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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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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管事業｜貓空纜車 / 台北小巨蛋 / 兒童新樂園

轉投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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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美學 / 跨界藝文活動 /

社區關懷和在地行銷 / 環境永續和能源節約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 重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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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湖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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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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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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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7

單位%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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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和新蘆線、板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

文湖線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和新蘆線、板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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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金額875,000,000 元

投資金額35,714,280 元

投資金額142,860 元

投資金額142,860 元

投資金額142,860 元

總金額10,000,000,000 元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組織經營



年在職人數： 人

註：在任董事、監察人成員名單以 年 月 日為準，並依姓氏筆劃排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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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入約 億元，稅前純益約 億元，稅後純益

約 億元。

台北捷運公司 2018年繳交予台北市政府租金為

億元，累積繳交租金計 億元。

為配合台北市政府鼓勵使用大眾運輸政策，持續實施捷

運與公車雙向轉乘優惠措施；2018年起，公車轉乘捷運

優惠經費仍由本公司負擔，而捷運轉乘公車優惠經費改

由雙北市政府負擔，全年公司共支付 億元，累計已

支付 億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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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億元 營業外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運輸收入

｜

｜

億元

註：台北捷運公司自 2001年起繳交租金予台北市政府 (營運前 5年，每條路線每年繳交租金 1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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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運共有 5條路線，包含文湖線（棕線）、淡水信

義線（紅線）、松山新店線（綠線）、中和新蘆線（橘線）

及板南線（藍線）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運輸本業



我們深刻了解強基固本方能行穩致遠，因此更用心為旅客打造安全穩定的運

輸系統。2018年度捷運全系統營運可靠度指標 每 ( 發生 1件 5分鐘以

上行車延誤事件之平均行駛車廂公里數）達 901萬 6,673車廂公里，相當於

可靠度 ，創台北捷運歷史新高紀錄，穩居國際高水準之列。 

萬車廂公里數

｜ MKBF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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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人次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文湖線總運量

千人次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文湖線總運量

｜

｜ ｜

｜

分：秒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文湖線

註 : 2018 年上午尖峰文湖線最小班距為 80 秒，其餘路線最小班距為板南線 120 秒。

｜

百分比%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文湖線

分：秒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文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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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列車營運安全及設備正常，除例行維修保養以

外，2018 年 完 成 301 型 15 列、321 型 列、371

型 11.5 列、381 型 3 列、370 型及 共 對

電聯車大修作業。另為降低行駛時產生異音及振動情

形，自 2017年開始重置文湖線 370型電聯車傳動軸，

2018年累計完成 74對車。此外，針對 371型電聯車

的錄影功能及高運量 341及 371型電聯車車載通訊系

統，逐年升級並於 2018年全面完成重置。

為維護行車安全及乘車舒適度，持續進行高運量軌道鋼

軌及道岔更新作業，2018年共完成 21付道岔及 12,150

公尺鋼軌更換作業、研磨鋼軌 356,712公尺、研磨次數

364次，對於緩解噪音、振動有相當顯著成效。此外，

亦針對營運逾 15年之淡水信義線及板南線辦理軌道承托

設備劣化改善工作，於 2018年共完成 328顆枕木滑牙修

補、24公尺道床修補及 18.76公尺環氧樹脂砂漿層修補。

｜電聯車設備檢修，列車升級、順暢營運

｜軌道設施設備改善，緩解噪音、軌道平順

為提升營運路網之品質及安全，2018年辦理 30組道岔

鋼軌、22組導電軌焊道非破壞性檢測與 5組電軌短軌

組件預防性更換、10站火警設備、淡水線 17站不斷電

系統、松江南京站備援冰水主機、文湖線木柵段 32處

行駛路面跨接鈑等重大機電設備重置及改善，以提升設

備穩定度及運作效能。

為提供旅客安全舒適的候車環境，自 2006年起，逐年分

階段推動捷運車站增設月台門作業，2018年陸續完成啟

用忠義站、唭哩岸站、復興崗站、新北投站、小碧潭站

及土城站等最後 6站月台門。全案歷經 13年，至 2018

年 9月 30日完成台北捷運系統全線路網 117站月台門建

置，不但能有效防止人員或物品墜落軌道，遇大型活動

旅客擁擠時，也能確保旅客候車安全。

｜重大機電設備重置，提升品質、保持穩定

｜車站月台門全面建置，安心候車、順利行車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運輸本業



2018年於捷運系統、貓空纜車、台北小巨蛋及兒童新

樂園辦理 場各種主題之多重災難模擬演練，藉以提

升公司同仁各項狀況之處置與應變能力，並經由消防、

救災及救護等外單位共同參演，強化彼此協調運作能

力。

為加強運轉異常事件處理，2018年分別針對工程車故

障、電聯車聯結拖移、地震 ( 5級 ) 列車出軌、供電異常

站間旅客疏散、導電絕緣體異常及人員下軌處理等項目，

模擬重大系統設備異常情境，總計辦理 8場桌上整合演

練會議，藉以提升行控中心與線上單位對於異常事件處

理的熟練度與應變時效，以及強化各單位熟悉應變處理

程序與協同合作默契。

｜桌上整合演練會議

｜定期安排多重災難模擬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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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參加 5場次國際交通公共聯會（UITP）舉辦相

