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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召開第 1 屆第 4 次定期會，凱凌有幸列席提出桃園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工作報告，謹先代表董事長及本公司全體同仁，
誠摯感謝

貴會持續對本公司之鼎力支持與勉勵，使本公司業務得以推動

順遂。
以下謹就本公司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及未來工作計畫及努力方向
進行報告，敬請議長、副議長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不吝給予指教。

壹、 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機場捷運營運準備概況說明
（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下稱機場捷運)係由交通部高
速鐵路工程局(下稱高鐵局)負責興建，未來將交由本公司營運，
依據交通部核定高鐵局提報之
「機場捷運營運前準備計畫」
敘明，
機場捷運須通過系統整合測試、營運前運轉測試、系統穩定性測
試、模擬演練、初履勘及其改善作業後，方能正式營運通車。
（二）本公司以前述計畫為原則，持續配合交通部規劃時程，推動各項
營運準備工作，其中除積極參與興建單位之各項工程測試外，自
104 年 3 月起，已逐步進駐及接管沿線各車站，並進行設備操作
及相關訓練，以熟悉各車站之配置，另外，在通車所需人員進用
及訓練方面，各類營運人員持續接受專業訓練，目前專業證照授
證數已達通車營運所需，各項營運規章文件亦依實際需求擬訂完
成並持續辦理演練及優化，本公司所有同仁皆以「安全無虞、系
統穩定、盡速通車」為明確目標，全力完成各項營運準備作業。
（三）同時，立法院前於 105 年 3 月交通委員會要求交通部成立「機場
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該調查委員會主要目的係為透過邀請國
內外專家學者，檢視包括系統面及合約面等相關問題，以釐清關
鍵所在並研討解決方案。
（四）前述調查委員會於 105 年 7 月 4 日召開啟始會議，經過近 2 個月
的調查後，於 105 年 8 月 27 日召開總結會議，本公司官方網站
所公布 4,522 項缺失派工單部分，在本公司、高鐵局及其所屬捷
運工程處、契約廠商三方積極合作下，於 105 年 2 月至 8 月間，
透過一連串長時間軌道除鏽正常化及系統缺失改善後，皆已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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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修復，因此，在本次委員會之各專家委員共同檢視之下，缺
失部分已收斂至 25 類約 200 多項之一般項目，目前仍積極處理
中；另對照 104 年 8 月與 105 年 8 月同期狀況，系統號誌平均可
用度亦從 70％左右大幅提升至將近 98％，特別在交通部及調查
委員會強力要求下，丸紅及英國西門子公司於 105 年 6 月份起，
陸續派遣多位國內外技術工程師，共同參與各項技術檢討會議及
現場改善，同時本公司亦於今年提前進場全力協助廠商進行各項
設備保養工作，此為穩定度大幅提升之主要原因。

(圖 1. 西門子原廠技師於現場會勘記錄 )
（五）調查委員會已於 105 年 8 月 27 日總結會議中，確認「影響通車
之事件已見收斂，核心機電系統穩定性逐漸提升，也展現出令人
欣慰的佳績，興建及營運單位已展現合作契機」。因此，後續桃
園市政府及本公司將在與交通部協力合作下，依排程參與各項改
善作業，盡速達成營運通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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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安全無虞、系統穩定之營運準備工作
（一）辦理點交會勘及接管作業
1. 機場捷運於高鐵局依合約完成工程後，將移交由本公司營運，
為確保營運單位能順利接管及使用各項設備，並順利推動人
員訓練及營運前試運轉測試等作業，雙方持續辦理點交會勘
作業。
2. 自 104 年起迄今，本公司持續進行各場站建物及設施設備點
交會勘作業，其中包含全線車站、變電站、維修機廠、機電
設施、維修備品等，並參與各項點移交相關會議與追蹤會勘
缺失改善作業。
3.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場站及設施設備進駐接管進度如下：
(1)全線車站：本公司已於 105 年 8 月進駐全線車站(如下表)，
後續將持續檢視各項缺失改善情形，如車站漏水、防潑雨
等影響旅客之設施，要求高鐵局盡速完成改善。
進駐時間

