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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技術」延續中華顧問工程司發行「中華通訊」以來的理念，一直秉持

無私的精神進行專業技術分享交流，每期皆以不同的技術主題，由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之相關技術部門分享最新的工程實績與研發成果。除了技術交流之

外，也期能透過資訊的傳遞與激盪，拋磚引玉增進產、官、學界的更進一步發展。

　　交通與運輸一直是人類重要社會經濟發展的重

要象徵與支柱，文明的推進讓運輸方式愈發的多元

與豐富，而其所衍生的壅塞與安全課題也更加不可

忽視。

　　國道高速公路已正式邁向全線里程電子收費的

創新紀元，而電子票證之跨平台整合與多元化發展

經驗也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就這兩個領域，特分

別專訪這兩個營運主管單位，盼能分享他們的獨到

觀點與寶貴經驗，供所有讀者參考。

　　而在技術方面，涵蓋航空領域的國際機場設

施，道路領域的隧道安全、交通事件與事故管理、

eTag旅行時間與車聯網發展，軌道系統的鐵路電氣

系統與維修機場設備，空間資訊的無人載具測繪、

GIS雲端化、道路養護e化管理與3D GIS結合快速建

模，以及交控機電工程民間營運等多元而豐富的主

題，都在本期專刊內詳細介紹。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科技的發展，在傳統的分析

與策略之外，更結合資訊與通信等現代科技，引進

更先進的技術與概念，開創嶄新的智慧化運輸的創

新思維，期能更進一步完善我們的運輸系統。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前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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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運輸體系的功能與要務，在於建構

一個完善的出行環境，以滿足人們對於行車

安全、便捷、及舒適等面向的基本需求。伴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演進、科學技術的日新

月異，交通運輸必須不斷創新求變，方能符

合人們愈趨多樣的選擇要求。

　　有鑒於台灣崇山峻嶺，隧道眾多，如

何確保行車安全，乃交通運輸建設的首要

任務。另因台灣位處東亞交通要衝且地小人

稠，如何提昇國際機場服務功能及軌道運輸

營運績效，以解決大量人流與物流需求，乃

當下面對的重大課題。

　　高速公路之於社會經濟，猶如人之大動

脈，如何降低收費作業或交通事件對整體路

網交通的衝擊，乃運輸體系精益求精的重要

標的。一年建設，十年養護，如何在交通建

設規劃初始，即深思熟慮未來長遠的維運需

求，甚或引進民間資源，發揮企業高效的經

營能力，更是交通運輸永續發展的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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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針對以上的交通運輸發展趨勢及重大課題，本期季刊除刊載與隧道安

全、交通事件及事故管理、軌道運輸系統電

氣化、機場先進設施建置、交通運輸系統設

施維護、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互聯網結合空

間資訊的延伸應用(如車聯網創新應用)等技術

探討外，更報導國內交通管理與票證收費領

域兩位專家的專訪紀要。

　　展望未來運輸體系之發展，充滿無限挑

戰。期望透過本期拋磚引玉的內容，激發

產、官、學、研有志之士，腦力激盪，合力

為人們在行的領域，提供更安全、便捷、及

舒適的環境與服務。此外，在相關產業創新

突破、開發新品的同時，更能兼顧環保綠

能，共同為這片屬於你我生活所在的美好家

園，盡一份心力。

　　最後要表達的是，在科技突飛猛進的時空裡，如何跟上時代潮流，激

發創新思維，適時建議政府引進高新科技、研發先進設備，開創嶄新的交

通運輸產業，將是中華顧問與台灣世曦攜手合作，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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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交通部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長   

吳木富
談 交通管理於計程電子

收費時代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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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副局長任業務組長開始，即為推動ETC

計程收費乙事，努力克服各種困難與

挑戰；可否分享您的重要經驗與堅

持，供工程界的伙伴學習參考。

答：ETC的推動確實是生涯中相當大的挑戰，

我想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來分享：

一、成就公平付費為基本信念

　　ETC計程收費對於高速公路管理人而言，

其實有著重大意義，高速公路於民國85年9月

推出小型車回數票專用車道，平均每部小型車

輛持用回數票繳費過站時間縮短為約3.7秒，

每車道每小時可通過900餘輛，雖已至人工收

費作業效率之極限，但仍無法滿足更優質收費

效率之需求，只有推動電子收費，方可大幅提

升行車效率、改善服務品質，且能進一步實現

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收費目標；更重要的是高速

公路電子收費計畫攸關未來之交通管理走向及

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也影響到國內智慧化運

輸應用之利基，為一影響深遠之計畫。

　　人工計次收費所衍生之長程補貼短程(未

過站)、收費站布設間距不一及付費不公等問

題，致時有廢站、降低通行費之要求，如無

可行之改善方案，將導致高速公路收費制度瓦

解，影響高速公路之新建與永續發展經費來

源，進而影響臺灣之經濟成長。計程收費可以

成就「走多少、付多少」之公平付費目標，

壹、前言

　　交通部高速公路工程局成立於民國59年6月8日，中山高速公路全線完工後，於民國67年12

月1日改制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其主要業務為負責國道高速公路之養護及拓建、交

通管理及行車安全維護、通行車輛工程受益費之徵收、路邊設施之營運管理、沿線環境之整理

與維護等。

　　吳木富副局長為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碩士，歷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科長、副組長、組長、副

總工程司、總工程司等職務，資歷完整，學養俱豐。

　　吳副局長從公以來工作表現優越，獲得各級長官的肯定，本期專輯很榮幸訪問到吳副局

長，和我們暢談推動ETC計程收費的理念與精神、交通管理於計程電子收費時代的新思維、長隧

道安全管理及車聯網應用發展，以下是訪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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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ETC第一次決標(93年)起，第二順位之

廠商宇通公司就陸續提出質疑，也向公共工程

委員會申訴未果，轉而提出行政訴訟，95年2

月24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原BOT招標案

因1.未予平等協商2.未符公益原則兩因素，判

決撤銷遠東集團最優申請人資格。並經最高行

政法院於95年8月判決確定。由於判決並未否

定原招標案，故高公局依法律程序重組甄審委

員會，重新辦理ETC案第二階段之甄審，並於

96年8月22日再度與遠通公司簽訂契約。(註：

本BOT案係依促參法規定採二階段可協商之招

標方式，第一階段先甄選前三名之入圍廠商進

行協商，入圍廠商依協商結論修改投資計畫書

後，再進行第二階段之決標甄審)。

但是倘以人工方式實施計程收費(匝道收費)，

約需4,800名收費員及每年人事成本至少約30

億元以上，加上收費站、辦公廳舍用地之取得

困難，不但成本高且不可行，只有以電子收費

為工具方有可能達成計程收費之政策。因此，

在推動ETC即已確立進入計程電子收費為政策

目標，這也是支撐高公局共同打拼的伙伴推

動ETC時面臨種種困難，仍堅持的力量來源之

一。

二、堅持公開、透明依法行事

　　由於ETC之推動，新增或改變許多作業方

式與流程，如儲值、扣款、追繳、查詢、收費

之帳務金流處理…等，業務單位必須克服各種

新生業務問題、訂定SOP。加上ETC案採BOT方

式由民間出資興建、營運，政府從未出資，而

且契約長達20年，ETC技術都在進步中，因此

契約有許多設計已兼顧可能之變化，但是外界

仍以政府採購法之觀念看待BOT，所以大家在

報章雜誌看到許多ETC負面的消息，嚴重打擊

兢兢業業工作同仁的熱情。但是這些負面消息

大都是誤解，高公局秉持著公開資訊、透明接

受檢驗，適時澄清說明，依據契約、法令不偏

不倚的方式行政，以克服各種問題。外界較嚴

重質疑或誤解部分，例如：

■ 誤認為ETC案招標有弊案

(左1)吳木富副局長   (左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3)劉邦俊副理   (右2)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1)林啟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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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監察院、調查單位亦都介入調查，甚

至立法院還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高公局

辦理ETC案相關人員，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均未指稱高公局人員有違

法，台北地檢署亦對高公局以不起訴處理，足

見高公局辦理ETC案並未有任何違法之處。

■ 誤解BOT案政府之角色

　　BOT係公私部門以伙伴關係來推動計畫，

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但是社會之

氛圍仍停留在採購買賣之對立關係，即買方若

幫賣方那就是勾結。因此，政府若鼓勵ETC，

就是幫遠通促銷OBU、增加遠通公司委辦服務

費之收入就是圖利，對於推動鼓勵使用ETC之

政策目標完全背離，也導致ETC推動受到外界

許多質疑。以BOT而言，廠商之利潤是要被監

督，不能有暴利，但是公私兩方必須是共同合

作推廣，例如增開ETC車道、通行費優惠等等

均屬公權力之配合，公部門應藉由公權力之輔

助讓政策迅速落實。

■ 鼓勵ETC＝圖利OBU專利廠商＝圖利營運廠

商？

　　計程收費為最公平之收費制度，且每台使

用ETC車輛平均每過站一次就可以創造3.44元

之省時省油省碳效益。每年可創造超過17億元

(左1)吳木富副局長   (左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3)劉邦俊副理   (右2)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1)林啟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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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社會經濟效益，計程收費後更高達24億元，

由全民共同受惠。

　　國內外之研究均顯示要提高ETC利用率，

有兩大關鍵因素，一為OBU之價格門檻，一為

通行費之優惠，所以日本、美國均對ETC使用

者有多重之優惠鼓勵。依政策執行而言，政府

鼓勵使用ETC理所當然，但是臺灣的ETC係以

BOT方式辦裡，OBU規定由民眾自費購買，若

政府以通行費優惠鼓勵使用ETC，就掉入：促

銷有專利之OBU、增加遠通電收之收入(包括

OBU之利潤及增加委辦服務費收入)之謬誤邏輯

中，使得政府之鼓勵措施陷入兩難。

■ 何不一開始就選用eTag系統

　　由於ETC利用率遲滯不前，經過分析OBU

價格是最大障礙，於是遠通提出eTag整體解決

方案，免費提供每車一個eTag且已購買紅外線

OBU者全額退費。但此更換，包括前端系統測

試、查核驗證，用路人供裝、儲值…已是讓所

有同仁忙到天天加班，但是外界又有質疑為何

可以換系統？

　　依據ETC契約規定，於營運期間內允許建

置營運公司隨著科技之演進，亦可採用其他

電子收費技術。遠通公司係為解決紅外線OBU

價格門檻較高，民眾使用意願低，乃改採用

符合2006年7月甫由國際標準組織公告之ISO 

18000-6C規範之eTag電子收費技術，而eTag所

採RFID技術屬可高速偵測、安全保密(Security)

規格都是最新科技產品，為ETC案招標之後研

發之技術，是一種新式之電子收費技術。在符

合契約規定：未損及用路人權益且未中斷ETC

營運之情形下，同意更換系統。

三、長達10年溝通終於進入計程電子收費

　　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制度改變必須循序由小

而大、分階段推動，而且必須「持續溝通」才

能讓民眾瞭解、接受，雖然許多溝通都是因為

負面之質疑或報導，但這也是另一種有效的溝

通方式。ETC採兩階段轉換，前後花了10年不

斷的溝通，終於在102年12月30日結束人工計

次收費，進入計程全電子收費時代。

　　進入計程收費前雖然已做了許多應變的準

備，但是畢竟是新制度，因此計程初期仍有許

多用路人不了解如何計算通行費、如何查詢、

繳費，系統也出一些非系統因素狀況，政府立

即透過主動查核、公正第三方稽核系統、全民

監督等積極作為，加上BOT廠商快速處理、調

整系統與作業流程，終於在4個月內找回民眾

的信心，使計程電子收費邁向穩定運作階段。

根據103年下半年之民調，ETC計程收費政策

之支持度達74%，比計程前還高，顯見政策已

發之技術，是一種新式之電子收費技術。在符

合契約規定：未損及用路人權益且未中斷ETC

三、長達10年溝通終於進入計程電子收費

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制度改變必須循序由小

而大、分階段推動，而且必須「持續溝通」才

能讓民眾瞭解、接受，雖然許多溝通都是因為

負面之質疑或報導，但這也是另一種有效的溝

通方式。ETC採兩階段轉換，前後花了10年不

斷的溝通，終於在102年12月30日結束人工計

次收費，進入計程全電子收費時代。

進入計程收費前雖然已做了許多應變的準

備，但是畢竟是新制度，因此計程初期仍有許

多用路人不了解如何計算通行費、如何查詢、

繳費，系統也出一些非系統因素狀況，政府立

即透過主動查核、公正第三方稽核系統、全民

監督等積極作為，加上BOT廠商快速處理、調

整系統與作業流程，終於在4個月內找回民眾

的信心，使計程電子收費邁向穩定運作階段。

根據103年下半年之民調，ETC計程收費政策

之支持度達74%，比計程前還高，顯見政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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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木富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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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尖鋒時段之車流，以達成交通管理的目

的。這兩個方面皆是高公局目前努力的方向，

首先在交通資訊應用部分，包括：

■ 藉由比對車輛通過兩個收費站的時點，可獲

得路段或路徑的真實旅行時間，除可提供即時

資訊發佈的融合來源外，其歷史資訊更可作為

趨勢分析及預測之依據，提供用路人更精確的

交通預報，應是指日可待。未來可以對於連續

假期、平日交通尖峰之壅塞路段分析，更具有

實質之應用效益。

■ 利用實際通過車次，建立高速公路的起迄矩

陣，可應用於模擬之基本輸入。另對於重現性

壅塞之交通管制手段之基本參數校估亦相當有

用，如匝道儀控之動態儀控率演算，可以利用

其準確的起迄交通特性及旅次長度等，有效掌

握不同路段的交通量及各交流道上、下匝道使

用需求，因此可將相關性較高的數個交流道一

起考量，據以演算出各交流道最佳的儀控率。

■ 除了即時的數據分析演算交通管制參數

外，對於所收集龐大的每一車輛通過資訊，可

利用大數據技術予以分析，思考可以取得更深

入的旅次與外部因素間的相關性，如到宜蘭遊

玩的去回特性，包括何時去何時回、何地回等

比率與季節、天候、節日等相關性。藉由所取

得的相關性，作為交通管理手段擬定之參考。

被多數民眾認同。

　　計次收費轉換為全電子計程收費是台灣高

速公路收費史上的重大變革，也因此須有許多

配套才能順利推動，經過多方的努力，相關問

題都已一一克服。台灣已成為全球第一個由人

工/電子計次轉換為全電子計程收費之國家，在

智慧化公路管理領先各先進國家。高公局於今

年以「台灣高速公路人工計次收費轉換電子計

程收費計畫」參與「國際橋梁隧道及收費公路

協會(International Bridge, Tunnel and Turnpike 

Association：IBTTA)」舉辦之年度參獎計畫，

經評核獲選為「2015年收費系統卓越獎-服務及

推廣類」之得獎殊榮，確實值得國人共同分享

此份驕傲。

問：計程收費上路後，所收集的交通資料

較以往更為豐富，請教副局長對於ETC

之資料分析應用與ETTM的手段有何期

許。

答：計程收費後，由於每部車輛經過的路段及

時間皆會被記錄，因此可以取得相當多以往交

控系統所無法獲得的資訊，藉由這些資訊的加

值或萃取，應用於交通控制系統。另一方面，

由於收費費率可以彈性調整，因此可以借用調

整費率的手段，讓用路人選擇較適時段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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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亦期望各界可以給予更多的相關性分

析建議，並找出用路人最在意的因子，藉由該

因子達成管理手段之遂行。

　 　 其 次 ， 為 電 子 收 費 應 用 於 交 通 管 理

(Electronic Toll and Traffic Management, ETTM)

部分。以往僅利用暫停收費來引導用路人分散

於不同時段使用高速公路，達成降低尖峰之需

求。隨著電子收費可以隨時隨地彈性改變費

率，如能搭配剛剛談到的旅次特性收集，便可

以研擬差別費率，以進行交通管理措施。尤其

是長假期間，因旅次相當集中，經常發生遠超

過高速公路所能承擔的容量，而形成假期壅塞

現象。移峰填谷為解決此類經常性壅塞最有效

的管理作為；而差別費率與交通資訊之整合運

用，則為最有效的手段。但國人對於差別費率

的認知尚有疑慮，無法完全接受；這一部分仍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讓用路人認同與接受。

　　以上所談都是ETC資料的現在應用或即將

進行的研究，這都是主管單位已經在做或應該

要做的事，但是我們更應該擴大思維到未來的

發展可能與展望，為這個領域的發展貢獻我們

的心力，首先在現有資料應用的創意與發想，

除了我們自己絞盡腦汁地想之外，更應該導入

民間充沛的活力與創意，所以我們在104年將

會舉辦公開的ETC資料在交通管理應用的創意

競賽，以充分發揮資料可能的價值。在長期展

望方面，我們更期待看到跨領域的應用，例如

透過ETC取得的駕駛行為，結合交通違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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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肇事紀錄，這樣整體的研究追蹤對於行車安

全的促進將有莫大的效用；又例如對於載重車

及載運危險物品車輛的管理，透過車輛軌跡及

行為，結合監理相關資料，對於載重車管理的

效率、載運危險物品車輛的管理、監督或應

變，都會有很好的效果，這是值得我們長期去

發展、推動的方向。

問：自雪隧26k發生火燒車事故後，高公局

對於隧道的安全管理更加重視，並深

入檢討新的改善作為，請教副局長目

前推展的進度如何？

答：101年5月7日下午13時24分23秒，雪山隧

道發生自95年6月16日通車以來最嚴重的火燒

車事件，造成2人死亡34人輕重傷。經本局仔

細查明本事件發生的過程，並在101年8月8日

完成「雪山隧道南下26K交通事故火燒車事件

檢討報告」，對於雪山隧道硬體設施、軟體管

理及現場救援工作進行深度的檢討與擬定改善

措施，以符合長隧道防災工作需求。在軟體策

進作為方面，包含行車安全規定、用路人逃生

方式宣導、加強安全防制作為、坪控中心人力

檢討、應變作業程序修訂及強化橫向連繫機制

等改善項目，在硬體策進作為方面，則分如下

短期、中期及長期的計畫：

■ 短期改善作為包含安全門加裝門擋及輔助警

語、增設逃生指示燈、聯絡隧道前增設閃爍指

示燈、增大消防栓箱操作說明標示、加強調整

隧道廣播系統參數調校避免音源干擾、自衛消

防機車內預置簡易防煙面罩、增加行控中心電

話外線並限制可撥入之數量等，並於101年5月

開始逐項改善，102年全部完成改善。

■ 中期改善作為除包括導坑進出安全門增設預

錄語音之播音設備、機電監控系統增加與火警

偵測系統連動功能、加強聯絡隧道閉路電視攝

影機輔助照明外，另於101年12月開始辦理無

線電備援及救災資訊通報改善，103年9月完成

改善作業。完成前述改善工作後，雪山隧道之

主線人車行聯絡隧道及導坑內加設 UHF 無線

電備援中繼器，當火災發生時燒毀漏波電纜，

仍可利用備援天線通訊。此外，亦建立救災資

訊網頁，供消防、公警、工務段等相關救災單

位取得即時資訊，有利救災工作協調進行。

■ 長期改善作為係配合「國道5號交控、機電

系統提升改善工程」一併辦理，於104年7月開

工，預訂3年完成。經由101年5月7日雪山隧

道巴士車禍造成大型火災的經驗，火災發展快

速，濃煙很快遮蔽下游CCTV影像，致災害下

游狀況不易掌握，另巴士乘客者眾，故動員救

災人力亦多，因此交控系統除需建立一個整合

各式救災資訊的動態畫面，同時顯示於緊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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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木富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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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雖然沒有大型車廠對此領域投入較

大資源開發，但因台灣擁有最先進的資通訊技

術，對於車載資通訊產品亦有相當生產與研發

能量，工研院已投入相關產品研發多年，相信

此一產業台灣勢必可以佔有一席之地。

　　目前台灣在交通路網基礎建設已大體到

位，未來重點將是整合ICT技術，發展多元車

載價值的創新服務，以提升交通運輸經營效率

與服務品質，恰可利用此機會，結合國內廠商

發展相關技術，並思考於高速公路實測。例

如，以往交管系統之路側資訊發布，僅針對下

游優先度較高之重要事件提供用路人集體資

訊，難以針對不同目的地之用路人分別導引。

未來透過車載機，對個別用路人之特定目的地

判斷最佳行駛路線，通過對即時交通資訊的

分析，自動選擇路況最佳的行駛路線，從而大

大疏解交通壅塞的問題；此外，當下游路段產

生事故、施工等事件，導致車道阻斷，亦可藉

由車對路側通訊，提供是否變換車道之導引服

務。

　　另外，匝道儀控管制若能由車載機警示

駕駛者，預為因應前方之紅燈管制，以避免追

撞，亦屬有效之應用案例。

　　上述應用測試平台之建置，高速公路交控

系統已有完整之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只要

變室、控制室之工作站外，並需將資訊提供現

場各救災小組指揮人員，使救災人員取得一致

之訊息，確保救災作業步調一致。

　　除指揮官外，救災時控制室操作人員則可

儘速協助指揮官掌握現場訊息，並協助指揮官

通報、確認救災單位投入狀況、待救人員處理

情形等，這些管控訊息並可同步通知指揮與救

難人員，亦同時顯示於整合監控畫面。相信上

述長期改善措施全部完成後，定可讓雪隧之救

災指揮更有效率。

問：世界各先進國家皆致力推動車聯網，

高速公路交控系統於國內最為完整進

步，未來如何於車聯網產業扮演協助

推動的角色。

答：目前歐美、日本、韓國等車廠亦大力發

展V2X資通訊應用，也就是中國大陸所稱的

車聯網，是ITS的新領域。V2X平台包含車對

車(Vehicle to Vehicle, V2V)及車對路側設備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V2I)之技術，藉由路

側設施與車載資通訊平台整合應用，建立安全

之預防警告及路徑導引系統，可提供車輛即時

路況資訊服務外，亦可提供管轄交控中心隨時

掌握道路交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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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1)林啟豊經理     (左2)吳榮煌副總經理     (中)吳木富副局長     (右2)黃郁文資深協理     (右1)劉邦俊副理 

技術成熟即可進行實測，高公局當可與之結合

實測，促進產業技術的創新發展。

　　V2I的發展有助於國內資通訊產業、汽車

工業及電子工業的成長與進步，是重要且應全

力推動的項目，但是就短期而言，國內還有

一個特殊的環境及產業可以發揮，台灣的智

慧型手機普及率及行動網路(含電信網路)的涵

蓋率均為世界前幾名，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App)軟體工業亦有相當水準，所以透過電信

網路做到與車輛使用者間的通訊可以說是初級

版的V2I，具有階段性發展的優勢與條件，尤

其在用路人資訊服務(ATIS)這個部分，政府主

管機關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資訊開放與維持資訊

品質這兩項工作，終端服務的部分民間有充分

的活力去完成。資訊開放的部分，高公局自今

(104)年6月起，將完全開放交通管理系統所收

集道路資料及電子收費系統所收集之去識別化

資料，供民間免費、自由下載使用；為維持這

些資料一貫的高品質，高公局也會投入更多的

心力與資源，維護這些系統的運作。

後記

　　此次專訪，由衷感謝吳木富副局長百忙中

撥冗接受我們的專訪，分享其百折不撓長期推

動全電子計程收費，終獲成功的經歷及對未來

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深入觀察及展望。現今工程

建設面臨的環境不同以往，在推動執行的過程

不時有各種艱難的課題考驗我們的應變能力。

藉由本次專訪，我們當可從中學習其堅毅及睿

智，以面對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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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一卡通票證公司董事長暨
社團法人中華智慧運輸協會理事長   

王國材
談 一卡通票證系統未來

之應用與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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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王董事長歷經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總經理、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長、一

卡通票證公司董事長並同時擔任中華

ITS協會理事長等重要職務，在國內交

通管理及ITS領域發展資歷相當豐富，

請王董事長淺談一卡通票證公司的未

來發展願景及目標。

答：一卡通票證公司是在103年2月13日正式

開始營業，因已落後先進入市場的北部同業五

年，所以公司開始係以大型通路、創新先著

手。從小額消費的全國性通路來看，四大超商

都已經完成佈局，中油、全聯、台亞也會在今

年上線，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台北捷運、

YouBike也都會在今年九月開通一卡通服務。

　　另外在異業合作的部分，一卡通聯名卡的

發行銀行已經包括聯邦、永豐、第一、大眾、

中信、台新、彰化、合庫、土銀等九間銀行，

後續包括台企銀、國泰世華、凱基、玉山、元

大、北富邦也都會加入一卡通聯名卡的發行；

同時，一卡通也與東森集團合作推出刷一卡通

可累積東森得易Ponta紅利點數，讓持卡人享

有跨通路紅利累兌點的優惠。另外配合網路消

費及雲端運用的趨勢，也是就行動支付、網路

壹、前言

　　王國材董事長以其交通專業背景暢談一卡通票證公司的現在與未來，在訪談的過程中，王

董事長從企業以「服務為導向」的角度，談到一卡通公司與其業務合作夥伴間都是給予最高的

尊重，並能放下身段去洽談業務，對於過去在高雄市交通局局長任內，也是以相同的理念在服

務高雄市民，並以每一位市民都是高雄市交通局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無論在爭取中央預算

或面對高雄市議會的質詢時，都以高雄市民利益為優先的態度去面對，且以其交通專業素養提

出各項數據與資料，讓數據來說話，一切都建構在政府公益性的基礎上。王董事長在接任一卡

通公司後，也是以相同的理念在提供服務，在王董事長的帶領之下，期待一卡通公司在未來能

夠不斷地提供創新應用，並能走出國際，以嘉惠廣大的一卡通用戶群。

(左)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王國材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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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由於用戶群、OD旅次分析需要耗用比較

大的資料庫運算資源及需要投入人力進行分析

整理，目前公司發展的重心還是將資訊系統及

人力的資源投注在配合業務衝刺的方面，未來

在業務擴充到某一程度，在法令允許揭露的資

料範圍內，也會考慮來進行分析。

問：一卡通票證的使用具有許多創新優

勢，在物聯網發展趨勢的帶動下，未

來勢必能發展更多與物聯網相關的創

新應用，請問一卡通是否已著眼於未

來物聯網的產業發展？

支付、第三方支付、電子票證在NFC手機的應

用發展，也將滿足持卡人的生活所需；朝向一

卡通讓民眾生活更美好的「全民生活卡」目標

前進。

問：王董事長帶領中華ITS協會赴中國南京

參加2015年第十四屆ITS亞太論壇，並

與ITS Japan簽署雙方合作MOU，是否

能扼要說明雙方主要合作內容？是否

有包含票證整合應用相關技術的經驗

交流？

答：今年4月27日ITS Taiwan與ITS Japan簽下

兩會合作備忘錄，主要包括訊息分享、互利項

目合作、支持兩會ITS發展三大項目。交通電

子票證應用是ITS重要發展領域，自然可以進

行合作。一卡通除持續極力拓展使用範圍之

外，也積極規劃與國外同業合作，推動國際通

行電子票證的發行，將與日本Suica、Icoca、

Pasmo廣泛交換意見與合作。

問：近期新聞已傳出一卡通與悠遊卡最快

將於今年內互通，對於使用者而言可

說是一大福音，請問 貴公司是否有進

行相關的用戶群使用分析？是否能將

一卡通交易資料轉換為使用者OD旅次

分析？

(左1)王國材董事長        (左2)曹啟鴻縣長                                                                     (右4)陳菊市長        (右3)黃敏惠市長        (右2)賴清德市長        (右1)林美珠副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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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組成物聯網最重要的三個元素是端末

（device）、連接（connectivity）以及雲端應

用服務（cloud service），而電子票證，是在

前端觸發端末與雲端應用溝通的極佳工具；以

健康管理為例：藉由在社區或公司行號設置健

康管理站，可將持卡人的身高、體重、血壓、

心跳、血糖傳送至雲端主機分析，若有異常，

雲端主機可主動發訊建議持卡人就診。另外在

智慧商店部分，則在持卡人於持卡消費的當

下，藉由雲端主機歷史交易紀錄分析，主動通

知端末列印客製化折價券，促動持卡人進一步

消費的意願。目前一卡通公司與醫學中心也持

續在進行遠距健康管理的合作。

問：在智慧城市的發展帶動下，城市一卡

通儼然已成為未來智慧城市的重要關

鍵指標，目前一卡通的使用範圍已相

當多元，除了各項支付應用外，一卡

通亦可與企業合作做為識別證、門禁

卡、考勤卡等多卡合一功能，以王董

事長的觀點，一卡通是否有機會發展

成為城市一卡通？國內是否有相關法

令上的限制？

答：不論是整合交通補貼、食物券發放，還

是規費支付、大型賽事檢錄、大型會議自動報

到、校園出缺勤自動點名、通勤月票、停車場

(左1)王國材董事長        (左2)曹啟鴻縣長                                                                     (右4)陳菊市長        (右3)黃敏惠市長        (右2)賴清德市長        (右1)林美珠副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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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票、商圈會員卡、圖書館借書證、遠距健康

管理、城市旅遊套票、縣市民卡，一卡通都可

以提供相關的服務。縣

市民卡是最易達成城市

一卡通的目標，如台南

市民卡再與身分證件結

合就可一卡暢通。不過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並非

資訊服務業，與電子票

證無直接關係之系統開

發或資訊服務，則不在

業務許可範圍內。

問：手機行動支付趕在2014年底上線，一

卡通也是群信TSM的合作對象，未來

前景看好，是否能請王董事長簡短談

一下一卡通與群信TSM的商業合作模

式？未來手機行動支付是否有機會取

代成為無卡時代？

答：從付錢買卡片改成付錢購買APP牽涉到消

費者習慣的改變，另外目前市面上經測試通過

感應良好的NFC手機款式也有限，iOS亦不對

外開放NFC支付功能；再就消費者使用手續來

看，每次付款前都要啟動付款APP，使用起來

比直接用卡片交易麻煩，這些問題都還需要一

段時間來改善；不過無庸置疑的是，未來的支

付環境是多元的，一卡通也願意擁抱新興的支

付模式，與TSM及電信業者的OTA下載一卡通

服務也會領先北部同業(北部同業採預錄型服

務)在今年7月推出。

後記

　　感謝一卡通票證公司王國材董事長百忙之

中抽空接受本公司中華技術第107期的人物專

訪，在訪談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王國材董事長在

其職務崗位上的投入與用心，本次專訪對於王

董事長在拓展新業務及新興市場上的用心態度

深感敬佩，以本公司目前在票證整合方面的經

驗與實力，希望本公司未來有機會能與一卡通

公司攜手合作，共同創造票證整合創新應用的

一片天。

(左)馮道亨協理     (中)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王國材董事長 



1
人
物
專
訪

No.107│July, 2015 │25

1
人
物
專
訪

  (左1)王國材董事長        (左2)吳榮煌副總經理        (右2)馮道亨協理        (右1)李文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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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李分揀、早到行李、輸送機、行李條碼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部／協理／施亮輝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部／技術經理／周振發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械部／正工程師／賴秉鈞	 3

關鍵詞：行李分揀、早到行李、輸送機、行李條碼

國際機場行李輸送
系統及先進設備
應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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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國際機場之出境旅客行李託運，大都採用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以下簡稱

BHS)，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旅客量、減少人工分揀錯誤，進而提高機場旅客運量及服務品

質，機場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之基本架構及設計理念約略相同，差異僅在於系統規模、分

揀設備選用及其他附屬功能之不同。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大廈於西元2000年開放使

用，出境旅客行李託運即採用符合當時科技技術之自動行李分揀系統，該系統經過10餘

年使用，期間雖經過局部修改及擴建，其基本架構仍未改變，本文以桃園國際機第二航

廈為例，概要說明其自動行李分揀系統設計標準、系統組成及作業程序，供各界瞭解國

際機場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之輪廓。

科技產品日新月異，用於機場處理行李託運之先進設備亦不斷推陳出新，本文亦針

對近年來廣為討論之「自助行李託運設備」及「高速托盤車」作一介紹，以期作為未來

國際機場規劃設計之參考。

壹、前言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之出境自動行李

分揀系統，經多年使用經驗，對其系統之共同

報到櫃台、早到行李儲存及行李自動分揀等功

能，均能達到省力自動化、提高行李處理效

率、降低分揀錯誤之效益，足可媲美世界一流

之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基於日益增加之旅客量，計

畫興建之第三航廈，其出境旅客之行李必將採

用更先進之分揀技術，而第一航廈既有傳統、

簡單的出境行李人工分揀系統亦有更新為自動

行李分揀系統之計畫，將來桃園國際機場三座

航廈間之行李處理皆採自動分揀，將使航站內

及航站間之旅客託運行李處理，更具效率、彈

性與容易，大幅提高機場服務品質。

貳、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自動
行李分揀系統

一、設計標準

計畫年出境旅客量：1,800萬人次/年。

(一)	尖峰小時旅客數：3,300人/時

(二)	行李/旅客比率：1.6件/旅客

(三)	驗票時間

	1.	驗票櫃檯開放時間：STD(表訂出境時刻)

			前3.5小時

2.	正常驗票開放時間：STD前20分鐘～2小時

3.	提早驗票開放時間：STD前2～3.5小時

4.	驗票櫃檯關閉時間：STD前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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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李尺寸、重量