關會議，並於會中發表文湖線系統更新實務經驗、電聯

車延壽作為及討論公共交通票價監管機制等議題。其他

相關國際會議有 3月赴印度新德里「軌道運輸標竿聯盟

（ ）年會」及香港「亞太鐵路大會」、4月西

班牙畢爾包「世界地鐵及輕軌大會」、6月美國丹佛「美

國大眾運輸協會（ ）軌道會議」、9月馬來西亞

吉隆坡「東盟軌道交通國際峰會」以及 11月新加坡「東

協工程組織聯盟（ ）會議」共 6場次。

參與學協會主辦之年會、研討會及專題講座等活動外，

另分別於 6月及 11月負責籌辦「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07

年度年會暨會員大會」及「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 107

年年會暨會員大會」，並受邀擔任台灣軌道工程學會「大

數據在軌道運輸系統之應用論壇」專題演講主講人及中

華智慧運輸協會「20周年會暨智慧運輸應用研討會－軌

道安全智慧化」場次與談人，與學協會保持良好互動與

交流。

｜國際交流

｜國內交流

透過接待外賓同業參訪交流機會瞭解業界及各國趨勢，

2018年共接待 88團外賓及同業，總計 1,453人次，包

含加拿大、美國、比利時、瓜地馬拉、秘魯、緬甸、

澳洲、越南等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以及泰國 BMTA運

輸公司、西雅圖輕鐵公司、新加坡 PTC公共交通委員

會、UITP技術參訪、泰國鐵路局、荷蘭鹿特丹運輸公

司（RET）、東京地鐵、與國內縣市交通局等軌道交通

同業。

｜外賓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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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運積極培育捷運技術顧問能量，建立完善且系統

化的顧問技術課程，將建設及營運維修經驗擴展輸出至

國內外軌道同業。 年辦理廈門軌道交通集團、蘇

州軌道交通集團、新加坡新捷運公司等培訓課程、參與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建設計畫專案管

理顧問暨工程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新北市淡海輕軌運

輸系統計畫基本設計及第 1期專案管理顧問委託技術

服務案等，積極以企業軟實力創造商機。

本公司接受新北市政府委託環狀線第一階段代營運需

求，為使營運通車作業順遂，於  年 月成立環運

處並招募新血，專責規劃環狀線通車前準備作業、完工

後穩定性測試及初履勘通過後通車營運與維修等相關作

業。

｜協力環狀線第一階段營運準備

｜拓展代訓及顧問業務創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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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公司立業的根本也是永續經營的基石，我們努力建立友善且安全的勞安

作業環境，提供員工優質的工作內涵、有競爭力的薪酬條件以及完善的系統化

教育訓練，致力於協助同仁與公司共同成長，以維持高水準營運實力。

考量當今企業人力流動加速趨勢及落實經驗傳承與知識

應用，持續推動知識管理計畫，建置各處室知識管理審

核體系， 年已累計蒐集及上傳系統平台重要文件

件，亦針對知識管理開辦相關認知宣導課程、種

子訓練及系統平台等訓練課程，總計 人次參訓。

｜建立知識管理系統

為適時遞補離退人力，於 2018 年階段性招考行車類、

一般類、身心障礙類人員，共進用 275 名新血。另本

公司接受新北市政府委託環狀線第一階段代營運需求，

並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成立環運處，同時招考環狀線 

636 名營運人力及專案進用評價副站長 25 名。

持續推動提案制度及品管圈活動，不斷追求工作方法改

善與革新，並塑造組織的學習文化與團隊精神。 年

獲評佳作獎以上提案共 件，另「台北捷運不斷電，鷹

眼再升級」榮獲 年市府創意提案競賽精進獎季軍。

品管圈改善案共 件，其中「提高兒童新樂園入園人

數」及「延長 型電聯車煞車碟片使用壽命」 案分

別榮獲經濟部工業局第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至善組

銀塔獎及銅塔獎。

｜持續辦理招募獵才工作

｜提案制度與品管圈活動

規劃完善系統化訓練課程，強化員工知能，達成企業

化人力資源管理目標。2018 年共計開辦 1,278 訓練班

期、訓練總人次為 35,414 人次，總時數為 230,774 小

時，藉以確保技術無縫傳承，提升並優化人力資本。

此外，亦積極推動「專業基礎訓練之訓練檢定方法與

合格標準化」，2018 年完成 75 種專業訓練，總計 1,052 

項檢定教案。

｜強化員工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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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日籍觀光旅客增加及提升台北都會區國際觀光服務，