進駐車站

104年4月1日

A17領航站至 A21環北站

104年12月2日

A12機場第一航廈站至 A13機場第二航廈站

105年1月15日

A8長庚醫院站至 A9林口站

105年3月21日

A10山鼻站至 A11坑口站

105年4月25日

A14a 機場旅館站至 A16橫山站

105年8月1日

A1台北車站至 A7體育大學站

(2)機廠、電聯車：機廠及電聯車各項系統皆已完成點交會勘；
A21 環北站至 A17 領航站間之正線及軌旁設施與青埔機廠
(3)，前已由本公司於 105 年 3 月 1 日進駐接管，蘆竹機廠亦
於 105 年 8 月 11 日進駐接管；另 104 年由高鐵局增購之 3
列電聯車(普通車型式)亦於 105 年 7 月接管完成，其餘列
車將待車載號誌問題解決後，和 A16 橫山站至 A1 台北車
站間之正線及軌旁設施一併接管；視高鐵局設備修復期程
，整體接管作業將於 105 年 9 月初前完成。
4. 為利本系統更臻穩定及安全，本公司針對各車站缺失調查與
改善將確實辦理，並提請興建單位高鐵局協助盡速處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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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將持續配合其辦理相關會勘及會議。確實執行各車站
進駐後模擬演練及熟悉車站勤務，以配合交通部通車時程。
（二）協助承商辦理維修作業
1. 機場捷運現階段之設施設備維修作業，尚屬承商所須負擔之
責任，惟因承商維護人力不足，本公司為盡速達成通車目標，
秉持「自己捷運自己修」之態度，在高鐵局同意下，主動依
設施設備維護排程，投入大量人力協助承商辦理保養檢修作
業、執行線上設備維護作業、故障確認與通報等作業。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本公司每日投入約 256 人執行預防檢
修(PM)及故障檢修(CM)等工作，藉由執行線上實際維護，驗
證程序及工作說明書內容，除將有利後續進行優化外，透過
協助承商進行故障排除作業，亦得充分累積檢修經驗，及早
累積維修紀錄，以利後續故障狀態之分析。
（三）執行電聯車車輪鏇削作業
1. 因電聯車於正線上行駛易發生緊急煞車而打滑之情況，常導
致車輪產生硬點或失圓之情況，嚴重者將產生震動、噪音等
影響乘車舒適度的情況，及減少車輪使用壽命，故本公司持
續協助辦理車輪鏇削作業，使車輪盡可能復圓以利營運。
2. 自 105 年 3 月起，本公司陸續進行電聯車 12 列車車輪鏇削作
業，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已完成 11 列車 250 個車輪鏇削作
業，後續將持續進行電聯車車輪踏面及輪緣量測作業，如有
硬點或失圓狀況將持續進行鏇削。
（四）參與 ME02 標機場捷運自動收費系統營運前運轉測試
1. 為嚴謹把關機場捷運之自動收費系統及設備功能，均能符合
合約規範及實際營運需求，本公司派員參與機場捷運自動收
費系統測試並記錄測試缺失，敦促高鐵局提供符合營運之自
動收費系統。
2. 前述營運前試運轉測試自 105 年 7 月 11 日啟動，依合約規範
將連續測試 2 個月，測試內容包含「連續交易測試」、
「大型
活動壓力測試」及「系統功能測試」
，每周召開測試工作會議
檢討及追蹤測試期間產生之異常，相關缺失項目將發函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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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局要求改善，並持續於相關工作會議及技術會議中追蹤改
善進度。

(圖 2. 自動收費系統營運前運轉測試作業 )
（五）參與各連通單位營運介面討論作業
1. 機場捷運 A1 台北車站、A2 三重站、A8 長庚醫院站、A9 林口
站、A12 機場第一航廈站、A13 機場第二航廈站及 A18 站高鐵
桃園站之車站站體，皆與其他單位相互介接，為釐清未來管
制原則及通報方式，本公司自 104 年 1 月起迄今，持續以雙
周及月會之方式召開與各個連通單位之介面協調會議。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各車站已依其與各介面單位及車站特
性所產生之議題，發展出各站之營運介面議題管控表，並分
別訂定通報機制、共用區域之管制方式、無障礙旅客引導點
位、維護管理範圍劃定及相關原則之制定，後續本公司將持
續召開會議，研議各項營運介面管控議題，並展開與各連通
單位模擬演練。
（六）模擬演練作業
1. 消防模擬演練
(1)為加強捷運公司人員熟悉及應用各項行車規章、運轉作業
程序及工作說明書，並熟悉事故災害緊急通報與處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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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配合沿線三市政府各局處，共同完成各項消防與
多重災害演練，以強化營運人員及相關局處對於場站火災
等事件發生時緊急應變及介面整合、協調作為。
(2)本公司分別於 105 年 5 月 17 日配合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完
成重大危安事件演練、105 年 7 月 6 日配合桃園市政府消
防局青埔分隊完成 A18 高鐵桃園站、A19 桃園體育園區站、
A20 興南站消防演練，及 105 年 7 月 29 日於 A21 環北站配
合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完成列車爆炸及大量傷患
大型演練。
(3)總計 103 年至 105 年間，本公司配合桃園市政府及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共已辦理 18 次消防演練，並配合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進行 2 次重大危安事件演練；透過類似演練，除可
建立警消單位與本公司之合作模式與聯絡之窗口，進而在
通車前初履勘演練、消防防護計畫之審核、每半年之自衛
消防編組演練以及多重災害模擬大型演練等項目，達到良
好的配合與成效外，並有助提升本公司人員處理災害事故
之應變能力。

