生問題次數，由初始每日約 100-200人次

之旅客退費申訴降低至現今 20多人次(其中約 2/3旅客可由設備所

發出之收據至車站詢問處立即退回購票金額)（統計表詳附件 5），亦

即前台錯誤大幅降低連帶後台差/錯障也隨之大幅下降，倘若尚有偶

發事件可立即透過 ATIM背景監督追蹤管理軟體進行帳目追蹤分析及

改正，由以上之效果可知經由背景監督追蹤管理機制之建立可得下

述明顯卓著成效。 

1. 精確之數據提供可促進軟硬體改善之成效以確保設備穩定度。 

2. 設備穩定可靠運作提高服務品質，增進旅客交易之信賴度，避免
民眾對交易結果質疑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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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品質服務大幅提高民眾滿意度。 

4. 精密細膩紀錄避免人員舞弊。 

5. 精確且正確交易數據提升作業效率。 

依捷運公司 95、96、97年臺北捷運旅客滿意度調查其中之一「售

票機/悠遊卡加值機使用之便利性」民眾滿意度由 95年 79.5％、96

年 89.7％至 97年高達 93.7%（詳附件 6），由此可見所有人員辛苦付

出獲得民眾的高滿意度支持，此為工程人員最欣慰的回饋亦是提昇

本府為民服務最佳表現。 

相關附件 

附件 1_紀錄資料檔 

附件 2_資料紀錄內容 

附件 3_案例之回報 

附件 4_實際案例分析 

附件 5_統計表 

附件 6_捷運公司 97年臺北捷運旅客滿意度調查 

聯絡窗口 
姓名：陳茂生 

電話：23671818-705 

Email：mschen@trts.dort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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