2018年 8月 10日起於鄰近日本旅客熱門景點車站：士

林站、東門站、台北 101 / 世貿站、淡水站、劍潭站、中

正紀念堂站、北投站、新北投站、中山站、台北車站（淡

水信義線及板南線）、西門站及龍山寺站等 13站，增加

日語站名廣播服務。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加上休閒運動風氣盛行，騎乘自行

車已蔚為風潮，為支持綠色運輸政策，高運量全線車站 

83 站假日開放自行車進站，自 2018年 4月 2日起，於

平常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非尖峰時段，試辦開放旅客

攜帶自行車進站搭乘捷運。 年 4月至 12月自行車運

量共計 46,960輛次，假日約佔 86%、平常日約佔 14%。

｜支持綠色通勤擴大開放自行車進站

｜車廂增加日語站名廣播服務

2018 年 9 月完成全線車站月台設置「孕婦優先候車

區」，加強宣導優先禮讓懷孕旅客，以提升孕婦乘車環

境。並於捷運車廂設置「親子友善區」，為國內外鐵路

系統首創，宣導禮讓親子、孕婦及推嬰兒車等旅客優先

搭乘。2018 年除定期更換親子友善車廂內之中英文貼圖

主題，也推出動畫、微電影、親子彩繪列車和親子爆米

花電影院活動，以活潑歡樂的氛圍達成寓教於樂的效果。

｜設置「孕婦優先候車區」及「親子友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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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旅客即時掌握訊息，規劃於捷運全線車站，建置

面 吋閘門區顯示器，提供公車轉乘優惠、乘車宣導以

及各項車站公告訊息。 年完成 場站，共 面閘

門區顯示器；另於新北投站、中山站、台北車站、東門

站及西門站等鄰近商圈之車站，試辦設置 組 吋觸控

式顯示器，提供商家、景點等車站周邊生活互動資訊查

詢。

為鼓勵長者走出戶外、接觸人群，並強化宣導台北市敬

老卡點數擴大應用於捷運使用， 年 月及 月分

別發行「親山步道」、「 休閒藝文」兩款摺頁，提供長

者搭乘捷運遊憩路線相關資訊。

｜發行「出去走走」樂齡生活摺頁

｜閘門區建置電子資訊顯示系統

因應淡海輕軌通車，完成車站、電聯車路網圖、路線圖

及導引指標等更新共 面，並增加紅樹林站大型動

線標示之吊牌及告示牌，同時於通車初期增派人力，協

助旅客引導服務。

｜配合淡海輕軌通車增設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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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台北市政府舉辦之跨年晚會人潮疏運，台北捷運依例

連續 小時營運不收班，主要由板南線、淡水信義線及

松山新店線三線共同擔任跨年疏運任務，其中板南線最短

班距達到 分 秒，並視人潮彈性調整班距，輔以支援

人力於各重點車站進行動線疏導與管制。 年共投入

約 服務人力，且為加強東南亞籍旅客服務，除設置

東南亞 國語言指標外，首次邀請印尼籍及越南籍服務人

員共 名加入旅客服務行列，圓滿達成跨年疏運任務。

總計自 年 月 日上午 時至 年 月 日

上午 時，捷運全系統運量為 萬餘人次。

｜跨年人潮疏運

新版「台北捷運 」 ，4月起新增「出口醬玩」服

務，提供地圖導航、周邊景點及美食推薦等資訊；8月起

推出「料理食捷」單元，提供各式影音食譜，使忙碌通

勤族輕鬆上菜。

｜「台北捷運 Go」APP 增加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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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並減輕民眾負擔， 年 月

日起發行定價 元之「公共運輸定期票」，可

享 日內不限距離、次數搭乘台北捷運、雙北公車及

前 分鐘租借免費等優惠，給予遠距離及重度

使用大眾運具者更多優惠，購票民眾只需支付定期票金

額，即可享受跨運具之公共運輸服務。自 年 月

日起加值服務再升級，持悠遊聯名卡 (或悠遊 卡 )，

開啟自動加值服務，即可透過捷運自動售票加值機購買

定期票。截至 年底，共售出約 萬張定期票，

續購率達 ，滿意度達 。

為持續提供國際觀光客更友善之單程票購票及電子票證

加值服務之體驗，本公司再於 年 月 日起，自

動售票加值機增加德國、法國及西班牙等 國語言，擴

大服務歐洲地區來台觀光搭乘捷運之旅客，連同原已提

供之中、英、日、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印尼等

種語言，已擴及 種語言。

｜自動售票加值機增加多國語言服務

｜發行公共運輸定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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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遊客開心暢遊大台北地區，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推出「捷運旅遊票 台北 選」

活動，與景點購物、特色餐廳、咖啡甜點、飲料小吃、風

格小店 大類 間商家合作，凡購買捷運一日票、  

小時 /  小時 /  小時票，即贈送優惠券。另持續與高

鐵、台北雙層觀光巴士、桃園機場捷運合作推出「高鐵北

捷雙巴聯票」、「機捷北捷聯票」等交通聯票，可同享旅

遊票優惠，吸引國旅及國外旅客購買， 年共售出

萬張。

為打造友善城市及鼓勵學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配合兒

童搭乘捷運優惠政策，完成車站收費系統設備功能修改

作業。自 2018 年 1 月 26 日起，設籍台北市 6歲至 12

歲兒童，搭乘台北捷運可享單程票 6折，新北市 6歲至

12歲兒童自2018年 3月1日起，可享單程票4折優惠，

年台北市兒童平均每日搭乘優惠 人次、新北

市兒童平均每日搭乘優惠 人次。

｜雙北兒童搭乘捷運優惠

｜捷運旅遊票優惠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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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事業 | 車站商業空間

