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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請擇一勾選） 

提案年度    100 年度（請填寫） 

提案類別 □行政流程 □資訊系統 □行銷活動 ■工程品質（請擇一勾選）

提案單位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機電系統設計處 

提案人員 
（請敘明主要提案人及其他參與人，並標明各自貢獻度百分比）

主要提案人：陳柏穎    貢獻度：60％ 
參與提案人：林建仁    貢獻度：40％ 

提案主題 捷運中運量號誌系統規劃設計回饋與精進作為 

提案緣起 

一、前言 
文湖線從營運通車以來由於數次營運中斷，造成民眾不便

及社會觀感不佳，一年多的時間，在各方面優化調整改善下系

統日漸穩定，本局歷經技術考驗後，積極努力研究精進方案，

以提昇未來線之系統強健性。 
二、文湖線歷經陣痛期後 

依據捷運公司網站公布資料，有關文湖線系統可靠度，系

統經不斷調整改善後，統計 98 年 7 月 4 日通車至 8 月 30 日
止，文湖線故障間之平均公里數( Mean Kilometer Between 
Failure，MKBF )為 10 萬 4,250 車廂公里，98 年 8 月 31 日
完成網路優化後至 12 月 31 日止，MKBF 為 32萬 413 車廂
公里，整體系統穩定度已有顯著提昇。統計文湖線通車營運至

年底(7 月 4 日至 12 月 31 日) 之 MKBF 為 20 萬 200,834 
車廂公里，為 85 年木柵線通車第 1 年 97,000 車廂公里之 2 
倍。 

下表為文湖線自 98 年 7 月 4 日通車至 100 年 4月 30日
止可用度統計資料，可看出初期可用度雖不佳但有明顯好轉之

趨勢。(資料來源：機工處及機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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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99 年 12 月系統可用度測試啟動至本(100)年 4 月底為
止，文湖線累計之系統可用度為 99.88% ，已達國際級一流水

準。 
三、綜上 

(一)機電系統皆有多項相關精進措施，惟本案主要以系統監

控、安全及自動駕駛中樞之號誌系統為主體，說明相關設

計回饋及精進作為。 
(二)由前述呈現之營運效能指標証明，文湖線經調整改善後，

捷運局中運量號誌通訊式列車控制(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CBTC)技術應用於無人駕駛系統為成功且
可行並已具國際水準之捷運系統，惟營運初期系統不穩定

的現象也的確影響到旅客之搭乘，同時也造成本局及市府

的困擾，本案之精進目標即希望藉由系統之強化以縮短營

運初期系統磨合之時間，並減少系統不穩定所造成之影

響。 

實施過程 
及投入成本 

一、精進目標 
本案之精進目標即希望藉由系統之強化以縮短營運初期

系統磨合之時間，再者，系統縱使因系統營運初期之不穩定造

成故障，亦希望系統能於最短的時間恢復營運運轉。 
二、精進策略 

(一)策略 1：為避免營運初期系統不穩定對旅客之影響，即在

實質完工之前增加實施試營運驗證準則，以減少系統營運

後，在系統磨合期所可能產生之不良影響造成之風險。 
(二)策略 2 ：文湖線初期系統不穩定的現象，號誌系統是其中

主要因素之一，故強化號誌系統可用度及故障復原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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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有效降低營運初期不穩定之衝擊。 
故本案即依循上述策略來進行號誌系統規劃設計之精進作為。

三、精進方法 
先確認目標及策略後，經由捷運公司之文湖線營運經驗及

本局建造經驗之回饋，並參考相關世界標準及其他城市捷運規

劃設計經驗，在考量系統建置可行性、系統可用度及旅客權益

等，由本局獨力完成相關設計規劃之精進，且將相關成果陸續

回饋於環狀線、台中線及萬大線之號誌系統設計規範中。 
四、文湖線之經驗回饋及主要精進內容 
本案號誌系統主要精進內容概分為 9項，分述如下： 
(一)第 1項：要求廠商進行試營運驗證 