最大 最小

長度 940mm 350mm

寬度 700mm 250mm

高度 400mm 200mm

重量 40kg ─

	 行李平均重量：15	kg

(五)	設計高度

	　　行李輸送系統在設計上，應依設置位

置留設足夠之高度，包括：

1.	輸送機輸送帶上方淨空：≧900mm

2.	拖車行車區域

(1)	行李卸載與裝載區：輸送機下方與地

面淨高≧3,100mm

(2)	拖車通道：輸送機下方與地面淨高

≧2,500mm

二、自動行李分揀系統

(一)	自動行李分揀系統架構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出境自動行李

分揀系統架構之設計考量要素，包括：

1.		正常作業下的行李自動分揀及早到行李

暫存。

2.	行李自動分揀機故障時的備援。

3.	有效的拖車行徑空間及輸送功能。

4.		系統間的連結與擴充，包括航站間轉機

行李輸送及北候機廊廳自動行李分揀系

統之連結。

	 第二航廈出境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之配

置架構如圖1。

(二)	系統設計行李處理能力

	 依系統設計標準之出境旅客數、到

站、轉機尖峰小時旅客數及行李/旅客比

率，第二航廈出境行李尖峰小時處理量分

析如圖2。

(三)	自動行李分揀系統組成

	 第二航廈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之主要組

成包括：

1.	旅客報到區

	 	共8座島型報到區，設置158個報到櫃

圖1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自動行李分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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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載輸送機(make	up	lateral)

	 	本系統於兩套自動行李分揀機分別設置

9條卸載輸送機，共18條，採直線型設

置，每條長18m，作為將行李裝載至行

李托車之暫存用。

5.	緊急人工分揀轉盤

	 	本系統緊急人工分揀轉盤採傾斜式設

置，以增加暫存量，配合分揀機，南北

各設置一座，作為無法辨識(no-read)、

問題	(problem)	行李及溢流(over	 flow)行

李緊急存放使用。

6.	早到行李暫存區(EBS)

	 	對於提早報到之旅客行李，本系統亦設

有早到行李暫存區共10x2條，可暫存

285x2件行李，行李經分揀機確認為早

到行李後，將存放於此區。

台，配合櫃台報到作業，於報到區設

有過磅輸送機、發送輸送機、收集輸

送機。

2.	自動行李分揀機(sorter)

	 	本系統設置南、北二套自動行李分揀

機，每套分揀機分別配置148只及145只

可傾斜式分揀盤(tilt	 tray)及24處或25處

分揀出口，分揀盤由7組線性馬達驅動，

在軌道上循環運轉，兩套分揀機可互為

備援。

3.	喂入輸送機(induction	conveyor)

	 	每一套分揀機設置6處喂入口(so r t e r	

induc t ion )，其中三處喂入口設置具

1,600件/時辨識能力之360度讀碼機，可

讀取行李上之條碼資料。

圖2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自動行李分揀系統處理量分析圖



2

30	│No.107│ July, 2015

專
題
報
導

上述各系統組成之設計規格整理如表1。

三、電腦控制系統

(一)	系統架構

	 本電腦系統中有4套網路，包括外接系

統網路(直接與電腦系統連接的FIDS、SITA

及CSRC)、各資訊工作站與電腦使用的網路

與兩套控制裝備使用的網路(南北系統使用

的作業工作站及PLC閘道)，同時有一套圖

控軟體用以監視及控制各輸送分揀設備之

運轉，BHS設備運轉狀態可在電腦螢幕上顯

示，控制室操作員可以瞭解輸送機作業狀

況與設備故障情形，電腦系統亦可收集作

業資料並以報表型式將其輸出。其系統架

構如圖3所示。

(二)	資訊處理流程

　　BHS各輸送設備的作業由PLC控制，

BHS電腦系統對PLC下達控制指令以完成操

作所有的設備。BHS電腦系統的主要任務在

讀取班機資料、BSM資料、行李卸載輸送機

分配資料，再與行李標籤上的條碼資料整

合後，達到行李自動分揀的功能。其分揀

表1	第二航廈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主要設備規格

設備

自動分揀機 喂入口 卸載輸送機 緊急人工分揀轉 早到行李暫存區

數量 2 6處/套 18 2 20

型式 可傾斜分揀盤 連續型 直線式 傾斜式 直線式

長度(容量) 185m/套 1,600件/時 18m/條 45m/條 25.5m/條

速度 102MPM 1.96/1.0m/sec. 30MPM 30MPM 30MPM

圖3	自動行李分揀電腦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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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班機編號與目的地資料，搜尋行李卸

載輸送機分配資料庫獲得行李卸載輸送

機編號。

3.	 	由班機資料庫判斷行李卸載輸送機是否

開啟。

4.			BHS電腦系統導引行李至目的滑槽。

資訊處理流程如圖4。

(三)	整合分揀流程

	 整合分揀作業程序如圖5所示，說明

如下：

1.	 	依掃描的行李條碼搜尋BSM資料庫，獲

得班機編號與某些選項資料。

圖4	自動行李分揀資訊處理流程圖

圖5	行李分揀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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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李處理流程

第二航廈自動行李分揀系統之行李處理流

程，自旅客報到驗票至行李裝載至拖車之流程

說明如下：

(一)	驗票

	 在旅客報到區，行李經過磅並由航

空公司作業員貼上標籤後，將行李送至收

集輸送機。收集輸送機末端設有X射線檢

驗機，檢查已報到行李的安全，如行李沒

有安全問題，則將行李續向下輸送至分揀

機組。

(二)	輸送過程

	 通過X射線檢驗機後的行李經由輸送機

組輸送至自動分揀機進行分揀。

(三)	自動讀碼

	 位於自動分揀機喂入機組上的讀碼機

可自動掃描貼在行李上的IATA	 10位數字

條碼。

(四)	自動分揀機喂入機組

	 行李經掃描後，由喂入機組引導至分

揀機，行李加速至所要的喂入速度，最後

經由輸送帶送入指定的分揀盤中。

(五)	自動分揀處理

	 自動分揀機之分揀，概略可分為正常

行李、早到行李及問題(異常)行李之分揀流

程如圖6，說明如下：

1.		正常行李：每套自動行李分揀機有6個喂

入機組，依班機目的地將行李輸送至9個

行李卸載輸送機。

2.		早到行李：早到行李送至自動分揀機，

則將被分揀至早到行李暫存輸送機組(共

10條)，該行李將暫存在EBS直到指定的

行李卸載輸送機開啟為止。

3.		問題(異常)行李：如行李無法分揀至指

定的滑槽、控制系統喪失識別功能或卸

載輸送機滿載，則行李將被分揀至人工

行李分揀轉盤上。

(六)	無法識別行李條碼的處理

	 遇行李的條碼無法辨識時，則自動

行李分揀機將該行李送至〝無法識別條

碼〞行李滑槽，然後再將該行李輸送至無

法辨識條碼處理區，在此該行李以手提讀

碼機讀取標籤；如手提讀碼機無法讀取條

碼，則可用輸入鍵盤鍵入所需的分揀資料

並印出條碼標籤，經處理後，將行李再度

送入自動行李分揀機，並至預定的分揀口

排出。

	 如該行李無任何識別資料，則將該行

圖6	第二航廈自動行李分揀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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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操作作業程序

(一)	卸載輸送機(Make-up	Lateral)分配

1.	開放時機

	 	各班機的行李卸載輸送機在STD(表訂出

境時間)前2小時開放，並於ATD(實際出

境時間)時關閉。當行李被引導至自動分

揀機而行李卸載輸送機開放時，則行李

將被分揀至卸載輸送機上；而如行李在

行李卸載輸送機開放前被引導至自動分

揀機上，則行李將被暫時儲存在早到行

李輸送機組(EBS)上。

2.	分配原則

	 	基本上，一部行李卸載輸送機於同一時

間供一個班機使用，在異常情況時，例

如卸載輸送機故障或班機時程密集，一

部卸載輸送機於同一時間方可與其他班

機共用。

	 	BHS操作人員應考量航站開放時間內各

航班起降情形，訂定一個同一時間一部

卸載輸送機分配給不超過一個班機使用

的計畫。

	 	一個班機最多可使用兩部卸載輸送機，

當兩部卸載輸送機分配給同一個班機使

用時，可以依其需要(如：客艙等級、終

點等)將行李分配至各卸載輸送機，更方

便地勤人員搬運作業。

(二)	早到暫存行李作業

1.	配置規劃

	 	BHS主電腦將班機的STD與目前的時間做

比較，如兩者時間差超過兩小時，則主

電腦指導自動分揀機將行李分揀至指定

的暫存行李輸送機組。在BHS系統中，

李再度送入自動行李分揀機，並透過人工

分揀輸送機組輸送至緊急行李分揀轉盤。

(七)	暫存行李處理

	 暫存行李處理系統(EBS)主要目的在自

動儲存早到行李。如行李在分揀機入口被

區分為早到行李，則將該行李輸送至EBS

輸送機。在該行李所屬班機預定起飛前2小

時，暫存在EBS輸送機內的行李再度送入自

動行李分揀機，並分揀至指定的卸載輸送

機上。

(八)	轉機行李處理

	 轉機設備將轉機行李輸送至自動行李

分揀機，在行李裝送輸送機時，如行李無

IATA	10位數字條碼標籤，則以條碼列印機

印出條碼標籤，將標籤貼於行李上後再送

入輸送機並以位於喂入機組上的自動讀碼

機掃描該行李條碼。

(九)	行李卸載過程

	 在正常作業下，每一班機使用一條行

李卸載輸送機，在同一時段，行李卸載輸

送機總計可分配給18班飛機使用。

(十)	北登機輸送機組處理過程

	 分配至北登機廊道的行李係由北登機

輸送機組輸送，每個分揀機迴路有兩組輸

送機組供北登機輸送機組使用，最後並合

流成二條輸送機組將行李輸送至北登機廊

道的行李處理場。

(十一)		第一、二航廈間行李輸送機組處理

過程

	 自第一航廈來的行李輸送機組連接至

北分揀機迴路，而自第二航廈去的行李輸

送機組與北分揀機迴路的滑槽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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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自動分揀機配有10條早到行李使用

的暫存機組。為有效地運用EBS，依據下

列原則規劃配置：

(1)	將相類似時間帶的早到行李收集在一

台暫存行李輸送機上。

(2)	暫存行李輸送機至自動分揀機的行李

輸送時間應儘量減少。

2.	實際執行

	 	早到行李依據班機表訂出境時間(STD)儲

存，每個暫存行李輸送機組均有STD範

圍，稱之為「分區」。

	 分區之分界範圍如下：

(1)分區1：STD前2～2.5小時

(2)分區2：STD前2.5～3小時

(3)分區3：STD前3～3.5小時

(4)分區4：STD前3.5小時以上

	 	掃描器將讀出的行李STD時間與主電腦

時間比較，如時間差超過2小時，則行李

將被分揀至分配分區的適當EB暫存機組

上，STD前3.5小時以上的行李將被分揀

至分區4暫存機組上。

	 	應須優先指定靠近自動分揀機之引導輸

送機(Induction)附近的4台暫存機組作為

分區使用，留下6台暫存機組作為備用，

如此可以縮短下卸及重新引導的時間。

當此4台暫存機組無法再儲存行李時，則

另指定6台暫存機組之其中1台作為分配

相同分區的延長機組。

	 	每30分鐘(每個小時的0與30分鐘)，分區

1輸送機組便釋出所有行李並將行李再喂

入自動分揀機，在分區1釋出所有行李

後，分區的分配便移轉並更新如下：

(1)	分區1暫存行李輸送機組→分區4暫存

行李輸送機組

(2)	分區2暫存行李輸送機組→分區1暫存

行李輸送機組

(3)	分區3暫存行李輸送機組→分區2暫存

行李輸送機組

(4)	分區4暫存行李輸送機組→分區3暫存

行李輸送機組

參、先進設備應用探討

一、自助行李託運設備(self service Bag Drop 

off)

(一)	作業模式

	 自助行李託運設備可提供出境旅客自

助完成報到及行李託運手續，而不需航空

公司人員服務，其使用模式可簡易區分為

1	Stop	及2	Stop兩種不同作業方式，1	Stop	

為旅客辦理報到及行李託運皆在同一部機

器完成，旅客僅需作業一次，便可取得登

機證及行李條碼，並將行李條碼依指示自

行黏貼於行李後送入自助行李託運設備，

可完成報到及行李託運，如圖7所示；而2	

Stop	模式則僅作為供旅客自助行李託運使

用，旅客需先在Kiosk	 (旅客自助報到設備)

或網路完成報到並取得登機證，然後再至

本設備取行李條碼並將行李條碼依指示自

行黏貼於行李，送入自助行李託運設備，

完成行李託運，如圖8所示。

	 1	Stop作業模式使用單一設備，雖具所

需服務人力較少、設備費相對比較便宜之

優點，但2	Stop作業模式其單位時間處理量

較高並可分散旅客動線，較為各國國際機

場採用。

(二)	設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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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操作維護之高度整合系統，該系統以托盤承

接來自報到櫃台之行李，每一托盤承接一件行

李，裝入托盤的行李經X光安檢安全後，可依行

李條碼資訊，將行李暫存到早到行李儲存區，

也可以直接進入分揀，最終將行李輸送到指定

的卸載道，其主要硬體系統組成如圖10，高速

托盤車系統具有下列特色：

(一)	輸送速度可達10m/sec，適合航廈間轉

機行李輸送使用。

(二)	模組化設計，設備易於維護、保養及

更換。

(三)	具節能效益，行李行經該模組(動力單

元)時，該模組才運轉，行李離開該模

組，如無後續行李進入，則停止。

(四)	標準行李與大件行李可整合於同一系統

輸送，省去另以人工搬運大件行李之

工作。

(五)	托盤上附以一RFID標籤，當行李送入托

盤時，行李條碼經由讀碼機讀取資料與

托盤的RFID標籤進行配對，形成具高追

蹤率之系統，可降低分揀錯誤。

	 自助行李託運設備可配合航廈報到區

之外觀設計，如圖9，而為有效率提供旅

客自助完成行李託運，自助行李託運設備

至少需具備護照讀取功能、登機證讀取功

能、生物辨識功能、攝影及照相功能、列

印/讀取行李條碼功能、行李過磅輸送、度

量行李尺寸、體積掃描器、列印行李託運

收據功能及與SITA及各航空公司電腦連線

取得行李資料等功能。

二、高速托盤車系統

高速托盤車系統為集行李分揀、早到行

李儲存及行李輸送等功能且具彈性、可靠及易

圖7	自助行李託運模式(1	stop)

圖8	自助行李託運模式(2	stop)

圖9	自助行李託運設備外觀圖



2

36	│No.107│ July, 2015

專
題
報
導

(六)	可將早到行李以高架倉儲式儲存，以有

限面積增加早到行李之儲存量。

(七)	當某一模組故障，但缺料暫無法更換修

理時，仍得以人力替代，以降低效能方

式維持系統運轉。

肆、結語

行李輸送系統為機場物流之重要角色，

尤其是出境行李輸送系統，與機場營運之效率

與服務品質息息相關，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建設時即採用符合當時科技水準之自動行李分

揀系統，提供第二航廈高效率及高正確率之旅

客行李託運服務，展現行李輸送之新風貌，而

桃園國際機場目前正積極推動第三航廈新建計

畫，冀望引用先進之行李處理設備及技術，再

創桃園國際機場旅客行李服務品質新標竿。

圖10	高速托盤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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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屬於多山地形，目前正進行多個山區道路改善工程，相關改善計畫包括了多個

隧道組成的隧道群，許多隧道長度均超過3km之長隧道，然而，山區隧道周圍交通路網條

件不便，造成救援可及性費時且困難，有鑒於此，除規劃點排式通風排煙系統外，主動

式消防水霧系統將視需要設置，以提供安全避難及救援的環境。

本文將分別介紹長隧道之複合型點排式通風排煙系統與主動式消防水霧系統，並藉

由三維計算流體力學程式，針對複合型點排式通風排煙系統與水霧系統進行數值模擬分

析，探討一輛大貨車火災情境下，隧道通風排煙結合主動式水霧之成效。同時，並就長

隧道的用路人避難安全性、隧道結構完整性、消防救援可及性與火勢延燒部分作完整之

檢核分析，以強化路線抗災維生性及達成運輸安全服務性為最終目標。

1 2 3 4 5

壹、前言

一、長隧道通風及消防安全設施理念

公路長隧道無論是分離的雙孔單向隧道

或單孔雙向隧道，由於交通量快速增加成長之

故，一般極少採用分期施工，大部分均採取一

次施工。以八卦山與雪山隧道為例，設置有中

央通風豎井及中繼站，新鮮空氣和廢氣各有分

離的獨立管道，透過豎井進入和排出，採用縱

流式通風來換氣，以維持良好空氣品質。排煙

方式則依循緊急應變措施及救援標準作業程

序，以「初期滅火」及「早期避難」作為隧道

防災基本措施，並以排煙風機將濃煙推向下游

出口後排至大氣，並引導用路人向上游逃生。

臺灣多條公路長隧道，諸如東西向快速公

路之八卦山隧道、北宜公路之彭山、雪山隧道

以及東部玉長隧道等已先後通車，目前政府正

積極推動改建或新建工程，隧道排煙技術於火

災時，如何結合人員避難逃生、水霧、交控等

系統，達成第一時間之安全防護，將成為重要

矚目焦點。近年來，由於多項艱鉅的高速公路

或快速道路隧道工程，集結了國內產、官、學

界，並舉辦無數次國內外安全防災研討會，在

演變過程中不斷的引進新工法、新技術，使本

公司在長隧道安全防災技術方面更加成長與精

進，由於安全防災涉及內容甚廣，本文主要論

及通風排煙及水霧系統之技術領域探討。

二、長隧道等級與安全防護

交通部於民國99年12月頒布「公路隧道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規範」，將隧道長度分成甲、乙、

丙、丁、戊，共5個等級，隧道平均每日單孔交

通量超過4,000輛時，隧道等級往上提升，詳如圖

1所示。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及設備，可概分

為土建設施及機電設備二大項，詳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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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路長隧道火災性能驗證基準

本文依據表1評估項目指標，以訂定個別

之觀測高度，探討隧道火災情境下之「用路人

避難安全性」、「消防隊員最晚必須抵達火場

上、下游20m位置處之時間」、「隧道結構完整

性之評析與建議」及「火勢延燒」。在表1中，

於火源短向(即為隧道截面)之中心線上、下游皆

設置多處觀測點，用路人避難安全性、消防救

援可及性與火勢延燒之觀測點高度分別為距地

面高度1.8m、1.5m與1.5m處，另隧道結構完整

性之觀測點位置分別為排煙管道混凝土橫隔板

下方5cm處，與排煙管道混凝土隔板內部深度

0.8cm處。

貳、公路長隧道火災排煙系統設計

一、火災規模考量

在隧道中車輛事故常導致火災發生而產

生大量濃煙、有毒氣體及高溫環境。各國相

關研究文獻中採用20MW(百萬瓦)、30MW、

50MW、100MW或300MW等各種不同之熱釋率

(Heat Release Rate, HRR)作為火災模擬或全尺度

測試的火載量，提供建造、營運及逃生救災評

估。本文將參考Runehamar Tunnel全尺寸隧道實

驗所得之結果[1]，參考T3實驗火災成長曲線前

10min之增長斜率，將一輛大貨車火災熱釋放率

定為10min達100MW之情況進行模擬，火災範

圍為12m×3.3m，模擬結束時間則為20min。

二、排煙系統設計

由於隧道屬半密閉空間，不利逃生與救

援，可能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過去

世界各國專家學者已針對長隧道如阿爾卑斯山

脈數次隧道事故作為研究議題，紛紛提出許多

改善方案，在通風系統上並有漸趨一致的看

法，即採用平常通風、火災時排煙之複合型點

排式通風排煙系統；除直接應用於災後重新修

復之隧道外，並依此概念應用於新設隧道通風

系統，本文採雙孔單向隧道搭配複合型點排式

通風排煙系統，示意如圖3。

當隧道火災發生時，所需設備容量，係以

火災模式的臨界速度Vc(Critical Velocity, m/s)

來決定。為維持人員有較佳的逃生路徑，需透

過隧道通風系統，使隧道中之風速大於臨界速

度，才可壓制濃煙，防止回流(Back Layering)現

象發生。依本文隧道容許最大火源熱釋放率為

100MW，經計算隧道內氣流必須保持3.0m/s以

上之臨界風速控制煙流及限制縱向擴散，以確

保在避難階段能順利逃生。隧道排煙量可由下

列公式計算求得：

圖1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公路隧道等級

圖2 公路隧道安全防護設施及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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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號與二號隧道南北向之入口與出口處

各設置3組(6台)噴流式風機(Jet Fan)，噴流式風

機約每175m各設置1組(2台)。

三、排煙系統緊急操作模式

複合型點排式通風排煙系統為最新通風與

排煙設計方式，其排氣管道佈設於隧道上方，

約每350m設1只24m2的排煙口，並與聯絡隧道

交錯配置，該通風系統不論在正常或緊急時均

為排氣模式，隧道洞口搭配裝設噴氣式風機輔

助導引氣流，主隧道上視圖與人行連絡道斷面

如圖5所示，兩座人行橫坑間距設定為一排煙區

(n區)，當隧道風機(Tunnel Ventilation Fan, TVF)

啟動運轉排煙，煙層由火源下游之排煙口經由

排氣管道排出(n+1區排煙)，隧道洞口之噴流式

Q＝Vc×A (1)

其中Q(m3/s)為排煙量，A(m2)為隧道通風斷面。

本文以二個相鄰長隧道之通風系統進行探

討，圖4為隧道整體斷面示意圖，圖4(a)與圖

4(b)分別為二座隧道通風系統透視圖，一號隧道

設置5處通風機房，分別為1號排氣機房(設置3

台，其中1台備援，每台125m3/s)、2號排氣機房

(設置2台供北上線排氣用，每台110m3/s)、1號

與2號進氣機房(供北上進氣用2台，80m3/s。供

南下進氣用2台，每台80m3/s)、3號排氣機房(設

置2台供南下線排氣用，每台110m3/s)。二號隧

道設置2處通風機房，分別為4號排氣機房(設置

2組4台，分別為南下線及北上線供排氣用，亦

可互為備援，每台120m3/s)及5號隧道南口排氣

機房(設置3台，其中1台備援，每台120m3/s)。

圖3 長隧道複合型點排式通風排煙系統

表1 公路隧道火災性能驗證基準指標

驗證指標 檢測點位 檢驗參數 安全臨界值

用路人避難安全性 距隧道底面1.8m行人高度

火場溫度 <60℃

CO濃度 <800ppm

可視度 >10m

輻射熱 <2.0kW/m2

消防救援可及性 距火場20m、且距地面高1.5m高處 輻射熱 <5.0kW/m2

隧道結構完整性
排煙管道混凝土橫隔板下方5cm處 溫度 <500℃

排煙管道混凝土隔板表面內部深度0.8cm處 溫度 <380℃

火勢延燒 距火源上下游10m、且距地面高1.5m高處 輻射熱 <12.5k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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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協助導引氣流，使煙層控制於火源與排煙

口間，保持隧道其他區域為無煙環境，人員往

上游方向逃生，遠離事故現場。

參、公路長隧道火災水霧系統設計

一、水霧系統設計

隧道內裝設水霧系統，主要是火災時抑制

火勢延燒、冷卻火場溫度、爭取救援時效，以

及營造後續救援之安全環境。圖6為隧道斷面

與水霧系統噴頭示意圖，噴頭係由二個噴嘴所

組成，其中一個噴嘴之口徑為水平方向，另一

噴嘴之口徑係傾斜配置。圖7為水霧系統於火災

210s啟動前後示意圖，及噴嘴噴射之剖面範圍

圖。本文之水霧系統放射區域，係火災事故區

與鄰近上游第一區，每區長為50m，總計水霧系

統同時放射區域長度為100m，每顆噴頭之間距

為5m，單一噴頭流率設定為250L/min，且持續

撒水可達40min以上之儲水量。

二、水霧系統啟動時機

水霧系統應用於隧道火災之效能，經過

歐盟多次全尺寸隧道火災實驗結果顯示，於隧

道內設置水霧系統確實可有效控制火勢，維持

逃生環境。各國對於水霧系統啟動時機定義不

同，說明如下。

圖4 隧道整體斷面示意圖

圖4(a) 一號隧道通風系統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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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火災對隧道結構之損害。此外，

於火災初期提供用路人10min之逃生時

間，但其水霧系統作動時機則需在無

煙層形成時，或確定隧道內之撒水區

所有人員已疏散方能啟動[4]。

(四)  日本：歷經1979年Nihonzaka隧道火災

後，即積極擬定相關的隧道安全防護

規範，其中即規定隧道長度3km以上，

且每日交通量達4000輛車以上之隧道

需裝設水霧設備[5]。日本「道路隧道

(一)  美國：NFPA 502[2]認為若撒水系統採

自動化，則撒水系統之延遲啟動時間

不得超過3min，且系統內裝用之水和

／或泡沬量設計至少要滿足2個事故區

劃，而撒水區劃範圍則依撒水系統作

動時間來決定，並需與偵測系統和通

風區劃作協調配合。

(二)  歐盟：UPTUN WP2[3]計畫指出撒水系

統啟動時機則應由適當的工程方法來

定義，並由訓練合格的隧道人員手動

啟動。而撒水放射持續時間必須是救

災人員抵達火災現場所需時間的2倍時

間，如隧道長度超出500m以上者，撒

水系統放射時間至少需達30min以上。

因需考慮到交通堵塞等最嚴重之突發狀

況，以確保消防人員未抵達前，隧道內

尚未逃生成功之用路人是安全無虞的。

(三)  奧地利：奧地利政府認為隧道內設置

水霧系統能避免閃燃的機會發生，且

圖4(b) 二號隧道通風系統透視圖 

圖5 排煙口與避難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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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用設施設置基準暨其解說」[6]

提及，行控中心人員應透過閉路電視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CCTV)或現

場派員確認，放水範圍與其順風區域

內無人員在場時，再啟動水噴霧設備

會較恰當。目前日本各公路隧道行控

中心人員會依據水噴霧啟動程序書進

行啟動水噴霧設備。因各地公路隧道

水噴霧啟動程序各有不同，故行控中

心人員判斷啟動水噴霧時機亦各有不

同。但以隧道災害風險評估角度，西

日本高速道路株式會社建議單孔雙向

隧道應於偵知火災發生後10min內自動

啟動水噴霧設備；雙孔單向則建議為

3min內自動啟動。但若有異常狀況，

例如：堵車、隧道較長、人員避難較

慢等則可由行控中心人員改切換成手

動啟動。

三、排煙結合水霧系統應用分析

考量隧道因濃煙密佈無法確認用路人避難

狀況時，即很難決定放水時機與區域，故事先

勘查隧道狀況，預先規劃水霧設備放水時機與

區域等事項是必要的。又因隧道發生火災時，

針對火災區域撒水將造成火災煙層下降與高溫

蒸氣問題，惟自動水霧系統設置時，如何連結

排煙系統，有其必要性。

當隧道內發生火災，用路人避難所需時間

包括：確認有火災發生時間(T_det.)、用路人準

備展開避難行動所需反應時間(T_resp.)及用路

人離開車輛後避難步行至安全區域所需時間(T_

travel.)。其計算式如下所式：

Treq.＝T_det.＋T_resp.＋T_travel (2)

而用路人避難所需時間，應控制在小於

火災發展對人員足以產生危害所需時間之範圍

內。圖8所示為隧道啟動主動式消防設備與避難

時間關係，假設用路人確認有火災發生(T_det.)

及用路人準備展開避難行動(T_det.)之反應時間

共2min，並參考「緊急應變計畫專題研究」報

告[7]中，避難弱者最慢步行速度0.64m/s，以避

難距離約60m計算，不含火災區域約40m，計算

用路人避難所需時間(Treq.)約90s。

圖6 隧道斷面與水霧系統噴頭示意圖

圖7 模擬水霧系統於火災210s啟動前後示意圖

圖8 隧道啟動主動式消防設備與避難時間關係圖

噴頭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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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所建置之長隧道3維CFD數值模型外

觀整體示意如圖9所示，基於網格數目考量，本

模型僅探討較不利通風排煙與避難逃生之隧道

中段區間。圖9所示長隧道之數值模型尺寸為

1,200m長×9.6m寬×6.0m高，水泥隔板厚度為

0.25m，隧道壁面與水泥隔板均給定為混凝土。

本文使用結構性正交網格配置，總網格數為

840,320(最小網格間隔0.3m)。 

二、排煙結合水霧系統模擬分析

1輛大貨車火災情境下，比較無排煙無撒水

與有排煙有撒水條件之熱釋放率關係，由圖10

模擬結果顯示，當撒水系統於210s啟動之後，

撒水系統抑制火災規模之效果逐漸趨於明顯。

整體而言，其最大熱釋放率約為52 MW，相較

無排煙無撒水約低59MW，其最大熱釋放率降低

約53%。

火災初期，因隧道內之初始風速導引，

火災煙層逐漸往火災下游擴散，當火災發生後

120s運轉TVF與噴流式風機及210s啟動水霧後，

火災煙層即被限縮於火源至下游第一處排煙口

區間，其餘火源上游與火源下游第一處排煙口

後方區域，皆無火災煙層，如圖11所示。

能見度1.8m高度，由模擬結果顯示，當

120s運轉TVF與噴流式風機及210s啟動水霧之

肆、公路長隧道模擬分析與火災
避難安全檢討

一、火災模擬之邊界條件與數值模型

本文採用火災動力學模擬模型Fire Dynamics 

Simulator, FDS, Version 5.5.3版[8, 9]之計算流體

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軟體，

針對各種可能發生之火災情境進行數值模擬，

進而預測在不同火場情境下影響隧道內避難、

救援之各項危害因子達臨界情境之時間，同時

檢視專業救援能量抵達火場之時間，作為公路

隧道消防安全設備適用性評析之依據。

根據NFPA-130(2014)[10]要求，隧道通

風機運轉應在時間180s達到緊急模式之運轉風

量。本文將排煙管道二側之邊界訂為體積流率

邊界條件，其體積流率依據隧道軸流式風機排

煙流率360 m3/s訂定。而火場上、下游隧道橫

斷面，考量隧道兩端洞口各設置3組噴流式風機

緣故，以壓力邊界條件設定之，致使隧道橫斷

面之氣流流速由程式計算獲得，檢視火場上游

之隧道橫斷面氣流平均流速是否≧3m/s臨界風

速。另隧道除兩端邊界及排煙口外，其餘部分

均為密閉、無洩漏之情形，隧道壁面及隔牆材

料假設為混凝土，且訂定為不滑動邊界條件。

又考量隧道內因活塞效應影響，3m/s之初始風

速將納入模擬分析。 

圖9 長隧道三維數值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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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火源上游與火源下游第一處排煙口後方區

域，能見度皆大於10m，直至火災發生後1200s

內，人員向火場上游避難之能見度在安全範圍

內，如圖12所示。

溫度1.8m高度，由模擬結果顯示，當120s

運轉TVF與噴流式風機及210s啟動水霧之後，火

源上游與火源下游第一處排煙口後方區域，溫

度皆小於60℃，直至火災發生後1200s內，高溫

之火災煙層不影響人員向火場上游避難，如圖

13所示。

一氧化碳(CO)濃度1.8m高度，由模擬結果

圖11 大貨車火災煙層分布圖

圖12 大貨車火災能見度1.8m高度之分布圖

圖10  大貨車火災於無排煙無撒水與有排煙有撒水條

件下之熱釋放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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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有高於380℃之情形，其餘時間，火源上方

混凝土橫隔板之壁面溫度皆小於380℃，因混凝

土橫隔板有1小時的防火時效，隧道結構無崩塌

之虞，如圖16所示。

消防救援可及性之輻射熱強度，由模擬結

果顯示，當180s運轉TVF與噴流式風機及210s啟

動水霧後，火災發生至1200s，超過5.0kW/m2輻

射熱強度僅侷限於火源區域。火場上、下游20m

處，輻射熱強度皆小於5.0kW/m2，符合消防救援

可及性，如圖17所示。

顯示，火源上游與火源下游第一處排煙口後方

區域，CO濃度幾乎為零，CO濃度不影響人員向

火場上游避難，如圖14所示。

用路人避難輻射熱強度，由模擬結果顯

示，120s運轉TVF與噴流式風機及210s啟動水霧

後，火源上游之輻射熱強度皆小於2.0kW/m2，如

圖15所示。

隧道壁面溫度，由模擬結果顯示，僅於火

災發生後約600s左右，火源上方混凝土橫隔板

圖13 大貨車火災溫度1.8m高度之分布圖

圖14 大貨車火災CO濃度1.8m高度之分布圖



2

48 │No.107│ July, 2015

專
題
報
導

圖15 大貨車火災用路人避難輻射熱強度分布圖

圖16 大貨車火災隧道壁面溫度分布圖

圖17 大貨車火災消防救援可及性之輻射熱強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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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勢延燒可能性之輻射熱強度，由模擬結

果顯示，120s運轉TVF與噴流式風機後，超過

12.5kW/m2輻射熱強度皆發生於火源下游，火源

上游之輻射熱強度皆小於12.5kW/m2。火場上游

10m內，輻射熱強度小於12.5kW/m2，火勢延燒

可能性為低，如圖18所示。

三、用路人避難安全檢討

大貨車火災於有排煙有撒水模擬情況下，

用路人往火場上游避難時，避難環境之溫度、

能見度以及輻射熱強度均於安全範圍內，若用

路人往火場下游避難，隨著風機開啟影響，用

路人可能避難至火場下游50m區段時，將受大於

60℃高溫氣體之以及能見度低於10m之安全危

害，如圖19(a)～(c)所示，故用路人於火災發生

時，應往火場上游避難為佳。

伍、結語

由於長隧道常易造成救援可及性費時且困

難，良好煙控設計足以控制濃煙在火災發生區

域不致擴散，有助人員安全與避難逃生，另主

動式消防水霧系統主要在於火災時，抑制火勢

延燒、冷卻火場溫度、爭取救援時效提供救援

圖18 大貨車火災火勢延燒可能性之熱輻射強度分布圖

圖19 用路人避難安全檢討避難溫度驗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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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本文以一號及二號隧道配置為例，經由