捷運系統內設有販賣店 間，結合休閒、遊憩、生

活、文化、餐飲等業種，提供販賣店型式，包含百貨零

售、文教娛樂及特色餐飲等，滿足旅客吃喝玩樂的多元

需求，另配合市府推動「無現金」城市，旅客可以透過

信用卡、悠遊卡或其他電子支付工具在捷運系統輕鬆購

物。

｜販賣店

為提供旅客優質伴手禮購買之選擇與服務，台北車站

捷運商品館自 年起出租經營，引進更多文創商

品，公司另於西門、忠孝復興、中山及台北 / 世貿

等重要轉乘站及觀光人潮較多車站設置商品販售處，

方便旅客購買。
｜增闢商業空間

收費轉乘停車場共計 處，除淡水及劍潭站 2處維持

公司自行經營外，另 處停車場則委外經營，藉由專

業廠商規模經濟的運作、引進新型停管設備，減少公司

建置成本及維管費用，增加附業經營獲利。

｜停車場

｜商品館

除販賣店外，於中山地下街及東區地下街，亦包含店舖

間，提供民眾更舒適的購物和休憩空間。

中山地下街：分為兩段，台北車站至中山站間，規劃有

百貨精品、服裝飾品、便利商店、休閒娛樂商店；中山

站至雙連站間，配合市政府推動文創產業，以書店及文

創店舖為主要經營特色，並結合咖啡、飲料、輕食等複

合式經營。

東區地下街：設有便民服務中心外、另規劃百貨精品、

服飾藥妝、生活娛樂、餐飲等店舖，與地面上的忠孝東

路結合為更完整的購物商圈。

｜地下街

為活絡使用車站具商業價值空間，透過整併空間及擴增

規劃， 年共增闢車站實體商業空間 處，使用面

積增加約 坪，包含規劃西門站、雙連站大廳層空間，

調整台北車站悠遊卡中心等空間共 處，作為商業店舖

使用，並於台北車站、忠孝復興站、松江南京站及板橋

站增設 處簡易商業點位，年收入約增加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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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事業 | 多媒體廣告

結合數位與行動購物趨勢，引進新商業型態並發展導購

業務，於 個車站 處建置導購多媒體， 年起透

過體感科技及即時影音互動等引導民眾到虛擬或實體商

店購買，以有趣、互動廣告體驗，帶動車站廣告全面升

級並增加旅客搭乘樂趣。

結合智慧科技與生活應用， 年 月 日起於全

線 個車站導入「智慧生活站（亞尼克蛋糕提領站

）」，旅客可透過全自動方式，現場購買熱門排

隊商品，也可經由線上訂購車站取貨的模式，選擇自己

最方便的車站進行取貨。

｜多媒體導購系統升級

｜發展智慧生活物流新商機

另與中華郵政公司合作，自 年 月 日起於民

權西路、中山國小、忠孝新生、市政府站等 個車站點

位設置「 郵箱」，提供民眾自取自領、交寄包裹之服務，

免至郵局臨櫃辦理，突破時、地限制，更加彈性。

年將忠孝復興站及西門站 座燈箱廣告版面升級

為動態光影燈箱及 座 吋高畫質 電子螢

幕，月台軌道區亦同步升級 台高解析度投影機，透過

數位設備持續升級提高廣告價值。

｜捷運廣告多元化及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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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興建台北捷運系統同時，特於北投機廠興建訓練活動中心，以供辦

理捷運系統員工訓練，並於 年 月隨捷運淡水線移交給本公司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及維護管

理。基於資源有效運用、回饋捷運沿線居民、提昇公司多元服務形象及兼顧增加營收之目的，

於 年 月 日對外開放租借付費使用。至 8年 月 日，使用人次已達 萬人次。

北投會館以訓練場地租借為主要經營項目之一，自 年 月起自辦「運動休閒課程」，開

附屬事業 | 北投會館

設包含瑜珈、有氧、舞蹈、太極、親子等休閒運動課程，總計開辦 班吸引 人

次報名，達活化場地經營利用效益。此外，為使北投會館服務更多不同年齡層客群，暑

假期間特邀請營隊活動經驗豐富之籃、羽球專業教練團隊，規劃「運動夏令營」，總計

有 人次參加，透過不同課程及活動主題提升北投會館運動人氣及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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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事業｜悠遊卡投資控股公司