1.說明：依據新加坡之經驗及配合交通部修訂之「大眾捷
運系統履勘作業要點」訂定試營運驗證要求，廠商未來

應於實質完工前提出試營運報告。相關要求如下： 
初勘通過之依據，除應完成履勘前須改善事項外，

地方主管機關須已完成營運中斷交通緊急應變計畫，並

應提出依未來通車初期營運班表連續 7 天以上之試營
運報告，且須符合下列要件： 
‧系統可用度達 99 ％以上，且延誤 5 分鐘以上事件不

得超過 2 件。 
‧平均列車妥善率達 90 ％以上。 
‧系統啟動正常，且不得有發車失敗之情形。 
‧不得發生造成全線或區間單、雙向營運中斷之系統性

故障事件。 
‧如為無人駕駛系統，不得於正線發生改採手動駕駛列

車模式之情形。通過初勘程序後，即可函送初勘紀錄

及履勘前須改善事項改善完成報告報請交通部履勘。

2.效益：試營運驗證完成後，系統再交由捷運公司營運，

將可有效縮短營運初期系統磨合之時間。 
(二) 第 2項：為號誌系統建構一套獨立之備援通訊傳輸系統

1.說明：廠商應建構一套獨立於通訊光纖傳輸系統外之備

援數據傳輸網路（不可使用相同之光纜），當光纖傳輸系

統之通訊骨幹當機或中斷無法使用而影響營運時，可經

由手動切換至此數據傳輸網路，使系統能提供最基本的

營運運轉需求。 
2.效益：號誌之通訊傳輸系統為列車自動駕駛與安全駕駛

之關鍵因素，增設此傳輸系統將強化號誌系統之通訊傳

輸能力及系統營運之容錯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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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3項：每一車站皆須提供可執行列車初始化或重置之設

備。 
1.說明：廠商應於主線上行軌及下行軌上，每一車站或每

一車站間皆須提供可執行列車初始化或重置之設備，以

縮短主線上列車因初始化或重置所花費的時間。相關回

復時間，廠商應以全線最小班距時的列車數進行分析，

並應以本契約中採購列車數不低於 90%進行實車驗證。

2.效益：文湖線曾因傳輸系統故障造成全線列車失聯，線

上列車皆須經初始化方能恢復自動列車運轉，由於全線

平均 6個站才有一個初始化設備，故造成長時間停止營
運，本案參考新加坡捷運設計，以強化號誌系統之故障

復原能力。 
(四) 第 4 項：系統須具備輔助道旁系統(安裝於主線及機廠區

域)。 
1.說明：系統須具備輔助道旁系統(安裝於主線及機廠區
域)，其功能為當 CBTC號誌系統故障或部分列車之車載

設備故障時，藉輔助道旁系統仍具有基本自動列車保護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ATP)，提供列車佔據並顯示

於行控中心，作為營運公司人員管理調派之參考；此外，

輔助道旁系統也可偵測未裝置 CBTC 車載號誌系統之車

輛或台車。 
2.效益：為避免列車失聯後，系統無法偵知列車位置，造

成行控中心控制人員之困擾，參考 IEEE1474.1之要求，
要求主線及機廠區域皆須配置輔助道旁系統，以強化號

誌系統之監控能力及系統營運之容錯能力。 
(五) 第 5 項：強化複製裝置檢查設計及熱機自動備援(Hot 

Standby)之要求 
1.說明：ATP 系統應為複製裝置檢查設計，每列車之車載

設備、車站、道旁、行控中心(含備援行控中心)及機廠
之 ATO 及 ATP 設備亦應為熱機自動備援(Hot Standby)
設計且互為備援之獨立設備電源應採不同供電迴路，具

故障自趨安全之考量，並皆可由行控中心人工遙控切換

備援及設備現場手動切換備援，不論系統設備故障或系

統進行自動切換時，皆應有相關警訊顯示於行控中心。

2.效益：明確要求系統自動備援能力，以強化系統之容錯

及故障回復之能力。 
(六)第 6項：道旁及車載設備之傳輸須進行 100萬次之生命週

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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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說明：針對 CBTC所使用之道旁及車載傳輸/接收設備須
進行 100萬次之生命週期測試（須模擬列車以最高速度

