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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5年 

提案單位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事業處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王素華 貢獻度：20％ 

參與提案人：詹文滔 貢獻度：15％ 、林百鍊 貢獻度：15％、 

趙世忠 貢獻度：15％ 、鄭淑貞 貢獻度：15％、 

李青樺 貢獻度：10％ 、胡嘉華 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推動捷運智慧物流空間設置 

提案緣起 

一、 網購宅配市場快速發展且成長空間大 

據估計目前台灣每年約有 200-300 億元宅配商機，平均

每人每年約宅配寄送 1件物品，相較於日本的每人每年 9件，

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宅配在整個物流商業模式中，

扮演著最後一哩服務的角色，如何在這角色中獲得更多消費

者的青睞，是物流產業積極發展的目標。 

二、 善用捷運車站價值，創造便利生活 

每日超過 200 萬人次的旅運量，台北捷運不僅是便利的

交通工具，更是連結整個大台北都會區民眾生活的大動脈，

而人潮帶來錢潮，捷運車站挾人流匯集及地域便利之優勢，

自然是最佳的服務據點及商業發展空間。捷運車站是人流匯

集之地，若能再導入物流，更能充分發揮車站的服務價值。 

三、 網路購物、捷運站取貨時機成熟 

104 年 11 月經提案人提出「網路購物、捷運站取貨」的

物流模式初步構想，並獲得公司支持後，著手邀請國內外多

家廠商洽談於捷運車站設置物流取物櫃進行網路交易之可行

性，期間更藉由觀察阿旺獅公司向本公司承租店舖，所設置

冷凍冷藏物流櫃自營購物網之營運經驗，評估全面推展之時

機應已趨成熟，故規劃全路網每個車站的人潮必經動線旁，

設置智慧物流空間，希望經由取物櫃普及化及其他各種可能

的電子商務機具整合，讓物流的最後一哩更為多元及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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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實施方法: 

一、 針對捷運車站設置智慧物流空間的佈設策略，經考量民眾的

便利性、廠商的能力、意願及風險、系統建置時程及財務效

益最佳化等評估後，即決定採全系統佈設方式辦理，而如此

大規模佈設，不僅為國內交通業首例，更勝樂天集團在日本

福岡交通據點所佈設之規模，足具指標性意義。 

二、 依循前項策略，本提案成員即針對招商方式、設置範圍、租

賃業種及租金訂定等進行評估後，擬訂招商計劃。 

三、 為了創新商業模式發展，作最有效的車站空間商業利用，提

供旅客更多元之服務，智慧物流空間設置僅做最基本的取物

櫃配置要求，其餘空間則開放業者引進其他提供更便利生活

的電子商務設備，業者若有營業需求時，亦可設置智慧物流

取物櫃以外設備，如自動販售機或 ibon等。 

 

實施過程: 

一、 設置位置確認 

因捷運空間有限，在不影響旅客人潮動線及車站安全考量

下，為尋找可能應用的位置，於全路網 117個車站經由多次

會勘及會議討論，並參考訪商回饋之意見，確認取物櫃設置

點位。 

二、 基本電力設置及相關設施調整 

於點位確認後，協調本公司站務及後勤支援部門(如電機

處、工務處、站務處及系統處等)協助評估設置基本電力及

相關設施移設移除費用並簽辦費用來源，進行設置前相關準

備工作。 

三、 廣徵商源 

因本案為全國首創於捷運車站設置智慧物流空間，為增加廠

商投標意願，於招商前陸續邀集國內外廠商，包括港商安迅

資訊、日商天飛來、阿旺獅、置位櫃廠商萬洲通等，針對點

位建議、櫃位型式、空間需求、租期及廣告運作等收集意見

並納入招商文件參考，以期廣召多家業者參與，增加本案成

功率。 

四、 招商文件製作 

為訂定本招商案之租賃範圍、經營項目、租賃期限、租金分

析、廣告方式及經營管理規定等，召開多次之文件討論會

議，訂定完成招商策略及文件，本案自構想形成、討論未來

營運規模及招商方式僅約 5 個月時間即完成定案，並自 105

年 3月 11日公告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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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點交作業 