實收資本額為 億 萬元，本公司持股 為最大股東。主要營業項目為一般投資

業，轉投資公司有悠遊卡公司（持股 ）、點鑽整合行銷公司（持股 ）、群信行動數

位科技公司（持股 ）、捷邦管理顧問公司（持股 ）、台灣行動支付公司（持股 ）。

年稅後淨利約為 億 萬元，本公司依股權認列投資收益約 萬元。

實收資本額為 萬元，本公司持股 為最大股東。該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

管理顧問業，提供軌道人才培訓課程及營運規劃服務， 年稅後淨利約為

萬元，本公司依股權認列投資收益約 萬元。

捷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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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管事業 | 貓空纜車

強化異業結盟開發新客源：與日本御在所纜車締結友好

協議，透過媒體宣傳，提升貓空纜車曝光度及吸引力，

增加觀光客源。與各大航空公司及飯店業者合作優惠票

價，共同推廣行銷貓空纜車。與台北市雙層觀光巴士合

作，於網路平台推出套票優惠，聯合行銷推廣觀光。

北中南東銅板價搭貓纜：為擴大貓空纜車客源，吸引各

縣市民眾搭乘纜車，將全台分北部、中部、南部、東部

地區，推出4梯次限定優惠，不限站數「 元搭到飽」，

各地區民眾於優惠期間可享銅板價盡情暢遊貓空，總計

優惠 人次。

｜行銷推廣工作

貓纜 暑假：為鼓勵青少年族群結伴戶外出遊，於

年 月 日至 月 日暑假期間，推出全國 歲

以下國、高中學生憑學生證可享優惠票價之活動，總計

吸引 人次搭乘。

結合在地資源，舉辦節慶行銷活動：與指南宮合作舉辦

端午節「香包傳情扇行義舉」活動、配合貓空商圈辦理

「貓空豐茶祭」活動、於中秋節前後推出「搭貓纜賞明

月愛在中秋特惠週」( 時以後搭乘享有票價優惠 )、與

貓纜周邊飯店合作推出萬聖節「假鬼假怪」等節慶應景

行銷活動。

年 月 日至 月 日進行1 天年度檢修作業，

執行系統迂迴輪、齒輪箱及煞車等設備翻修及載重與電

氣測試等工作，確保系統運轉品質及穩定性。 年

系統平均可用度為 ，顯示貓空纜車系統運轉穩

定，為全世界採 公司纜車系統中表現最佳之一。

｜纜車標竿學習交流

｜年度檢修作業

年 月 日至 日貓空纜車與日月潭纜車共同

主辦「 亞太區纜車標竿學習交流研討會」，邀請

亞洲地區共 家纜車營運公司約 人參加，主要研討

纜索維修、行銷活動經驗、特殊天候處理等議題，透過

交流平台，相互分享彼此經營經驗，使貓空纜車營運服

務更加精進，並向其他會員展示貓空纜車優質之維修與

服務，達到宣傳貓空纜車效果。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多角化事業



｜主場館

委管事業 | 台北小巨蛋

｜副館

主場館： 年共舉辦 場賽事與活動，含「

 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學年度高中

籃球甲級聯賽總決賽」等體育賽事  場、「

」、「 學友‧經典

世界巡迴演唱會」等藝文娛樂  場、「 超級巨

星紅白藝能大賞」、「第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頒獎典

禮」等集會活動  場。

｜國際賽事或大型活動舉辦

完成冰上樂園出入口及會、學員櫃檯分流規劃

為提供更好的教學品質，自 年 月啟用全新的教學

專用櫃檯，提供學員寬闊舒適空間及完整專業諮詢服務；

同時為提升服務質感，冰上樂園大廳也全面換新裝，整

體裝潢以粉藍及淺黃色作為基調，嶄新明亮的空間再綴

上片片雪花，營造出冰雪世界的氛圍，帶給遊客全新感

受。

｜場內環境優化

多元優惠方案： 年冰上樂園針對不同客源及尖峰

離峰時段，設計個人、團體、上班族及周邊商品優惠等

項行銷套票方案；此外，推出假日滑冰組合套票加速

銷售流程，縮短遊客假日等候時間，並透過平日團體優

惠方案，分散假日尖峰人潮及推廣滑冰運動，總計優惠

人次。

｜優惠票價及節慶行銷活動

台北小巨蛋為台北市重要國際地標，且位處精華地段交

通便利，故配合市府扶植新創產業政策，將東會館 、

樓朝向運動休閒、新興科技或音樂娛樂產業等方向進行

招商， 年 月 日由工研院得標，打造為科技部青

年科技創業基地 （ ），每年租

金收入增加  萬元。從 年 月成立以來，已成

功吸引來自國際科技新創相關組織以及國內外加速器進

駐，發揮高度創新群聚效應。

｜拓展商業活動增加附業收入

將主場館北區觀眾席及碼頭區燈光更換為高效率

燈，提升照明亮度、降低燈具故障率，提供觀眾進散場

及租用廠商作業之安全環境。

副館冰上樂園： 年包括「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

冰春季錦標賽」、「 年全國花式滑冰菁英賽」、

「 年台北市青年盃滑冰錦標賽」及「 年台北

城市盃冰球錦標賽」等 場國際或國內滑冰賽事。

創意節慶活動： 年冰上樂園結合周邊及館內店家

異業結盟，辦理包含白色情人節甜蜜蜜、萬聖節搞鬼佈

置、聖誕節「冰上畢卡索我很繪畫」 檔節慶活動，有

效創造話題，成功吸引不同年齡層客群入場滑冰，並獲

多家媒體報導。

｜以節能光源優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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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管事業 | 兒童新樂園