(圖 3. 105 年 5 月 17 日配合重大危安事件演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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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人員個別演練
(1)本公司依大眾捷運系統履勘作業要點之規定，於已接管進
駐之區域辦理營運必需人員個別演練，各營運人員須於初
勘前，完成每人每項 2 次個別演練，以熟悉正常營運、設
備故障排除及事故處置等營運事項。
(2)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本公司 105 年前進用之營運必需人
員之個別演練完成率已達 100%，105 年所進用人員則已於
105 年 6 月中旬完成授證課程，刻正進行後續演練作業，
務必於初勘前全數完成。
3. 擬定整合演練劇本
本公司已依據各項行車運轉作業程序（SOP）並考量劇本連貫
性，擬定整合演練題目共 26 項，每項將於營運模擬演練期間
各執行 4 次，及多重災害模擬演練 4 場，共計將執行 108 場
演練。各項演練均模擬營運狀態，驗證系統效能及時刻表，
並配合執行營運模擬演練項目，以確實達到符合營運安全及
功能所需之標準。
（七）研擬營運中斷接駁計畫
1. 營運中斷接駁計畫係指當系統發生局部運轉、系統中斷營運
或車站關閉時，為能疏運已搭乘捷運系統或到站之旅客及行
李，須具備之緊急應變措施。
2. 本公司現已擬定完成「營運中斷接駁計畫」品質文件，並交
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作為修訂初履勘受檢文件「營運中斷交
通緊急應變計畫」之依據，另有關未來營運中斷所需接駁運
輸服務，亦與客運業者完成契約簽訂，共同完善未來接駁調
度彈性及即時性。
（八）完成沿線各廠站之資訊網路串接
1. 為因應營運通車階段各車站電腦作業之需求，本公司自行利
用骨幹光纖線路完成各車站及機廠等地點之串接作業，俾使
各車站同仁均可透過電腦直接使用各項應用系統，以提升公
司行政效率。
2. 本公司已於 105 年 8 月底完成 A1 台北車站至 A21 環北站及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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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青埔機廠等地點之室內資訊網路、電力及電話佈設工程，
使同仁可享有穩定、快速之網路環境，大幅提升企業網路服
務品質，進而創造公司經營績效。
（九）執行「軌道工事作業人力服務」
（CRO）合約
1. 為使同仁熟悉操作相關設備，活化各項專業知能，並增加業
外收入，本公司持續與丸紅公司簽署軌道工事作業人力服務
契約，協助丸紅公司進行機場捷運沿線各項系統功能測試。
2. 軌道工事作業人力契約執行至今，已協助丸紅公司蒐集相關
測試資訊，並藉由實際測試培養測試人員了解機場捷運沿線
問題點；自 105 年 4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本公司共
支援 198 人日，預估創造業外收入 2,166,000 元整。
3. 本公司將持續協助丸紅公司進行測試，持續收集各項測試結
果，期許正式商業運轉時營運順遂。
三、精實人員訓練之營運準備工作
（一）營運人員專業訓練
1.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30 條之規定，大眾捷運系統設施之操作及
修護，應由經技能檢定合格之技術人員擔任之，本公司為機
場捷運之營運單位，持續依規定予以各線上營運人員有效之
訓練及授證管理，並採鼓勵各同仁多元學習、多重取證之政
策，推動營運人員必須具備 2 張以上之證照，以使人員得跨
部門輪調與支援，做為日後儲備主管之養成。
2. 前述營運人員訓練依業務專業性，將運務及維修人員分別規
劃共 24 類證照，運務類包含電聯車司機員訓練、機廠調度員
訓練、車載行李設備操作人員訓練、主任控制員訓練、路線
控制員訓練、工程控制員訓練、站務人員訓練、票務系統操
作人員訓練及自動收費系統維修人員訓練等 9 類，維修類則
包含電聯車維修人員訓練、電聯車大修人員訓練、機廠設備
維修人員訓練、車載設備維修人員訓練、工程車維修人員訓
練、號誌系統維修人員訓練、監控系統維修人員訓練、通訊
系統維修人員訓練、航班資訊系統維修人員訓練、車站設備
維修人員訓練、電機設備維修人員訓練、供電系統維修人員
8