數值模擬驗證得知，當120秒運轉TVF與噴流式

風機及210秒啟動水霧之後，火災煙層即被限縮

於起火點至下游第一處排煙口區間，檢核用路

人避難安全性、隧道結構完整性、消防救援可

及性與火勢延燒可能性，均可符合公路隧道火

災性能驗證基準指標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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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101年5月7日雪山隧道南下26K發生大客車追撞車禍而引發大規模火燒車事故，

造成2人死亡、34人受傷，交通部及國道高速公路局於此事件後，隨即檢討提出「雪山隧

道南下26K交通事故火燒車事件檢討報告」，針對交控系統提出中、長期改善策進作為，

提出改善雪山隧道交控系統以提升事故處理效率之解決方案，包含改善雪山隧道無線通

信系統、建立漏波同軸電纜損壞之備援、建立救援管理資訊平台以支援救災指揮決策，

及利用手機視訊平台支援救災聯絡及現場影像傳送等。

1 2 3 4

壹、前言

由於101年5月7日下午，雪山隧道南下26K

發生大客車追撞車禍(如圖1所示)，引發自95年6

月16日通車以來最嚴重的火燒車事件，有2人死

亡、34人受傷，此事件對於交通部及警察、消

防、醫療等參與救援作業的各部門，造成相當

大的衝擊。

本事件為大型火燒車事故產生大量濃煙，

不但嚴重影響用路人視線及逃生動線，且濃煙

快速擴散致遮蔽隧道內監視攝影機影像，導致

消防及公警等救援單位無法於第一時間透過

監視影像迅速掌握事故現場情形，嚴重影響救

援效率；加上火燒車大火燒毀無線電系統之漏

波同軸電纜致影響消防及公警救援之無線電通

訊；復以事故後方用路人在步道觀望或為逃生

而逃離車輛所造成之交通壅塞(如圖2所示)，亦

使救援車輛難以迅速到達事故現場救災等種種

問題，皆嚴重影響救援效率，造成空前之救援

困難度。

圖1 雪山隧道南下26K交通事故追撞時現場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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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交通部及國道高速公路局於此事件

後隨即檢討提出「雪山隧道南下26K交通事故

火燒車事件檢討報告」(以下簡稱雪隧火燒車事

件檢討報告)，同時修訂應變計畫，針對雪山隧

道硬體面設施之設計與建置、及軟體面之營運

規劃作業進行通盤檢討，並提出短、中、長期

之改善策進作為，其中中期策進作為主要為改

善無線電系統通訊問題；長期策進作為包含改

善影像遮蔽問題、隧道通訊傳輸問題、提升交

控系統功能及建立救援管理資訊決策支援系統

等。本文主要探討提出改善雪山隧道之通訊系

統及建立救援管理資訊平台以供支援前線指揮

官作救災決策應用等解決方案，以期提升雪山

隧道事故處理效率。

貳、改善需求研擬

一、通信系統改善

依據雪隧火燒車事件檢討報告指出，本

次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造成交控系統之設備損

害，包含：車道管制號誌燈(Lane Control Signal, 

LCS)4套、特種閃光黃燈1套、車道管制號誌終

端控制器1套、閉路電視攝影機(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2套、號角廣播喇叭3套、漏

波同軸電纜850公尺、車道管制號誌燈之低煙

無毒電纜1組等設備及材料損壞，其中尤以攝影

機損壞而致無法觀看事故現場即時影像、無線

電漏波同軸電纜被燒毀而致無線電無法通訊等

問題，影響救援效率最為嚴重，故應建立無線

通信備援系統，當漏波電纜損壞時，可利用備

援天線提供最基本之通信區域涵蓋。另針對攝

影機遮蔽，則應提供移動式攝影機，以人工方

式進行觀測回報。改善隧道內通信系統以避免

上述問題再次發生而影響救援效率確有其必要

性。

二、緊急救災決策支援訊息提供

由於火災發生後，災情擴大迅速，且投入

救災人力非常多，易造成指揮體系統資訊傳達

彙整不易，加上各級長官對於災情之關心與資

源投入之決策判斷，往往使得指揮官及各救災

圖2 事故點上游車輛管制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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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如圖4所示。

二、建置隧道無線網路支援救災管理應用

(一) 建立無線區域網路支援各項作業

 配合雪山隧道救災及交控系統維護需

要，研擬救援路線應具備無線網路支援緊

急救援無線連線應用，以提供救災人員(包

括公警、消防、救護)於到達災害現場前，

可於車上透過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

即時取得救災資訊及災害現場影像，以供

前線指揮官可立即作應變救援指揮作業，

另無線網路亦可提供移動式攝影機無線傳

輸影像及供平日維護人員現場連線維護

使用。

 因交控設備仍以光纜傳輸，無線平

台建置後以提供救災及維護使用為主，建

置後常態下使用率應不高，若建置密度高

將增加建置及維護成本，另考量未來隧道

內亦將提供4G無線網路，頻寬可達10M以

上，同樣可滿足行動裝置連線取得災害現

場資訊，因此於隧道人車行聯絡道設計建

置無線網路基地台(Access point, AP)，其餘

戶外及隧道主線路段可利用3G/4G行動網路

小組負擔更大，因此應建立一個資訊平台，可

以快速收集彙整現場之影像、人員避難情形、

交管狀況等，並同時將相關資訊同步提供各救

災小組指揮人員，除避免救災相互衝突及有效

相互支援，以期迅速有效投入救災。

參、通信系統改善

一、改善隧道無線電系統通訊能力

由於本次雪山隧道火燒車燒毀無線電系

統漏波電纜固定架及纜線，致使纜線斷裂、掉

落，導致斷裂處約700公尺及人車行聯絡隧道區

域喪失無線電通訊功能，如圖3所示。

為維持提供基本之通信功能，於人車行聯

絡隧道加設UHF無線電備援中繼器，該中繼器

供接裝指向性天線(可涵蓋隧道主線及導坑)，

當漏波同軸電纜燒毀時，則切換至備援天線系

統；備援天線設計成涵蓋區相互重疊，若一處

天線緊鄰火源被燒毀，相鄰之備援天線仍可以

填補替代使用。另指向性天線電波涵蓋均勻度

較差，尚無法完全取代漏波電纜，需採取兩者

併存之優點設計。改善後之無線電備援通訊架

圖3 雪山隧道無線電漏波同軸電纜燒毀斷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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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隧道無線區域網路支援行動裝置連線

之架構，如圖5所示。

(二) 建立移動式攝影機

 由於本次雪山隧道火燒車事故所產

生之濃煙致遮蔽攝影機而無法觀看事故現

場即時影像，另隧道內路側攝影機可能因

監視死角而無法有效提供監視影像，故設

計增設移動式攝影機並支援WiFi(Wireless 

Fidelity, WiFi)及3G無線傳輸，可配合無

線網路提供災害發生時，救災員可輕便攜

圖5 建立無線區域網路支援行動裝置WiFi連線之架構示意圖

圖4 雪山隧道無線電系統備援天線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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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可立即作救災決策應用，本平台包含救災

資訊整合監控及視訊會議系統等兩大部分，分

別說明如下。

一、救災資訊整合監控平台

救災之進行須配合災害現場實際狀況之變

化而作出最有效之決策判斷，並迅速讓所有救

災人員可以相互協調分工進行，因此研擬建議

建立一套整合各式救災資訊之動態畫面，如圖7

所示。動態畫面應同時顯示於坪林行控中心之

緊急應變室及控制室之工作站，並將資訊提供

帶移動式攝影機前往架設取得現場即時影

像，以解決隧道固定式攝影機遭濃煙遮蔽

影像之問題，系統架構如圖6所示。

肆、建立救援管理資訊平台支援
救災決策應用

由於火災發生時，坪林行控中心係以多方

通話同時通報各單位，再由各單位下達指令，

後續溝通以一般電話為主，依第貳節之需求分

析，建議建立救援管理資訊平台以支援前線指

圖6 移動式攝影機及車輛定位服務示意圖

圖7 緊急應變中心及控制室工作站之救災資訊整合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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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管制訊息列表

  　　除指揮官外，救災時原控制室操作

人員應儘速協助指揮官掌握現場訊息，

並協助指揮官通報、確認救災單位投入

狀況、待救人員處理情形等，為利於這

些管控訊息可以同步通知指揮與救難人

員，故應由控制室操作人員協助登錄應

建立之相關管制列表，並同時顯示於整

合監控畫面。

(1) 救災單位列表：用以顯示各單位消防

隊到達及佈署情形，可作為指揮官判

斷不同單位如何進入救災點或現場配

置救災人力之判斷依據。另對於緊急

醫療站建立等訊息亦一併納入。

(2) 待救人員管制列表：針對各避難區位

之救援情形予以管制，包括地點(如橫

坑編號)、人員數及處理情形(待援、

工務段、XX小組處理中、消防隊接

走等)。

(3) 應變階段進度管控：依據緊急應變計

畫預設之處理程序建立管控列表，當

指揮人員判斷完成一個階段任務時，

可通知控制室人員執行下一階段任

務，每一階段之指令被完成時，將顯

示於管制列表中，以利指揮人員瞭

解。管控內容以交通管制策略與通風

策略影響最大，故應顯示於畫面中，

其餘項目可於工作站查詢顯示即可。

4. 救災車輛進入雪山隧道定位

  　　當重大事故發生時，救災車輛可能

因隧道壅塞、濃煙影響視線而無法即時

到達正確之救援位置，因此設計隧道車

輛定位功能，為節省經費，於隧道內兩

兩車行聯絡道(每1,400km)為區間設置

eTag讀碼器，搭配現行各救援車輛已裝

貼之eTag，透過車輛行經eTag讀碼器回

報該救援車輛之相對位置，並將定位訊

號整合於救災資訊監控畫面，以利指揮

現場各救災小組指揮人員，使救災人員取得一

致之訊息，確保救災作業步調一致。

(一)救災資訊整合監控畫面

　　將與救災決策支援相關之資訊統合於

同一監控畫面，以利快速且直覺之查看，

內容包括：

1.  隧道平面圖動態顯示重要管制與事件

訊息

  顯示重大事故點附近之平面圖，內容除

車道管制號誌、CCTV之圖例常態顯示，

以利決策人員瞭解交通管制作為外，可

點選CCTV即時調閱現場影像。另與救災

相關事件則以彈跳方式出現，以避免畫

面過於複雜，事件訊息應包括：

(1)緊急電話通話狀態。

(2) 與人員逃生相關之一氧化碳、能見度

告警訊息。

(3) 逃生門啟閉狀態，因會影響橫坑內用

路人安全，亦應予以監視。

(4)消防栓押扣是否啟動。

(5)事故類別圖示(如火警、事故等)

(6) 橫坑內人員偵測啟動時，顯示該橫坑

有人員進入之圖例，供決策及救難人

員掌握現場人員逃生狀況。

2. CCTV影像監控

  　　於動態畫面上方配置，除依手動點

選特定CCTV圖例顯示外，應自動建立下

列畫面：

(1) 事件發生前後之歷史影像輪播，利於

救災人員掌握災害現場狀況。

(2) 事件地點上游最近一支CCTV，以掌握

事件之即時發展狀況。

(3) 事件上下游附近橫坑係屬較危險區

域，當有人員進入被偵測時，系統應

自動鎖定顯示其影像，供決策判斷其

安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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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無線網路平台建置後，提供管理者與

救災人員於人車行聯絡隧道，亦可查詢救

援管理資訊平台之災害事故現場的交通資

訊及現場影像。

二、視訊會議系統

鑑於雪山隧道火燒車事故案例，隧道內交

控攝影機因事故發生時濃煙導致影像遮蔽，無

火災現場即時影像，坪林行控中心人員忙於接

聽內、外線電話，上級長官、指揮官等人員可

能因電話內、外線滿線無法於第一時間同步溝

通，致使相關人員無法立即溝通掌握現場事故

情形。

因此，為利於救災指揮聯絡，亦同時建立

坪控、消防、公警9隊之視訊會議系統，供事故

及災害時，可由影像及語音同步通訊支援救災

指揮，另設多點視訊會議控制器，可整合既設

視訊設備，以供平日可做交通疏導應用、災害

時可做緊急應變會議，並支援手機加入視訊功

能，手機可將災害現場影像拍攝於會議中同步

討論，如圖8所示。

伍、結語

有鑒於本次雪山隧道大型火燒車事故案例

得知，於隧道內何時會發生事故及其事故之類

型、特性、影響規模與程度皆難以事先預料，

故藉由交控系統之硬體設施、通信技術及軟體

功能等技術之進步，以不斷之提升改善隧道交

控系統功能，進而達到提升事故及救災處理效

率確有其必要性。

本文依據檢討報告研析「無線電備援通

訊」、「隧道無線網路平台」及「救援管理資

訊平台支援救災決策」、「視訊會議」等需

求，進而研擬提出下列改善設計，有效提升改

人員即時掌握車輛位置並提供所需之引

導協助。

(二) 控制室操作支援

1. 整合監控畫面操控

  配合緊急應變室顯示救災資訊整合監控

畫面，應提供相關操作設定軟體，供操

作人員登入設定，包括歷史影像檔案設

定、即時影像頻道設定、消防車位置設

定及相關管制列表輸入等。

2. 應變階段作業查核

  配合緊急應變作業各階段之策略變動，

於策略執行前必須先行確認現場情形，

以免衍生其他意外，為避免錯誤作業，

因此建議提供查核表，供操作人員確認

後執行，如排煙模式啟動，必須確認下

游車輛清空。

3. 事件時序管制

  為利於事件處理後之新聞發布、調查及

改善評估，另建立事件處理時序管制

列表，除電腦系統可產生之事件訊息

自動登錄外，其餘訊息則提供手動登錄

功能。

(三) 救援現場資訊同步提供救災人員

 由於救災人員到達現場後並無法立即

有效掌握災害現場狀況，因此建議於消防

車、工程車配置平板電腦，供各小組、分

組指揮人員調閱事故發生前後之歷史與即

時影像；同步顯示救災支援動態畫面、人

車行聯絡隧道人員避難資訊，瞭解災害現

場急須救援之用路人，以利整合研判救災

作業方案。

 相關資訊亦可提供各單位高階長官掌

握即時資訊、判斷後續救災資源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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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雪山隧道類似事件案例之救援處理效率，以

期達到提供用路人一個可以「快樂出門、平安

回家」之長隧道行車環境。

一、 以指向性天線及備援中繼器作為漏波同軸

電纜燒毀時之備援，提供基本的無線通訊

涵蓋。

二、 建立人車行聯絡隧道內外之WiFi平台，供

救災人員取得救災資訊。

三、 建立救災資訊整合監控畫面，整合影像、

交通管制、事件訊息、人員待救狀況及各

單位救災資源投入情況，確保直覺有效掌

握資訊，迅速判斷指揮。

四、 救災資訊同步提供各組、分組救災指揮人

員，以利相互協調相互支援，並供長官判

斷後續救災資源之投入。

圖8 視訊會議系統實際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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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跨單位視訊會議系統，並支援手機加

入視訊，可更彈性傳遞各救災點之視訊影

像，有利於溝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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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網中時常有不可預期的狀況發生，以往交通事件發生時，交通控制中心都是

被動的等待用路人、警察或警廣等單位通知，對於事件的處理，也都是在緊急情況下的

經驗決定，無法即時與有效的處理，對於事件的發展過程與持續變化，則是被動的等待

告知。本公司依據以往在交通管理的設計經驗與需求，提出事件反應計畫的構想與程式

開發，期望透過本事件反應計畫的設計與軟體開發應用，能提供交通控制中心一個有效

率與即時性的交通管理策略，以達到運輸效率最大化及運輸安全之目的。本文並以本公

司於桃園市設計之事件反應計畫來說明系統設計架構，包含事件反應作業流程與設計流

程，並以市區路網與高速公路整合及觀光景點資訊導引等兩個應用案例，進行說明交通

策略規劃與事件反應計畫產生。

1 2 3 4 5

壹、前言

近年來智慧運輸系統(ITS)已在歐洲、美

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快速發展，對於改善交通

擁擠、提升運輸安全以及節省社會成本上有顯

著成效。本公司建置之事件管理系統，於事件

發生時將自動產生對應之事件反應計畫，操作

人員不必自行選擇監控與資訊發佈設備，同時

事件管理系統會將每次事件反應計畫自動儲存

於系統中，並於下次類似事件發生時自動提供

事件反應策略，因此透過此系統可整合各項交

通管理策略，並減少事件處理作業時間。綜合

以往事件管理系統之相關研究，發現由於高速

公路為封閉式道路路網，且一般高速公路相關

路側設備建置較為密集，過去國內外事件管理

系統設置均以高速道路為主，市區路網之應用

相對較少，因此本文將提出事件管理系統架

構，並以市區路網之整合應用為實例，包括市

區道路與高快速公路之整合應用，與觀光地區

資訊導引應用等，藉由實際應用提供給相關單

位作為規劃參考與執行應用。

貳、事件發生之影響

回顧探討事件發生後擁擠狀況影響範圍

之相關文獻，本文歸納其研究物件區分為兩大

類，分別為探討事件發生後對局部路口或路段

之影響，以及對事件發生後對路網中整體範圍

影響之變化，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局部路口與路段之影響

此類相關文獻所探討之事件影響範圍是以

事件發生之路口或路段為主，透過相關模式或分

析方法，對於該特定路段或路口區域，在事件發

生後之車流變化狀況進行描述、預測並可進一步

探討各方面之因應措施與搜集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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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靜宜[1]提出一動態交通量指派模式，

探討事故發生後，用路人改道、車流移轉之特

性。張鈞華[2]以微觀方式探討事故車流行為特

性，再構建適用於市區道路事故之車流模擬模

式，此模式模擬範圍為直角相交的獨立路口或

開放型路網，採用二時相定時號誌，可處理大

型車與小型車混合車流。楊子儉[3]探討高速公

路事故發生時，以即時預測及控制的方法，期

能透過自動事故管理與匝道儀控，降低事故所

造成的衝擊。

二、整體路網範圍之影響

此類相關文獻針對事件發生後，以描述事

件所造成擁擠的分佈情形為研究目的，研究物

件包括市區道路與高、快速道路，由文獻彙整

探討可知，事件影響範圍資料之取得，各研究

皆以模擬工具進行，主因為交通事件造成之影

響無現實資料且難以觀察。

林繼國[4]以高速公路為研究物件，利用模

擬程式反應道路特性，以個別路段交通參數改

變情形輸入類神經模式判斷是否受影響，以推

估事件對交通之衝擊。Roberg and Abbess[5]以

模擬工具呈現壅塞狀況，控制交通延滯組成變

數，研擬可能交通策略以控制路網中壅塞之擴

散。Vuren and Leonard[6]透過模擬不同事件情

境，探討不同因素對事件所造成壅塞之影響，

研擬適合策略紓解壅塞等研究，其研究重點在

於不同事件特性對壅塞之影響，並歸納出事件

發生至結束所占時間、事件嚴重程度以及駕駛

行為三項為影響壅塞結果的主要因素。

參、交通事件管理

事件管理的相關文獻中，事件判斷與預測

結果的好壞常取決於搜集事件資料的種類、型

態與數量，是否能符合事件判別的條件，但是

在道路複雜的交通環境中，事件資料的正確性

是重要的關鍵。在交通路網中任何影響交通流

的事件均為交通事件，交通事件管理最主要的

目的在於快速地將事件排除，以降低事件所造

成路網交通流的影響，事件的排除可分為事件

發生、事件偵測、事件回應、事件清除與交通

回復，在交通事件管理的流程中，從事件發生

至結束過程稱為事件持續時間，可分為以下四

個步驟[7]。

一、偵測時間

事件發生到事件被偵測出來所花費的時間

稱為偵測時間，目前偵測方式可分為人工偵測

與自動偵測。人工偵測可分為用路人通報、巡

邏車與養護人員通報與閉路電視機監視；自動

偵測方式包含車輛偵測器與影像式偵測。

二、回應時間

事件偵測後，事件應變小組（IRT）收到訊

息到達事故現場的時間。IRT處理事件的過程中

包含車輛處理、受傷人員救護、及路面障礙物

之清除等。

三、清除時間

當各支援單位抵達現場，透過正當的程序

與協調過程，以最快的時間內清除事件狀態，

包含傷患的處理、車輛與散落物的清除等。迅

速地清除時間能有效降低事故持續時間，使道

路車流恢復正常並避免二次事件的發生。

四、回復時間

指當事件清除完畢後，阻塞的交通流由糾

結狀態到正常狀態中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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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件類別與嚴重程度等加以研擬，並使用適

當的反應計畫以達成交通控制策略。

一、事件反應作業流程

交控核心系統運作流程為各類資料收集

及監視訊號傳送至交通控制中心進行分析處理

後，據以決定事件相對應之交控策略，再下載

至路側之各項資訊顯示及交通管制設施。作業

流程如圖3所示，說明如後。

(一) 即時交通資訊監視

 各項路側資料收集設備與外部單位等所

收集之資料，將回傳至交管中心進行演算處

理，以產生路段交通績效及相關資訊，當判

斷達事件等級並發出預警，由系統自動將事

件登錄，或經由操作人員透過監視畫面確

認事件，並將事件登錄至管理系統。

肆、事件管理系統績效

目前國內外部分交通單位於主要幹道或重

要區域範圍內有設置事件管理系統，但由於評

估事件管理系統使用前後之績效，包含事件延

滯時間、使用效率、成本效益等相關資料取得

不易，因此事件管理系統實際使用績效之相關

文獻與報告並不多。以下整理美國運輸部針對

ITS系統成本效益(Benefits, Costs, and Lessons 

Learned)報告[8]中事件管理系統部分進行說明。

交通事件管理方案廣泛應用在大都市地

區，主要為高速公路，其次為都市重要幹道，

透過各種ITS技術可以成功的偵測與管理交通事

故。事件管理系統的應用可以顯著影響交通事

件的持續時間15%至65%，同時可以節約能源

30%至40%，以降低二次事故風險並提高道路安

全性，如圖1所示。

提高交通事件管理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但

目前交通事件管理著重於高速公路系統中，市

區道路的應用相對鮮少，如圖2所示，有關交

通基礎路側設備，包括監視攝影機、車輛偵測

器、緊急電話、巡邏車等市區道路佈設密度遠

遠低於高速公路，而交通管理上由於高速公路

為封閉式道路，不同於市區道路為開放式，事

件產生與影響的因素較為複雜，因此本文後續

將說明此系統如何實際運用於市區道路或觀光

景點等開放式路網之相關實際應用。

伍、事件管理系統架構

事件反應計畫及管理系統設置之主要目

的，在建立有效的作業方法與執行程序，藉由

管理策略與機制，減少事件對駕駛人行駛安

全、旅程順暢等方面的負面影響。由於交通控

制系統建設之主要目的在於監視路況及實施交

控策略，交控策略需依據控制路段之特性、不

圖1 國外各系統減少事件持續時間說明圖

圖2 高速公路與市區幹道相關建設佈設說明圖



2

66 │No.107│July, 2015

專
題
報
導

(二) 交通控制策略執行

 當事件確定成立後，系統可依事件類

別或發生地點之不同，分別設定該事件是

否啟動事件反應計畫，分為「不啟動」、

「半自動」與「全自動」。若為「全自

動」，則系統將自動執行該策略，若為

「半自動」，則操作人員可以修改確認後

下達執行。

(三) 交通資訊發佈

 除交控策略執行外，交控系統亦將

彙整事件產生之交通動態畫面、路段旅行

時間、CCTV畫面等相關資訊提供到Web網

路、行動裝置APP、CMS旅行時間模式及

CMS路況資訊等。交通控制中心操作人員可

以監視或控制上述資訊發佈作業之執行。

(四) 交通資料分析

 交控系統將各類型事件之相關即時

交通資料儲存，可以進行各項歷史資料統

計分析，操作人員則視各時期交通分析重

點，列印各式統計分析報告。另歷史資料

亦可轉成文件供微觀模擬軟體應用。

二、事件反應設計流程

事件反應計畫設計流程包括反應計畫產生

方式與所需考慮的原則因數，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反應計畫產生方式

 交控策略之實施係依據不同事件類

別、嚴重程度等研擬適當之事件反應計

畫，而計畫之產生必須先選定適當之決策

因數，再依輸入參數自動依照規則產生建

議反應計畫。反應計畫分為條列式與邏輯

式兩種方式，條列式產生方式係依據不同

交通控制分區將交控設備事先進行分組並

製成表格後建入反應計畫規則庫，當事件

圖3 事件反應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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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應用案例說明

一、市區路網與高速公路整合應用

桃園市境內由3條高速公路及2條快速公路

形成桃園市高(快)速路網交通動脈，透過結合高

(快)速公路交流道、市區聯絡道路與替代道路路

網資訊整合，提供用路人替代道路之即時交通

狀況，路網範圍如圖4所示，相關說明如下。

(一) 交通策略說明

 本系統於桃園市區規劃桃園境內高(快)

速交流道所在位置，與各地區進出高(快)道

路聯絡道路關係，檢視各地區有多個交流

道做為替代，規劃出5大區域進出高(快)速

公路之聯絡道路與替代道路路網。事件管

理系統將比較高(快)速公路主線、往返市區

之聯絡道路與替代道路路網資訊，當符合

替代交流道或市區替代道路路況較原有交

發生時藉由內建之反應計畫規則庫以查

表方式選取應執行的交控策略，與所需啟

動的交控設備與顯示內容，再透過反應計

畫執行軟體下傳指令至現場交控設備。邏

輯式產生方式不事先排定各交控分區之交

控設備分組清單，而是依據事件輸入軟體

所提供之事件資料，由反應計畫規則庫軟

體，依據反應計畫規範內容，設計反應計

畫規則庫，藉由反應計畫規則庫進行推理

並產生適當之反應計畫。

(二) 反應計畫產生之原則因數

 交控反應計畫所需考慮之原則因數包

括：事件種類、交通控制分區、事件所需

實施之交控策略類別、交控策略實施所對

應之交控終端設施、啟動交控設施之個數

與顯示內容等。

圖4 市區道路與高速公路路網整合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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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道與聯絡道路順暢時，將發佈替代道路

資訊提供給用路人使用，有關替代道路路

徑導引資訊發佈邏輯說明如圖5所示。

(二) 事件反應計畫產生

 本系統將上述發佈邏輯整理歸納出各

種情境，並依據CMS所在位置建立替代路

網與設備之關係，系統預先將各種情境下

所對應之CMS設備與內容建立於事件規則庫

內，以提供交控人員下達替代道路之即時

交通狀況供用路人參考。

 在定義各情境中高速公路主線、聯絡

道路與替代道路的路段績效判斷上，首先

定義各道路路段其控制路段，選擇各地區

平面道路路段對應之偵測及發佈設備。由

於聯絡道路多屬主要幹道性質，直行長度

較長，因此以該方向所有車輛偵測器(VD)之

數值判斷路況；而替代道路多屬彎繞或由

多個路段組成，因此考慮路段幾何遴選出

各路段之代表VD，系統並透過資訊交換以

取得高速公路主線路況資訊。事件管理系

統會定期運算路徑導引所需要資訊，並讀

取VD即時交通資料，經過邏輯判斷後，決

定是否符合顯示替代路徑導引資訊或顯示

替代交流道之條件，進行替代道路導引資

訊發布，提供用路人即時交通資訊，協助

選擇較佳路徑，以節省行車時間、減少道

路壅塞及增進道路安全。

 同時為提升欲進入高速公路之用路

人運輸效率及減輕整體路網負擔，透過資

圖5 市區替代道路路徑導引資訊發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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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策略說明

 為了有效提供正確導引資訊於用路

人，必須掌握導引方案之交通資訊，包括

替代景點主要道路是否壅塞及停車供給是

否足夠。故系統於路側設備之選定須將替

代景點之壅塞及停車狀況納入考慮，依據

大溪老街、周邊觀光景點與停車場狀況產

生不同事件情境，各種事件情境下進行車

流導引與分流管制資訊發佈內容之設計，

以提供用路人更完善而實用之資訊。

 本系統透過「多階層車流導引與分

流管制」及「中莊便道智慧化導引」方式

紓解壅塞車流，在大溪地區定義多階層車

流導引與分流管制範圍，可分為等級二內

圈黃色警戒管制及等級三外圈紅色警戒管

制。當等級二內圈偵測到壅塞時首要提供

駕駛者大溪周邊停車資訊，並引導其盡可

能不經過內圈，且在停車場尚有空位前提

下，引導車輛停放於周邊停車場。若停車

場皆停滿，而替代景點

不壅塞情況下，則進行

時間分流，導引用路人

先至替代景點，以紓解

壅塞狀況；當等級三外

圈壅塞產生時首要執行

時間分流，於替代景點

不壅塞情況下，導引用

路 人 先 至 替 代 景 點 觀

光，以紓解壅塞狀況。

若景點亦壅塞，才考慮

導引用路人至大溪周邊

有空位之停車場。有關

等級二與等級三資訊發

佈邏輯如圖7與圖8所

示。

料交換機制即時取得高速公路事故發生及

解除時間，及透過適當之資訊發佈設施提

早告知即將進入高速公路之用路人相關訊

息。本系統於高速公路事故發生時，將依

事件嚴重程度自動索引出往鄰近交流道之

平面道路CMS，以方便交控人員進行高速公

路資訊發佈，提前告知民眾高速公路主線

路況資訊。

二、觀光景點資訊導引應用

桃園市大溪老街於假日尖峰時段進入人潮

眾多，當地停車位滿場後易回堵於往大溪老街

之聯絡道路，同時傍晚尖峰時段離開人潮過於

集中，容易於大溪交流道回堵至大溪武嶺橋。

而老街周邊亦有石門水庫與兩蔣文化園區等觀

光景點，因此透過大溪地區、周邊觀光景點、

停車場與替代道路資訊整合應用，提供民眾即

時觀光景點導引資訊，以紓解大溪地區假日易

壅塞問題，應用範例如圖6所示。

圖6 觀光景點資訊導引應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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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件反應計畫產生

 本系統將上述發佈邏輯整理歸納出

各種情境，定義事件產生時之控制路段，

並研擬各路段所對應之偵測設備，包括車

輛偵測器、適應性號誌資訊、數位影像攝

影機與停車場資訊，及所需發佈之設備資

訊，包括資訊可變標誌與交通現況標誌

板，系統預先將各種情境下所對應之CMS設

備與內容建立於事件規則庫內，以提供交

控人員下載觀光景點即時導引資訊提供用

路人參考。

 首先定義等級二內圈黃色警戒管制範

圍，其涵蓋老街周邊康莊路至武嶺橋西端

路口，以進入老街方向主幹道上(武嶺橋、

康莊路)VD、數位影像攝影機及適應性控制

路口車輛延滯與等候線長度作為管制啟動

設施。其中可由康莊路上VD、慈康陸橋路

口與武嶺橋西端路口之適應性控制偵測器

代表武嶺橋西端路口至慈康路橋路口車流

狀況；而慈康陸橋路口與武嶺橋西端路口

之數位影像攝影機則分別可觀察康莊路與

武嶺橋上車流狀況；在等級三外圈紅色警

戒管制涵蓋介壽路至員林路段，以進入老

街方向主幹道上(員林路、介壽路)VD、數位

影像攝影機作為管制啟動設施。其中介壽

路上VD代表介壽路/員林路口至武嶺橋西端

路口車流狀況，員林路上VD代表員林路/永

昌路口至員林路/介壽路口車流狀況；而介

壽路/台4線38.5K與介壽路/員林路口數位影

像攝影機可觀察介壽路上車流狀況，員林

路/仁和路口數位影像攝影機則可觀察員林

路上車流狀況。

 事件管理系統會定期運算往大溪老

街、停車場與替代景點等各控制路段所需

要資訊，並讀取VD即時交通資料，經過

邏輯判斷後，決定是否符合顯示資訊導引

之條件，提供用路人即時觀光景點交通資

訊，協助較佳路徑的選擇，以節省行車時

間與減少觀光地區道路壅塞。

三、操作畫面案例

以下就本公司所開發之事件反應管理系統

之操作功能，做簡要說明。

(一) 平台首頁

 事件反應管理系統登入之首頁，如圖9

所示。

(二) 即時監控功能

 事件列表呈現發生中事件，並以顏色

燈號顯示優先權最高事件、待處理事件及

逾時事件，如圖10所示。

圖7 等級二內圈壅塞資訊發佈邏輯

圖8 等級三外圈壅塞資訊發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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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應計畫執行功能

 依據事件規則庫自動帶入相對應設

備與發布資訊，提供管理人員下達交控指

令，如圖12所示。

(三) 手動輸入事件功能

 手動登入事件所在路段路口、事件類

別、嚴重程度、通報來源、優先權、事件

說明等，如圖11所示。

圖9 平台首頁

圖10 即時監控畫面

圖11 手動輸入事件畫面



2

72 │No.107│July, 2015

專
題
報
導

圖13 反應計畫制定畫面

圖12 反應計畫執行畫面

圖14 事件報表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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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事件反應計畫產生方式

 事件管理系統根據不同事件種類，輸

入事件類型、嚴重程度等相關參數，而產

生出反應計畫之內容。反應計畫產生方式

可分為條列式與邏輯式，交控反應計畫所

需考慮之原則因數包括事件種類、交通控

制分區、事件所需實施之交控策略類別、

交控策略實施所對應之交控終端設施、啟

動交控設施之個數與顯示內容等。

(三) 提供市區路網應用示範

 過去事件管理系統相關應用多數建立

於高速公路系統，市區路網之應用相對較

少，本文以市區路網之整合應用為實例，

包括市區道路與高快速公路之整合應用，

與觀光地區資訊導引應用等，說明如何定

義事件產生時之控制路段，並研擬各路段

所對應之偵測設備及所需發佈設備資訊，

提供相關交通管理單位於事件發生時的決

策支援與路徑導引。

二、建議

由於市區道路為開放式路網，影響路網變

化的要素是資訊搜集的一大課題，必須加入更

多的因素才能更接近實際路網的變化，因此下

列幾點在未來規劃研究時可進行探討。

(五) 反應計畫制定功能

 可修改事件規則，如CMS、CCTV新增

刪除，發布資訊的修改，如圖13所示。

(六) 事件報表查詢功能

 供歷史事件查詢，透過事件類型、發生

地區、時間區間等進行查詢，如圖14所示。

(七) 交通分區設備維護功能

 提供交通分區與設備(VD、CCTV、CMS) 