為提升遊客吸引力，持續增加遊樂設施， 年引進

瘋狂甜甜圈、森林舞會等 項新設施，以提供民眾更多

樣消費選擇，同時增加遊客新鮮感。

為創造園區話題，於兒童節、中秋節、萬聖節、聖誕節

等節慶辦理活動，另與三麗鷗公司異業結合辦理「哈妮

｜遊戲設施引進及主題活動舉辦

異業結盟推出聯合套票：與天文館及科教館，首次於

寒、暑假期間推出三館聯合套票行銷優惠活動，活動期

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及 月 日至 月

日），總計銷售 套。 

推出兒童新樂園無限暢玩一日票：自 年 月  

日起試辦推出一票到底之一日票，寒暑假及例假日全票

票價為 元（平日 元），優待票（ 歲至 歲）

票價為 元（平日 元），於當天無限暢玩編號 

至 號大型遊樂設施，讓遊客盡情玩透透。

票價優惠時段及弱勢族群免票措施：實施平常日團體預

約入園、週三台北市民入園、星光優惠及弱勢族群等

免門票優惠措施，以期吸引遊客入園， 年總計約 

萬人次受惠。

｜優惠票價及節慶行銷活動

拓展園區附屬商業空間： 年度新增「廣告招商」，

於園區主要人潮動線處增置固定廣告點位，以固定版面

搭配創意廣告，並結合節慶、時事題材及親子市場作為

招商策略，持續增加附屬商業收入，開拓園區廣告市場。

加強宣傳措施：除善用捷運車站內海報宣傳資源，並透

過臉書、市府 、公車海報等媒介。另透過與知名廠

商異業合作資源，統計 年獲電視及平面等媒體宣傳

報導達 則。

獲獎肯定：以「提高兒童新樂園入園人次」為主題，參

與 年第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全國競賽，獲得至善

組「銀塔獎」肯定，創下國內遊樂園參與全國性質品管

圈競賽之首例。

｜其他重要工作及獲獎肯定

鹿派對列車」主題活動，深獲遊客好評，其中萬聖變裝

點心趴活動，更創下單日 萬人次佳績。

與廠商合作推出「粉紅豬小妹」限量手環套票、 場人

偶見面會以帶動唱方式行銷兒童新樂園，活動期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總計優惠  人次。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多角化事業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為促進都市區域整合發展與再活化，提升地區整體生活

環境品質，本公司規劃「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

案」，重塑捷運中山站周邊街區新風貌，打造結合休憩、

展演、運動、餐飲、親子等活動的一條綠色廊道。

繼 年中山地下街引進「誠品 」進駐，帶來耳

目一新的全新感受後， 年 月中山地下街爵士廣場

完工，增加活動空間及壁面設置鏡面，供民眾跳舞及學

生社團活動使用， 年 月捷運行政大樓後方下凹廣

場完工，搭配周邊京站百貨經營主題餐廳、便利商店及

飲料吧等，提供民眾更多消費、休憩選擇。

此外，結合當地文化特色，與社區居民緊密連結，辦理

如心中山生活節、出口音樂節等優質捷運文化推廣活動，

透過捷運豐沛的藝文能量，為台北營造樂活共融的城市

意象。

｜心中山改造計畫及活絡周邊街區

為了落實車站空間地方化、社區化及藝術化之政策目標，

年結合永春陂濕地公園、南港埤塘與濕地生態等地

方意象，進行永春站及後山埤站藝術裝修布置，讓旅客

及居民得以感受車站藝文氛圍、充實生活美學體驗。

｜推動車站空間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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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月 至 日、 至 日，以

復古新浪潮及搖擺新聲代 種主題，分為長青族及青少年

不同客群舉辦音樂會，鼓勵年輕朋友和家中長輩參與；現

場安排童玩區、熱門與經典國、台、英語歌曲翻唱，並設

置復古霓虹燈風格拍照牆，提升民眾打卡分享及社群宣傳

效果。

｜出口音樂節

為慶祝北淡線台鐵新北投站於七星公園重新開幕 週年，

並鼓勵民眾春季搭乘捷運出遊， 年 月 日至 月

日邀請代表台灣的月琴民謠協會團隊於溫泉彩繪列車舉

辦「捷運那卡西」快閃活動。 月 日於新北投站旁七星

公園盛大舉辦音樂饗宴及文創市集等活動，讓民眾在新

北投車站的旅程上都有音樂相伴，聆聽廣受新生代喜愛

的旺福、怕胖團等樂團演出。

｜《春遊驛站鬧哄哄》北投主題音樂活動

與文化局合作 台北爵士音樂節系列活動， 月 日

於爵士廣場舉辦「爵士新秀演出」，以及捷韻國際廳舉

辦「爵士系列講座」，讓音樂藝術貼近民眾生活，同時

提升公司場地知名度與品牌形象。

｜ 2018 台北爵士音樂節：

｜第十四屆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

以「 ． 」為主題，由人氣偶

像邱勝翊（王子）及新生代女神愷樂（蝴蝶姐姐）  位代

言， 年 月 日舉辦記者會、 月 日街舞快閃，

月 至 日初賽， 月 日決賽，共計 組隊伍報名，

吸引 人次現場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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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爵士廣場完工啟用， 年 月 至 日、 至