行駛情況及一般規範之環境條件等），測試期間設備不能

有故障、系統位置讀取不能有錯誤且傳輸/接收封包正確
率至少須達 95%，而測試方式需於細部設計時，提送工
程司審查核可。 

2.效益：道旁及車載間資料傳輸之可靠度為列車自動駕駛

之關鍵因素，故為加強道旁及車載設備傳輸能力，要求

廠商進行 100萬次測試要求，以強化號誌系統之通訊傳
輸能力及系統營運之容錯能力。 

(七)第 7項：強化行控中心電腦硬體效能 
1.說明： 

(1)有關機電系統之電腦、伺服器及網路設備等相關設備

（含個人及商用電腦設備），應於現場安裝前 12 個月
內採購最新及穩定之設備。 

(2)對於電腦系統，廠商應提供額外 2台工作站及 3台伺
服器供未來營運公司維護更替使用，這些電腦經工程

司指定功能及用途後，應設置及安裝完整授權之作業

系統與應用程式並測試完成。為因應市場上 PC 電腦
之快速更替，此部分設備提供時機，於工程實質完工

前即可。 
2.效益：為因應電子設備進步快速，要求於現場安裝前 12
個月內採購最新及穩定之設備，廠商並應於實質完工前

提供額外 2台工作站及 3台伺服器供未來營運公司維護

更替使用，以避免行控中心硬體設備於營運初期即面臨

須汰舊換新的問題。 
(八)第 8項：強化行控中心大型顯示板之硬體效能 

1.說明：投射至畫面的硬體控制設備應有自動熱機備援設
計。具備雙燈備援機制，當一組燈泡故障時，備援燈泡

應即刻自動再予點亮。 
2.效益：強化行控中心大型顯示板硬體效能及系統之容錯

能力。 
(九)第 9項：強化行控中心之監控能力與事故判別能力 

1.說明：應設置號誌系統就地控制之監控設備 
(1)廠商除於就地監控之號誌設備室設置就地控制之監
控設備外，亦應於行控中心適當地點設置就地控制之

監控設備。 
(2)當行控中心號誌系統因設備、系統或行控中心網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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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故障離線或當機時，行控中心操作人員仍可透過

本就地控制之監控設備進行系統監控，以維持系統基

本之營運運轉。 
(3)應配備有回朔(Play Back)之功能，依據系統所記錄之

資料重播場景或事件以協助操作人員判別分析。 
2.效益：強化行控中心之監控能力與事故判別能力。 

實際執行
成效 

一、 文湖線歷經系統優化與改善後，整體系統穩定度已有顯著提

昇，從 99 年 12月底至本(100)年 4月底為止，文湖線累計之

系統可用度為 99.88%，已達國際級一流水準。 
二、 以 98 年 7月 10日中斷營運 8小時事件為例，文湖線當時每

日運量約 15 萬人次，系統故障影響現場旅客約 7 百人，因
長時間影響營運，市府更須啟動接駁公車疏散旅客。本案號

誌系統之強化，將提昇營運可用度與系統故障之復原能力，

可有效避免長時間影響營運(例如：全線列車初始化時，隨車

人員手動駕駛一個站間的距離約 10 分鐘即可回復自動駕

駛。)，間接減少大量社會成本的支出，例如：接駁公車之啟

動及若啟動接駁公車，原先預備要搭乘捷運而轉搭其他交通

工具所造成之交通與時間上之影響等。 
三、 本次號誌系統規範之精進，除了吸取文湖線經驗，並參考相

關世界標準及其他城市捷運規劃設計經驗，經本局不斷詳實

檢討契約規範，並考量系統建置可行性、系統可用度及營運

安全等，陸續制訂完成環狀線、台中線及萬大線之號誌系統

設計規範，環狀線及台中線標案並分別於 98 年 3 月及 100
年 3 月順利決標，證明本局所制訂之規範除能符合本國民

情、習慣及環境之需求，更符合世界潮流與國際水準，並期

待文湖線相關經驗之回饋，以避免重蹈覆轍。 
相關附件 無 

聯絡窗口 
姓名：陳柏穎 
電話：(02)25215550轉 8314 
Email：11036@trts.dorts.gov.tw 

格式限制： 
一、提案成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行距為固定行高 18pt。 
（2）頁數：A4紙不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不限。 
（2）頁數：A4紙不超過 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