       

對應新增刪除修改功能，如圖15所示。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重要成果如下：

(一) 建立事件管理系統運作架構

 事件管理為交控系統運作之重心，透

過事件通報系統確認事件後，經過預先建

立之反應計畫，啟動該事件所應執行之交

控策略與交控終端設施，並通知相關處理

單位。系統運作可分三大部分，為(1)即時

交通資訊監視，(2)交通控制策略執行，(3)

交通資訊發佈。

圖15 交通分區設備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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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收集完整性

 市區道路為開放式路網，車輛受到

號誌或其他交通干擾因素複雜性較高，若

能結合旅行時間判斷，如車牌辨識系統

(AVI)、電子標籤系統或公車路段績效等相

關道路資訊，相信更能提升系統推估道路

路網績效的能力。

(二) 事件預估功能建立

 道路績效常與平日、假日、連續假日

等時間特性相關，若能將路段績效與過去

歷史績效融合演算，針對單一路段分析不

同時段的旅行時間比較，以及交叉比對不

同路段於同時段的交通流量比較，藉以推

估瞭解主要道路與替代道路之間的流量分

佈，將可作為主要道路上不同時段路徑導

引規劃與資訊發佈的規劃依據，並提供事

件預估功能的能力。

(三) 事件相關資訊發佈檢核

 事件資訊發佈的目的在於提供駕駛者

道路狀況與選擇適當之路徑，以避免交通

擁擠並能以最短之旅行時間到達目的地，

後續透過實際旅行時間可作為檢核事件管

理系統於事件發生時資訊發佈後之效能，

是否提供事件資訊後將有減少該事件路段

行駛旅行時間，並有效導引至相關替代路

徑，提供交通控制中心人員於事件資訊發

佈之調整與規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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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線鐵路電氣化建設計畫係配合發展觀光產業政策，在既有的鐵路運輸骨幹上，

建構花東地區快捷、安全、綠色的鐵路大眾運輸系統。通車後，台北至台東行車時間可

由4.5小時減少至3.5小時，自強號列車班次由98班增加至158班，大幅提升鐵路運輸效率

與服務品質。花東線鐵路電氣化電力系統工程為電氣化重要一環，包含4座變電站、約

155公里電車線、1套電力遙控系統主站、34套外站，於單軌營運路線施作電車線工程，

其工期短而路線長，工程甚為難鉅，本文研討本工程規設及施工監造實務，提供後續相

關工程作業參考。

1 2 3 4

壹、前言

花東線鐵路電氣化電力系統工程(以下稱本

工程)，為東部鐵路電氣化快捷化之重要一環，

配合發展觀光產業政策，在既有的鐵路運輸骨

幹上，建構花東地區快捷、安全、綠色的鐵路

大眾運輸系統，大幅提升鐵路運輸效率與服務

品質。本工程內容包含變電站、電力遙控系統

及電車線工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本公司)除負責監造外，變電站及電

力遙控系統工程亦由本公司規設完成。

本工程範圍北起新城車站南至知本車站

(北迴線K62+800～南迴線K85+500)，其中包

含光復、玉里、關山及臺東等4座鐵路電力變

電站；與配合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稱臺鐵局)

整體路網監控需求，於臺鐵局臺鐵大樓4樓綜

合調度所內之電力遙控監控中心新設電力遙控

系統(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主控站與車站、變電站、分界點(Section 

Post, S/P)等外站控制及花蓮至台東新站全線電

車線架設工程(含雙軌隧道、單軌無改善段、曲

線改善段、雙線配合隧道段及臺東站、電車線

開關及接地工程等)，本工程範圍如圖1所示。

圖1 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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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分兩階段電化通車，第一階段於103

年6月28日正式電化通車，通車範圍為花蓮-台

東間電化通車(不含南迴線知本-臺東及各站貨物

線側線)，第二階段南迴線知本至臺東及花蓮至

臺東間各站側線及貨物線電車線工程，於104年

3月24日通車啟用。

貳、變電站工程[1][2]

花東鐵路路線長約155公里，依現行標準設

置光復、玉里、關山及臺東等共4座變電站，每

變電站分別向南北電車線各饋電約20公里，合

計約40公里，以供應花東線鐵路電氣化後列車

運轉所需之電力，各變電站與中性區間(Neutral 

Section, N/S)及分界點(Section Post, S/P)之里程

與供電範圍如圖2所示，各變電站建築物融入

當地人文景觀，具有當地特色之外觀，如圖3

所示。變電站工程主要內容為4座變電站之土

建工程(含整地、監測、施工圍籬、擋土牆、開

挖支撐、基地排水、道路、主體及附屬建物之

結構及建築工程等)、變電工程(含台電電力引

接、SF6氣體絕緣開關、變壓器、配電盤、佈纜

等)、一般機電工程(含建築物水電、消防及空調

工程)等。

一、變電站電力系統架構

變電站電源由台電變電所以三相161kV或

69kV特高壓供應，降壓為25kV二單相交流電饋

送沿途電車線，供電力車之集電弓接電，以驅

動牽引馬達帶動列車，並經輪軸鋼軌及回流系

統流回變電站。

光復變電站 玉里變電站 關山變電站 台東變電站

圖3 變電站外觀實景

圖2 花東線供電區間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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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電力變壓器：3∮-2∮，161kV或

69kV-27.5kV OA/FA，25/31.25MVA油

浸式變壓器二台。

(三)  諧波濾波設備(含功率因數改善功能)

二組。

(四) 25kV開關設備。

(五)  161kV或69kV、25kV側保護電驛及集中

警示綜合盤、模擬控制盤。

(六) DC 125/48V(±10％)電源設備。

(七)  由變電站至電車線饋線開關之控制電

纜(不含OCS控制盤)。

三、變電站規設及監造注意重點

(一) 特高壓輸電線保護

 受電端需配合台電供電端，選用同廠牌

型號之輸電線保護電驛；如161kV 電力系統

裝設兩組同廠牌型號之87L差電流電驛。

(二) 特高壓斷路器及比流器規格

 161kV或69kV特高壓側斷器啟斷容量及比

流器一次側額定電流，需符合最大短路容量。

(三) 與鄰近變電站饋電線同相位

 台電特高壓電源端以逆向序接線受

電，以使25kV側M相及T相饋電線，與鄰近

變電站25kV饋電線同相位。

變電站裝有161kV或69kV，三相變兩單相

Le Blanc式特種變壓器25MVA二具。輸出二單相

25kV供應電力負載，其三相輸入端有較好之三

相平衡。二變壓器之輸入端各接不同回路三相

161kV或69kV輸電線。當一路保養或故障時，可

由另一線路繼續供應二變壓器之全負載。二變

壓器之輸出端則依Ｍ相及Ｔ相分別並聯，用以

加強輸出容量及穩定性，變電站電力系統示意

圖如圖4所示。

二、變電站主要變電設備(外觀如圖5所示)

(一)  161kV或69kV SF6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含避雷

器、接地開關、分段開關、匯流排、

MOF、斷路器、比流器、比壓器、

161kV或69kV電纜引進及台電分歧終端

裝置等。

SF
6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主電力變壓器 諧波濾波設備 1ψ220V發電機

25kV開關設備 電驛及模擬控制盤 DC 125/48V電源設備 風機開關控制盤

圖5 變電站主要設備外觀

圖4 變電站電力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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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力保護電驛電磁相容功能

 變電站25kV側饋電至電車線，因鐵路

電力列車產生之諧波及開關切換產生之突

波等干擾源，容易導致變電站電力保護電

驛誤動作，所採用保護電驛，應具電磁相

容(Electromangnetic Compatibility, EMC)功

能，符合IEC 60255-22-1(IMHZ Burst High 

Frequency Disturbance Test)、IEC 60255-22-

2(Immunity to Electrostatic Discharge)、IEC 

60255-22-4(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 or Burst 

Requirements)、IEEE/ANSI C37.90.1(Surge 

Withstand Capability)、IEC 61000-4-5(Surge 

Immunity Test)等。

(五)諧波濾波器規格容量

 諧波濾波器設備之規格容量，需配合

所運行各種鐵路電力車輛之無效電力值、

諧波頻率及容量等計算研定，近年臺鐵局

採購之鐵路電力車輛其功因及諧波頻率較

高，規劃、設計及監造審查應予注意。

圖6 花東線電氣化全線股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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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車線工程監造注意重點

(一) 電車線材料

 電車線設備材料送審前須先辦理訪廠，

確認工廠品質、製程、產量、技術能力，確

保符合本工程生產品質、進度及產量。

(二) 產品試組裝

 廠商送審核定後，應先生產原型件辦

理試組裝，確認符合電車線規範後，再行

大量生產。

(三) 立桿

 依OCS資料表及布置圖確認電力桿型式

及長度，量測電力桿面至軌道中心距離，調

整螺栓至定位，吊入電桿垂直安裝，以螺

帽固定(螺栓凸出3牙以上)，並塗漆及噴桿

號，最後電車線調整完後施作基礎封底。

(四) 桁架安裝

 確認門型架之型式規格、長度、安裝

高度 ，中間部分與兩側桁架應平整不得變

形，門型架之夾帶須與電桿密合鎖緊，以高

張力螺栓鎖緊並露1牙以上，並塗瀝青漆。

參、電車線工程[1][2]

電車線系統(Overhead Contact System, OCS)

工程範圍，北起花蓮0K+847公里，南至臺東

156K+405公里止，路線全長約155.558公里，

包含25座車站、5座雙軌長隧道及10座高架橋區

段，並配合光復、玉里、關山、台東等4座變電

站，設置4處中性區間(N/S)及4處分界點(S/P)等

設施。花東線鐵路全程電車線系統之正線分群

配置情形及監造內容，如圖6所示。

一、電車線系統構造

電車線於本工程平面(高架)段採用95mm2

主 吊 線 之 單 純 懸 垂 式 電 車 線 系 統 ( s i m p l e 

catenary)，適合130km/hr 行車速度。主要設備包

含主吊線、接觸線、電力桿(300∮、400∮圓鋼

桿)、門型架、自動平衡錘、懸臂組、錨錠、重

疊區間、中性區間、區分絕緣器，主要系統構

造如圖7所示。

二、主要電車線設備(如表1及圖8)

圖7 電車線系統主要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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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電車線設備

設備內容 說明 照片

小鋼件、懸臂組  1.   小鋼件即為安裝在電力桿上或門

型上的固定鐵件、螺絲配件，

用以固定懸臂組、自動平衡錘裝

置、終端裝置、架空地線等。

2.    懸臂組又稱三角架，用於架空電

車線，以鍍鋅鋼管組成並支撐主

吊線及接觸線等桿間裝置，使主

吊線及接觸線與軌道保持一定高

度。

接地回流設備 鐵路電氣供電系統係以接地回流軌

及架空回饋地線(Return Feeders, RF)

之回流路線構成完整迴路。

自動平衡裝置 自動平衡錘隨溫度變化而上下移

動，以確保電車線於溫度變化時不

改變其水平位置及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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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電車線設備(續)

設備內容 說明 照片

區分絕緣器 主要目的為隔離兩不同電車線群使

用。依用途分為兩種：

1.  高速區分絕緣器：用於時速大於 

    65kM以上。

2.  中性區間絕緣器：隔離兩不同送

    電區間。

隔離開關 主要目的為電車線上作為斷電、復

電及分群轉供使用，分成手動及電

動兩種形式。

(五) 懸臂組及小鋼件安裝

 依測量資料製作懸臂組，注意礙子型

式、方向是否正確，懸臂組調整要領為：

調整管1：17斜率，落臂架邊距旁軌1.26M

以上，懸臂組型式、高度定位，主吊線、

接觸線之線夾位置高度定位須確認。

(六) 主吊線及接觸線安裝

 線材段長須查對，每一桿上掛置乙只滑

輪，依設計圖之位置及高度架線、安裝臨時

吊掛線、張力調整錨錠，主吊線、接觸線調

整定位結果，線不得扭曲、凹凸、翻轉、損

傷，出線角度正常7.5°，最大15°以內。

(七) 區分及中性區間絕緣器

 區分絕緣器之型式規格須查對，區分

絕緣器安裝定位後，調整絕緣器位置使與

鄰線有足夠淨空間，水平測試後確認偏位

正常0mm，最大100mm以內。

肆、電力遙控系統工程[1][2]

臺鐵局經由電力遙控系統(Supe r v i so r 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執行電力調

配，以維持電車線連續供電，確保電力列車穩

定運轉。供電異常時設法找出故障地點，並將

故障區段隔離，降低鐵路運輸受影響之範圍。

另當電力設備維修或作業人員於感電危險範圍

內工作時，可經由電力調配作業減低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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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電桿 400∮電桿 381型雙槽結構柱

懸臂組 95mm2主吊線 接觸線

吊掛線 自動平衡錘裝置 埋設地線

架空地線 接地連軌線 ANC終點錨定

區分絕緣器 重疊區間裝置 中性區間裝置

電車線隔離開關 平交道限高門 終端裝置FTA

圖8 電車線設備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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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Terminal Unit, RTU)，監控各變電站、

中性區間、分界點及電車線開關等設備，系統

架構示意如圖10所示。

二、電力遙控系統主要設備(如表2所示)

三、SCADA系統規設及監造注意重點

(一) SCADA系統主站容量

 SCADA系統主站容量，應能將全省電

氣化車站、變電站(含中性區間N/S)及分界

點(S/P)等納入監控。

本工程除於臺鐵局臺鐵大樓4樓綜合調度

所之電力遙控監控中心，新增一套電力遙控系

統主站及監控桌外，並於花蓮站起至臺東止，

包括花蓮(既設遙控納入本工程範圍)、光復、

玉里、關山、臺東等5個變電站(含中性區間(N/

S))；壽豐、瑞穗、東竹、鹿野等4處分界點(S/P)

及新城、北埔、花蓮、吉安、志學、壽豐、南

平、鳳林、萬榮、光復、富源、瑞穗、三民、

玉里、東里、東竹、富里、池上、關山、瑞

源、鹿野、山里、臺東、康樂、知本等共25個

車站，設置SCADA系統外站，完成臺鐵局整體

路網監控，以提昇行車效率。主站除監控花東

線外，亦預留西部幹線監控容量，各遙控範圍

位置示意圖，如圖9所示。

一、電力遙控系統架構

電力遙控系統(SCADA)主站設於臺鐵局臺

鐵大樓4樓綜合調度所內之電力監控中心，包

含電力系統模擬盤、雙備援電腦主機、圖控工

作站、值班主機、控制器、資料儲存主機、通

訊設備、高速網路設備及電源設備等，並以臺

鐵同步數位階層(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SDH)光纖通訊網路，連線各外站遠端終端單元

圖9 電力遙控系統範圍示意圖

圖10  電力遙控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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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電力遙控系統設備

設備內容 說明 照片

主遙控RTU

控制箱

設置於五處變電站、25處車站、4處分界

點S/P，內含RTU、直流充電機、GPS天

線。

一對一就地

操作盤

分別設置於花蓮、玉里、關山分駐所及

台東電力段，提供各變電站150迴路告

警及開關監視、控制功能。

電力遙控

模擬盤

設置於電力監控中心，配合臺鐵既設20

處變電站整體規劃成一完整監視、控制

照景盤。

電力監控中心

監控設備

備援電腦主機、圖控工作站、值班主

機、控制器、資料儲存主機、通訊設

備、高速網路設備及電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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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施工時亦需洽現場電務單位確認各機

房SDH可使用之連接埠，連線後，亦需洽台

北資訊中心開通網路。

(五) RTU配置

 有關現場RTU設備，於設計及施工時均

需先洽各車站之站長或副站長確認可安裝

之位置。RTU配置應儘量靠近電車線開關控

制盤，避免傳輸距離過遠，導致控制訊號

遺漏。

(二) 主站監控功能

 各值班主機應具有控制、監視全系統

之能力，其圖控軟體須能監控車站變電站

及分界點之相關開關。

(三) 提升主站可靠度及施作不影響營運

 系統主機及傳輸網路應具有備援能

力。主站值班員操作桌更新時，施工應需

配合現場值班人員操作需要，在不影響營

運下逐步拆除更新。

(四) SCADA系統通訊功能

 由於SCADA系統現場RTU設備，係藉

由臺鐵SDH網路將資料傳回台北主站，故設

計時需洽詢臺鐵局電務單位確認SDH的投落

表3 電務接收標準之各系統檢查表報

電車線檢查表 變電站檢查表 電力遙控系統檢查表

1.   施工區間之設備數量統計表

2.   電車線平面佈製圖Layout Plan

3.  電車線資料表Data Sheet

4.   地面電車線基本資料自主檢查表

5.   隧道電車線基本資料自主檢查表

6.  沿線跨越陸橋資料表

7.   電車線開關馬達測試資料表

8.  電車線故障警示測試資料表

9.   沿線各站及各區間電車線最高及  

最低資料表

10. 各站及中性區間開關控制電纜路

徑圖

11.各站及中性區間開關控制電纜絕 

    緣電阻數據資料

12. 工程區間如有使用異於現有鐵路使

用之設備，應一併提送該設備之技

術規範、採購規範與單價資料。

13.淨空檢查報告資料

14.具有張力特性之電車線材料，其

   採購及使用情形表(含採購時間、

   批號、供應廠商、使用地點及驗 

   收、測試等資料)。

15.各車站電車線警告標誌設置檢查

1. 變電站設備數量統計清單

2. 各項設備原廠測試報告、中檢測

    試報告、出廠證明。

3.  現場測試報告，應由合格之顧問

公司或台電執行測試。

4. 各項設備原廠正本型錄、規範、

   中英文操作說明書、點檢維修技 

   術等資料。

5. 自主檢查記錄，施工過程照片。

6. 台電審查核可資料

1. 設備數量清單

2. 模擬盤接線圖

3. 電腦及周邊設備接線圖

4. 通訊傳輸線路示意圖

5. 自我檢查、測試記錄

6. 電纜佈放表（CABLE LIST）(含編

   號、來去接腳設備名稱、已用芯

   數及名稱、備用芯數等）。

7. 訊號傳輸設定及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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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靜態測試內容一覽表

項目 說明 測試程序及方式

干擾

測試

藉由發電機提供低電壓、低

電流，以模擬測試電車運轉

時電車線系統之接續及沿線

金屬物之電氣連續性、回流

電流之分布、磁場強度與其

感應電壓對鄰近設備、人員

之影響。

電車線阻

抗量測

干擾試驗

沿線金屬

物接地電

阻量測

短路

測試

在人員安全情況下，強迫電車線短路，

以模擬測試電車線發生接地故障時之實

際情形，證明各設備功能正常。

對相

測試

檢驗相鄰兩變電站間之相位，避免因相

位錯誤，越區供電時造成設備損壞或人

員危險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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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行)主及聯合檢查[2]

依據交通部頒布履勘作業要點規定，本工

程於聯合檢查前須辦理自(行)主檢查，自(行)主

檢查係依據臺鐵局頒布電務接收標準為準則，

其內容如表3所示。

自(行)主檢查由承商會同監造單位先行辦

理，並依表3所示內容檢附相關資料受檢，後續

再由鐵路改建工程局(以下稱鐵工局)辦理自主檢

查，檢查係依據變電站、電車線、電力遙控系

統工程分別辦理，電車線部分分8區段辦理；各

區段依排定時程辦理，並將缺失改善完成，以

利進行下一階段聯合檢查作準備。後續階段尚

包括電車線靜態測試、電力機車單機運轉(如圖

11所示)、對變電站對相測試、使用EMU列車、

PP列車測試及普悠瑪試車首航。

陸、動、靜態測試[1][2][3][4]

一、靜態測試

鐵路電車線系統新建完成，加入臺鐵電

化行車運轉前，電車線、變電站應進行各項測

試，以驗證各系統功能是否符合設計需求，本

工程加入營運前所施行之各項測試，可分為電

項目 說明 測試程序及方式

電車線

分區加

壓送電

測試

試送電25kV以測試電車線設備安裝是否

正確及電車線群是否可藉由操作隔離開

關彼此獨立隔離，符合原規劃與設計需

求。

送電順序:光復站:關關送電1→2→3

富源站:關關送電1→2→3

車線干擾測試、電車線分區送電、變電站供電

轄區短路測試及對相測試等，相關測試目的、

方式與重點，如表4所示。

二、動態測試

動態測試須於靜態測試完成，提送相關報

告至臺鐵局電務處，再辦理單機測試，其中包

括電力機車單機試運轉、EMU列車、PP列車，

最後辦理穩定度測試。

穩定度測試電力列車於103年4月26日起

至103年5月2日止，辦理連續7天每天10列次運

轉，測試標準為準點率需達98%以上。

計算依據則參考列車封鎖電報，記錄每

一列車運行時間，如表5所示。合格率計算為

=1-(誤點率/7天連續列車運行時間)，須達98%以

上始視同合格。

柒、施工遭遇困難問題及解決

本工程施工期間因施工路線長約155公里，

且須配合各工程標施工進度辦理介面點交及電

車線工程於營運路線施工，故施工中遭遇許多

困難問題，包括：

表4 靜態測試內容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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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鐵路全線施工，施工界面多。

五、電車線材料種類繁多，管理不易。

六、 花蓮-台東間既有鐵路皆為非電化股

道，沿線5公尺內金屬物欄杆、號誌、

月台燈具、橋上防護網、里程標、電

話箱、月台接地匯流排等皆須接地，

接地連軌數量多，接近兩萬處。

七、 花蓮-台東全線共64座平交道，部分平

交道防護型門型架施作遭遇阻礙。

八、 鐵路施工作業車輛不敷施工高峰期

所需。

相關的困難問題在各級長官督導、協助及

督工所、監造計畫與相關承商戮力配合逐一克

服解決。

八、結語

本工程新設光復、玉里、關山、臺東等4

座變電站，占臺鐵全線24座鐵路變電站的1/6。

花蓮至臺東(0K+847～156K+405公里)電車線長

度，約占東部幹線八堵至台東(全長320公里)之

50%。本工程為繼十大建設西部鐵路電氣化以

來，於單軌營運路線施作電車線工程，工期最

短、路線最長之艱鉅工程，所幸於工程執行中

一、 營運路線養護時間帶不足，影響電車

線夜間施工時間；玉里站以北分3階段

施工，平均時間不足4小時，影響施工

進度。

二、 花東地區長期以來無重大工程建設，

專業技術工人欠缺，且當地民情重視

慶典，各標案同時展開施工時，造成

一工難求，尤以鋼筋工、模板工及泥

作工為甚。

三、 關山變電站基地下散佈直徑超過1.5公

尺巨石及障礙物，由變電站穿越台九線

至鐵道之饋電線推管管線施作困難。

4/7～4/9鹿野―台東單機測試 3/31～4/2玉里―鹿野單機測試 3/25～3/26豐田―三民單機測試

表5 列車運行時間表

列車班次
運行時間

(分鐘)
出發-到達

8905 170 台東-花蓮

8901 113 台東-花蓮

8903 112 台東-花蓮

8914 78 三民-台東

8913 70 台東-玉里

8911 89 東里-花蓮

8912 89 花蓮-玉里

8906 202 花蓮-台東

8904 119 花蓮-台東

8902 111 花蓮-台東

每日合計 1153

7天連續運行
時間

1153×7=8071
準點率需達98%

以上

圖11 電力機車單機測試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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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交通部各級長官、臺鐵局、鐵工局、東部

工程處各段隊督導協助及本公司監造團隊和各

相關承商勠力合作下，終於達成103年6月28日

通車目標，通車迄今已營運滿周年，其中最大

效益為台北至台東通車時間由4.5小時減少至3.5

小時，且台北至台東自強號列車班次由98班增

加至158班，每年創造經濟效益達新台幣23.6億

元，年減碳量相當於大安森林公園CO2吸附量，

大幅提升東部鐵路運輸效率與服務品質。

誌謝

花東線鐵路電氣化電力系統工程如期如質

達成政策性通車目標，端賴整體施工團隊包括

督工、監造、各有關承包商的戮力與配合，其

間並承蒙交通部、臺鐵局、鐵工局各級長官的

督導與協助，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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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在以設計者的立場，邏輯性的敘述有關捷運或鐵路維修機廠之規劃設計

流程與內容，並介紹先進的捷運或鐵路維修機廠配置理念及維修設備。設計時，應先瞭

解車輛主要構件系統及所需之維修作業區，分析維修與規模需求，擬訂維修策略與維修

計畫，規劃維修流程，做為後續設計之依據。

本文將以捷運為例，介紹先進維修機廠廠房配置與動線探討，說明維修設備界面整

合及協調等工作內容。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傳統需以人力作業的工作，逐漸為先進的

設備所取代，如車輪磨耗偵測設備、轉向架預負載測試設備、軌道銲接設備等，有效節

省人力及物力，縮短作業時間，並提高作業準確度及可靠程度。

壹、前言

作為設計者，應充分瞭解欲設計的對象與

需求，掌握設計流程與要領，方能建構完整的

設計方案與理念。本文將捷運或鐵路維修機廠

之規劃設計的流程與概念，以漸進的方式分項

說明，提供做為設計作業之參考。

貳、捷運/鐵路維修機廠規劃

捷運或鐵路車輛機廠主要作為列車之駐

車、洗車、整備、車輛維修及路線檢修等服務

作業，其中車輛維修服務主要分為列車之預防

維修及故障維修，路線檢修服務則作為供電系

統、道旁設施、號誌系統、通信系統、軌道系

統等檢修，故機廠及維修設備之規劃應先訂定

維修策略與維修計畫、確認維修標的後，始得

以進行規劃作業。

一、維修策略

維修策略與維修計畫為機廠規劃之指導原

則，整體機廠配置、維修設備及作業流程等細

部設計將依據維修策略與維修計畫發展。

維修策略需定義機廠之維修型態、維修等

級、機廠功能、維修組織等重要方針，以為後

續規劃設計之指導，分述如下：

(一)	維修型態

	 維修作業一般可分為預防維修及故障

維修兩類，目的在於降低對營運及旅客服

務水準的影響，並以最少資源達到維修作

業流程最佳化。

1.		預防維修，一般可分為定期維修及條件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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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維修：定期的預防維修作業，係

依據時間或累積行駛里程為判斷標

準，目的在預防車輛系統設備在營運

時發生失效或故障，預防維修主要包

括下列作業：

A.清潔、檢視及功能測試

B.量測及調整

C.潤滑及更換

D.大修

(2)	條件維修：條件維修係依據設備狀態

是否達到維修條件，決定是否進行維

修作業，其作業方式係依據對系統設

備進行之各項檢視、量測或分析等結

果，判定是否達到特定條件，再決定

是否需要進行下一階段之維修。

2.		故障維修：故障維修為將已故障、失效

或隔離之系統設備，回復至正常操作

狀態。

(二)	維修等級

	 大眾捷運法規定之維修等級為五級，

但是鐵路法規定之維修等級為四級，謹將

大眾捷運法及鐵路法對於維修等級之規定

內容，列述比較如表1，等級分類雖有不

同，其作業內容大致相同。

(三)	機廠功能

	 維修策略應詳細說明維修工廠之功能

與設施，機廠規模之大小，係依據鐵路或

捷運系統路線數量與營運列車數量之維修

需求而定。

	 每一條路線應配置有各自的維修機

廠，以服務路線上之列車，使列車可在維

修機廠內進行維修作業，全路網應至少設

置一座主維修機廠，提供最高級的營運維

修功能，以符合整體路網運作及維修作業

之需求。

	 另為考量未來營運能量成長之需要，

在規劃機廠面積時，應保留適當彈性。因

												表1	大眾捷運法及鐵路法對於維修等級之比較

大眾捷運法 鐵路法

1.		一級檢修	 	

以視覺、聽覺、嗅覺、和觸覺，就有關行車之主要機件、

車廂及其設備等之狀態及作用施行之檢查，或補充及更換

消耗品之檢修。

1.		一級維修	 	

以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就有關行車主要機件之狀態

及作用施行檢修。

2.		二級檢修	 	

以清洗、注油、測量等方式保持動力、傳動、行駛、煞車

等機件裝置外表清潔、動作圓滑、使用狀態正常之檢修。

2.		二級維修	 	

採用清洗、注油、測量、調整、校正、試驗等方式，以保

持動力、傳動、行走、煞車、集電、儀錶等裝置或設備之

運轉狀態正常的檢修或局部拆卸檢修。

3.		三級檢修	 	

以局部拆卸分解施行檢驗、校正、試驗等方式保持動力、

傳動、行駛、煞車、儀錶等機件裝置性能正常之檢修。

―

4.		四級檢修	 	

對動力、傳動、行駛、煞車、儀錶、車廂、連結器、控制、

電氣輔助等主要機件之特定部分施行拆卸分解之檢修。

3.		三級維修	 	

對動力、傳動、行走(含轉向架)	、煞車、儀錶、車身、聯

結器、控制、電氣及輔助等裝置主要機件之特定部分施行

拆卸並作細部分解之檢修。

5.		五級檢修	 	

對一般機件施行徹底檢查，各重要機件施行重整之檢修。

4.		四級維修	 	

對一般機件施行全盤檢修，各重要機件施行重整之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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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信任的服務供應商、作業是否屬於

安全關鍵性維修項目、維修工作頻率及是

否屬於勞力密集作業等。

	 一般可委託外包工作的項目包括：

一般性清潔、列車內部清潔、一般機電維

護、土建結構的維護、環境美化工作、標

準實驗室執行的檢驗測試作業、測試儀器

的校準、部分電子模組的維修及經常性運

轉機器的維修等。

二、維修計畫

依據維修策略擬定維修計畫，維修計畫之

主要內容如表2。

三、維修標的與維修流程

(一)	維修標的

	 捷運或鐵路車輛機廠之維修標的，主

要為電聯車，電聯車之主要機電系統如圖1

及表3。

(二)	維修流程

	 以電聯車維修為例，電聯車的維修流程

包括底盤清洗、頂升、轉向架拆解維修、各

主要機電系統維修、轉向架及各主要機電系

統組裝及靜態測試等，詳如圖2所示。

此，各機廠之規劃，應針對整個路網，依

照營運需求、停駐車輛數及維修計畫，決

定各機廠之功能，方可進行各級維修機廠

之規劃設計作業。

(四)	維修組織

	 維修策略應規劃維修組織的功能與目

的。為確保維修作業可在安全的前提下，

順利執行並依時限準時完成，故應建立一

個專責單位，負責規劃、辦理及追蹤所有

維修活動。

	 維修組織架構應包含後勤及技術支

援功能，如物料採購、倉儲領收備料及消

耗品，制訂維修標準及需求，提供必要的

維修文件，解決維修作業中發生的技術問

題，並進行改善作業，以提升可靠度、可

用度、維修度及安全度(RAMS)指標。同

時亦應考量有關系統安全及品質管控等功

能，以確保維修工作的安全及品質。

(五)	維持設備的可用度

	 維修活動需要時間，勢必影響系統及

設備的可用度，為避免或降低衝擊，應採

取有效的方式來進行維修，例如安排在非

尖峰時間或非營運時間進行維修或採用模

組化維修方式等。

(六)	故障回報系統

	 維修策略應規劃維修管理中心(MMC)及

行車控制室(CCR)之功能與運作方式。

(七)	緊急救援系統

	 維修策略應規劃緊急救援系統的功能

與組織。

(八)	維修外包策略

	 一般營運業者為考量節省維修成本及

簡化維修組織，可將部分維修活動委託專

業包商承作。考慮因素包括：自我維修的

表2	維修計畫內容

項次 維修計畫內容

1 待修車輛或設備之需求

2 維修設備的種類與需求

3 維修目標

4 維修排程

5 維修要求

6 作業方式

7 維修團隊之組織架構(編制與人力)

8 維修作業流程

9 物料採購與倉儲

10 訓練

11 工具儀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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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廠規劃

(一)	維修需求分析

	 在規劃機廠設施時，應確實瞭解維修

需求，包括：

1.		查閱車輛基本資料，如：轉向架構成(包

括：軌距、軸重、車輪直徑、車輪寬度、

轉向架總重、車輪踏面輪廓、車軸兩端中

心孔錐度、車輪組重量(含齒輪箱)等)、

車輛重量、車輛長度、供電需求等。

2.	檢修車輛數量、檢修週期及檢修日數。

3.	各維修區之作業內容及需求。

(二)	機廠維修動線

	 機廠的配置應能使維修動線順暢以提

高效率，其動線配置原則如下：

1.		列車進入廠區後，可直接進入洗車線，

完成清洗後，直接駛入駐車場之任一駐

車線或駛入檢修區之任一檢修線或進入

維修工廠之任一修車線。

2.		依據維修需求，軌道車輛可經由廠區軌

道，駛入其他各工廠。

3.		車輛及組件之維修動線，應儘可能採用

迴路(Loop)式配置，即先進先出式的維

修作業。

4.		大修區以頂升區為車輛主要組件之拆/裝

工作區，各維修作業區應佈設於週邊，

以利運送及維修，如圖3。

5.		各維修作業區之位址，應考量運送之順暢

便捷，必要時得考量立體化配置，設置上

層維修區，以維修車頂組件或設備。

6.		各維修作業區應規劃適當之進出動線，並

需搭配設置待修品與完修品之置放空間。

7.		除需設置於軌道上之維修設備外，各維

修設備應儘量設置於牆邊或柱邊，維修

作業區中央為零組件之運送動線。

8.		清潔或清洗區應盡量設置於廠房邊牆區

域，為獨立隔間，並設置空氣處理及排

圖1	車輛主要機電構件系統

表3	電聯車輛主要機電構件系統

主要系統 組成

車體

車體結構
聯結器
車間走道
車門/門機

轉向架
轉向架

煞車

牽引推進

牽引推進

電機

電力(集電弓/集電靴)