日舉辦「心中山生活節」，以文創概念宣傳全新落成

之複合式休憩空間，把文化、生活、歷史等直接在社區

裡展現。活動有人氣樂團表演、在地與特色品牌文創市

集、紙雕裝置藝術、周邊旅遊摺頁及宣傳影片，強化與

居民連結及市民互動，活動期間超過 千人次參與。

｜心中山生活節

為活絡爵士廣場氣氛，自 年 月起每週末六、日舉

辦假日文創市集，開放各種領域職人或文創商家擺攤；

也安排  至 人編制之樂團演唱流行及爵士歌曲。另外，

年 月 日起與《 》合作，每週五

晚間號召民眾及學員至爵士廣場一起躍動輕快舞步，每

週至少有 位至 位的民眾前來進行社交互動，帶動

人潮聚集。

｜假日文創市集及捷運爵士廣場活動

舉辦耶誕節慶行銷系列活動，營造爵士廣場的節日氛圍，

年 月起，不僅全區鋪設草皮、規劃耶誕花卉植

栽及燈飾布置造景，並於 月 至 日、 至 日

舉辦草地野餐、露天電影院、樂團歌手演唱、異國美食

市集等豐富活動內容，吸引人流駐足、強化民眾對本區

域印象。

｜耶誕樂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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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個台北都是我的電影院」概念，與文化局台北電

影節合作，於 月 日、 日舉辦「搭乘捷運一日悠

遊看電影」活動，配合各捷運站特性挑選歷年經典好片，

更將捷運松山站廣場打造為跨夜電影院，吸引國內外影

迷造訪車站，達成品牌推廣與提升企業形象。

｜ MRTaipei 電影院

與外部單位合作，陸續推出  彩繪列車（與文化局

合作）、米奇趣遊台北彩繪列車（與觀傳局合作）、及

反毒彩繪列車（與台北市政府北極星反毒專案合作），

在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及板南線行駛，讓乘客感受

台北的文化活力。

｜彩繪列車

年 月 日「超硬電司趴」，邀請來自歐、亞頂

尖街舞舞團、國內專業舞團及知名唱跳藝人，共同於台

北小巨蛋演出。現場觀眾超過 人，節目直播觀看

及總觸及超過 萬人、重播觀看達 萬人。

｜《超硬電司趴》小巨蛋國內外街舞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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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劇為「劇場煉金大師」 的代表作，曾

獲葛萊美獎並於全球各大城市演出 80餘場，亞洲首演即

跨界選擇移師台北捷運的北投機廠演出。 年 月

至 日絢麗聲光特效將機廠化身音樂劇場，巧妙地將列

車、廣播、廠房設備和維修橋段與北市交響樂團及朱宗

慶打擊樂團的演出結合，並創新安排捷運禮賓專車讓觀

眾飽覽機廠的壯麗景象。

｜《Surrogate Cities》代孕城市音樂劇亞洲首演

與文化局合作以「顛倒之城」為主題，於 年 月

日晚上 點至 月 日早上 點舉辦，以中山北路為

軸線分圓山及南西商圈兩大展區，邀請來自法國、日本、

中國、加拿大及台灣等地藝術創作者，跨夜呈現至少

處夜間藝術裝置、 場演出活動，藉藝文活動體驗探索

夜台北魅力。活動總計約 萬人次參與，線上觸及

萬人次，產業效益評估 萬元。

｜台北白晝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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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於公司 樓設置兼具洽公接待與參觀等複合功能

的主題展區，展示內容包含 立體字造型桌椅的創

意入口意象及「 經營績效」、

「 多元事業體」、「

列車模型展示」、「 捷運

人物」、「地鐵之最趣聞」、「地鐵城市風貌影像」及「紀

念商品展示」等 大主題展覽。

｜「閱讀。捷運故事」主題展

由公司同仁引導節目主持人邰智源親自體驗捷運相關職

業工作內容，包含軌道維護、司機員，並至行控中心觀

摩、體驗站務人員作業與跨年疏運實境。影片自 年

月首播至今， 累計總觀看人次超過 萬，

成功增進網路觀眾對捷運同仁們日常工作辛勞的瞭解，

提升對公司的好感度。

｜一日台北捷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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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局合辦《有眼不識中山》系列活動，於 年