訓練、軌道維修人員訓練、土木維修人員訓練及工程車駕駛
員訓練等 15 類。
3. 依機場捷運營運特性之需求估算，本公司於初履勘前必要證
照數應達 1,040 張，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現有人員已取得
1,836 張證照，實已符合通車營運所需，整體專業訓練並已完
成 305,468 人時及訓練教材共 404 份，為營運通車作好最充
足之準備。

(圖 4. 105 年新進人員授證儀式 )
（二）營運人員技能測驗作業
1. 為客觀檢視營運進度及妥善率，並使人員專業技能更臻精進
與完備，本公司委託具實績經驗之外部顧問，自 104 年 8 月
起，針對營運人員進行專業訓練測驗作業及提供相關營運建
議。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共分 53 梯次測驗運務與維修人員，總
計共 1,660 人次受檢測，需二次複測為 33 人，通過率高達 98%，
不合格者皆進行補考、複檢、加強訓練，以確保技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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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本公司將視專業訓練期程，持續辦理測驗作業。
（三）實際參與系統運作
1. 自 105 年 3 月底起，配合高鐵局改善及維持軌道狀態所需，
及後續交通部「機場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所需行車數據收
集，本公司每週一至週六持續依高鐵局捷運工程處安排之測
試班表跑車(含 ME03 標行李櫃上下櫃演練)，以提供司機員、
控制員與調度員累積駕駛與操作時數，並於機廠內靜態列車
進行列車整備及簡易故障排除訓練。
2. 另本公司每日亦調派站務員至所有已進駐車站，持續進行站
務作業加強訓練及車站設備(月臺門、旅客資訊顯示系統、自
動收費系統、電梯電扶梯操作)監控處理，並透過系統操作實
際演練故障排除程序，大幅提升設備操作熟練度。
（四）推動數位學習
1. 為促使本公司各項課程之知識與經驗得以快速傳承，並增加
學員訓練及上課時間之彈性，本公司於 105 年 1 月 1 日完成
建置數位學習平臺，以實體開課資料錄製為數位教材，並於
105 年 3 月專業訓練班中，開始透過線上課程來進行通識課程
授課。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本公司已完成運務維修專業訓練 446
小時之數位影片教材，未來將持續推動並提供製作數位教材
之環境、設備及軟體諮詢管道，藉此數位化更多教材並使內
容更豐富多元。
（五）訓練成效優化作業
1. 因應各項訓練作業之推動，自 104 年起迄今，本公司依據各
項訓練成果，針對訓練項目、訓練課程內容、教材撰寫及設
計進行滾動式檢討及優化，如辦理訓練課程規劃及檢視、運
務維修人員訓練計畫改版、訓練教材改版編修作業、訓練講
師社群活動、推動訓練成效評估作業及辦理常態性訓練執行
討論會議等積極作為，其可有效界定公司各項職務需培育員
工應具備的能力、確保各類專業能力的教學成效並提升專業
技能品質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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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本公司更將朝向以擴增題庫量並定期更新提高題目靈活
度、培養專業訓練師及適應訓練(On-the-Job Training, OJT)
檢定員與督導員、強化講師評鑑與淘汰機制、深化安全與法
律觀念及收集情境善用互動教學等方向持續精進訓練成效，
以建立更符實際需求之訓練機制，培養國內優秀捷運專才。
四、充實旅客服務之營運準備工作
（一）持續與機場公司合作預辦登機及行李處理服務
1. 預辦登機服務未來將由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桃
機公司)辦理，惟因預辦登機及行李託運服務之相關設施、設
備設置於捷運場站內，其軟硬體服務規劃與本公司及航空、
地勤等公司仍存有營運介面議題，故本公司持續參與「機場
捷運 A1 車站預辦登機及行李處理專案小組」會議。
2. 前述小組會議定期於每月召開，目前討論議題包含退稅櫃檯
及自助退稅機臺、A1 站預辦登機區影像顯示器、A13 站行李
處理異常情境、自助託運設備增加警示標語對話選項等，現
階段則已完成各單位權責關係釐清、車載行李處理設備承商
訓、行李處理作業程序等，並另與桃機公司完成討論預辦登
機空間租賃契約草案。
3. 另本公司分別於 105 年 7 月 26 日及 7 月 28 日與桃機公司及
高鐵局共同辦理預辦登機報到及行李託運處理之壓力測試，
驗證捷運旅客及行李全負載運轉能力、行李處理設備全負載
作業能力、旅客自助報到及行李自助託運設備運作能力、營
運機構標準作業程序處理能力及 A1 台北車站旅客動線辨識
度。
4. 後續本公司將持續參與小組會議，並與桃機公司、航空公司、
地勤、海關等相關進駐單位簽訂空間租賃契約，及向桃機公
司另確認預辦登機旅客進出及排隊動線，並持續配合參與行
李相關之模擬演練。
（二）電子票證規劃
1. 依交通部推行之多卡通政策，本公司持續配合辦理機場捷運