輔助電力

壓縮空氣

行車與管理

號誌

通訊

列車管理

旅客資訊/服務

內部裝修

座椅

空調

照明

廁所(長途列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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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暢的道路，包括主要出入通道、緊

急通道和維修用通道。

(三)	機廠配置與設備

	 維修機廠的配置包括洗車場、駐車工

廠、檢修工廠、地下車輪車床區、底盤清

洗場、土木軌道場、銲軌場、機車工廠、

柴油加油站、危險物品倉庫及行政管理中

放設施，以維護廠房內空氣品質。

9.		維修設備、備品及材料之儲存區，應鄰

近維修區，以利存放提領作業。

10.		應考量提供電聯車之卸載、組合、接收

之場所。

11.		應考量提供電聯車之內部清潔之場所與

需求。

12.		應考量機廠內人員、車輛、機具和設備

圖2	電聯車維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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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訓練中心等，其配置如圖4，各工廠之

主要設備如表4。

(四)	維修設備界面

	 各項維修設備在設計階段，必須確實

檢討訂定維修設備的界面需求，如表5，且

在施工階段，當設備確定後，再由供應廠

商依其設備正式確認相關界面需求，整合

界面圖說(如CSD與SEM)，方得據以施作。

圖3	主維修工廠各維修區配置

圖4	機廠廠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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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維修工廠主要設備

工	廠 維	修	作	業	區 主	要	維	修	設	備

駐車區工廠 ― ●	車廂清潔設備(如地板磨光機及吸塵機)

檢修區工廠 ―

●	車輛供電系統

●	潤滑作業設備(潤滑油加注及廢油抽除設備)

●	蓄電池檢修設備(充電設施及加水設備)

主維修工廠

頂升區

●	車輛供電系統

●	架空移動式起重機

●	列車同步頂升機

●	剪式昇降台

●	工作平臺、移動式高空平臺作業車

●	電動搬運車、堆高機

●	轉向架牽引車

轉向架維修區(含空氣彈簧/	

避震器作業區、輪軸維修區、

軸承檢查作業區)

●	架空移動式起重機

●	轉向架轉盤、車輪組轉盤

●	轉向架升降台

●	轉向架清洗機

●	轉向架置放、拆裝、檢查及維修設備

●	轉向架預負載測試機

●	空氣彈簧及避震器測試設備

●	車輪車床、車輪壓床、車輪搪孔機、車軸車床

●	懸臂式起重機

●	車軸拆裝、檢查及維修設備

●	車輪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	軸承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馬達維修區

●	馬達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	吹塵(清潔)設備

●	烘箱(乾燥設備)

壓縮機維修區 ●	空氣壓縮機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煞車/控制閥維修區 ●	空氣煞車(軔機)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氣動閥類維修區 ●	氣動閥類及組件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電子維修區 ●	電子組件之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電氣維修區 ●	電氣設備之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機械作業區
●	車床、銑床、鑽床、鋸床、研磨機、絞牙機、

			彎管機、吸塵機

銲接作業區
●	銲接設備(電銲、惰性氣體銲接及CO2銲接機)

●	氣體切割設備

清潔作業區 ●	零部件清洗機、超音波清洗機、噴砂機

噴塗作業區 ●	噴漆機、廢氣處理設施

蓄電池維修區(電池/充電室)
●	蓄電池用水產生設備、蓄電池檢修設備

			(充電設施及加水設備)

空調機維修區 ●	空調機清洗、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聯結器維修區 ●	聯結器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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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先進維修設備應用探討

一、車輪磨耗偵測設備

車輪磨耗偵測設備(車輪踏面診斷設施或車

輪磨損檢測設備)，如圖5，可用於量測車輪踏面

磨耗情形、量測車輪真圓度，診斷車輪踏面的

缺陷(裂紋等)、監測車輛煞車塊之磨損狀況及軸

承與牽引馬達的溫度等，上述檢測可在車輛行

駛中進行，可減少人工檢測作業，增加作業準

確度，並可及早預知可能發生的故障。

本設備為戶外型，採用自動量測、電腦化

分析比對並記錄量測結果，前述量測數據以電

子資料形式記錄，提供做為分析比對磨耗情形

及行車趨勢，以便瞭解車輛的現況，並提供規

劃適當保養計畫所需之基本資訊，以確保車輛

符合相關品質標準。

車輪磨耗偵測設備之各項檢測，採模組化

設計，主要模組功能說明下：

(一)	車輛辨識系統

	 用於辨識及記錄有關列車資訊，包

括：日期、時間、車速(最高、最低、平

均)、車輛行進方向、列車編號、轉向架編

號、輪對編號、車輪位置、列車輛數、可

辨識之車輛數、無法辨識之車輛數等，並

進行偵測，偵測作業將持續進行到整列編

組車輛完全通過並完成檢測。

(二)	車輪踏面磨耗偵測系統

	 使用非接觸式量測方式，在車輪內側

及外側各安裝一組量測設備(雷射光)，投

射於車輪踏面，量測車輪踏面外型(輪緣高

度、輪緣厚度等)，以高解析度的數位攝影

鏡頭，拍攝記錄車輪踏面之外型。亦可使

表4	維修工廠主要設備(續)

工	廠 維	修	作	業	區 主	要	維	修	設	備

主維修工廠

門機/車間走道維修區 ●	門機/車間走道拆裝、檢查、維修及測試設備

壓縮空氣設備機房 ●	壓縮空氣設備

物料儲存區
●	儲存設備(儲架、棧板、置物籃、電子零件儲存架)

●	窄巷式堆高機、移動式吊卡車、拖板車及堆高機

地下車輪

車床區
―

●	架空移動式起重機

●	地下車輪車床及列車牽引機

洗車場 ― ●	列車洗車設備

底盤清洗場 ―
●	底盤清潔設備

●	供電設備

土木軌道場 ―

●	架空移動式起重機

●	軌道維修設備、緊急復軌設備

●	儲存設備、堆高機

●	移動式同步抬高機

銲軌場 ―
●	單軌起重機

●	軌道銲接設備

柴油加油站 ― ●	加油設備及油槽等

機車工廠 ―

●	移動式同步抬高機

●	蓄電池檢修設備(充電設施及加水設備)

●	機車維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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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輪裂縫偵測系統

	 使用聲波探頭，發射聲波於車輪踏

面，再依據聲波接收器所接收之聲波，判

斷車輪踏面淺層缺陷。

(五)	車軸軸承及牽引馬達溫度偵測系統

	 以紅外線感溫裝置，偵測車軸軸承及

牽引馬達之溫度。當檢測到的溫度超過系

統設定之容許值時，本系統可立即發出警

告訊號，以便檢修人員進行檢修。

用量測設備及高解析度的數位攝影鏡頭，

拍攝記錄煞車塊之厚度，以偵測踏面煞車

(閘瓦)及碟式煞車(煞車塊)之磨耗情形。

(三)	車輪真圓度偵測系統

	 在偵測區之軌道與軌枕間，設置負載

感應器，當車輛通過時，量測記錄車輛各

組輪對之軸重，以便判斷因車輪真圓度不

同所造成之衝擊值。

表5	維修設備界面需求

項次 界面項目 工	作	內	容

1 設備與土建界面
應考量機坑、基座、管溝、支撐結構、止擋、手孔、

人孔、爬梯、預埋管線之設置位址與量體

2 設備與水環界面 應考量污水與廢氣之處理及環境控制設施之設置位址與容量

3 設備與電力界面 應考量電力供應(電壓、功率)及接地設置位址與容量

4 設備與機械界面 應考量給水、排水、進氣、排氣、壓縮空氣之設置位址與容量

5 設備與監控界面 應考量設備之監控需求，預留監視監控項目

6 設備與維修管理系統界面 應考量設備運轉與記錄之傳輸設備的設置位址與需求

圖5	車輪磨耗偵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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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向架預負載測試設備

轉向架預負載測試設備，如圖6，用於對車

輛之轉向架在完成相關檢修工作(如：裝配和拆

卸、檢查與維修、預調整、彈簧測試、彈簧應

變調整、高度紀錄及其他各種調整…等)後之靜

態負載(變形)測試，以確認轉向架正確組裝及其

技術參數在規定的公差範圍內，減少人工檢查

的誤差。

轉向架預負載測試設備之測試，係以兩組

垂直液壓缸分別作用於轉向架，以荷重感應系統

量測每一輪或輪組所承受之負載，並量測在轉向

架上任意位置相對於軌道面之高度，且可同時進

行空氣彈簧洩漏測試，再與設定的平均值與容許

誤差相比較，並顯示測試結果於螢幕，量測數據

以電子資料形式記錄，以便日後追蹤。

三、軌道銲接設備

貨櫃式軌道銲接設備，如圖7，用於執行長

銲鋼軌作業，為整套式設備，組裝於貨櫃內，

可置放於銲軌場，亦可置放於軌道式平板台

車，以便拖運至路線現場進行軌道銲接，使設

備之使用範圍更加彈性及便利。

軌道銲接主要設備包括：柴油發電機組、

閃電銲軌機(包括：機廠用固定式銲接頭及路線

現場銲接用銲接頭)、懸臂式起重機(用於吊裝銲

接機)、液壓系統、銲接頭冷卻裝置、鋼軌研磨

設備(輪廓推剪)、監控與紀錄系統等。

圖6	轉向架預負載測試設備 圖7	軌道銲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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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與維修區的配置，原則上仍應以機廠

之維修型態、功能需求及作業流程是否順暢為

主要考量，並應考量未來可能的維修需求，符

合經濟性及安全性並能達到預期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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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銲接設備可執行軌道電阻火花銲接

(Flash-butt)，使軌道能承受由列車載重、熱循環

及動態作用所產生之軌道支撐應力，並可符合

公差要求，以確保在運轉時軌道之銲道應力在

容許範圍內。

監控與紀錄系統由可程式邏輯控制器及電

腦資料擷取系統組成，以便對整個銲接過程進

行即時監測、記錄並存檔。

可程式邏輯控制器用於控制整個銲接過

程；電腦資料擷取系統用於獲取在銲接過程中

全部的技術資料如：銲接電壓、銲接電流及銲

接位移與壓力等，並對資料進行分析，以便據

以判斷銲接結果是否符合品質要求，上述功能

可顯示於監視器或列印。

肆、結語

維修機廠之廠區與維修區的配置、維修

設施或設備的品質，關係到未來營運的順暢穩

定，故規劃設計作業務須縝密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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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計程收費後，車輛普遍黏貼電子標籤(eTag)，因此，透過電子標籤偵測器可讀取

eTag內之EPC (Electronic Product Code)碼以進行車輛辨識。路段旅行時間計算一般以車牌

辨識技術作為路段旅行時間之資料，現配合eTag技術之發展，亦可作為提供旅行時間之

蒐集方式之一，相較於傳統之車牌辨識系統，eTag偵測系統具有較不受天候及日夜間影

響、且辨識率高及設備易於維護等優點。

配合國家「計程收費」的政策方向，本公司延續車牌辨識推估旅行時間系統之建置

經驗，將旅行時間推估模式應用於電子標籤偵測系統，進行「eTag路段旅行時間推估系

統」研發，並已於近期推廣至各縣市交控系統，累積實績建置經驗。

1 2 3 4

壹、前言

因應國道全面改採計程收費後，車輛普遍

設置eTag電子標籤，且eTag電子標籤偵測系統相

較於傳統車牌辨識設備，具有不受天候及日夜

間影響、辨識率高，及設備易於維護等優點，

可取代傳統以影像辨識為主之車牌辨識系統。

本公司進行「eTag電子標籤推估旅行時間

系統」研發，除提供即時道路旅行時間資訊，

亦可長期監控市區幹道之服務績效。此外，目

前歷史旅行時間資料依據平日、假日、連續假

日、季節等進行分類儲存，可提供操作人員進

行路段旅行時間長期趨勢資料分析予相關交通

主管單位，進行決策評估。

貳、eTag旅行時間系統架構

利用設置於車道上端之eTag電子標籤偵測

器，偵測行駛經過車輛上之eTag電子標籤，擷

取eTag電子標籤上之EPC碼，並將解讀出之EPC

碼與讀取時間回傳至交控中心，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由中心之旅行時間推估軟體進行路段

旅行時間運算，演算出之路段旅行時間可藉由

資訊可變標誌(CMS)、即時交通資訊網或交通資

訊APP等管道發布給用路人，作為路徑選擇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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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控制器，路測設備可附掛在既有號誌桿、路

燈桿或門架上，如圖2所示。

二、eTag旅行時間系統架構

eTag旅行時間系統包含「eTag推估旅行

時間服務程式」及「eTag推估旅行時間操作程

式」兩部分，其中「eTag推估旅行時間服務程

式」延續交通控制系統標準化軟體架構執行旅

行時間演算後，將旅行時間資料傳送至CMS、即

時交通資訊網站、XML資訊發布等介面進行後

續資訊發布運用，如圖3所示。

圖3	eTag旅行時間系統運作示意圖

圖2	eTag電子標籤自動辨識系統圖

圖1	eTag旅行時間系統架構圖

端控制器，路測設備可附掛在既有號誌桿、路

燈桿或門架上，如圖2所示。

二、eTag旅行時間系統架構

eTag旅行時間系統包含「eTag推估旅行

時間服務程式」及「eTag推估旅行時間操作程

式」兩部分，其中「eTag推估旅行時間服務程

一、路側eTag電子標籤偵測設備配置

旅行時間推估是以路段為單位，因此在路

段的起訖點設置eTag電子標籤偵測設備，設備

的組成包含eTag天線、eTag接收器及eTag偵測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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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極化方向：圓極化，接收到輻射場型

內不同方向的訊號，可符合第一個

需求。

(二)		輻射場型：60度左右的扇形場型，接

收某個角度內的訊號，可符合第二個

需求。

(三)		天線增益：超過8dBi的天線增益，增

加接收靈敏度與偵測距離，可符合第

三個需求。

二、eTag接收器的選用及需求設計說明

eTag接收器主要的目的為透過天線讀取

eTag電子標籤資料，運用於交通資料的收集還

有以下之需求：

(一)		可得知eTag電子標籤的ID來自哪隻天

線：才可分析車輛路線。

(二)		可接收低能量之訊號：提高靈敏度，

減少資料遺失機率。

(三)		有主動偵測之功能：減少與控制器溝

通時間，增加靈敏度。

(四)		運作穩定度：戶外箱體內運作需要一

定之工業等級。

三、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的選用及需求設計

說明

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主要針對收集資料做

初步的判斷與排除後再回到中心端，且在戶外

無空調之環境還要能穩定運作，因此控制器選

用有下列需求：

參、eTag旅行時間設備選用

eTag旅行時間設備是由eTag天線、eTag接

收器與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組成，設備的選用

及設計需求，主要必須考量下列重要因素：

一、eTag天線的選用及需求設計說明

eTag天線選用需滿足三個需求：

(一)		車上eTag電子標籤的擺放與來車方向往

往無法預期，故接收端的eTag天線要能

有效偵測到車道上各種來向的eTag。

(二)		接收端的eTag天線需要收集車輛行進

的方向，故接收天線需要能鎖定某個

角度之訊號

(三)		因為車上的eTag是被動式的電子標

籤，需要靠接收端傳送能量才能動

作，故天線的增益需足夠，才能發揮

效能。

天線有許多參數，但依照上述的需求，主

要的參數考量為極化方向、輻射場型與天線增

益，如圖4所示，並說明如下。

圖4	eTag天線的選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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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作穩定度：戶外箱體內運作需要一

定之工業等級。

(二)	 	3G以上之無線網路：大部分施工路段

建置有線網路會有其施工上之困難，因

此透過無線網路是較具有彈性之作法。

肆、eTag旅行時間系統軟體設計

eTag旅行時間系統之軟體架構是由讀取器模

組、資料傳輸模組、旅行時間計算模組、資料接

收模組、網路通訊模組與旅行時間發布操作介面

等所組成，其各模組之功能，如圖5所示。

一、讀取器模組

利用eTag天線與eTag接收器偵測車道上之

車輛eTag資料，當有安裝eTag車輛通過eTag偵測

區域時，系統讀取eTag內之EPC碼後，將讀取的

資料暫存於系統記憶體(Memory)中，等候現場

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定時讀取。

二、資料傳輸模組

現場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將定時自eTag讀

取器取得之EPC資料依照電子標籤通訊協定進行

編碼。

三、網路通訊模組

現場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將已完成編碼之

電子標籤資料，藉由3G通訊網路傳送至交控中

心伺服器。

四、資料接收模組

接收eTag偵測終端控制器所回傳之電子標

圖5	eTag旅行時間系統軟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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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編碼資料，並針對資料封包進行解碼後傳送

至旅行時間計算模組。

五、旅行時間計算模組

運用旅行時間計算邏輯進行旅行時間演

算，並將演算得之路段旅行時間儲存於資料庫

中，提供即時交通資訊網站、XML及CMS功能顯

示模組提取。

六、旅行時間查詢操作介面

旅行時間查詢操作介面包含「eTag電子標

籤對應路段」、「VD對應路段」、「旅行時間

查詢」、「歷史資料管理」、「MAPE查詢」

及「權重設定管理」等功能操作介面，可提供

eTag偵測設備對應路段設定，並可進行編輯與

修改工作，亦可查詢與管理旅行時間資料，功

能說明如下：

(一)		eTag電子標籤對應路段

	 此功能提供路段組態編輯，可建立路

段組態資料，使用者可設定路段對應起始

與結束設備、旅行時間初步篩選之門檻值

上下限設定、設定旅行時間計算所需之樣

本數門檻與旅行時間計算之極端值排除門

檻，提供旅行時間運算所需要的基本組態

資料，如圖6。

圖6	eTag電子標籤對應路段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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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VD對應路段設定檔介面

圖8	VD對應路段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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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提供使用者進行快速了解目前歷史資

料類型設定情況，如圖10、圖11。

(五)	權重設定管理

	 提供使用者設定各路段資料來源(VD、

電子標籤、歷史資料)之權重管理，可針對

同一路段中各種資料來源計算得之旅行時

間進行權重設定，如圖12。

(六)		MAPE查詢

	 提供使用者查詢各路段某時間區段內

MAPE統計情況，並提供統計折線圖表可快

速了解該區段內預測旅行時間、實際旅行

時間及MAPE統計值之相對應圖，如圖13。

(二)		VD對應路段編輯

	 提供VD對應路段編輯，可建立VD代

碼，輸入路段所對應之VD設備、VD位置、

VD車輛速率與VD對應路段長度，提供運算

旅行時間所需要權重之VD旅行時間資料，

如圖7、圖8。

(三)		旅行時間查詢

	 提供使用者查詢歷史旅行時間資料，

並以條列式表示某段時間區間內之旅行時

間演算結果，如圖9。

(四)		歷史資料管理

	 提供使用者進行歷史資料類型設定，

可進行編輯歷史資料類型，並以日曆型態

圖9	旅行時間查詢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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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歷史資料類型設定介面

圖11	歷史資料管理分類介面

圖12	權重設定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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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偵測設備布設外，亦將同路段之車輛偵測器

(VD)與歷史旅行時間資料一併納入路段旅行時

間融合演算，同時系統可將旅行時間預估值與

真實旅行時間值進行MAPE準確度分析，提供操

作人員後續針對旅行時間各項參數進行修正與

檢核，旅行時間軟體架構如圖14所示。

路側偵測設備設置於高雄市台17線自國道

1號至雙園大橋路段，該路段由三個區間之旅

行時間加總而成，其中中山四路/漁港路至沿海

二路/中鋼路是由eTag偵測系統與VD融合演算而

 陸、案例說明

本公司於高雄市、嘉義市及苗栗縣等地之

市區平面道路，進行設備布設與系統建置，除

提供即時道路旅行時間資訊外，亦可長期監控

市區幹道之服務績效。

一、高雄市應用案例說明

高雄市考量路段旅行時間推估運算的即時

性與有效性，除增加現行的車牌辨識或電子標

圖13	MAPE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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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其餘兩處路段尚未建置eTag偵測設備，故

以VD資料代表該路段旅行時間，設備位置說明

如圖15與圖16所示。

二、苗栗縣應用案例說明

苗栗縣於台13線公路佈設

2處eTag偵測設備，用以檢核

號誌時制重整事前事後改善績

效，並作為長期監控道路績效

之用，布設位置如圖17所示。

三、嘉義市應用案例說明

嘉義市於文化路及新生路

佈設eTag偵測設備，用以檢核號誌時制重整事

前事後改善績效，並作為長期監控道路績效之

用，布設位置如圖18、圖19所示。

圖15	高雄市省道台17線旅行時間資訊系統設備布設示意圖-南向

圖14	路段旅行時間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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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高雄市省道台17線旅行時間資訊系統設備布設示意圖-北向

圖17	苗栗縣設備布設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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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來展望

因應國道全面改採計程收費後，車輛普遍

設置eTag，且eTag偵測系統相較於傳統車牌辨

識設備，具有不受天候及日夜間影響、辨識率

高，及設備易於維護等優點，可取代傳統以影

像辨識為主之車牌辨識系統。

圖18	嘉義市新生路設備布設位置示意圖

圖19	嘉義市文化路設備位置示意圖

本公司進行「eTag電子標籤推估旅行時

間系統」研發，將偵測設備布設於市區平面道

路，除可提供即時道路旅行時間資訊外，亦可

長期監控市區幹道之服務績效，此外，目前歷

史旅行時間資料儲存依據平日、假日、連續假

日、季節等進行分類儲存，並可提供操作人員

進行特定日(如颱風日等)或時節(如寒暑假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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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柏敦，RFID	應用於刑事程序中限制住居

強制處分之研究，成功大學，2007。

10.	 周湘琪譯(2004)，RFID	技術與應用，旗標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	 EPC	global	Taiwan：http://www.epcglobal.

org.tw/epcg/jsp/a11.htm

12.	 GS1	 Taiwan：http://www.gs1tw.org/twct/

web/EPC/epc01.html

13.	 逢甲大學無線射頻實驗室：http://pmlab.iecs.

fcu.edu.tw/~martial/rfidelearning/2-3.htm

增儲存設定，可提供路段旅行時間長期趨勢資

料分析予相關交通主管單位，進行決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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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所有技術的運用最終都要回歸真實生活的需求。近年來電

子、資訊、通訊與網路的發展，帶給這個世界巨大的改變與方便，智慧城市、智慧雲

端、智慧交通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由於新科技及物聯網的觀念造成汽車產業創

新，並結合電子資通訊、行動互聯網及智慧運輸的協同發展，形成了所謂的車聯網產業

鏈及創新趨勢。本文就車聯網概念及定義做說明，以清楚了解車聯網是什麼，由於車聯

網形成，而發展出相關產業鏈關係，各國也正積極投入相當人力、物力、財力於研究及

發展，我國車聯網剛起步，也開始逐步響應，文內將就車聯網之商業模式、通訊技術、

平台及服務的發展做些趨勢分析及探討，並提供一些建議供我國發展作參考，期望對國

內有所幫助。

1 2 3 4

壹、車聯網的概念

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 IOV)係物聯網

在交通領域中的具體呈現，通過與車輛有關的

技術、設備(如車輛電子標識、感測器、無線網

路通訊、衛星定位和大數據處理等現代資訊通

信技術的應用)，對所有於網中之車輛、行人和

道路基礎設施的屬性、靜態和動態訊息進行有

效辨識，並將資料彙整於後端平台進行智慧化

管理和服務。換句話說，就是透過有線或無線

通訊技術將車輛接入網路，以車內網、車間網

和車載行動網際網路為基礎，按照約定的通信

協議和數據交互標準，在車與車、路、行人及

網際網路之間，進行無線通訊和資訊交換的大

系統網路，主要通過感測器技術、無線傳輸技

術、大數據處理技術、數據整合技術相輔相成

配合實現。

從廣義之定義來看，車聯網牽涉到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智慧運輸(ITS)及智慧城市

領域，且是重要的一環，或說是交集，如圖1所

示。[1][2]

圖1 車聯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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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車聯網的影響

車聯網所帶給我們的改變與影響，最有感

受的就是車輛將成為住家與工作場合外的「第

3 個智慧空間」。這會導致汽車上的車載機系統

將成為繼電視、電腦、手機後的第四個重大產

業。當業界完成自動駕駛技術及各種安全技術

完善後，將徹底改變汽車行業並對汽車重新定

義，就如同智慧手機與一般功能手機的區別。

汽車將會有先進的車載終端設備，這個車載終

端將連接汽車偵測單元，可以偵測汽車零件的

狀態及汽車環境的狀況，同時具備對外網路連

接、通訊及具備唯一的身分識別，成為汽車真

正的大腦。[3]

車聯網廣泛應用於交通安全、交通服務、

交通緩堵、節能減排、物流運輸、緊急救援、

智慧收費、城市管理和個人資訊綜合服務等領

域。在現在生活中，其實也有些服務可見其初

窺，如導航、網路音樂、天氣、新聞及各種車

載系統的資料處理，車載診斷系統OBD及智慧

駕駛(輔助駕駛員)功能等等；未來更可期如無人

車駕駛、商業模式服務(如行駛記錄合理制定保

費)、更智慧溝通介面等等。

參、車聯網的架構

車聯網的三層架構基本上是與物聯網相似

的，可分成三層：[4][5][6]

● 感知層：物件感測，如汽車。

● 網路層：互聯互通，如車間。

●  應用層：智慧運算(如雲計算等，提供調

度、管理及服務)，如雲端。

一、第一層(感知層)

是汽車的智慧感測器，負責採集與獲取車

輛的偵測資料，感知行車狀態與環境；是具有

車內通信、車間通信、車網通信的通信終端設

備；同時還是讓汽車具備定位和網路唯一的身

分識別等能力的設備。

對於車內車輛狀況的偵測，目前主要是應

用控制器區域網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簡

稱 CAN)。對於車外環境的偵測，運用雷達、雷

射、方向感應器、位置感應器及GPS定位等，全

天候全方位的感應汽車周遭環境。這些偵測資

料透過車載機處理，回饋到其他單元進行資料

交換，以直接進行必要之警示與控制。

二、第二層(網路層)

是汽車的對外通訊，解決車與車(Vehicle to  

Vehicle, V2V)、車與路(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V2I)、車與人(Vehicle to Person, V2P)等的互聯

互通，實現車輛自組網及多種異構網路之間的

通信與漫遊，在功能和性能上保障即時性、可

服務性與網路泛在性，同時它是公網與專網的

統一體。

汽車的對外通訊主要是運用無線通訊進

行V2V、V2I、V2P等即時通訊，具有低傳輸延

遲、高傳輸距離的特性，可以及時進行資料交

換與處理，達成互聯互通。與中心雲端間則運

用無線網路滿足高速運動下大量資訊的交換。

三、第三層(應用層)

是智慧運算(雲計算)，車聯網是一個雲架

構的車輛運行資訊平台，它的生態鏈包含了智

慧運輸(ITS)、物流、客貨運、危險車輛、汽修

汽配、汽車租賃、車隊管理、汽車製造商、車

輛維修、車輛監理、保險、緊急救援、行動互

聯網等，是多來源大數據的匯聚及資訊服務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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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車聯網的系統架構圖如圖2所

示，以及有關車聯網結合智慧運輸的運用功能

架構如圖3所示。

雲端分析處理主要運用雲端運算、大數據

分析、資料倉儲等技術，達成資料分析及預測

等功能服務。

圖3 車聯網結合智慧運輸的功能架構

圖2 車聯網的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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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內外車聯網發展現況

以下就美、歐、中國及我國介紹其車聯網

技術發展現況。

一、美國

目前美國車聯網相關技術發展計畫主要

由運輸部研究與創新技術管理局(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RITA)中的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Joint Program 

Office (ITS JPO)主導，其中包含針對車聯網訂

定各項標準介面的Connected Vehicle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Architecture (CVRIA)計畫以及針

對交通安全應用的Safety Pilot計畫。

CVRIA[7]分別從企業、功能、硬體、通

訊四種觀點出發，建立各項車聯網服務之架構

並訂定標準介面。在企業方面明確定位各組織

間之關係及其所應扮演之角色；在功能方面闡

明車聯網各子系統運作流程及其所需之功能邏

輯；在硬體方面則列出系統所需之硬體設備及

其使用目的；在通訊方面訂定車聯網所需之通

訊標準規範。Safety Pilot[8][9]計畫主要進行車

聯網於交通安全應用之場地測試，如在受控制

的環境中駕駛人以具備無線網路連線之車輛接

受測試，測試使用者對V2V技術的接受程度，以

及測試安全系統之回應與在降低碰撞之交通安

全應用的有效性。

二、歐洲

歐洲對於車聯網相關技術發展計畫主要

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導，

其研究可分為四大類：協同運輸(Cooperative 

Mobility)、資訊運輸(Info Mobility)、節能運輸

(Eco Mobility)、安全運輸(Safe Mobility)，分別

對應車路整合、完整資訊、環境保護、避免事

故四項目標。

在 車 聯 網 各 項 標 準 訂 定 方 面 之 計 畫

有 C O M e S a f e t y 、 C V I S 兩 項 計 畫 。 無 論 是

COMeSafety或是其後續計畫皆致力於訂定標準

化程式及提供協同平台以利整合。CVIS[11]之計

畫目標為進行車輛與路側設施溝通及導引之發

展、設計及測試。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節能

方面之計畫有COSMO[12]與eCoMove[13]。

Drive C2X[14]計畫整合前期多項研究之

成果進行示範場域實測，包含上述之四項目

標，其實測成果顯示車內標誌提醒(In-Vehicle 

Signage, IVS)可減少23%死亡率與13%受傷率，

而綠燈最佳速率建議(Green Light Optimal Speed 

Advisory, GLOSA)、前方交通壅塞提醒(Traffic 

Jam Ahead Warning, TJAW)及緊急車輛告警

(Approaching Emergency Vehicle Warning, AEVW)

三項功能擁有駕駛者較高之評價。最終有9成的

受測者表示若車內有此系統配備有意願使用。

三、中國

中國車聯網相關技術發展方面較其他國家

相對較晚。在政府政策方面，2010年「863計

畫」現代交通技術領域發佈了兩個與車聯網相

關的專案，其中智慧車路協同關鍵技術研究，

主要目標為建立智慧車路協同技術體系框架，

提供智慧車載系統、智慧路測系統、車間/車

路協同資訊交換與控制等關鍵技術。2011年在

「十二五」國家科技計畫交通領域中，車聯網

技術被列為重點項目繼續發展。[6]

中國大陸挾著全世界最大汽車產銷國的市

場優勢及政府政策的全面支持與推動，是車聯網

產業成長最迅速的國家，全國共有數十個車聯網

產業基地誕生，投資金額達數百億元，包括北

京、武漢、東莞、重慶、杭州等城市，都在重金

投入車聯網，欲打造成全國最大的產業基地。中

國三大電子商務企業(阿里巴巴、百度、騰訊)及

三大電信公司(中國移動、電信、聯通)也紛紛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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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U(On Board Unit)及路側通訊單元RSU(Road 

Side Unit)，且研發之DSRC相關設備通過美國運

輸部認可。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已與美國

車輛聯網技術發展的指標機構之密西根大學汽

車動力研究室(Vehicle Dynamic Laboratory)共同

簽署車聯網合作意向書，未來將透過人才與技

術交流方式，促進國內車輛自主技術的發展。

伍、車聯網產業

車聯網產業為一新興產業，是汽車工業、

行動通訊、電子商務、互聯網服務等配合交通

的需求所發展出來的產業鏈。車聯網產業鏈架

構如圖4所示。

在汽車製造商、車載設備製造商與硬體製

造商部分，各廠商依據本身的技術、資源與產

品發展產業上下游關係，形成汽車電子產業。

行動通訊運營商則提供行動通訊與互聯網的溝

通媒介，供軟體及服務供應商、應用平台運營

進相關周邊產業，與上汽、一汽、廣汽、吉利

等車企簽訂車聯網業務戰略合作協定，力圖在

汽車出廠前，搶佔車聯網平台制高點。

四、國內

政府推動車聯網產業的單位是經濟部車載

資通訊產業推動辦公室(TPO)，目標為協助完備

我國下世代車載資通訊產業鏈以及催生建立台

灣優質行車環境。政府機關以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主要推動智慧運輸領域的技術與研究，民間

則有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工業技術研究

院(ITRI)、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TTIA)、台

灣智慧運輸協會(ITS-Taiwan)…等推動單位。

雖國內一般廠商的車機通訊單元大多使

用GPRS通訊，但在經濟部技術處「下世代車

載資通訊系統與創新應用服務技術計畫」科專

計畫的補助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資策會以開

發DSRC通訊使用在車載通訊單元，而工業技

術研究院更與國外大廠同步開發車上通訊單元

圖4 車聯網產業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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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透過車聯網平台提供互聯網服務。在營運方