月 日至 月 日為期一個半月，以「逛逛展、說說

書、聽聽歌、敲敲門」4個主題邀請民眾以不同角度重新

認識中山街區以及深藏街區巷弄的中山故事。活動包含 3

組裝置藝術展覽、 場跨界文學體驗、 組獨立音樂活

動，及 場街區探訪活動，以有別以往的街區體驗，共

築未來生活想像。

｜《有眼不識中山》街區體驗活動
為讓民眾對捷運系統及各項設備有基本認識，開放各類

機關團體或學校報名參加捷運之旅活動，由專人帶領至

民眾平時無法進入的管制區內進行導覽解說， 年

共有 團（ 人次）參加，包含中華民國自閉症

基金會士林工坊、研揚文教基金會安排偏鄉小學科技教

育參訪、景美國中特教班等，不但開拓學生視野，對於

城鄉交流發展亦多所助益；此外也有各縣市大專院校、

國高中、小學等各級學校將捷運之旅納入課程規劃中，

透過「從做中學」的實作，讓捷運安全及防災理念紮根

在孩子對生活的體驗。

｜捷運之旅

透過網路社群建立與捷運迷及網友交流互動管道，

年邀請 位民眾參訪蘆洲機廠參觀塔台、洗車、

車削、列車底盤清洗及軌道搶修等作業，讓軌道交流從

虛擬的網路社群拓展至真實的人際活動。

｜建立與捷運迷及網友交流管道
台北捷運除了舉辦捷運盃街舞大賽、帶動街舞國際化，

也不忘照顧練舞的朋友。為提供練舞者免受豔陽驟雨影

響，繼中山地下街爵士廣場、板橋站 通道層活動區外，

另整理西門地下街 號廣場，增設牆面鏡、噪音顯示器

等設施，自 年 月 日起提供民眾練習街舞、散

步等休閒活動使用。

｜增設西門 3號廣場開放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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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響應永續環境議題，本公司於 2006 年成立節約能源委

員會，率先進行內部設備盤點，針對已達使用年限、老舊不堪使用或能耗高之

設備編列經費進行汰換，採用能源效率高之產品，秉持「用得少、用得好、用

得妙」的精神以及服務品質不打折的前提下，從節能減碳到推動綠能，持續為

延緩地球暖化與生態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為加速再生能源與節能成效，達成建構「先進節能城市」

政策目標，公司於北投機廠屋頂規劃出租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設置容量 百萬瓦， 年完工併聯發電，

為大台北地區最大、最具指標性的公有屋頂設置太陽光

電電廠專案，並具體供應可觀的綠色潔淨能源。預估年

發電量 萬度，減碳量約 公噸，相當於 座台

北市大安森林公園碳吸附量，可供應約 個家戶一

年使用。台北捷運公司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將持續

配合中央政府所訂定的綠能政策，評估其他機廠設置太

陽光電之可行性，以期能早日達成非核的綠能家園目標。

｜北投機廠屋頂設置太陽能商業運轉

年透過節能燈具汰換、空調運轉模式調整、老舊

耗能空調設備及冰水主機汰換、列車夜間時段及離尖峰

時段車速調整等各項節能措施，共節電約 萬度，

減少 排放量約 公噸。另亦推行電子化會議、

節約用紙、減燈、設備房隨手關燈、空調系統及冷氣機

設定 度及辦公室節能措施等各項節能減碳政策，從

細節落實環保作為。

｜節能減碳環保作為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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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6

2018/1/30

2018/2/3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2018/4/2

、

2018/4/7

2018/4/16

2018/8/10-122018/7

2018/8/6

2018/2/4

重要紀事

2018/3/1

2018/5/14-28

2018/6/11

2018/8/25

2018/8/31



2018/9/302018/9/29

2018/10

2018/10/26

2018/11/21

2018/12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2018/9/30

2018/11/9

2018/11/16

2018/12/31

to be continued...

重要紀事

2018/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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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六(二)

六(三)

七

七

六(四)

六(五)

六(三)

六(六)

六(七)

六(十九)

六(五)

資     產 附   註 金     額 金     額%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審 計 處 審 定 數 )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七

六(八)

七

六(九)及七

六(十九)

六 ( 十 )( 十一 ) 及七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八

負債及業主權益 附   註 金     額 金     額% %

( 審 計 處 審 定 數 )
2017 年 1 2 月 3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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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

七

六(四)及七

六(十八) 及七

六(三) (十六)

六(十七)

六(六)

六(十九)

六(十一)

六(二)

六(十九)

項  目 附   註 金     額 金     額% %

2 0 1 8  年   度 2 0 1 7  年   度

普通股
股本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資本公積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未實現損益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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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年   度 2 0 1 7  年   度 2 0 1 8  年   度 2 0 1 7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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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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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建築 合   計

房屋及建築 合   計機器設備 其他設備 未完工程

台北捷運公司年報 財務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機器設備 其他設備 未完工程



 義務現值 公允價值

確定福利  計畫資產 淨確定

 義務現值 公允價值

確定福利  計畫資產 淨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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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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