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業務，提供多卡通行之捷運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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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用電子票證旅客，以達方便乘車、節省購票時間及提升捷
運運輸服務品質之目的。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本公司針對「前臺票證服務項目」及
「後臺清算清分帳務處理作業流程」已與相關單位完成執行
細節討論，後續預計於 105 年 10 月底前完成招決標作業，並
於 105 年 12 月中旬前完成教育訓練及整體業務執行。
（三）車站周邊交通規劃工作推動
1. 車站周邊環境改善，規劃鄰近閒置空地
(1)考量民眾行走之安全性、提升步行與搭乘捷運設施之意願
，並改善街道之景象，打造方便、健康及環保之城市，本
公司配合桃園市政府協辦理捷運車站周邊環境改善規劃
事宜並產出規劃報告，提供桃園市政府各權責單位編列預
算執行施作，希冀在本捷運系統營運通車初期能陸續完成
，以提升旅運量與打造車站特色發展，進而襯托桃園市發
展形象。
(2)前述規劃報告已於 105 年 7 月 27 日函送桃園市政府，報
告內容主要為提出車站周邊環境改善建議、執行方案經費
估算、可行性及時程規劃，後續將由桃園市政府依規劃報
告編列年度預算，並執行細部設計及監造工程發包作業，
以期於營運通車期間陸續改善車站周邊人行道、通學通勤
步道、閒置空地綠美化、橋墩下植栽等環境工程，本公司
亦將持續追蹤確認桃園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預算編列情
形，並確實掌握車站周邊改善規劃工程執行時程。
2. 車站周邊接駁公車路網、轉乘設施及動線檢視
(1)公車系統為捷運車站轉乘之重要一環，透過公車及捷運雙
向轉乘方式，除得大幅增加民眾搭乘捷運意願外，並完善
點與點間之接駁需求，進而提升本公司運量；因此，公車
路線之調整雖為地方政府之權責，本公司仍持續協助檢視
公車既有路線，提出各項改善、調整或新增之建議，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已成功爭取新增 50 條公車路線於機場捷
運站停靠，後續本公司將持續檢討路線，並函請相關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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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提供沿線周邊既有暨規劃之公車路線，促其盡速展開
改善或調整作為，確保機場捷運周邊接駁功能之完善。
(2)另考量機場捷運通車時程日益接近，為符合未來旅客需求
，各車站周邊轉乘設施，如轉乘停車場、臨時停車區、公
車候車亭及站牌設置、公共自行車設置及人行(車行)動線
等規劃，必須盡速完成設置或改善；因此，本公司配合高
鐵局及三市政府之辦理進度參與歷次現勘，並提出轉乘設
施設置點位（如公車站牌、公車亭、公共自行車等點位）、
標線劃設及標誌設置需求、人行及車行動線調整等建議，
每月並參加地方政府召開之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持續
管控及報告各案辦理進度，務必督促各權責單位於通車前
全數完成。
（四）機場捷運票價規劃
1. 機場捷運為桃園國際機場重要聯外運具，服務機場旅客與沿
線通勤旅客，考量捷運運輸產業具有投資金額龐大且回收期
長、外部效益大於內部效益等特色，票價訂定即相對重要，
須審慎而嚴謹之分析，爰此，本公司依據大眾捷運相關法規，
以公司永續經營、提升民眾使用意願為原則，持續就市場競
爭力、民眾接受度、公司財務損益情形、運輸環境變化等方
面，研擬最適宜之票價。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本公司持續拜會軌道同業諮詢票價訂
定原則與實際營運相關經驗，修正票價規劃方向，並特別就
桃北北三大都會區連結桃園國際機場之平行運具競爭狀況逐
一研析，掌握外部運輸環境變化，亦持續更新未來年財務狀
況預測，現階段各項評估作業仍持續辦理中，後續與桃園市
政府初步討論後，將依規定辦理提報本公司董事會、票價審
議委員會等相關作業。
（五）提供行動通訊裝置
為於營運通車時提供搭乘機場捷運旅客與本公司員工良好之行
動電話通信服務，以及未來全線無間段的 Wi-Fi 服務基礎建設，
本公司已陸續完成機場捷運沿線車站與維修機廠進行基地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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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現勘及研擬行動通訊服務場地租賃事宜，並於 105 年 8 月與行
動通訊業者完成簽約，後續將協調行動通訊業者進場施工相關事
宜，預計於 105 年底前施工完成。
五、確實配合「機場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調查業務
（一）交通部依據 105 年 3 月 7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決議略以「為確保系統安全及測試結果的公正性，