面，各廠商較為偏向各自策略運用，服務方面

除汽車製造商可提供外，其他企業或供應商可

從雲端大數據分析大眾需求以發展各項車聯網

服務。未來汽車產業、資通訊產業及互聯網產

業的整合連結，將為車聯網產業帶來產業鏈的

改變及新的商業模式。

陸、車聯網商業模式

車聯網產業必須有商業市場的利益與服務

推動才能穩步的成長。面對車聯網的發展，不

同產業有不同的想法，電信業者、汽車業者、

內容服務業者及消費者為達到各自產業的目的

及需求而產生或形成不同商業營運模式。

目前車聯網的營運模式，可以分成下列幾

個模式[6]：

一、汽車製造廠商主導的前裝車聯網商業模式

二、商業運輸車輛管理的聯網商業模式

三、 以智慧運輸和交通管理為目標的車聯網應用

四、 朝向個人使用者提供導航和資訊服務的智

慧車載機

車聯網產業的發展不可能是由一個產業來

主導，而是異業合作共同建立產業生態鏈，需

打破目前既有模式並創立新的模式。在前裝市

場方面(原廠裝配市場，汽車生產銷售時已經內

建車聯網裝備)，互聯網企業提供平台資源和應

用開發經驗，車廠提供車輛專業數據和接口技

術，雙方共同開發車聯網平台，構成產業聯盟

向消費者收費。在後裝市場方面(售後服務市

場，購買車輛後加裝車載資通訊設備)，互聯網

企業通過收購較為成功的車載診斷系統(ODB)相

關創業公司、車載終端生產和運營企業或聯合

智慧運輸領域的相關企業，向消費者提供服務

及收費。

另外在產業鏈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智慧運輸

領域建設的企業，通過道路交通建設獲得的交

通數據，與政府深度合作進行數據交換，形成

數據運營的商業模式。未來能夠掌握車輛詳細

數據和動態交通數據的廠商、基於車輛數據的

專業應用領域的企業、具備數據變現能力強的

企業(如通過互聯網模式廣告變現等)在車聯網領

域將有較大的發展機會。

政府單位雖不是在車聯網商業模式生態產

業鏈中，卻是扮演影響車聯網產業發展的最重

要推手與支柱。政府在車聯網技術全領域標準

化工作的系統性規劃、產業技術創新研發、產

業基地的規劃與設立、基礎建設規劃與建置、

產官學研的產業聯動機制建立、智慧運輸公開

資料、產業的政策法規、安全標準、管理辦

法、運營資質等推動方案制定，都將深刻影響

車聯網產業鏈的發展速度。

顧問機構在車聯網產業鏈中可以扮演關鍵

的推動與整合工作。有兩方面角色，第一方面

是做政府的規劃者，執行前述政府單位在全領

域的規劃和推動方案制定工作，擔任政府與車

聯網產業的橋梁。透過車聯網產業和政府、規

劃者相互配合，共同創造車聯網的應用環境。

第二方面是做產業界的整合者，以智慧運輸領

域的技術及交通資訊的應用，協助車聯網運營

商建立整合平台，擔任車聯網產業鏈的推動與

整合工作。 

後續只有積極建立產業鏈各方合作多贏的

商業模式，才能使整個行業得以持續及迅速的

發展。打破現有封閉產業鏈，建立起跨部門的

協調機制，進而形成統一的行業標準，串聯成

車聯網產業鏈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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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802.11p及IEEE 1609標準為基礎所制

定，具有可用於高速移動、低傳輸延遲及

高傳輸距離之特性，又稱為WAVE(Wireless 

Access in Vehicular Environments)/DSRC，

運作模式為車上設備(OBU)與路側設備

(RSU)藉由5.9GHz(5.85_5.925GHz)微波頻段

傳輸資料，可在300～1000公尺內建立車

間V2V以及車路V2I的短程通訊。

(三)  車路通訊

 車輛與路側設備之通訊方式(如圖6)除

了WAVE/DSRC與Wi-Fi外，尚有ZeeBee、

RFID(如e-tag)等技術。

 Zeebee技術建立於IEEE 802.15.4 標

準規範之下，是一種新興的低耗電、低複

柒、車聯網相關技術

發展車聯網需要許多技術，屬於車廠業界

專業技術在此不贅述，但在車聯網中無論V2V、

V2I、V2P主要也是架構在通訊及平台，這方面

的技術則分述於後。

一、通訊方面

車聯網之通訊依對象及距離長短大致可分

車內、車間、車路、車與中心四種。

(一)  車內通訊

 車內通訊常見有CAN、LIN、FlexRay、

byteflight、InVechile、USB、HDMI、A/V等

有線通訊及bluetooth、FM、WiFi等無線通

訊，但車內主體大多是使用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其特點是允許微控制器與

裝置直接溝通，可應用於動力傳動系統與

車體間之通訊。然而對於電動車窗與座椅

控制器等應用來說，CAN軟硬體的建置成

本過於高昂，故使用低價位的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為CAN之輔助通訊以

節省成本。為了實現高階的控制與安全系

統，整合多組感測器、制動器與車輛電子

控制單元(ECU)的需求下，採用FlexRay達

成CAN的同步化效能，其特點是高速且可

靠的數據傳輸、全面的拓撲選擇和容錯運

算。當然，整體汽車內部通訊網路並不僅

止於上述，近來也有業者在不同的通訊架

構上(如乙太網路)發展車內通訊，此領域仍

有其他可考量與發展之空間。

(二)  車間通訊

 現在車間通訊大多依據美國標準，

主要發展在專用短程通訊(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DSRC)，如圖5。

DSRC泛指各種不同規格與技術之短距離無

線通訊技術，而用於交通上之DSRC係以

圖5 車間通訊通訊(資料來源[15])

圖6 車輛與路側設備之通訊(資料來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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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度、低功耗、低成本的無線短距離通訊

技術，也是目前無線傳感網技術的首選之

一。在一些區域性車輛管理中往往採用

ZigBee技術對車輛進行追蹤定位管理。

 RFID係一種非接觸式自動辨識技術，

透過無線電訊號即可辨識特定目標並讀寫

相關數據，目前此技術已應用於我國高速

公路收費系統(e-tag)及停車場系統。

(四)  車與中心通訊

 由於距離較遠且能容忍之傳輸延遲較

長，在無線通訊部分可用的有GSM(2G)、

GPRS(2 .5G)、Wi-Fi、W-CDMA(3G)、

HSDPA(3.5G)、WiMAX、LTE(4G)、…等，

但大多仍使用如GPRS、3G、4G與Wi-Fi作

為通訊方式，且需要基地台連結，因大家

比較熟悉就不再多做敘述。

二、平台方面

由於車聯網牽涉很廣且產生及運算的資料

量極大，一般平台無法承受，故車聯網處理中

心須朝向雲端大數據分析之方向發展，統籌交

通相關資料收集、分析、決策、預測與資訊發

布，甚至跨越交通運輸領域處理包含車輛相關

的業務。

車聯網雲端平台與其他雲端平台服務架

構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般都分成基礎設施服務

(Inft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IaaS)、平台服

務(Platform as a Service，簡稱PaaS)、軟體服

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SaaS) 三層服務

架構，其中基礎設施及平台只是運用雲端所提

供的設備服務，在軟體服務方面，運用到大數

據、開放資料、資料探勘、資料倉儲等技術。

由於車聯網中各單位皆有連接至平台的需

要，在前端或後端裝置必須進行系統整合並訂

定統一之標準格式，使所有單位之資料能透過

平台互相串聯。然而平台在接收、傳輸與儲存

這樣龐大的資料時所遇到的另一大挑戰為隱私與

資訊安全，即時的車輛位置及其路徑等資訊涉及

個人隱私，在傳輸過程中與儲存在資料庫必須保

證其不會洩漏或被截取，收集資料設備之安全防

護、整體網路安全、資料庫防火牆的設置也應

針對各種常見之外部攻擊事先進行防範。當遇

天災人禍而導致車聯網之基礎設施受損時，訂

定合適的配套措施及補救計畫也相當重要。

捌、總結

台灣由於缺少汽車產業與汽車規模市場

的支撐，不容易主導車聯網產業的發展。面對

世界上車聯網的發展趨勢，台灣的車聯網產業

界應該儘快加入全世界車聯網市場的探索與擴

展，才有可能在車聯網產業鏈中占有一席之

地，甚至成為車聯網某一領域的主導者。

對台灣而言，建議可朝後續幾個方面來考

量及發展。在業界方面，結合廠商各類技術、

提升技術及應用、組織策略聯盟及拓展大陸市

場；在政府方面，提供公有之資源或資料，

如分配專用頻譜做為車聯網發展之用、建立相

關技術之標準規範及法律制度，為車輛通訊提

供保障；在服務平台方面，應能收集及整合資

料、進行大數據分析以及提供相關服務；後續

運用大數據技術並整合車聯網的雲端服務，發

展個人生活便利資訊之服務提供，將台灣建設

為全國提供交通資訊雲端服務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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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無人飛行載具
(UAV)辦理1/1000
地形圖測繪實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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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及相機設備發展快速，具備體積小、構造簡單、自動導航等優點的無

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搭配穩定且相對低廉相機的非量測型數位相機

作為航拍拍攝設備，以UAV方式取得高解析度的航拍影像，代替傳統航測採用飛機為載具

與量測型相機的航空攝影方式，成為近年來小區域地形圖測製作業方式之一。

本文將透過實例方式，以「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基本設計及專案管理顧問委託技

術服務案」計畫中測製大漢溪高灘地1/1000地形圖，以多軸旋翼型UAV航拍影像進行區

域地形圖測製，並以實際成果比較是否符合工程設計精度要求，逐一探討各重要工作項

目，最後並根據結果做出結論與建議。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
(UAV)辦理1/1000
地形圖測繪實例探討

壹、前言

地形圖製圖方式隨著科技進步，測製大比

例尺地形圖的方式也不再侷限於傳統的地面測

量與航空攝影測量，包括UAV拍攝影像製圖、地

面光達製圖、測量車掃描或攝影製圖等，都是

現階段新型態的地形圖測製方式。而UAV因作

業機動性強、成本低，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10)發展以UAV航拍影像快速更新航拍影像資

料庫，推廣UAV迅速取得國土空間資訊，以定翼

型UAV航拍影像在航高500公尺與1000公尺取像

後製作正射影像，已可滿足1/5000正射影像製

作精度要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1)，所以

測繪界已多方嘗試將UAV拍攝相片用於辦理小區

域之大比例尺地形圖測製作業。

有鑑於此，空資部將透過使用UAV實際測

量1/1000地形圖，逐步檢視UAV測製地形圖作

業過程，並驗證成圖精度，建立UAV測圖的精度

指標與未來增益精度改善方向。

貳、作業方法

採用UAV航拍影像測製地形圖與正統航測

地形圖作業，除飛行載具及空拍設備差異外，

其作業流程則大同小異，故以參考內政部(2010)

建置1/1000數值航測地形圖作業工作手冊規定

辦理本次作業。

本次以多軸旋翼型UAV酬載非量測型數位

相機進行航拍作業，再辦理1/1000地形圖測製

供設計作業使用，辦理工作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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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測圖計畫

本工程施工區域位於新北市鶯歌區及樹林

區交界處大漢溪河床，北至鶯歌區館前路，南

至距離三鶯大橋上游約500公尺左右，東至樹林

區西圳街二段，西至鶯歌區環河路，長度約2.3

公里，寬度約600公尺左右，地表平均高程約38

公尺，測製範圍如圖1所示。

本作業使用UAV為AI-RIDER YJ-1000-HC多旋

翼UAV，如圖2所示，設備規格如表1所示。依據

測圖範圍，本次作業規劃地面像素解析度(GSD)圖1 測製範圍示意圖

圖2 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空中攝影系統(剛鈺，2014)

機身 遙控器 地面控制站

圖3 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UAV航線規劃軟體規劃航線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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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空標誌採方形，中心標在影像上尺

寸介於2至4個像素(pixel)之間。翼標

之寬度與中心標之邊長相等，長度則

為寬度之2倍以上，如圖6所示。

為6.8cm，規劃之航高離地高約300公尺，相鄰影

像重疊率(左右重疊)50%以上；航線內相鄰影像

重疊率(前後重疊)為80%，航線規劃圖如圖3。

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UAV可於荷重

2500g下飛行至少20分鐘，適合小範圍的拍攝

任務，可抗穩定風速12m/sec，可抗瞬間風速 

18m/sec。該多軸旋翼UAV所採用的Canon EOS 

5D Mark II全片幅單眼定焦鏡非量測型相機(如

圖4)。

二、航測控制點與檢核點布設

(一)  本作業布設全控點(平面控制點與高程

控置點共點)，全控點分布位置以布設

於測區外航帶頭尾開始，所布設之控

制點與檢核點，其分布情形如圖5所

示，含35個航測控制點。

(二)  航測控制點需選擇透空度良好位置，

其上空對天頂四周應有40度以上之透

空度，並於UAV航拍前在點位上設置

對空標誌(以下簡稱空標)，做為空中三

角測量控制之用。

表1 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UAV特性

項目 說明

載具淨重 5500g(含電池)

最大載重 2500g

軸距尺寸 100cm

機身材質 碳纖維

飛行時間 45分(空載)

飛行半徑 <750m

飛行輔助系統 AAHRS, DPH, DFC

GPD定位精度 <2.5m CEP

可抗穩定風速 <12 m/sec

可抗瞬間風速 <18 m/sec

其他 動態位置與高度可自主保持

圖4 Canon EOS 5D Mark II單眼數位相機

圖5 控制點分布圖(藍色十字標為控制點)

圖6 本次作業規劃之對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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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攝影

(一)  相機率定作業採用iWitnessPRO軟體

(Photometrix, 2010)進行相機率定，其

特色是全自動率定，率定原理是全自

動匹配率定場所佈設由8個黑點所組成

的20個黑白的率定標(詳如圖7)，並以

自率光束法平差解算相機參數。

(二)  為精確求得相機參數，率定場相關設

定條件說明如下：

1. 影像解析度(全解析度最佳)

2. 率定標佈在約3公尺*3公尺的空間中

3. 率定標之間儘量不要在同一平面上

4.  某些率定標與其他標之間的高差位於

15～20公分之間

5. 設定3D量測焦距

6. 設定率定標大小(依焦距及成像的距離)

7. 拍攝時離率定標至少3公尺～6公尺以上

8.  取像時最外圍的光線交會要介於70～

100度之間

(三)  本 作 業 使 用 之 非 量 測 型 相 機 ， 經

iWitnessPRO率定之後相機率定參

數如表2所示，iWitnessPRO率定報

告中顯示自率品質1 . 0為良好，預

估的像點對位精度為0.11像元，3D

點坐標在X、Y、Z方向預估精度是

0.0088單位(或1:154200)、0.0127單

位(或1:107200)、以及0.0070單位

(或1:195100)，整體精度是0.0095單

位(或1:143300)。由上描述可知以

iWitnessPRO近景方式率定成果良好

無誤。

圖7 iWitnessPRO 使用的20個黑白率定標

表2 Canon EOS 5D Mark II 相機率定結果

率定日期 2014/07/10

Canon EOS 5D Mark II 相機 28mm鏡頭

Principal Distance 像主距c(mm) 28.4793

Principal Point Offsets 像主點偏移x
p
 , y

p
 (mm) -0.0593, -0.1212

Radial Distortion

輻射畸變差

K
1
(mm-2) 1.3230e-004

K
2
(mm-4) -2.2379e-007

K
3
(mm-6) -1.5571e-011

Decentering Distortion離心畸變差
P

1
(mm-1) 7.2189e-006

P
2
(mm-1) -5.8909e-006

Affinity Parameter x、y軸尺度比 B
1

2.695e-004

Affinity Parameter x、y軸非正交 B
2

1.225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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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攝影方式採垂直連續攝影，攝影軸傾

斜角小於8度，航偏角小於10度，各航

線前後應於測區外各多拍攝2個像對。

(五)  UAV拍攝工作於2015年02月11日早上

九點到下午四點執行航拍任務，起飛點

位分別位於大漢溪的左岸及右岸，出動

兩組UAV，拍攝方式採取垂直起降至規

劃航線的曝光站位置，定位2公尺以內

才拍攝，每個曝光站拍攝兩張，該點成

功取像後飛至下一個位置繼續拍攝。

(六)  作業情形如圖8所示，拍攝過程起降26

次，花費約6小時順利完成航拍取像，

共取得如圖9所示之10條航帶，每個曝

光站拍攝兩張，共622張影像。

四、航測控制點與檢核點測量

控制點測量作業以RTK測量方法施測，如

圖10，在測區內部已知坐標與高程點位架設主

站，透過GPS RTK方式直接測得坐標高程，作為

全控點之坐標成果。

圖8 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UAV航拍作業情形

(a)系統安裝 (b)操作起飛

圖9 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UAV航拍取像成果圖示

圖10 對空標誌控制測量採RTK測量



2

134 │No.107│ July, 2015

專
題
報
導

表3 UAV曝光站外方位初始值

Date_PhotoID Longitude Latitude GPS_Altitude Altitude Roll Pitch Heading

20150211_0424 285265.76 2759110.08 357.7 299.5 0 0 36.8

20150211_0425 285264.55 2759110.29 358.6 300.2 0 0 42.6

20150211_0426 285297.26 2759151.03 358.5 299.7 0 0 42.9

20150211_0427 285297.77 2759152.25 358.5 299.8 0 0 43.6

20150211_0428 285331.7 2759190.55 358.1 299.8 0 0 42.8

五、空中三角測量

本作業選取ORIMA航測軟體，其自率光束

法空三平差採用的附加參數模式，以18個參數

所描述，而參數間近乎正交，以避免多數參數

間高度相關。並以ORIMA航測軟體量測空中三

角測量連結點，說明如下：

(一)  空中三角測量連結點分布：每張相片

設定9個標準位置，每一標準位設定自

動匹配9點，粗差偵錯後每一標準位至

少需4點以上，每一標準位置至少有二

量測點與同航帶或相鄰航帶像片上共

軛點相連，不同鄰片允許以不同量測

點連結。如連結點網型強度不足時，

先行排除因自然地形(如水體)因素造成

外，不足區域應以人工介入方式進行

量測。

(二)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先以最小約

制(或自由網)光束法平差進行大錯去

除，再進行粗差偵測得到觀測值精度

的估值，其觀測值之殘餘誤差均方根

值約等於1像元，在坡度達IV級以上之

山地或植被覆蓋達IV級之林地約等於

1.5像元。接著強制附合至控制點上進

行自率光束法平差，其觀測值之殘餘

誤差均方根值增量不得大於30%(相較

自由網殘餘誤差均方根值)，否則必須

檢核控制點或另外選擇控制點。

大漢溪高灘地航拍共10條航帶，311個曝

光站，每個曝光站均拍攝兩張，合計622張數位

原始影像。UAV上均配置GPS及姿態儀INS，拍

攝同時亦將拍攝時載具坐標及姿態紀錄於*.log

檔，提供曝光站初始值如表3所示。

因每個曝光站拍攝兩張相片，故先以單數

號影像為主進行空中三角測量平差作業處理，

如遇影像模糊不清、雲霧遮蔽時，即以同一曝

光站位置偶數號影像取代，如與單數號影像一

樣模糊不清或是遮蔽等情況相同，該曝光站位

置需重新航攝取像。

先將影像結合外方位參數一併匯入影像工

作站所示。完成後進行相片自動匹配，先以單

條航線匹配完成後，進行粗差偵錯完畢後加入

已知點進行單條航帶平差。在所有航帶皆完成

單條航帶平差後，須進行全區航照影像區域平

差。

空三模型點匹配及人工介入量測共30767點

模型點，空三平差時將實測控制點之精度設定

為(0.02m，0.02m，0.05m)，像點量測精度設定

為二分之一像元尺度3.2μm，執行自率光束法空

三平差時的相機率定參數設定包含像主點、檢

定焦距以及鏡頭的輻射畸變差。自率光束法空

三平差執行結果，經過八次迭代計算收斂，權

單位中誤差為2.9μm，連結點之N、E、h三個方

向的RMSE(即內部精度)分別是0.03m、0.03m、

及0.09m；N、E、h坐標之RMSE分別是0.04m、

0.04m、與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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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立體測圖成果驗證比較

完成之1/1000地形圖成果須以其他資料成

果驗證其地形圖成果可靠度與成果精度，在本

作業區域內，可供比對的高精度測量資料有兩

筆，其一為94年間，當時臺北縣政府以航測方

式測製臺北縣都市計畫航測地形圖成果，這份

1/1000地形圖可供作比對地形圖成果平面較差

依據，第二為103年十河局以空載光達測量記錄

大漢溪數值高程模型，而空載光達成果將作為

高程成果比對參考。

六、立體測繪地形地物(數值立體測圖)

以數值航測影像工作站製作數值高程模型、

等高線測繪、及立體測圖。測圖前先將各地物、

地類、地貌以分類編碼，並依其性質分層施測。

由於所使用的相機屬非量測型數位相機，

雖經自率光束法空三平差，但測圖過程中仍發

現於整張影像周圍之鏡頭畸變差仍存在且會影

響立體測圖作業，因此在作業過程中，立體測

繪時僅以每兩相鄰影像以其中心70%涵蓋範圍

模型進行立體測圖，如圖11(a)是一上下重疊的

立體像對所組的立體模型，以第一張影像為中

心的70%範圍為淺綠色、以第二張影像為中心

的70%範圍為紅色，兩張影像70%範圍重疊的區

域(即圖11(a)虛線框所圍之紅色區域)作為模型

的測製範圍。

然而，由於本次作業採用之多軸旋翼UAV

部分航拍影像因航偏角使得像對重疊方式與一

般航測影像重疊方式不同(見圖11(b))，其原因

是UAV上羅盤校正不完整所致，因此有效之模型

測圖範圍如圖11(c)虛線框之範圍所示。立體測

圖成果如圖12所示。

其餘1/1000地形圖測繪作業細節與傳統航

測作業方式一致。

圖11 多旋翼UAV航拍影像模型有效測繪範圍示意圖

(a) 前後重疊影像未偏轉前之有
效模型製圖範圍圖示

(b)UAV航拍影像前後重疊示意圖 (c) 前後重疊影像偏轉某一角度
之有效模型製圖範圍

圖12 UAV航拍影像地形地物測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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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建物平面比較成果(單位：m)

測點
UAV地形圖 新北市航測地形圖 平面差異量 

(M)E(M) N(M) E(M) N(M)

1 286312.646 2759689.739 286312.674 2759690.170 0.432

2 286238.769 2759628.542 286239.161 2759628.740 0.439

3 286242.318 2759622.608 286242.300 2759622.790 0.183

… … … … … …

248 286336.028 2759704.413 286336.030 2759704.651 0.239

249 286310.815 2759688.987 286310.975 2759688.891 0.186

250 286306.138 2759700.169 286305.908 2759700.613 0.500

抽檢平面樣本數 250點

平均值 0.167

中誤差 0.198

最大誤差 0.500

一、平面坐標比對

將94年臺北縣地形圖套疊UAV新測製地形

圖，經比對兩份地形圖後，發現因兩者時間已

有10年差距，在堤防內的地形圖內容已截然不

同，幾乎已無相同處，如圖13，但在兩側堤防

外，建築物的變化相對就比較小，如圖14，經

比對量取地形圖上建物差異，並記錄其坐標差

值，計算其平均誤差量、中誤差，將此比對成

果視為地形圖成果平面坐標差異變化，總計比

對量測250筆明確建物屋角位置，其平均誤差為

16.7公分，中誤差為19.8公分，最大誤差為50公

分，如表4。

二、高程值比對

本作業區在103年十河局曾辦理空載光達

測量作業，並測製數值高程模型，如圖15，因

103年中空載光達拍攝至104年初拍攝UAV這段

時間，並未有超大型豪雨而淹沒大漢溪高灘地

狀況，擬以空載光達數值高程模型做為比對基

準，與UAV測製地形圖測繪高程點比較，如圖

16，共比較9894個高程資料，平均高程誤差為

18公分，中誤差為34公分，最大誤差為121公

分，如表5。

圖13 堤坊內均已改變(紅色線為94年地形圖) 圖14 堤防外建物新舊地形圖套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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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程比較成果(單位：m)

序號
查驗高程位置 UAV測繪高程 空載光達高程 高程較差

X(M) Y(M) Z1(M) Z2(M) Z1-Z2(M)

1 285601.65 2760525.14 46.20 46.13 0.07 

2 285858.95 2760483.79 42.14 41.88 0.26 

3 285867.79 2760485.00 42.20 41.97 0.23 

… … … … … …

9892 286558.16 2760698.37 38.26 38.06 0.20 

9893 286546.60 2760654.62 38.38 38.08 0.30 

9894 286569.29 2760665.81 38.17 37.95 0.22 

抽驗高程樣本數 9894點

平均誤差 0.18 

　中誤差 0.34 

最大誤差 1.21 

三、UAV測圖精度分析

以本作業地形圖成果來看，以UAV辦理

1/1000地形圖測繪作業平面精度可達30公分以

內，高程精度也可達到50公分，若依目前各縣

市1/1000航測地形圖規定，在平面精度30公分

(絕對坐標精度)、50公分(地物相對精度)，及高

程精度50公分(首曲線之半)的要求下，採用UAV

辦理局部中小區域1/1000地形圖測製方式是絕

對可行的。

肆、結論與建議

本作業以UAV測製1/1000地形圖，由地形

圖實地測量驗證成圖品質，證明以抗風性佳多

旋翼UAV系統酬載全片幅定焦單眼數位相機，於

天候狀況許可(即使陰偶陣雨)，且UAV不受任何

環境干擾下，可以航高300公尺的飛行高度於六

小時內即可取得製作2平方公里左右之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所需要地面解析度小於7公分的航照影

像，再輔以自率光束法空三平差取得航拍影像

精確的拍攝位置與姿態，並解決以近景攝影測

量率定所得相機參數不適用的問題，是可以達

到符合1/1000地形圖成果的(30公分以內精度)。

圖15 103年數值高程模型(空載光達)

圖16 擷取UAV測量高程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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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正統航測，UAV影像片數較多、所需控制

點也較多；但其優點是具有快速取得資料、起

降便利、天候限制小等作業優點，適合應用於

在短時間內需要取得中小範圍地形圖的測繪

作業。

但整個作業研究過程發現幾點可供未來工

作參考調整：

一、提高航拍高度可擴大拍攝取像範圍

目前以AI-RIDER YJ-1000-HC多旋翼UAV系

統酬載Canon EOS 5D Mark II 焦距28mm鏡頭之

全片幅單眼數位相機以航高300公尺進行三鶯大

漢溪河道航拍取像約2平方公里航照影像進行測

製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是可行的，此時像元地面

解析度約6.7公分，未來可嘗試以多軸旋翼或是

定翼型UAV酬載全片幅單眼定焦鏡或是UAV專用

量測型數位相機進行450公尺航高拍攝地面解析

度約10公分影像進行較大面積地形圖測製。惟

相應地形圖測製精度也將略為降低，但應仍符

合1/1000地形圖平面30公分、高程50公分的測

製規範。

二、改善飛航重疊率

本次作業是以航向前後重疊80%，航線重

疊50%，雖然使用的原始影像高達311張左右，

如果提高到90%、60%，其相片數增加1.3倍左

右，可以增加空三平差時的多餘觀測數，提高

可靠度，亦可於立測階段增加基高比選擇以提

高高程精度。

三、增加地面控制點數量

依傳統航測作業規定，地面控制點佈設間

隔約為2至4個空中攝影基線(基線長以重疊60%

為準計算)，惟本次作業因現場為高灘地區域，

水道縱橫，無法確實以2-4個基線佈設一控制

點，若能加密控制點數量，將可進一步提高地

形圖平面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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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No.107│July, 2015│141

本公司參與國家各項重大建設歷數十年，累積了大量的空間圖資，成為公司的可貴

資產。此類空間圖資要如何保存、共享(Data Sharing)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即成為重要

的課題；又因各類工程規設成果產出的資料格式不一，增加了空間圖資後續使用上的障

礙。本文試以本公司GIS支援網之推動為例，研議如何應用標準空間資料庫、GIS與網路

資訊技術建置完善的內控管理系統，透過雲端服務與倉儲架構達到Portal管理應用、活化

空間資料與遠距支援等成效。

空間資訊
PORTAL管理應用
─雲端倉儲

1 2 3 4

壹、空間資訊管理新模式

有鑒於空間技術對工程計畫的支援特性，

本公司於多年前即已建置了「GIS支援網」，系

統入口畫面如圖1，主要目的係為提供規設部

門空間圖資如：電子地圖、福衛二號衛星影像

等，應用空間技術發布圖磚服務(Tile Service)，

用以協助同仁在競標或計畫執行時可以搜尋、

瀏覽或下載引用，故已粗具空間資訊單一入口

(Portal)供應服務網站的雛型；而為因應現今網

圖1 GIS支援網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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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技術與環境的快速成長，以及相對而生的各

種應用需求，既有之GIS支援網亟需配合改版升

級，以提供同仁更為便捷的支援服務。

本公司歷年來所累積的空間圖資，不僅數

量龐大且具有時序的參考價值，而往往規設計畫

在執行過程中，需要參考各種空間圖資，若各計

畫圖資之存放空間未經整合，則圖資的再利用

極可能遇到阻礙，進而降低空間圖資的價值。

為因應前述課題並與發展趨勢結合，空資

部研擬以智慧管理為概念，應用雲端服務與倉

儲架構作為技術主幹，將現有GIS支援網擴充

延伸至三大面向：整合Portal、空間檢索與即時

支援，藉推動「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構

想，期望此一平台能協助公司內部有效活化空

間圖資，開創管理新紀元。

貳、倉儲架構-資料活化

承繼「GIS支援網」既有服務，「工程數位

典藏暨倉儲系統」除持續提供公司內基礎性空

間圖資的服務外，為增加地理空間資訊Portal角

色的特性，新系統擬針對計畫其他種類的空間

圖資，以倉儲概念中的集中式資料庫方式統一收

納，並透過標準建制規範來建立資料關聯性，以

符合資料檢索需求，落實空間資訊 Portal角色。

倉儲儲存與雲端Portal服務架構如圖2所示。

圖2 倉儲儲存與標準雲端Portal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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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既存空間圖資能隨時被引用及查詢，

須達成三項要素：相關描述屬性、標準空間座

標格式及對應資料儲存架構；配合工程計畫特

性，依據公司內計畫管理條例辦法，在空間圖

資上傳時須明確填寫所屬計畫編號、資料提供

人、時間、版次等重要訊息做為資料的詮釋資

料(Metadata)，而為讓同仁可以依據計畫施行範

圍進行空間檢索(Spatial Selection)，系統採用

SQL Spatial資料庫架構，將同仁上傳的空間圖

資利用自行開發GIS模組轉化為帶有TWD97座標

系統之標準化空間資料格式，同時記錄詮釋資

料，將其完整寫入SQL Spatial資料表中，上傳功

能介面及成果如圖3及圖4所示，後續如若需要

調閱資料，同仁則可利用空間檢索或傳統描述

查詢方式進行資料調閱。

參、雲端服務-即時支援

「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將因應規設

部門之共通需求來開發功能，系統功能架構如

圖5所示。「空間定位」、「圖台操作工具」、

「圖資圖檔下載」、「電子底圖供應」為GIS支

援網既有之功能；「自有圖資上傳」、「指定

圖資展現」、「歷史圖資探勘」、「新舊圖資

本部擬以資料倉儲概念嘗試進行公司內部

空間資料之統整，可區分為集中式及分散式資

料架構：若資料及維運作業已明確者，則由各

權責部門負責管理，屬分散式範疇；然而由業

主提供之檔案或是計畫過程的中繼檔案大都無

法明確定義時，該類檔案將經統整後採集中式

管理，除將此類原始資料妥善收納於單一儲存

設備外，同時建置完整的關聯資料屬性表，以

供後續使用時能便利查詢。

圖3 上傳介面及相關選單

圖4 千分之一地形圖上傳成果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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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則是擬予擴增的功能項目。本文將針對

「我的圖資清單」、「圖資共享」及「歷史圖

資探勘」三項新增功能，略述如下：

一、我的圖資清單

要讓同仁可以方便地瀏覽圖資內容，網路

地圖介面成為唯一途徑。結合公司帳號登入機

制，設計「我的圖資清單」功能，當同仁應用

「自有圖資上傳」功能、資料正確寫入空間資

料庫時，系統已自動帶入員工編號唯一索引，

因此當每位員工登入系統時，自動帶入該位員

工的索引值列出自有圖資檔案清單，如圖6所

示。於此機制的限定下，更能確保個人圖資的

保密管制。

圖5 「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系統功能架構

圖6 「我的圖資清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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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圖資探勘

無論CAD檔案或SHP檔案，透過上傳功能後

以標準空間格式存放入SQL Spatial，為讓同仁

可以針對工程計畫施作範圍進行相關圖檔資料

查詢，系統亦設計「歷史圖資探勘」功能，過

去僅能利用圖檔名稱進行檔案搜尋，卻不清楚

圖檔內容及位置在哪；透過此功能，查詢者僅

需在圖面上繪製工程範圍，系統將會利用空間

選取(Spatial Selection)技術進行資料探勘(Data 

Mining)後，找到該範圍中所有相關計畫圖檔，

以清單方式列出，帶出該圖檔的負責人，查詢

二、圖資共享

為達成同仁協作及資料橫向結合之可能

性，系統同時設計「圖資共享」機制。同仁可

透過分享功能，開啟圖資瀏覽授權，指定特定

計畫參與人員也可在系統上瀏覽該張圖檔，此

一機制同時也適用APP現勘回報檔案，分享者分

享相關操作如圖7所示，資料要求者載入資料操

作畫面如圖8所示。

圖7 分享者分享操作畫面

圖8 圖資共享操作及成果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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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員工登入機制與系統關聯圖