本案已於 105/4/8決標，為期順利 2週內完成 108點位之點

交作業，自 4/25起會同本公司站務及後勤支援部門(如電機

處、工務處、站務處及系統處等)相關單位開始分二組進行

點交會勘作業，並於 105/5/9完成全線 108站點交作業。 

六、 電力增設及相關設施移設進度追蹤 

為配合廠商之進場作業，邀集本公司維修及站務處等相關單

位召開電力施工及設備移設討論會，以配合廠商進場施工期

程完成各車站電力施作、設備移設移除等作業。 

七、 協助業者行銷宣導 

捷運車站智慧物流取物櫃設置後，為協助業者進行相關業務

宣傳，讓業者營運能更加順利，基於互利原則，由本公司協

助提供如 FB、官網等宣傳管道，並透過捷運發佈新聞之機會

進行廣宣。 

八、 分階段營業 

自 105年 7月 7日起，淡水信義線(不含中山站及台北車站)

完成設置作業提前營業，後續路線將持續進行設置安裝作

業，並安排分階段投入營業，最終目標於 105 年 9 月 10 日

前完成全線營業。 

投入成本: 

一、 自規劃、招商至履約等各階段，每處皆以車站店舖招商作業

模式進行，並投入維修、站務及事業單位大量人力共同參與

及全力配合，相關人力成本估算約 132.5萬元。 

二、 108 站設置基本電力及部份車站之佈告欄、燈箱及售票機具

等設施移設移除費用約 219.9萬元。 

三、前置作業成本合計約 352.4萬元。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創造捷運公司的財務效益 

本案於 105/4/8決標，由快取寶有限公司得標，決標金

額 708萬 8,889元/月，遠大於公告月租金(146 萬 200 元)，

租賃期間計 3 年 4 個月(營運準備期 4 個月加計契約期間 3

年)，每年可挹注捷運公司收入約 8,500 萬元，3 年共計約

2.5億元，有助於彌補運輸本業虧損。 

此外，廠商除經營物流取物櫃業務外，亦可進行自動販(租)

售機、置物櫃、冷凍冷藏式物流取物櫃及多功能電子商務機

具等業務的推展，以提供旅客多元之服務，而廠商在增加服

務同時，另需依所佔面積加收 20%或 50%租金，目前廠商已

確定於大部份車站增設冷凍冷藏櫃，加成 20%後每月可再加

收約 57萬元租金，3年可再增加 2,052萬元租賃收入，未來

隨著此物流模式愈趨普及，廠商服務能量勢必須再擴充，租

賃收入再增加是可以預見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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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民眾便利性 

由於傳統物流時間彈性低，無人在家收貨，往往成為宅

配時的困擾，至於超商取貨雖有一定的便利性，但仍須專程

前往及服務成本較高的問題；而使用捷運車站智慧物流取物

櫃，民眾不僅取貨時間自由，在通勤的路程中順道取貨，節

省等待或路途的時間，且住家位置無須告知隱私受到保障，

並透過無人化的服務，更可節省所應支付的物流成本，民眾

的便利性大幅提升。 

三、 增加對環境友善的外在效益 

智慧物流取物櫃可將傳統物流一次配達的成功機率由

75%提升至 90%以上，可有效降低物流車輛二次配送的比例。

從環保觀點，可降低機動車輛的排碳量及交通汙染量，另從

交通觀點，因物流車輛運行車次減少，對於改善平面交通壅

擠現象及提高大眾運輸使用意願，有所幫助。 

四、 促進產業升級發展 

 智慧物流取物櫃的發展，不僅在貨品的收送作業，對

於電子商務、精準行銷、大數據分析、行動支付及物聯網科

技等產業領域都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性，而捷運車站設置智慧

物流取物櫃可提供一個全方位的實驗平台，透過業者的研發

與整合，可帶動相關產業升級發展。 

五、 符合市府打造智慧城市政策 

市長於 105 年 2 月 20 日與產經界領袖座談會即指示，

本市捷運、學校等公共場所，評估結合民間資源設置貨件存

取櫃中心，另推動智慧生活亦為市府的重要政策，運用雲端

科技與物流產業，結合捷運車站人潮聚集之特定所發展出來

的「智慧物流」取物櫃，已廣獲媒體報導及各界好評，對於

市政績效極具加分作用。 

 

綜上所述，捷運車站設置智慧物流空間不僅為國內交通業首

創，更可帶來捷運公司、民眾、業者與政府四贏的新商業模式，

在此基礎上，未來有更加多元的異業發展空間可循此模式發展。 

相關附件 
附件一、媒體正面報導 

附件二、車站設置照片 

聯絡窗口 
姓名：王素華 

電話：25505600#3207 

Email：e00452@metro.taipei 

mailto:e00452@metro.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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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媒體正面報導 
 