並降低民眾疑慮，爰此，要求交通部於 1 個月內組成獨立公開的
專家監理調查小組，全面檢視機場捷運工程各項安全疑慮。」，
於 105 年 6 月 30 日成立「機場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
（二）前述調查委員會共設委員 7 人，由國內外機電、土建、營運及具
執行國際標工程法學類等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其中 1 位擔任召集
人。調查委員會另設技術諮詢小組，由國內軌道運輸工程或營運
之學者專家所組成，分為「土建組」
、
「機電組」
、
「營運組」及「合
約組」4 個分組，協助調查委員會檢視機場捷運系統各項工程、
營運、合約之問題及影響程度，擬具初步建議供調查委員會參考，
並回答調查委員會所提相關問題。
（三）調查委員會係針對機場捷運各項測試、列車平均速率、行車時間、
最小發車班距、異常事件、營運準備及合約處理等執行現狀或相
關問題，以會議討論方式進行調查，並以會議結論作為委員會之
建議，期間並不定期由本公司、高鐵局、桃機公司相關廠商提出
報告，檢視相關文件資料，並赴現場進行勘查；最後，依據文件
檢視或現瑒勘查之結果，及參考技術諮詢小組之初步建議，提出
最終建議。
（四）調查委員會自 105 年 7 月 4 日召開啟始會議起，至 105 年 8 月 27
日止，總計召開 10 場監理調查委員會議及 70 多場技術諮詢會議
及現勘，調查期間本公司特別成立專案小組，動員全體人力配合
調查委員會參與各項會勘與提供營運相關資料，近 2 個月之調查
期間，估計出動約 2,286 人次，後續將持續秉持積極主動發現問
題及解決問題之原則，與桃園市政府依調查委員會之總結報告與
建議，釐清各項權責，並與交通部及高鐵局共同合作，形成解決
營運問題的共識，務必以「安全無虞、系統穩定」之水準完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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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目標。
六、務實推動桃園市政府相關辦理/協辦業務
（一）機場捷運營運推動業務
1. 為整合本府內部各項資源，加速推動機場捷運各項配套措施，
以提升未來運量，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本公司與桃園市政
府持續召開「機場捷運營運推動計畫專案小組大會」
，共同推
動多項培養客運量之積極作為，與協調機場捷運於通車前所
應確認及完成之重要事項。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本小組共計召開 5 次跨局處大會及 15
次公司內部工作會議，討論議案共計 18 案，現有 8 案已完成
目標結案，尚有 10 項重要議題討論及辦理中，歷次討論事項
皆錄案列管，並由各單位定期填列辦理進度，後續會議亦將
持續開放各單位依營運需求提出議案討論，務必於通車前完
善各項作業，提供民眾安全、優質、舒適之捷運服務。
（二）4G 智慧城市專案業務
1. 配合行政院「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
，推動構建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運用補助計畫以鼓勵國內業者結合地
方政府共同投入，於全國各縣市(含離島)或自由經濟示範區
等場域推動 4G 行動寬頻應用服務，規劃以桃園市與本公司為
場域，推動本計畫。
2.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有關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第
一類，業與中華電信公司召開 10 次工作會議，本公司亦於 105
年 8 月完成「桃園大眾捷運機場捷運列車暨捷運站 Wi-Fi 無
線網路資訊服務契約」簽訂，後續將持續配合桃園市政府規
劃及中華電信專案規劃期程，辦理各項專案推動細節確認及
導入。
（三）協辦「2016 桐花文創商品展暨親子共下遊活動」
1. 本公司於 105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5 日期間，與桃園市政府客
家事務局共同舉辦「桐花文創商品展暨親子共下遊活動」
，本
次活動主要係以「行銷客家產業」、「繁榮客庄經濟」、「擴大
親子參與」為目標，透過現代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的傳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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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機場捷運 A21 環北站設立客家文創商品展與長期性桐花文
化意象佈置，將經過創新精神重新演繹之客家文化進行推廣，
並宣傳機場捷運 A21 環北站定位為桐花車站之形象。
2. 本次活動內容包含捷運站桐花意象布置、客家文創商品展及
邀請熱血大學社團表演，期間吸引眾多遊客前往參加；此外，
本次活動亦於 105 年 5 月 8 日當天，特別舉辦親子 DIY 活動，
透過親子間的共同參與，更能藉以建立民眾對活動理念之認
同與參與感，對年輕族群產生深遠之影響，進而深耕客家文
化精神。