者不僅可在系統上瀏覽該圖檔之內容，更可透

過權屬資料釐清檔案關係人與授權，若有授權

限制，則可與檔案關係人進行聯繫，洽談後續

相關申請程序。

透過「我的圖資清單」與「圖資共享」兩

功能，系統即已達成個人圖台的用途；若同仁

僅需瀏覽圖檔，則可直接利用Web環境在本系統

完成工作，無須安裝專業軟體。系統另有其他

空間分析模組，如：山區等高區域範圍分析，

透過雲端服務的技術，同仁若在公司外開會或

辦公，若有即時圖資需求時，可透過系統進行

分析並展示成果；公司僅需維護一套GIS Server

軟體的運作，就可滿足多數員工的需求。

另本部建置中之「外業踏勘APP」，係配合

「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應用APP技術，介接倉

儲系統提供之雲端服務，讓倉儲系統及外業調

查等相關工作緊密結合，兩套系統同時透過員

工登入系統進行人員管控，以強化資料管理。

兩套系統間的關係如圖9所示。

肆、案例研析

本系統之開發期望能有助於工程計畫之執

行，本節將模擬兩種應用情境，展示空間資訊

管理應用的面向。

一、現地勘查效率高

工程計畫在執行過程都有現地場勘之必要

性，傳統現勘前由計畫相關人員規劃勘查之需

求與路徑、停留地點等，同時也必須準備各勘

驗點之相關資料，以紙圖方式輸出、攜帶，前

置準備耗時，若事前準備不足有所疏漏，則將

失去效益。

「外業踏勘APP」完成行動辦公室願景，在

規劃踏勘路線與地點時，可多人同時線上作業、

討論及決定，並繪製踏勘路線及標註踏勘地點，

現勘時僅需攜帶裝有APP之平板電腦即可出發，

在踏勘過程中，同仁可隨時調整踏勘路徑及地

點，透過本APP可即時查詢或接收最新之訊息。

現勘過程中，任何文字紀錄或是現場照片

等，均可透過APP即時傳回公司進行後續作業；

若現勘發現新事證需要更多空間資料協助時，

公司同仁則可利用「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

統」上傳相關資料供現勘同仁迅速獲得所需資

訊；反之，公司內同仁有新需求須變更踏勘地

點時，亦可透過系統即時傳遞需求內容。本APP

同時備有離線地圖機制，無論在何處都可打開

電子地圖，透過GPS定位，協助確認工作地點之

正確性。並在完成現勘作業時，可透過系統與

公司內同仁再次確認，以確保需求均已足夠，

方返回公司。APP系統畫面如圖10所示。

二、臨時會勘，即時支援

工程遇有突發狀況需與業主、專家學者或

民意代表、民眾等協同會勘時，用以溝通及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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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工，指派同仁進行補正後再透過「自有

圖資上傳」回傳，即可完成更新作業。會勘結

束檢討會議時，與會者即可透過網頁瀏覽，瞭

解會勘及補正成果，整體流程如圖11。

解設計原委。模擬同仁在外與業主、專家學者

進行現地會勘發現新狀況，同仁於即時拍照、

註記後，將需求即時傳回至伺服器端，分享給

計畫同仁啟動協調作業；透過「圖資共享」及

圖10 APP各種操作畫面

圖11 公司外即時支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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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項模擬情境，可展現出透過「外業

踏勘APP」與「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的

協同作業機制，可隨時調整現勘任務、內外互

相協助與即時支援，強化外業探勘彈性及機動

性，並提升整體的工作執行效率。

伍、結語

隨著大數據及IT的快速成長，已悄然地改

變了工程計畫空間資訊的應用處理方式，透過

倉儲技術及空間檢索機制，空資部研擬推動

「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讓歷史計畫空間

資料逐步活化，進而應用在工程計畫生命週期

上或支援服務規設部門，以達到下述目標：

一、雲端服務，降低成本

利用雲端服務的概念，公司僅需維運一套

GIS Server專業軟體，即可滿足大多數同仁的需

求，不僅可省下可觀的軟體維護費用，也增加

了同仁在工作上的彈性：若僅是要瀏覽特定格

式的空間檔案時，將不再需要回到辦公室及透

過專業軟體；打開系統，利用上傳功能，就可

輕鬆在系統上看到圖檔內容。 

為了能提供同仁GIS專業技術的完整支援，

透過「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及「外業踏

勘APP」搭配應用，同仁在外踏勘或開會時，可

即時送出需求訊息請求公司內部的即時協助，

充分展現協作性與即時性。

二、倉儲架構實作，時空資料活化

透過推動「工程數位典藏暨倉儲系統」，

不僅可強化資料保存的方式，進而可以再活化

利用。這些資料不僅可增加競爭優勢，同時也

是公司重要的資產。本部研議此一管理系統，

希望協助公司內空間圖資的倉儲建置，將重要

空間檔案逐步活化並建置完整之標準空間資料

庫，以協助規設計畫的推動，增進服務品質與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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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道路養護e化
管理─以桃園市
道路巡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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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提升，民眾對道路服務品質需求日益增高，相對的縣

市政府道路養護權責單位更是肩負重任，因此，如何有效率提昇道路服務水準是當前重

要的施政議題。

桃園市政府為解決上述問題，委託台灣世曦公司所建置之「桃園市道路資訊管理系

統」，使整體系統運作能與業務執行流程整合，相關人員得以利用電腦隨時登錄或查詢

道路挖掘現況，並可取得各地點的道路相關資料，俾使路面之維護管理，得以系統化、

科學化的掌握道路資訊，透過建立長期性道路數據，以迅速提供道路維修路面之決策系

統參考，提高整體道路服務品質。因此本文將針對桃園市道路資訊管理系統執行架構、

目標及願景做一完整的構想說明，規劃成果亦可做為其它單位未來的系統發展之參考。

壹、前言

伴隨著經濟蓬勃發展，交通運輸量增加，

加以維生管線經常挖掘施工，導致路面結構產

生破壞，衍生交通意外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

損失，亦增加社會成本支出，經由媒體報導及

輿論撻伐，無形中讓民眾對道路服務品質存有

越來越多爭議與需求度提高，隨著物質生活水

準提升，民眾對道路服務品質除了基本「行」

的功能外，更加要求「安全」、「舒適」、

「美觀」等多功能服務，順應著民眾需求導

向，提升道路服務品質更是近幾年縣市首長在

選舉或執政的首要政績，相對負責道路養護權

責單位更是肩負重任，如何有效提昇道路服務

水準是當務之急。

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從案件通報、公

告、施工至竣工結案，都對於現場狀況作即時

追蹤管理。案件產生至結案過程中，承辦人

員、通報民眾、權責單位、養護廠商…等，都

需要對現場狀況有所了解，甚至進行交互參照

之作業說明。在此種現況下，現有的資訊管理

系統，已不能僅只扮演傳統的資料登錄作業，

必須整合各方需求及技術，設計更為符合效益

之養護模式。

貳、傳統道路養護作業問題分析

為維護道路路面品質，以往市府皆以分

區方式派專員定期進行道路巡查，為增加巡查

頻率，另以勞務委外方式進行道路巡查。如果

路面出現坑洞，委辦廠商即立即緊急修補以維

護道路通行安全。有關非屬坑洞之路面破壞型

態，如龜裂、老化、車轍及平整度不佳等缺

失，則以區塊修復方式處理。上述作業模式經

分析存有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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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書面傳真文件範例圖

一、養護案件資料分散未能整合應用

桃園市政府之道路基層養護人員過去對於

養護作業之推動常力不從心，只能扮演中間人的

角色消極處理案件資訊，而無法推展有效改善效

率的積極作為。以往民眾通報養護需求後，市府

人員即立即以傳真方式派員通知養護廠商處理，

針對大量的坑洞養護需求處理，皆為人工作業，

造成沉重的行政作業負擔。養護案件僅以文字及

少量照片紀錄當時養護行為，相關作業文件採

用文字檔(Word)記錄，事後亦未資料庫化，致使

對於坑洞發生原因，難以進一步分析，例如：

養護需求來源、發生地域、破壞類別、委派區

間、作業時效、修復方式及經費…等。

二、傳真通報未能e化

為了加速對民眾的服務效率，經由1999、

市容查報或市長信箱等管道之養護需求，僅透

過簡易紀錄後，即以傳真單方式交由養護廠商

處理，致未留下完整書面文件。案件養護作業

結案後，再另透過正式公文辦理事由之補正，

有作業程序不順暢的重工現象。

三、案件地點缺乏明確的空間資訊

民眾通報案件僅以簡單文字記錄，對於空

間位置的特性描述較簡單，且因部分路段特徵

物較少，常常發生因案件地點資訊不足，造成

養護人員對案件地點需一再進行確認，甚至發

生養護地點誤判為他處，而有民眾抱怨養護效

率不佳的缺失。

四、紙張資源耗用

過去的作業方式，每月約2000件養護案

件，皆採用文字檔(Word)方式管理。往往同一

案件對於錄案、通報、結案、計價等程序，均

需重複登打，除造成人力資源浪費外，亦常常

發生誤繕情事。此外，每案件均採紙本方式輸

出，再利用傳真方式傳遞至養護管理單位，結

案計價時亦有紙本列印需求，大量紙本需求除

造成紙張浪費，也使留存文件難以收納管理的

困境，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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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人力負荷比較圖

參、創新作為

為解決前述問題，使道路管理及養護更有

效積極，經本公司建議後市府提出多項創新作

為，說明如下：

一、建構桃園市道路雲，強化道路業務應用

道路維護管理為桃園市政府積極優先推動

之市政項目，應建構「桃園市道路雲」，以支

援各項道路管理資訊之建置及維護服務，並可

提供外部單位(研考會、交通局等)介接服務。桃

園市道路雲及系統之建構如圖3所示。

五、養護人力負擔沉重

分析目前各直轄市養護作業人力編制，臺

北市約500人、高雄市約560人、新北市約200

人、臺南市約150人、臺中市約140人，而桃

園市養工處養護人力僅25人，養護案件數量臺

北市平均約2315件/月、高雄市平均約2789件

/月、新北市平均約5982件/月、臺南市平均約

1396件/月、臺中市平均約2426件/月、桃園市

(原桃園縣部分)平均約1811件/月，桃園市(含市

公所)平均約2000件/月，目前人力負荷比非常

重，詳細內容請參閱表1、圖2，對於推動養護

巡查作業而言，人力嚴重缺乏。

表1 六都巡查案件數量與作業人力比較表(以102年統計為例)

1月 2月 3月 4月 平均 養護人力 人力負荷比

臺北市 2853 1744 1981 2685 2315.75 500 4.6

新北市 4902 5917 6707 6402 5982 200 29.9

高雄市 2760 2256 2868 3273 2789.25 560 5.0

臺中市 2304 2432 2563 2407 2426.5 140 17.3

臺南市 1192 1182 1553 1657 1396 150 9.3

桃園市
(原桃園縣部分)

2194 1798 1362 1890 1811 25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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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桃園市道路雲整合構想圖

圖4 桃園市道路管理執行面向

(一)  道路成果圖資五合一

 將市內工務局轄管與道路有關之各項

資訊進行整合，整合內容包括道路挖掘工

程、道路養護工程、人行設施、道路公共

設施及公共設施管線(含寬頻及共同管道)，

建立道路雲的作業理念，提供使用者單一

服務窗口，同時也可藉由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介接外

部資訊，將其它所需資訊納入養護雲平台

(參考圖資及外部單位管理資訊)當中，做為

輔助資訊及其它應用參考依據。

(二)  後續系統發展則以雲端技術為發展目

標，將資料面統合為雲端資料中心，

簡化各應用系統為雲端化空間服務，

使局內系統使用環境單純、系統操作

簡易、資料維護便利。

(三)  製作道路管理主題圖資，滿足各類業

務查詢需求。

二、擬定推動主軸

上述整合架構必須搭配務實的推動方式，

才可能真正落實執行，台灣世曦協助市府規劃



2

No.107│July, 2015 │155

專
題
報
導

圖5 桃園市道路養護制度及執行面執行構想圖

圖6 桃園市道路資訊管理系統擴充構想圖

均已納入整合，未來將透過教育訓練及駐

點服務，逐步配合桃園區公所作業調整，

熟悉系統使用。

 道路附屬設施管理、防汛道路養護、

人手孔啟閉申請、緊急搶修復建及道路借

用申請等管理亦將逐步納入系統功能規劃

當中，最後則是完成道路雲平台建置工

作，作業構想如圖5所示。

(二)  系統面

 為使系統功能與業務執行能夠順利

搭配，市府將鋪面調查、工程書圖、地籍

從制度面、執行面、系統面及應用面分別做妥

善規劃，詳細規劃內容如圖4所示。

(一)  制度面及執行面

 103年升格為直轄市後，15m以上道

路屬工務局所轄管，15m以下道路由各區

公所權責管理，未來道路管理業務可概略

分為八大類別，包括：道路管理費收取、

道路挖掘申請、市區道路養護、道路附屬

設施管理、防汛道路養護、人手孔啟閉申

請、緊急搶修復建及道路借用申請，目前

的道路挖掘管理作業除原桃園市公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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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桃園市道路資訊管理系統應用推廣構想圖

資料、危險管線、四行政區普查資料轉入

系統，並增加道路附屬公共設施管理等功

能，系統擴充構想如圖6所示。

(三)  應用面

 本公司協助市府訂定各項追蹤指標，

以迅速回應民眾需求。

1. 養護執行率績效指標

 (1)落實坑洞 4 小時修補作業

 (2) 道路鋪面表面平整或管線挖埋回填後

鋪面表面平整

2. 設施妥適率績效指標

  道路損壞、人行道損壞、公共設施與平

坦度

3. 用路人滿意度績效指標

  用路人透過1999、市容查報、市政信箱

反應比率

三、規劃系統發展

(一)  建構桃園市道路資訊系統發展

 優先針對現有業務需求進行系統功能

設計及規劃，包括：

1.  道路坑洞巡查、區塊修復、年度歲修管

理、養護成果統計、道路挖掘整合

2.  整合各項危險管線、納入道路平坦度、

公共設施巡查、公私有地清查

3.  竣工書圖數位化、外部資料介接、銑鋪

排序功能、巡查軌跡紀錄

(二)  道路系統應用推廣

 將分四階段應用推廣，如圖7所示。

四、開發應用系統

標準化流程制定後，接續為開發查報系

統，為使系統操作流暢並簡單易懂，將採圖形

化操作介面開發，以降低使用者學習的門檻，

使其能充分融入各項業務當中，本系統主要目

的在於快速掌握道路資訊、充分結合相關業務

管理需求、有效縮短外業查報及圖資更新時

間，並統整工務局既有的道路挖掘管理系統與

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查詢系統，達資料共享目

標，藉此系統輔助道路管理及相關決策，進而

提升道路服務品質，奠定道路管理資訊化良好

之基石。開發平台將採用最新版之網際網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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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系統整體功能架構

能，指派所屬之作業選單及待辦案件內容，整

合推播通知以及落後修復警示提醒。採用雲端

資料庫架構及設計，規劃以一次輸入共同使用

為原則，以減少重複資料輸入的成本，並整合

GIS 圖形及案件資訊，畫面如圖9～17所示。

理資訊系統軟體(ESRI ArcGIS Server)與資料庫軟

體(MS SQL 2008 R2)進行開發，系統架構如圖8

所示。

透過完整的平台建置，將資訊集中管理，

並依使用者權限賦予不同之操作界面與服務功

圖9 歲修成果展示圖 圖10 坑洞修復成果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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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道路挖掘整合查詢展示圖 圖12 道路挖掘空間查詢展示圖

圖14 寬頻管道成果展示圖 圖15 工程書圖文件庫列表圖

圖16 危險管線分布圖 圖17 坑洞熱點分析展示圖

圖13 道路區塊修復案件新增及查詢展示圖

本公司採用iOS作業系統，開發查報APP，

使用端只要具備瀏覽器或安裝APP就可進行養護

案件之填報與資訊的查詢畫面，如圖18所示，

服務系統以元件化開發使用界面，串聯模組間

訊息傳遞，未來透過此平台可再繼續擴充各種

業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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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巡查系統展示圖

修補作業，真正落實工程會所要求於4小時

內完成之緊急處置，4小時內完修作業比率

可達99%以上。

(三)  提升民眾滿意度

 巡查系統上線後，因自巡比例大幅提

升後，民眾從1999及市容查報系統反應比

例較過去大幅降低。

二、內部效益

巡查系統行動化與傳統使用紙筆記錄之作

業相比較，其優點不僅攜帶方便，且可減少2次

輸入之時間及發生錯誤風險，同時每年可減少

24,000張A4紙張的用量，促成節能減碳目的。

另在人力有限的情形下，藉由資通訊導入，使

得人力可做有效的運用，減少大量重覆登打作

業及查詢案件作業上，縮短資料整理時間，並

利用行動網路傳輸，亦減少傳真費用，每年合

計可節省新台幣約190萬元，另巡查系統之巡查

紀錄可自動編排輸出，減少資料整理時間，巡

查紀錄、頻率及缺失改善情形可隨時查詢、統

計，管考容易，比較成果彙整如表2～4及圖19

所示。

導入e化巡查作業後，產生效益如下：

肆、實質績效

本公司完成之「道路資訊管理系統」優良

的執行成效，使市府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亦

提升為民服務效率，優異的專案成果也獲得金

圖獎、金路獎、道安創新獎等獎項之肯定。

一、外部效益

(一)  保障用路人安全

 藉由單一通報窗口的建立，讓路面不

良的資訊可以最快的時間讓各工區進行修

復，未來亦可讓用路人在系統查詢介面中

查詢處理進度。而且此系統工具也可以即

時統計追蹤所有通報缺失的狀況，協助分

析處理情形與平均改善時間，可進一步保

障用路人的安全，提升縣鄉道服務品質。

(二)  落實4小時完修作業

 過去採紙本作業，且無APP可以廠商

進行修補完成回報作業，在人力不足的情

形下，無法完成全數修補案件的檢視，亦

難以統計是否於4小時完成修復，透過本計

畫行動化巡查制度建立後，案件錄案後，

即開始起算時間，承辦人員可透過手機或

行動裝置明確掌握廠商是否於期限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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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比較表

項目 行動化巡查 傳統巡查

作業效率 高 低

精準度 高 低

資料查詢 易 難

統計分析 易 難

管理考核 易 難

系統整合 易 難

巡查紀錄 資料庫儲存 紙本儲存

表3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時間比較表

項目 行動化巡查 傳統巡查

查詢單一案件時間 10秒 180秒

彙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管理端)

20秒 600秒

彙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廠商端)

20秒 360秒

傳遞時間節省 20秒 180秒

表4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人力節省比較表

項目 行動化巡查 傳統巡查

查詢單一案件時間 10 秒 180秒

查詢人力節省(工作小時/每年)

(管理端)

每案查詢效率可節省170秒
2,000件/月*12月*170秒≒1,132小時

(每月22工作天、月薪40,000元)
共可節省141.5工作天，$257,272元

彙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管理端)

20秒 600秒

彙整人力節省(工作小時/每年)

(管理端)

每案彙整及核對效率可節省580秒
2,000件/月*12月*580秒≒3,866小時
共可節省483.25工作天，$878,636元

彙整及核對單一案件時間
(廠商端)

20秒 360秒

彙整人力節省(工作小時/每年)

(廠商端)

每案彙整效率可節省340秒
2,000件/月*12月*340秒≒2,266小時
共可節省283.25工作天，$515,000元

傳遞時間節省 20秒 180秒

傳遞人力節省(工作小時/每年)
每案列印後傳真效率可節省160秒

2,000件/月*12月*165秒≒1,100小時
共可節省137.5工作天，$250,000元

紙張用量(張/年)
24,000 

(2000件/月*12月*1張)
72,000 

(2000件/月*12月*3張)

合計 節省約1,90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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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約可節省283.25工作天/年。

(四)  縮短資訊傳遞時效

 道路查報將統整民眾通報、承辦員

案件登錄與巡路員外業巡查等三來源，提

供整合式案件彙整、管理及追蹤介面，輔

以查詢與統計功能，讓相關業務承辦可充

分瞭解各案件辦理進度與情況。可在任何

時間經由網際網路作業，即時查詢到辦理

情形以及結果，而養護廠商亦可透過網際

網路，將辦理狀態、使用數量及工料種類

等，透過APP即時回報，監造或審查機關可

在最短時間內核覆處理結果，整體的業務

及行政效率比起列印後傳真作業方式，共

可節省137.5工作天。

(五)  耗用減量節能減碳

 行動化與傳統使用紙筆巡查記錄之作

業相比較，其優點不僅攜帶方便，且可減

少2次輸入之時間及錯誤風險，唯目前仍需

紙本文件留存，故每年可減少48,000張A4

紙張的用量，未來全面達到無紙化後，紙

張資源耗用可更一步改善，促成節能減碳

目的。

(六)  雲端資料管理中心

(一)  節省作業人力及成本

 在人力有限的情形下，藉由資通訊導

入，使得人力可做有效的運用，減少大量

重覆登打作業，並且利用行動網路傳輸，

亦減少傳真費用，對於外業的巡查人員，

在減少重覆登打作業時間後，可支援外業

複查或其它養護作業，對於單位主管，可

完善整體人力資源配置。

(二)  巡查資訊完整紀錄

 透過歷史資料的建構，可以完整檢閱

所養護之道路設施歷程演變。包括：維修

記錄次數、故障原因檢視、維修通報/指派/

完工各項時間以及維修單位，配合GPS座標

點位，可儘速調閱該處之道路實景影像或

維修記錄照片等資料。

(三)  查詢效率大幅提昇

 提升稽查人員資料查詢速度，藉由定

位資訊自動擷取該處附近之所有道路挖掘

案件，減少稽查人員翻閱紙本資料時間，

依據統計分析約可節省141.5工作天/年，並

大幅減少內業資料重新核對及彙整時間，

約可節省483.25工作天/年；對於市府的人

力安排將更有彈性。對於施工廠商而言，

同樣也可減少內業資料彙整時間及總表製

圖19 行動化巡查與傳統巡查作業時間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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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雲端資料管理方式不同於過去

資料中心內各硬體系統獨立分隔的建構邏

輯，改採以統一管理，透過良好的分散備

援模式使巨量資訊可快速被處理，達到高

處理效率；此外不同於過去採用高規格容

錯硬體設備的思維，改為預設硬體的錯誤

為正常狀況，透過系統管理軟體即時調配

工作，在架構與資料中心運算思維上的更

新，都使得新一代雲端資料中心逐漸在成

本、效率等條件上具備明顯優勢。

(七)  多元統計分析報表

 由於案件採用資料庫管理，系統可

依據使用者需求條件進行統計分析，養護

資料庫記錄各養護事件全生命週期資訊，

包含地點、查報時間、修復時間、坑洞類

型、養護前後像片等資訊。

 系統可自動化地統計分析各路段或各

資訊來源之筆數、養護完成時間等資訊，

以供市府判斷未來道路養護路段研判，及

巡查人力調度、各區公所養護經費分配，

或未來道路定期養護規劃的依據。

(八)  系統後續應用推廣

 本系統已成功導入市府養護作業，第

二階段則是將巡查系統導入區公所使用，

以進行市區道路的管理回報，利於桃園市

未來之管養作業可一次到位，第三階段則

是導入轄區內管線事業單位，使其系統服

務範疇可不斷擴大，充分發揮本系統之使

用效益。

伍、結語

行動化查報系統成功整合行政單位、資訊

及養護廠商，透過平台的運作及資料的整合，

將道路養護作業e化管理，俾利民眾報案、養護

派工、施工管理、完工結案到專案結束之全生

命週期管理，達成效益如下說明。

一、開發行動化道路查報系統，提升養護效

率

行動化道路查報系統APP，改善既有電話

聯繫及傳真方式，可能因漏接影響道路修復時

效，結合雲端概念開發APP，使外業人員及施工

廠商可於戶外通過無線網路，第一時間取得最

新的道路損壞資訊、修復情形與案件狀態，道

路修復完成後，亦可透過查報系統及時回傳修

復情形、照片與坐標位置等資訊，並可藉由系

統將外業相關資訊、現地相片傳遞回道路管理

系統，可提升道路坑洞養護修補效率，增進用

路人通行安全。

二、導入道路巡查e化流程，簡化行政作業

為方便養護巡查作業，本系統已導入行動

GIS概念，並透過行動裝置讓概念付諸實行，開

發行動化巡查系統，讓外業人員可以在現地直

接將巡查與記錄回傳至資料庫，智慧化行動裝

置集GPS與GIS於一身，減輕工作人員負擔，減

少紙張的耗損，讓整體作業真正e化，並循序導

入道路巡查標準流程，讓廠商真正落實使用，

將養護作業鏈完整串聯，是本系統最大應用價

值處。查報後的各項道路養護資訊皆可於網路

上輕鬆查詢，並提出適當的空間資訊，支援市

府同仁安排年度歲修的相關作業，亦可透過統

計資料協助首長提出決策方案。

所有的作業，最終目的是落實政府願景－

「e化政府，便民服務」，本公司有幸協助市府

打造幸福桃園城，落實便民服務精神，讓本案

成果可以服務民眾，協助業管人員提高道路養

護效率，快速處理民眾反映，解決行的問題，

提昇市民對道路平整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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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快速建模結合
3D GIS 之應用─
以台九線安朔草埔段
橋梁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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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工程BIM的發展快速，對於建模技術的需求日增，空資部本著測量專業立

基，期以施工放樣(Setting Out)的概念，透過工程預放樣的精確計算方式快速建置具真實

三維坐標的工程模型。考量在不改變現有設計部門作業模式的情況下，從設計成果及地

形資料蒐集、建模軟體探究、利用既有軟體二次開發、建模測試驗證、展示平台測試、

模型整合到3D GIS應用等步驟，開發一套快速且精確之建模模式，並可達到設計成果檢

核、衝突與錯誤偵測，模型展示以及後續3D GIS應用等效益。本文將針對橋梁快速建模

過程、建模結果及後續應用彙整說明提供參考。

1 2 3 4 5

壹、緣起

數位城市、三維模型世界、虛擬城市、

BIM……等三維模型的應用於近年快速成長，其

目標是期望將現實生活場景透過數位化方式以

虛擬模型呈現在電腦、雲端或各種展示平台加

以應用，惟目前三維模型的建置仍以房屋建築

較為常見，公共工程諸如橋梁等之三維模型則

較少。由於公共工程所展現之三維模型若要細

緻化，因涉及諸多設計元素製作不易，故大多

三維模型係以動畫顯示，無法以靜態互動方式

取得所需之屬性資料。

另方面，近年來BIM的發展趨勢，已由原

本針對建築物的資訊模型擴及公共工程，對於

公路、橋梁、隧道等建模的需求日增，本公

司配合此一趨勢亦已投注大量資源因應；放眼

未來，大量竣工後之模型要如何納入管理與應

用，必須及早預為因應；亦即，建立資訊模型

時即須考量到日後納入3D GIS管理之需求；加

以近年來行動裝置日漸普及，智慧城市開發、

物聯網、車聯網等的發展，對於地形背景的圖

資需求亦由2D轉為3D的視覺化展現，在在突顯

3D建模的重要性，而3D模型若能將現在與未來

結合，將更能發揮空間資訊的效用。

空資部專業於空間測量與地理資訊應用，

近年來亦積極投入三維地形模型與數位城市之

建置作業，除了配合公司整體發展BIM的策略

外，另外也嘗試能以空間資訊之觀點出發，以

工程放樣測量的精準方式，預先快速建立數位

資訊模型，除可協助設計成果檢查、衝突與錯

誤偵測外，搭配三維地形地景模型，亦可預先

展現施工過程之模擬樣貌；藉由模型建置時賦

予之屬性結合後續3D GIS的擴充應用，更能達

到工程竣工後維護管理的需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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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模軟體特性分析

貳、橋梁快速建模

一、建模軟體比較分析

經彙整目前各專業常用之套裝建模軟體，

包括傳統之AutoCAD(2D、3D製圖)、SketchUp 

(景觀、建築)、Autodesk 3ds Max(動畫)及可結合

BIM的AutoDesk Civil 3D(鐵、公路、捷運路線設

計、測量、整地)、Autodesk Revit(機電、建築)

及Tekla(機械、結構)等，就其特性及適用領域約

略說明如表1。

整體而言，上列各種軟體均各有特色及其

專業應用功能，但共同面臨的不足部分有下列

幾項：一是學習曲線長；二是不同的模型產出

必須另行整合；三是未考量到整合後的模型必

須能在後續3D GIS的環境下順利展現與應用。

而為期達到工程模型在設計、施工及維運管理

等全生命週期的充分應用，首要工作必須在設

計過程中、施工之前快速而精確的完成建模。空

資部為達到此一目標，嘗試在不改變現有設計

部門作業流程以及應用既有軟體的情況下，以

自行二次開發之方式建置三維橋梁設計模型，

並發展出一套快速建模之模式提供後續使用。

二、快速建模流程及範疇

(一)  快速建模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橋梁快速建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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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地形測量範圍(圖2)為依規劃路線寬

約100公尺廊帶，範圍內包括山陵、河谷、

道路、小徑、河流、溝渠等多樣地形地物。

 現地測量作業包括有地形圖測量及中線

橫斷面測量等，由該等測量成果中萃取能代

表地表地形之點、線、面資料(如等高線、

獨立高程點等)作為地形建模之基本資料，

惟該等資料須於製圖過程中保存其三次元坐

標(X、Y、Z)屬性。另對於地形圖中不存在

之地形特徵資訊，如山脊、山谷、駁坎、溝

渠、路堤、路塹等3D特徵線或斷線資訊，

則須由二次製作產生(如3D POLYLINE)。

 另外，地形圖中建物或人工設施等圖

元，因其在外業量測過程中對於高程有量

取或認定之差異，且其高程資訊亦不能代

表真正地表高程，因此測量過程中並不會

量測其高程，故該等地形圖元屬性不適合

萃取使用。

(二)  地形資料整理與除錯

 地形圖資料納入建模前，應先確認具

有正確三次元坐標屬性，對於不合理之圖

元資料應進行除錯，例如：

1.  等高線

  應確認等高線高程值正確無誤，且無線

條交錯情形。

(二)  建模範疇框定

 為展現橋梁建模之多樣性，爰選擇了本

公司辦理設計及監造之「台9線安朔～草埔

段改善工程C1橋梁標」作為實作案例，該路

段長6.3公里，扣除引道後橋梁段自1K＋460

至6K＋295，長約4,835公尺，共有17種橋墩

型式，6種基礎型式，10種箱梁施作單元。

 為達快速建模之效益，暫將建模範疇

框定如下：

1.  橋梁模型部分

  計算橋梁上、下部結構主體之基樁、基

礎、墩柱、箱梁、橋面板、橋欄及紐澤

西護欄等外廓各變化節點之坐標及高

程；不含內部鋼筋、預力鋼纜等。

2.  模型簡化

  考量模型主體之細緻度、必要性、檔案

大小、展示軟體呈現之流暢度與計算方

便性，將結構物之部分細節(倒角、裝飾

槽、施工縫等)酌予簡化。

3.  相關附屬設施

  支承墊、伸縮縫、照明燈桿、標誌牌面

等標準設施可以元件化者，不納入模型

計算範圍，但可視必要性計算其放置之

位置及高程後插入該元件。

4  其他事項

  各部材質貼附、燈光照明、雨霧等彩現

效果不納入考量；橋梁前後引道、接線

道路以及橋墩竹削工法護坡等目前亦暫

不考慮。

三、地形建模

(一)  地形資料蒐集

 本案地形測量係採用一般傳統地測方式

圖2 地形測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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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立高程點

  應具正確三次元坐標，對於高架橋面

點、暗溝點、特殊非地面點等應排除。

3. 地形斷線與特徵線

  具地形代表性之3D特徵線或斷線資料，

應檢核確認其位置及高程正確。

4. 斷面測量資料

  斷面測量資料如以三次元方式施測，其

三次元數值資料應檢核正確無誤。

(三)  地形模型

 本案之地形建模係以AutoCAD Civil 3D

將地形資料點組成地形三角網，因Civil 3D

會將等高線資料視為特徵線的一種，也就

是將等高線視為高權重的資料，在內插時

會被當成無錯誤的資料。但依測量過程與

地圖學的定義來看，等高線是由地形測量

取樣點內插所得到的資料，本身已經是二

次產物(經過內插所得與人工編修)，所以在

完成地形建模後，仍必須對於所建立的地

形模型再做檢核確認。地形建模成果除錯

前後如圖3所示。

四、橋梁建模

(一)  設計資料蒐集

 本案係直接引用設計成果圖資及報表

建置模型，原設計部門不需針對本建模工

作，再作資料或圖面整理。須蒐集分析之

設計成果包括：道路平、縱、斷面圖、超

高設置圖、詳細平面圖；橋梁平、立、斷

面圖及橋梁附屬設施標準圖等。

(二)  建模程式開發

 由前述表1分析可知，目前各專業套裝

建模軟體學習歷程較長，本部爰嘗試暫以

AutoCAD之二次開發工具VBA進行建模程式

之撰寫，因其輸出之檔案格式具較高的相

容性，且有利於後續展示及加值應用。

 另考量設計資料輸入時的可讀性，本

案先以Excel軟體進行資料庫建置，將2D設

計圖資匯入Excel表中計算橋梁所有構件節

點的三維坐標，再以AutoCAD來執行所開

發之程式一次建立模型，達到自動化快速

建模及預放樣的效果。

 建模程式已儘量簡化使用者介面，使

一般使用者均能簡易的操作。執行建模除

可透過選用〝全部執行〞功能將目錄下所

有Excel資料依選定建模的組件一次建模完

成(如圖4)，也可選擇個別資料檔或特定里

圖3 地形建模除錯前後示意圖

除錯前 除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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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如圖6)；該屬性資料可供後續3D GIS

軟體來作查詢、分析、展示等加值應用。

(三)  執行建模耗時統計

 執行本橋梁建模程式時係使用一般桌

上型電腦，軟體使用Win7專業版及AutoCAD 

Map 2009 32位元版本，建置C1標全線橋梁

完整模型，執行時間少於5分鐘。

程分段依選定建模的組件分別建模(如圖

5)，並逐次添加至模型中。

 本程式可訂製屬性資料欄位並以橋梁組

件為單位，快速的以程式自動將資料導入至

正確欄位，亦可透過唯一的編號欄位連結外

部屬性資料(如：坐標、尺寸、工期進度、

設計規範、設計圖、照片……等)進行資料

圖4 依選定建模的組件全部執行

圖5 依選定建模的組件及里程分段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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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程式開發及模型建置主要分三個