網購捷運站取貨快了  

發佈時間 2016-03-21 14:08:06    

  台北捷運一○八個車站電子商務智慧物流空間招租，即日起公開領標，預計四月初公開招標。

台北捷運公司昨（二十）日表示，不用多久，台北捷運全路網各車站都會設有「智慧物流」取物

櫃，而「網路購物、捷運站取貨」的模式，將會成為另一種便利生活的潮流。 

台北捷運公司說明，人潮帶來錢潮，隨著網路購物趨勢的快速成長，人流匯集的重要據點自然成

了物流業的兵家必爭之地，就像香港的物流業者選擇進駐百貨商場或辦公大樓，每日數萬人次進

出的捷運車站，當然也蘊藏了巨大商機，也就是這樣，日本知名網購業者已經在地鐵站展開布局。 

其實，台灣的本土業者早從去年開始就已經進駐部分捷運車站。在台北捷運大安站、中山站等九

個捷運站，陸續開了間明亮卻空曠得有些「奇怪」的商店，店裡面沒有店員，卻只放了一整排的

櫃子。台北捷運公司說，其實，這就是新型態的物流商機「智慧物流」取物櫃。民眾只要上網購

物，業者會把貨品送進指定車站的取物櫃，並傳送一組取貨密碼給消費者，消費者趁著進出捷運

車站之便，在指定櫃位輸入密碼，就可以打開櫃門拿取，方便、快速而私密。 

看準這種「網路購物、捷運站取貨」的物流已是未來的日常生活方式，台北捷運公司因此釋出更

多車站空間，規劃全路網每個車站的人潮必經動線旁，共計一○八個點位，公開邀請國內、外業

者來投標進駐。 

台北捷運公司也說明，這次的規劃是要借重業者的商業創意，在每個捷運車站打造一個能與旅客

日常生活契合的智慧型電子商務空間，智慧物流的取物櫃設置只做最基本的配置要求，其餘空間

則開放得標業者引進其他提供更便利生活的電子商務設備。希望透過本土及國外相關業者的競爭

及合作，共同打造這無限可能更充滿想像的生活潮流空間。目前，台北捷運大安站、中山站、士

林站、復興崗站、行天宮站、台北小巨蛋站、南京復興站、內湖站及三重站九個捷運車站，已有

冷藏冷凍功能的「智慧物流」取物櫃。 

新聞來源：台灣新生報／記者許志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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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網購超方便 北捷設智慧物流取物櫃 

2016/03/20 13:53 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游凱翔台北 2016 年 3 月 20 日電）因應網購、拍賣日漸發達，台北捷運

公司目前在 9 個捷運站內建置「智慧物流」取物櫃，未來民眾只要網購，業者就能把

物品送達指定車站的取物櫃，並傳密碼給消費者，快速且私密。 

人潮帶來錢潮，隨著網路購物及拍賣的快速成長，人流匯集之處勢必成為兵家必爭之

地，台北捷運公司指出，香港的物流業者紛紛進駐百貨商場、大樓，日本知名網購業

者也在地鐵展開布局，搶搭這波新興商機。 

不過，台北捷運公司早在去年開始就在大安、中山、士林、復興崗、台北小巨蛋、南

京復興、內湖及三重等 9 個捷運車站建置「智慧物流」取物櫃，共計 108 個櫃位將邀

請國內外業者投標進駐，今天起公開領標、預計 4 月初開標。 

北捷表示，屆時民眾只要上網購物，業者就能把貨品送達指定車站的取物櫃，並傳送

一組取貨密碼給消費者，民眾可趁進出捷運車站之便，在指定櫃位輸入密碼，就能夠

打開櫃位拿取包裹，方便又私密。 

北捷認為，許多民眾習慣在超商取貨，但超商業者兼營網購取貨，必須增加人力成本，

收取的物流費用也較高，透過智慧櫃位可以降低成本，直接回饋給消費者；消費者則

建議，可在捷運站設置冷藏取物櫃，讓甜品、海鮮等物品也能在站內取貨。 

台北捷運 108 個車站電子商務智慧物流空間招租，今天起公開領標，預計 4 月初公開

招標。歡迎有興趣的廠商可向北捷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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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車站設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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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取物櫃提供「常溫、冷凍、冷藏」取貨服務，民眾可透過「觸控式操作面

板」進行取貨或購物行為，並以信用卡或悠遊卡完成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