(圖 5. 2016 桐花文創商品展暨親子共下遊活動開幕式 )
七、詳實呈現公司財務執行情形
（一） 本公司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狀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5 年截至 7 月止

財務收支
收

入

11,469

支

出

322,092
16

純

益(損)

(310,623)

資產負債
資

產

1,656,460

負

債

64,361

淨

值

1,592,099

（二） 收入部分：
1.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營業收入共計新臺幣 1,263,699 元，為本
公司於桃園國際機場電子票證服務聯合服務櫃檯受託辦理各
家票證公司售卡、加值作業服務之佣金收入等。
2.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營業外收入共計新臺幣 10,204,975 元，
分別為利息收入 3,188,084 元，以及什項收入 7,016,891 元。
什項收入部分為提供外部單位捷運相關技術服務收入
5,761,905 元、行政大樓基地臺及餐廳租賃收入 445,315 元、
交通局移轉財產收入認列 210,046 元，以及其他營業外收入
599,625 元(主要為對承包商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採購案違約
金等)。
（三） 支出部分：
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業外費用支出共
計新臺幣 322,091,826 元，主要為營運前準備用人相關費用、
清潔保全外包費、訓練費、辦公用品等費用。
（四） 資本概況：
1.本 公 司 截 至 105 年 7 月 底 止 ， 實 收 資 本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3,000,000,000 元，分別為桃園市政府 1,920,300,000 元，臺
北市政府 200,100,000 元，新北市政府 879,600,000 元，資本
額已全數到位，有助未來各項營運準備工作之推動更為順遂。
2.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資產總額為新臺幣 1,656,460,448 元，
其中現金 1,581,559,838 元、其餘流動資產 17,822,113 元
（主
要為給付勞保、健保、電費之自動扣帳費及留抵稅額）、固定
資產淨額 43,408,675 元、無形資產淨額 13,619,822 元及其
他資產（存出保證金）50,000 元。
（五） 簽訂「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財產租賃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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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大眾捷運法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營運機構不共有大
眾捷運系統財產，該財產以出租方式提供營運機構使用」，故
交通部依程序報請行政院核定本系統產權移轉桃園市政府前，
高鐵局就本系統財產之出租使用及維護管理事項，依上開條文
規定與本公司辦理租賃事宜。
2.本契約前於 104 年度共召開 5 次「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
系統財產租賃契約」(草案)會議，後於 105 年 3 月 22 日「機
場捷運系統營運前準備協調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討論中，雙
方針對合約內容皆已達成共識，並於 105 年 4 月 27 日與高鐵
局簽定在案。
3.本契約自開始營運日起生效，租賃期間共 2 年，每年應繳納租
金新台幣壹仟元(營業稅外加)，後續將由高鐵局依約提供財產
清冊及相關權狀影本予本公司作為本契約附件留存，如合約期
間屆滿時，本捷運系統產權尚未移轉至桃園市政府，將另行辦
理契約變更，續與高鐵局辦理租賃事宜。