作業階段，相關作業時間說明如下：

1.  程式發想、撰寫、測試與除錯

  包括解讀設計成果圖確認橋梁元件，決

定模型細緻程度。於第一次程式撰寫採

用Excel VBA，第二次則用AutoCAD VBA

改寫程式，間續花費約4個月。惟爾後若

再有其他類似橋梁模型之建置需求時，

僅須針對主程式局部修改，故本階段工

作將會大幅減少至2～4周即可完成。

2.  資料輸入整理計算

  本案C1橋梁標全長約6.3公里，建置資料

花費時間約2周。

3. 模型建置執行

  因本案採用先計算所有構件後，再以程

式繪圖的作業方式，故整體建模執行時

間約僅5分鐘即可完成。

參、模型驗證與偵錯

快速建置橋梁模型不僅是為了展示，也期

望藉由工程預先放樣以達到設計成果檢驗及偵

錯的目的。所以模型的驗證即為重要的工作，

驗證作業包括三部分：1.地形模型驗證；2.橋梁

模型驗證；3.設計成果合理性驗證。

一、地形模型驗證

地形模型驗證方式係由Civil 3D軟體直接在

地形模型上切橫斷面，與實測道路橫斷面成果

進行比對，比對結果如圖7～8。由於實測橫斷

面之取樣位置，以及測量取樣的精細程度差異

(地形圖：斷面圖＝1/1000：1/100)，且資料的

生成方式不同(地形圖：斷面圖＝內插斷面：實

測斷面)，故比對結果主要係以比對整體地形之

形勢為主。

由3K＋280(圖7)比對細緻度來看，地形模

型切出的橫斷面並未顯示道路側溝，在邊坡與

緩坡之分界線位置亦略有差異。係因地形圖其

圖6 模型元件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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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橋梁模型驗證

橋梁模型係依設計成果資料進行各部節點

之幾何坐標、高程計算後所建置，故驗證作業

即依設計圖資料如：構造物尺寸、坐標、高程

等進行比對，如圖9。同時，以直觀的方式進行

檢視模型構件是否有相衝突的狀況，如圖10。

三、合理性驗證

橋梁模型與地形模型整合後，可清楚的將

設計成果與現地情況搭配呈現，對於合理性與

衝突狀況等問題可以很容易的透過目視的方式

發現。常見設計元素與現況發生的衝突包括淨

空不足、淨高不足、排水衝突、道路衝突、地

形衝突等。

道路側溝之溝槽資料在1/1000地形圖上僅以單

線表示，而在邊坡與平緩區域間並無特徵線資

訊，故在地形模型內切斷面時就無法如實測斷

面圖一般詳實表現地形。

由5K＋800(圖8)比對結果來看，路線右側

約25M處高程差異較大，由地形圖等高線顯示應

為一圓順地形，故地形模型亦依照該等高線內

插計算呈現出一個圓順的坡地。由於1/1000地

形圖係以圖面2～3公分取樣量測1高程點，而該

處非測點取樣位置，故該變化地形未能顯現於

地形模型上。

綜合以上驗證，整體地形模型資料與現況

有相當程度的符合，而模型之細緻度將受實測

地形的細緻程度影響。

圖7 地形模型與實測斷面比較(3K＋280)

圖8 地形模型與實測斷面比較(5K＋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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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橋墩高程累加標示錯誤範例

設計原圖數據 依設計資料建模

圖11 橋墩位置與現況衝突

橋墩與溝渠衝突 橋墩與道路衝突

圖9 模型驗證坐標及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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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分析及圖13初步測試後，本案選擇

以展示效果較佳的ArcScene、RDV與Autodesk 

Navisworks等三款軟體，進行整合及GIS加值應

用，測試結果說明如下：

(一)  ArcGIS：ArcScene

 可將前述模型匯入的各項資料依照不

同的屬性分類，並可賦予每個獨立構件單

獨的屬性編號、紀錄，依據客製化的需求

建立「工程模型GIS管理系統」，可在施

工前查詢個別構件之相關設計資料；施工

中，亦可藉由GIS管理系統建立的資訊，查

詢施工進度與相關圖資。類此將設計圖說

轉換為具GIS屬性的3D模型，使設計圖說更

加清楚明確。

  　　圖14係透過ArcScene軟體的時間管理功

能，將各個元件資料按照屬性紀錄的時間

順序顯示，利用時間軸的功能來比對預定

進度與實際進度之差距。

   　　若在屬性資料表內紀錄施工照片的連

結，日後可透過該連結開啟施工過程所拍

攝的照片，隨時記錄施工狀況與內容，如

圖15。

本案將橋梁模型與地形模型套合後，發現

某些似有相互衝突的情況，例舉如下：

1.  橋墩位於溝渠上阻斷排水、橋墩位在道

路上阻斷交通，如圖11。

2.  橋墩位置與地形衝突，恐造成施工困難

或設計變更，如圖12。

肆、模型展示及應用(3D GIS)

一、模型展示軟體分析

模型展示軟體以操作簡易、快速、流暢且

能擴充應用為要項，茲列舉目前常用之3D模型

展示軟體，包括AutoCAD Civil 3D、Google Earth 

Enterprise、Skyline 3D、Autodesk Infraworks 

360、RDV(Rapid Design Visualization)、ArcGIS-

ArcScene、Autodesk Navisworks等，經彙整其特

性略述如表2，經測試前述建置之模型後所展示

之成果如圖13所示。

二、模型整合展示

圖12 橋墩位置與地形衝突

橋墩位於崩塌地 橋墩帽梁與地形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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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展示軟體特性說明

圖13 模型展示軟體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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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模型展示軟體測試結果(續上頁)

圖14 ArcScene時間軸資料顯示

圖15 施工照片連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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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DV(Rapid Design Visualization)

  　　以RDV展示模型可將CAD當中的圖層

設定資料也一併匯出，將原設計成果完整

展示與顯現，達到「無縫接軌」，模型套

疊結果如圖16所示。其最大的優點是不需

要額外再安裝軟體(但電腦仍須安裝有微軟

的.NET)，RDV可以將整個模型資料包裹為

一個自解壓縮檔案，在任一電腦上進行展

示操作。

(三)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Navisworks支援多種模型資料

格式，可利用該軟體進行模型整合、分析

預測及進行碰撞檢測。本案將前所完成之

地形模型及橋梁模型匯入後，同時亦將電

機部(路燈模型元件)、捷運部(捷運車站建

築模型)、建築部(交控中心及消防大樓建築

模型)等部門製作之BIM模型整合展示，如

圖17。

三、橋梁快速建模之應用

本案以快速且不增加設計單位工作負荷的

情況下完成建模，其後續應用包括如下： 

(一) 設計資料檢核

  　　經由模型建置的過程及驗證，可以協

助檢視原設計圖資，及早發現不合理或尺

寸矛盾、疏漏等錯誤，減少施工爭議。

(二)  互動式多媒體資料展示

圖16 橋梁模型套疊地形模型(RDV)

圖17 Navisworks整合不同部門之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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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施工進度管理

橋梁施工完成前-灰色 橋梁施工完成-藍色

圖18 視覺化展示效果

鳥
瞰
視
角

車
行
視
角

人
行
視
角

圖20 屬性查詢及管理應用

  　　由於建模快速而精確，除可提供互動

式之縮放、平移、旋轉及量測等操作外，

結合地形資料、正射影像及建物模型亦可

進行各種視角之動畫、透視圖製作(圖18)；

有別於一般示意性之3D模擬動畫，本案建

置之模型，係將原設計之2D紙圖快速轉化

為3D可視化之模型，可作為溝通、協調與

說明的有利工具。

(三) 輔助施工管理

  　　加入時間等屬性資料後，即可依橋

梁組件進度資料快速的以程式自動導入，

依預定時程及實際完工時程之選擇，由顏

色或透明度來區分完成與未完成之執行現

況，如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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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後續3D GIS系統進行管理應用

　　使用ArcScene的GIS軟體平台，透過

記錄橋梁元件各種屬性資訊進行查詢，並

可以增加連結資料，建構如：設計圖說、

施工規範、時間資訊、工程進度、影像連

結、變更設計、往來文件等，可以針對整

個工程建構一全生命週期工程管理資訊系

統，如圖20。

(五)  BIM模型交換

　　將橋梁模型轉置成IFC(IFC，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格式，或是提供轉換軟

體匯入或輸出IFC格式，以利與其他BIM軟

體產製之模型相互流通，達到模型整合與

互相交換之目的。

伍、結論

近年來數位城市、智慧城市、虛擬實境、

BIM……等三維模型的應用需求成長極為快速，

尤以BIM的發展趨勢，已由原本針對建築物的資

訊模型擴及公共工程，對於公路、橋梁、隧道

等建模的需求日增；放眼未來，大量竣工後之

模型要如何納入3D GIS管理與應用，更必須及

早預為因應；未來三維模型搭配3D地形地景的

行動化、視覺化展現，將更能發揮空間資訊的

效用。

空資部專業於空間測量與地理資訊應用，

除了配合公司整體發展BIM的策略進程外，另

外也嘗試能以空間資訊之觀點出發，研發以工

程放樣測量的精準方式，快速建立數位資訊模

型，同時賦予必要之屬性以結合日後3D GIS的

應用，滿足竣工後維護管理的需求。

本案橋梁建模係以「快速」、「精確」為

首要，以達到模型建置精度高、耗時短、成本

低為目標。程式開發完成後經實際測試，整體

安朔草埔段近4.9公里長之橋梁模型製作執行時

間僅約5分鐘，確實可滿足快速建模的目的；

將快速產製之橋梁模型結合地形模型套疊空拍

正射影像後，可以互動方式提供各種動態、靜

態展示；繼之將模型匯入3D GIS軟體予以加值

應用，將模型資料內容依屬性分類如：設計圖

說、幾何坐標高程、工期、施工影像等，再透

過客製化的系統功能開發，亦可滿足視覺化展

示、查詢、工程管控甚或分析等之需求。

本快速建模程式除了在製程中可協助設計

資料之檢核與偵錯外，後續可就數量計算、成

圖繪製等附加功能再加改良；若將模型轉換成

KML格式，可以行動化裝置於google earth快速

展現或與google maps街景結合，有助於現場勘

查或各類場合溝通、說明之用。另除本案橋梁

之外，其他鋼橋、特殊橋梁或是路工、隧道、

邊坡、排水等廊道型工程原則上均可比照本案

例流程辦理，祈藉本文以收拋轉引玉之效。

參考文獻

1. 「工程設計三維建模之研究-以橋梁工程設計

為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空間資訊部，103年度研發計畫報告，

臺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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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控及機電系統工程全生命週期可分為規劃、設計、施工、維護及營運管理等

5個階段，通常由道路管理單位或興建單位委託顧問機構辦理規劃及設計，經公開招標辦

理施工並委託監造，系統建置完成後交由道路管理單位辦理維護及營運管理。為達到人

力精簡及永續經營，參考國內外相關營運管理相關案例，從法令、收益、權利與義務及

營運績效，探討公路交控及機電系統是否可委託民間營運管理，以供工程界及管理單位

參考。

壹、前言

公路長隧道的安全管理及災害防護為國內

外公路營運管理的核心課題。經由國內外長隧

道公路通車經驗，隧道內一旦發生災害，由於

救災較為困難，如無事前妥善的規劃及管理，

災害的嚴重性往往就在短短的時間內轉變成重

大災變。因此，公路交通控制中心須配置全天

候值班人員，24小時監控路段交通安全；整

合交通控制、隧道機電、消防、公警、工務段

等各式資源投入搶救等工作。因應國內公路隧

道增加，為有效提高管理效益減少政府增加員

額，交控及機電系統委託民間營運管理預期效

益是為達到管理單位永續管理及精簡人力，民

間承商得到長期契約及合理利潤，以及用路人

得到更好的服務品質，詳圖1所示。由於國內並

無相關整體委外經驗，如何建立有效的營運績

效評估機制，如圖2，以吸引最佳廠商，在管

理上亦能精益求精，是辦理營運委外之重要課

題，本文將針對相關重點作扼要說明。

圖1 交控中心營運管理委外預期完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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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案例經營模式

藉由蒐集國內外相關經營模式，並研析符

合國內採購相關法規規定，探討委外營運模式

可行性，以作為後續辦理委託經營之參考。

一、國內案例

國內公部門考量編制內人力不足或專業屬

性之不同，針對工程維護或營運亦有依據需求

及現階段適用之法令，將部分工作委託民間之圖2 建立有效的營運績效評估機制

表1 國內系統工程委託民間協助維運案例蒐集彙整表

階段
項次

案例 建設方式 維護 管理(操作)

1 高雄捷運公司-捷運系統 依功能規範統包 高捷公司 高捷公司自辦

2
台北市交工處-台北市交

控系統

依細設招標文件規範

及設計圖施工

硬體標採公開招標、軟體

標採限制性招標

台北市交工處及委外駐點人

員監看及通報交通狀況

3 新北市交通控制中心
依細設招標文件規範

及設計圖施工

硬體標採公開招標、軟體

標採限制性招標

新北市交通控制中心及委外

駐點人員監看及通報交通狀

況

4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

公路局北區工程處-國道

5號交控系統

依細設招標文件規範

及設計圖施工

硬體標採公開招標、軟體

標採限制性招標

高公局北區工程處及委外駐

點 人 員 監 看 及 通 報 交 通 狀

況、自衛消防編組

5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

公路局南區工程處-南區

交控系統

依細設招標文件規範

及設計圖施工

硬體標採公開招標、軟體

標採限制性招標

高公局南區工程處及委外駐

點人員監看及通報交通狀況

6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

依細設招標文件規範

及設計圖施工

原招標契約保留由原承包

商辦理2年保固完成後之5

年維護擴充條款

台鐵自辦，承包商需派駐調

度中心運轉人員，提供台鐵

技術支援

7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交

管系統
依細設成果施工

公開招標委外(連工帶料全

責包辦)

中科管理局自辦管理，委外

契約人力操作

8 高雄中區焚化爐
1.公開招標(統包工程)

2.依契約規範施工

公開招標委由民間公司維

護保養
市政府自辦

9 台南城西焚化爐
1.公開招標(統包工程)

2.依契約規範施工

公開招標委由民間公司維

護保養
公開招標委由民間公司操作

10

林務局民間參與投資經

營阿里山森林鐵路及阿

里山森林遊樂區案

1.公開招標

2. 市區土地北門車站

及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觀光旅館依契約

規範施工

公開招標委由民間公司維

護保養阿里山森林鐵路

公開招標委由民間公司操作

阿里山森林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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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救援等工作委託經營模式，國外營運管

理方式案例，詳如表2所示。

參、國內外案例分析

一、國內案例彙總

(一)  案例分析

 國內案例可歸納為機關以借用人力自

行辦理管理操作、委託民間辦理營運管理

及由民間辦理營運管理等三種營運管理方

式，如圖3所示。

案例。惟委外工作仍以工程竣工保固期後之維

護或一般人力操作居多，如捷運公司捷運系統

工程之維護採部分委外；台北市交工處台北市

交控系統駐點人員監看及通報交通狀況委外；

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在國道5號交控系統駐點

人員監看、通報交通狀況及自衛消防編組委外

等。蒐集國內十個公部門委託民間系統工程維

運案例彙整，如表1所示。

二、國外案例

蒐集國外相關委外營運計畫的案例，藉由

分析國外的技術與創新營運管理的做法，評估

國內對於交控中心隧道管理機制未來潛在可行

表2 國外營運管理方式案例彙整表

階段
案例

建設方式 維護及管理方式 收益來源

英國全國交通控制中心

營運管理計畫

DBOM方式PBC

合約

由TiS公司負責交控中心營運、路

側設備與資料庫維護等

1. 達成合約要求後由英國政府

編列預算支付

2. 出售資訊給增值服務提供商

美國維吉尼亞州交通控

制中心營運計畫

DBOM方式PBC

合約

由Serco公司負責交控中心營運、維

安巡邏服務與州際ATMS平台建置

VDOT每年編列2,500萬-3,500

萬美金預算支付。

美國460公路改善計畫 DBF方式 維吉尼亞州政府自行營運維護 經營電子收費系統

美國維吉尼亞州伊莉莎

白河底隧道計畫
DBFOM方式

由Elizabeth River Crossing公司負責

收費系統營運與維護
經營電子收費系統

美國I-595路廊改善計畫
DBFOM方式PBC

合約

由I-595 Express公司負責收費系統

營運與維護

達成合約要求後由佛州政府

編列預算支付

美國印第安納收費公路

特許經營及租賃協議
長期出租契約

由Indian Toll Road Concession公司

負責收費、交控系統營運與維護
經營電子收費系統

英國新泰恩隧道計畫 DBFOM方式 由Autolink公司負責營運和維護 由英國政府支付費用

英國M25倫敦外環高速

公路計畫

DBFO方式PBC合

約

由Connect Plus公司負責營運和維

護

由英國政府按月撥付電子收

費的營收

奧地利Plabutsch隧道案 公有轉民營方式
由ASFINAG公司負責高速公路的興

建、維護、管理、監控、收費等
經營電子收費系統

中日本高速公路株式會

社(NEXCO - Central)
公有轉民營方式

由NEXCO公司負責高速公路的興

建、維護、管理、監控、收費等
經營電子收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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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國內營運管理方式分析

圖4 國外營運管理方式分析

(二) 法規依據

1. 採購法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7條第3項規定：「本

法所稱勞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

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維

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之勞務。」

2. 促參法

為健全國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環境，「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於2000

年2月9日經總統公布施行，擴大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範圍包括：以公益性為主之交

通運輸、文教、社會勞工福利設施，及商

業性強之重大觀光遊憩、工商設施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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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PPP營運管理架構

畫、美國460公路改善計畫、美國維吉

尼亞州伊莉莎白河底隧道計畫、美國

I-595路廊改善計畫。

2. 長期租賃契約

美國印第安納收費公路特許經營及租賃

協議。

3. 公營管理單位民營化

奧地利Plabutsch隧道、中日本高速公路

株式會社。

(二) 法規依據

 公私夥伴關係是一種概念或政策，並

利用民間融資提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模式引導民間企業參與投資各項公共

基礎建設，最廣泛採用的類型如設計-建

造-融資-營運-維護(Design-Build-Finance-

Operation-Maintenance, DBFOM)簽訂成效式

合約(Performance Based Contract, PBC)，另

一種方式為長期租賃契約或長期特許經營

契約(Concession)。

項20類公共建設，放寬土地、籌資等法

令限制，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等諸

多誘因，並合理規範政府與民間機構間

投資契約之權利義務，明定主辦機關甄

審與監督程序。促參法的立法與推動，

充分展現政府再造的創新精神，摒除傳

統政府興辦公共建設可能遭致「與民爭

利」的質疑，從「為民興利」的角度，

開放民間共同參與開發國家資源。

二、國外案例彙總

國外案例營運管理方式可歸納為三種方

式，公私夥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長期租賃契約或公營管理單位民營化辦

理營運管理，如圖4所示。PPP營運管理架構，

如圖5所示。案例分析及法規依據，說明如下。

(一) 案例分析

1. PPP(PFI/DBFOM)

英國全國交通控制中心營運管理計畫、

美國維吉尼亞州交通控制中心營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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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政府自西元1992 年起陸續推動

公私夥伴關係(PPP)概念，並利用民間融資

提案PFI模式引導民間企業參與投資各項公

共基礎建設，歷經多次改革後已建立一套

完整之運作制度，主要用於自償率較低之

計畫，目前應用範圍涵蓋交通、環保、醫

院、學校、勞工、社福、國防、監獄、住

宅、政府辦公室及社區開發等公共設施，

日本與歐盟也分別於西元1997年和西元

2003年，開始積極推動PFI。

圖6 建設方式分析

圖7 消防搶救機制及組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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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管理委外重要課題分析

一、公權力委外之相關法規

按公路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三、省道：指聯絡二縣(市)以上、

三、委託營運管理相關特性分析

國內外相關建設方式、消防搶救機制及組

織分析、委外法令依據與政府之權利與義務及

收益來源特性分析，如圖6～9所示。

圖8 委外法令依據與政府之權利與義務

圖9 收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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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省)間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之主要道路。」次按，同法第3條

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再按，同法

第26條第1項本文規定：「國道、

省道之養護，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辦理。」再按，同法第58條第1項

規定：「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公路

之安全及暢通，應於必要地點設置

標誌、標線、號誌、護欄及行車分

隔設施等交通安全工程設施，並得

視實際需要劃設車輛專用道。」再

按，同法第79條第2項規定：「公

路規劃基準、修建程序、養護制

度、經費分擔原則及管理等事項之

規則，由交通部定之。」再按，公

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1條規定：

「本規則依公路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再按，同規則第7條第1項前段規

定：「公路之修建、養護及管理，

國道、省道由交通部之專設機構辦

理」再按，同規則第33條規定：

「公路養護業務之範圍如下：一、

公路路權之維護。二、公路路基、

路面、路肩、橋樑、隧道、景觀、

排水設施、行車安全設施、交控及

通信設施之養護。三、其他設置於

公路用地範圍內各項公路有關設施之養護。」

末按，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行政機關

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

個人辦理。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

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第一項

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行政機關支

付之。」

因此，交通控制中心、機電維護管理、消

防保全、道路救援及事故搶救等業務應可區分

為涉及公權力部分及未涉及公權力部分，如圖

10及圖11所示。

(一) 未涉及公權力及業務委外法律分析

 依照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33條所

定之主管機關公路養護業務範圍，涉及公

權力之業務應包括：交控中心之設置及營

運管理。查交控中心係交控設施之核心，

且為長隧道交控管理之中樞，公路修建養

護管理規則第33條既然規定主管機關應負

責交控設施之養護，故交控中心之設置及

營運管理應屬主管機關行使公權力之業務

範圍。惟查，交控中心營運管理可概分為

指揮管理人員、維運工程師及操作人員等

圖10 公權力委外之適法性分析

圖11 依政府採購之業務公權力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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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係指營運評估年期內建設計畫與附屬

事業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額，除以工

程興建年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現

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亦即自償能力

＝

(二) 國外案例

 國外案例除日本與奧地利案例係由公

營轉民營公司方式外，其他案例皆為PFI建

置模式。由民間融資提案，係指政府與民

間機構以長期契約方式約定，由民間機構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而不論其興建、融資

方式為何，或係屬公辦轉民營其營運廠商

取得之費用，主要來源為下列兩種形式：

1.  由政府向使用者收費，再以其服務品質

依約按期付款，予民間經營廠商，其付

費之高低與服務品質相關。

2.  由民間廠商向使用者收費(主要為道路通

行費)，再包括其他特許事業之衍生費

用，極少部分之衍生費用，如銷售酒類

收入、豎立廣告招牌廣告收入。

(三) 分析

 國道或省道，依公路法雖可收費，

惟道路興建不具自償性，故由政府出資興

建。除收取通行費不可行外，其他可能之

收費來源其收入之可能性過低或費用極

少，如委託經營飯店、服務區、展覽館及

加油站，且仍有用地取得、都市計畫變

更、環境影響評估、許可年期、市場及投

資風險等議題待克服，其他收益來源相關

法令分析，如圖12所示。

三類，其中以操作人員人數佔較大比重。

由於交控中心有封閉道路等交通控制之權

力，故屬公權力行使之核心範疇，因此，

在無另有法規規定的情況下，建議交控中

心指揮管理人員應仍以主管機關人員派任

為宜，不宜委外由非主管機關人員擔任。

(二) 涉及公權力之業務委外法律分析

 未涉及公權力之業務包括交控中心

之維運工程師及操作人員等，此屬技術勞

務工作，則較適合委外辦理。另如機電、

交控及消防設施維護管理，是維持交通順

暢與行車安全之關鍵，機電、交控及消防

設施包括軟硬體等設施，亦屬技術勞務工

作，可採委外辦理。又如自衛救援編組工

作，得於事故災害發生初期擔任初期交通

管制、初期滅火、簡易救護及疏導用路人

等工作，消防單位到達事故現場後，滅火

及救護工作交由消防單位處理，自衛消防

編組人員協助之，此屬技術勞務工作，亦

得以政府採購方式委外辦理。另如事故處

理工作雖涉及於發生事故或緊急應變時，

事故處理組人員負責接續交通管制、協助

用路人緊急疏散、避難引導及配合現場清

理，以及事故車輛拖離等復原作業，惟亦

未涉及公權力之行使，亦得以政府採購方

式委外辦理。

二、收益分析

(一) 國內案例

1.  不論有無自償性，若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者，係由政府編列預算進行建置及維

運，惟大多數無收益來源。

2.  若能夠經由使用者付費達成收支平衡具

有自償能力的計畫，將採用BOT模式辦

理。依據促參法施行細則，所謂自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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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效式契約推動分析

由於隧道營運管理之特殊性，致使既有契

約型式較難滿足需求，因此，在檢視國內外各

種契約類型後，應評估納入成效式契約精神，

作為道路管理單位與民間廠商所簽訂契約使用

之契約型態。

一、成效式契約定義

近來國內有關成效式契約之研究主要以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之「道路養護成效合約規範建

立」計畫為起始，而該計畫之期末報告將成效

式契約定義為「成效式契約，係指透過招標的

方式，使廠商根據契約中清楚、明確且客觀的

條款，依據可量測的產出，完成契約規定的工

作的一種契約型態。」依據其定義，成效式契

約必須搭配可用以量測出廠商執行工作(專案)之

產出，方能正常運作。因此，成效式契約必須

搭配明確的成效指標，以使執行契約之雙方能

在明確基礎上履約。

二、成效式契約執行架構

成效式契約執行架構如圖13所示，道路管

理單位及民間廠商責任，說明如下：

(一) 道路管理單位責任

 透過正式檢驗與非正式檢驗，檢核服

務成果達成之狀況，同時併同原民間廠商

所固定提送的工作執行月報，由工程司代

表負責審核並依契約決定每月應付給民間

廠商的服務費用。

(二) 民間廠商責任

 民間廠商應自行成立管理單位、執行

單位與自主品管單位，負責依約落實服務

圖12 其他收益來源



2

No.107│July, 2015 │191

專
題
報
導

均證明了該類型契約具備可行性且對於專案績

效有所助益，而成效式契約不同於傳統契約的

主要部分在於成效指標的使用，針對交控及機

電系統委託營運管理探討之履約標的，蒐集國

外有關成效指標之相關資訊，並參考其內容成

效指標訂定，成效式契約工作成效要求與量測

方式，如表3所示。檢驗方式如表4所示。

工作。服務工作完成後，民間廠商可能因

服務成效的不同，而獲得不同金額的服務

費用，甚至有激勵獎金或罰款的出現，以

驅使民間廠商提升服務成效。

三、成效式契約測量與檢驗方式

成效式契約在國外已行之有年，各類實例

圖13 成效式契約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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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成效式契約工作成效要求與測量方式

成效
要求

成效
指標

衡量方式 可接受服務水準
成效
標準

期望成效
目標值

付款折減

設備維護

管理

設備

妥善率

檢視每月提

供電腦制式

紀錄報表

90%

(允許10%的設備處於

維修狀態)

100% 100%

依未達成的設備妥善率依比率扣減

該項付款費用，例如有12%的設備

處於維修狀態，且未開立維修通知

單，則付款98%(100%-(12%-10%))

交通事件

通報
通報

時間

事件

排除紀錄
3分鐘內應完成通報 99% 100%

依未於3分鐘通報的事件，依低於成

效標準之比率扣減該項付款費用，

例如於3分鐘內通報的事件比例為

90%，則付款90%((99%-90%)/99%)
機電事件

通報

設備故障排

除紀錄

道路使用者

問題回應

回應

時間

回應事件

紀錄

權責範圍內15分鐘，非

權責範圍1小時
100% 100%

依未於規定時間達成的比例扣減該

項付款費用，例如有3%的回應未於

規定時間達成，付款97%(100%-3%)

事件處理

回應

處理

回應率

事件反應計

畫執行紀錄

95%

(各類事件應予以處理

執行)

100% 100%

依未依規定達成的事件回應比例扣

減該項付款費用，例如有10%的回

應未依規定達成，付款95%(100%-

(10%-5%))

自衛消防編

組現場處置

處置

正確性

依規定時間

完成處置

依各隧道點所限時間內

到達及接受指揮作業
90% 100%

依未於規定時間達成的比例扣減該

項付款費用，例如有3%的回應未於

規定時間達成，付款97%(100%-3%)

表4 成效式契約工作成效與檢驗方式

成效
要求

成效
指標

成效
標準

衡量方式 檢驗方式 檢驗日期
檢驗結果

(超標、滿足、部分滿足)

設備維護

管理

設備

妥善率
100%

檢視每月提供

電腦制式紀錄

報表

由工程司代表

(或專案經理)抽檢10%

的維修報告及故障紀錄

● 隨機取樣檢驗
● 定期檢驗
● 主觀檢驗

應達滿足以上(若有造假

(部分滿足)，依契約違約

處理，處理方式：撤換人

員、罰款、解約等)

事件通報 通報時間 99%
檢視每月事件

通報紀錄報表

由工程司代表

(或專案經理)抽檢20%

的事件登錄紀錄報表

● 隨機取樣檢驗
● 定期檢驗
● 主觀檢驗

應達滿足以上(若有造假

(部分滿足)，依契約違約

處理，處理方式：撤換人

員、罰款、解約等)

道路

使用者

問題回應

回應時間 100%

檢視每月提供

道路使用者

問題回應紀錄

報表

由工程司代表

(或專案經理)抽檢100%

的道路使用者

問題回應紀錄報表

● 道路使用者反應
● 隨機取樣檢驗
● 100%檢驗

應達滿足以上(若有造假

(部分滿足)，依契約違約

處理，處理方式：撤換人

員、罰款、解約等)

事件處理

回應

處理

回應率
95%

檢視每月事件

反應計畫執行

紀錄報表

由工程司代表

(或專案經理)抽檢20%

的事件處理紀錄報表

● 隨機取樣檢驗
● 定期檢驗
● 主觀檢驗

應達滿足以上(若有造假

(部分滿足)，依契約違約

處理，處理方式：撤換人

員、罰款、解約等)

自衛消防

編組

現場處置

處置效率 90%
檢視事件處理

紀錄

由工程司代表(或專案經

理)抽檢100%的道路使

用者問題回應紀錄報表

● 定期檢驗
● 主觀檢驗

應達滿足以上(若有造假

(部分滿足)，依契約違約

處理，處理方式：撤換人

員、罰款、解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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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採購法委託民間辦理營運管理，為

達到緊急應變處置正確性、用路人滿意度、系

統維護管理績效及交控、機電系統操作完整性

等，建議導入成效式契約作法，搭配成效指標

以檢核廠商的履約成效，於委外契約規範定義

明確的檢測方法規定及欲達到的成效目標設定

外，亦規範廠商的反應時間及對應的罰則。

誌謝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102年12

月經公開競標評選，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主辦

「新舊台9線蘇花公路委託民間營運管理之可行

性評估」技術服務顧問，作業期間承蒙  交通部

公路總局與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各級長官指導協

助；國立中央大學楊智斌教授在建立有效的營

運績效評估機制給予指導；建業法律事務所許

峻彬及張少騰律師在財務可行性及相關法規的

分析給予協助，合作評估分析，得以順利完成

委託技術服務作業，特在此謹誌謝忱。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舊台9線蘇花公路委

託民間營運管理之可行性評估期中報告」，

2014年2月。

2.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舊台9線蘇花公路委

託民間營運管理之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核

定版)」，2014年12月。

陸、結語

國內目前財政窘迫，以PFI制度推動公共建

設是提早實現公共建設及提供公共服務的財政

手段之一，該制度之推動可藉由引進民間資金及

活力參與公共建設，亦為行政院目前推動之重要

施政策略。行政院陳前院長於101年8月5日召開

「研商促進經濟發展相關議題會議」再次指示，

PFI部分請工程會擇1至2項指標性大案推動辦

理，期發揮示範效應，請各機關遵循指示積極

推動。

在國內基礎建設已日趨完備情形下，針

對未具自償性但有儘早實現必要之公共建設，

可採取此一財政手段，可紓解政府短期財政壓

力。工程會經召開幾次會議研商，已擇定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長期照護設施、海水淡化廠

設施為示範類別，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擇定示範案件後據以推動。惟目前國內亦無具

體個案以PFI模式辦理完成，且採行PFI制度前，

尚有法制、預算、效益評估、監督等議題與配

套措施亟待釐清及建立。公路交控及機電系統

委託民間營運管理如採PFI模式辦理，亦將面臨

諸多未知之政策及法律風險。

因此，現階段宜由管理單位編列預算以採

購法勞務委外方式辦理委外營運管理，惟「績

效」是委託民間營運管理是否達到本計畫營運

需求及永續經營之關鍵，仍應以如何提高民間

之營運「績效」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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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107)期中華技術以「運輸體系創新與挑戰」為主題，主要內

涵係探討國內重大運輸體系建設之創新技術與應用。由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電機、機械、智慧系統及空間資訊等部門，

參與實際工作的專業技術同仁，綜合多年作業心得與蒐集資訊，彙

整並提供目前最新的工程論述與寶貴的經驗分享，值得讀者參考。

　　特別感謝高公局吳木富副局長及一卡通公司王國材董事長，於

公務百忙中，撥冗接受本刊專訪。對於這兩位專家遠大的抱負、專

業的見解、及寬廣的視野，為我國交通運輸開啟嶄新的一頁，深感

敬佩。

　　科技文明日新月異、瞬息萬變，專業技術精益求精、不進則

退。展望未來交通運輸，勢必面臨更嚴峻的需求挑戰；唯有不斷汲

取新知、創新求變才能更加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共勉之。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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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 街 3 2 3 號 1 0 樓 ， 台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企 劃 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108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科技園區、港灣、隧道與交通之建設

 出刊日：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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