貳、 未來工作計畫及努力方向
配合交通部所規劃之時程，本公司將持續辦理營運前各項準備工作，
預計未來重要執行項目及努力方向有：
一、依機場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建議參與並督促各項改善作業
（一） 機場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於 105 年 8 月 27 日提出總結報告，確
認機場捷運安全性無重大疑慮，惟仍有缺失有待改善，桃園市政
府、高鐵局及本公司將持續督促承包商丸紅公司與所有協力廠商
負起合約責任，將所有缺失改善完成後，才能營運通車。
（二） 後續交通部及桃園市政府並將共同成立「機場捷運通車協調平
台」
，定期每個月召開會議，由交通部王國材政務次長及桃園市
政府王明德副市長共同主持，針對各項系統改善項目、號誌營運
穩定度改善方案、備品準備情況等進行時程管控，並積極協調中
央與地方各單位展開營運通車前各項準備工作，盡速達成通車之
目標。
二、協助並參與各項測試作業
機場捷運通車前，須依序完成系統整合測試、營運前運轉測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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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演練、初履勘及改善作業後方能正式營運，故值此營運通車之際，
本公司將持續積極參與各項測試作業，於本公司主導之模擬演練部
分，亦將秉持精熟再精熟之態度執行，以確實完善各項準備作業。
三、參與及辦理各項演練作業
為於未來營運通車後，因應各項突發狀況發生，本公司除將持續配
合機場捷運三市政府災防單位進行災害防救演練，以加強人員危機
意識，提升各單位橫向聯繫，縮短事故處理程序，減少人員傷亡及
財物損失外，亦將持續針對本公司營運人員施以個別演練，熟練各
項危機及事故處理作業程序，確實維護旅客安全。
四、完善與精進人員訓練作業
（一） 因應機場捷運線通車時程，本公司現有人力將持續完善營運前各
項準備作業，除接受專業訓練以符合大眾捷運法規有效之訓練與
管理外，亦包括研訂及修訂規章、程序、工作說明書，模擬演練，
參與系統設備測試、工程檢查、軌道工事作業服務等。
（二） 另為確保通過授證訓練之運務維修人員，於訓練完成後至模擬演
練開始前之期間持續熟悉並維持本職學能、精進本職技能、熟悉
本路線之特性與模擬未來通車後實際營運之情形，以利模擬演練
及後續營運前準備業務，本公司將持續推動營運人員精進計畫，
使人員在專業訓練後，在配合高鐵局工程進度下，妥適運用現有
設施設備，以實作訓練延伸概念，持續精進人員操作與應變技
能。
五、完善各項旅客服務及行銷策略推動
機場捷運通車時程日益接近，為提供旅客優質之捷運服務，本公司
各項經營及行銷策略將依規劃陸續推展，電子票證部分預計於 105
年 12 月完成多卡通整合作業，票價部分將依當前社經條件進行方案
持續檢討，預計初勘前辦理提報作業，各項行銷策略如試乘優惠及
公關宣傳活動也持續規劃中，期望透過一連串行銷活動，吸引旅客
搭乘機場捷運，進而提升整體運量，並宣傳機場捷運安全、可靠、
優質之良好形象。
六、持續向中央政府爭取經費補助
本公司由桃園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共同出資成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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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通車時程 6 度延宕，造成本公司營運成本大幅增加，其所
衍生之營運前虧損，本公司將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爭取內容
包含穩定初期營運所需費用(如試營運計畫費用、營運初期人力費
用)、營運虧損補貼、系統改善需求費用及備品增購需求費用等，俾
利維護民眾及股東權益，健全本公司之財務狀況。

參、 結語
「安全穩定、營運通車」是社會大眾對機場捷運的共同期待，亦是交
通部、沿線三直轄市政府及桃園捷運的共同目標，保證機場捷運提供「安
全、可靠、優質的捷運服務」更是桃園捷運對全體顧客的責任；因此，現
階段交通部考量熟練度、車輛數量與旅客之實際需求，係以營運初期 12 分
鐘一班作為測試基準，桃園市政府及本公司仍堅持系統之穩定性測試務必
達到 99%之標準，安全性絕不能打折扣，後續針對機場捷運安全性及穩定性
之判斷，亦須由第三方驗證公司辦理驗證，包括系統安全性、營運穩定性、
本公司人員及作業規範等皆得通過認證後，始能正式營運通車！
展望未來，除積極努力以順利達成營運通車之目標外，本公司也將持
續配合政府交通政策，以成為未來桃北北都會區大眾運輸骨幹為目標，並
結合中央、地方及各大眾運輸相關單位舉辦通車宣傳及行銷活動，以熱忱
交流的心，迎接來自臺灣及世界各地的旅客，體驗臺灣建設的進步及感受
桃園捷運的貼心熱情與服務質感！
以上為本公司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及未來工作計畫及努力方向，
再次感謝各議員女士、先生之指導與鼓勵，敬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健康
愉快，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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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各單位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董事長室

董事長

劉坤億

總經理室

總經理

陳凱凌

(03)283-8808

副總經理室

副總經理

陳宗義

(03)283-8888#88030

副總經理室

副總經理

辛其亮

(03)283-8888#88020

副總經理室

副總經理

蒲鶴章

(03)283-8888#88060

維修處

處長

王俊懿

(03)283-8888#88200

人力資源處

處長

簡鏞泰

(03)283-8888#88600

工安處

處長

張志豪

(03)283-8888#88300

總務處

處長

彭聖錫

(03)283-8888#88700

會計室

主任

張啟明

(03)283-8888#88800

財務處

正管理師

謝秀娟

(03)283-8888#88510

企劃處

經理

蘇秋如

(03)283-8888#88410

政風室

助理管理師

馬惟捷

(03)283-8888#88901

※本公司傳真號碼：(03)38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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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