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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公司於 106 年 1 月 1 日成立後，以逐年循序性之策略規

劃，業於 109 年 6 月 11 日完成穩定式測試、8 月 7 日完成初勘

作業後，臺中市政府於 8 月 24 日向交通部申請履勘作業，預計

本(109)年完成台中捷運綠線履勘通車。而 110 年是通車後正式

營運的第一年，公司以「通車安全、穩定營運」為首要目標，未

來營運將致力於深耕本業、拓展附業，踐履永續經營目標的同時，

亦情繫在地、共融社區，營造宜居樂活的永續城市，讓未來各車

站結合鄰近社區，成為市民幸福生活的連結，打造「不是 Number 

1、而是 Only One」的臺中特色捷運服務，實現人本永續運輸，

塑造友善、幸福生活環境。 

 

圖 1 台中捷運路線與都會區結合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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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營運規劃 

一、系統路線與特性 

(一) 路線簡介 

捷運綠線由北屯總站至高鐵臺中站全長約 16.71 公里，

其中高架段約 15.94 公里，地面段約 0.77 公里。設有 18 個捷

運車站、2 個捷運主變電站、6 站 7 棟聯合開發大樓，1 個五

級維修廠、一個備援行控中心。 

(二) 車廂設計 

台中捷運綠線為全自動駕駛系統，每列車由 2 節車廂組

成，初期投入 18 組列車，36 節車廂，每列車共配置 82 個座

椅(含 16 個博愛座)，而站位以 6 人/平方公尺估算下可容納

454 人，合計每列車營運設計載客數為 536 人。 

(三) 營運時段與班距 

經考量系統營運特性、系統服務指標、運量需求及系統

運能等面向後，規劃每日營運時間為 06:00-24:00，共 18 小

時，其中一般時段(06:00~23:00)尖峰 5 分鐘一班，離峰 8 分

鐘一班；深夜時段(23:00~24：00)班距為 15~20 分鐘一班。 

二、營運籌備情形 

(一) 人力進用與訓練 

本公司自 106 年成立後，配合工程進度並按業務實際需

求、營運計畫，滾動式規劃各年度進用人力，撙節用人費用，

至 109 年 9 月 16 日止，現職人員共計 855 人，其中，維修類

413 人，運務類 338 人，經營管理類 104 人。另為導入核心

職能、專業職能，提昇作業同仁之專業能力，特對員工進行

專業訓練，計分承商訓練 42 項，維修內訓 11 項，運務內訓

10 項等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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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演練 

為使同仁因應未來營運時期不同情境事件之處理，特進

行線上同仁模擬演練作業，計分個別演練 78 項，綜合演練 23

項，維修類演練 12 項，多重災害演練則依本公司「災害防救

訓練計畫」每半年演練一次，以使未來營運時能在安全無虞

的情況下運行。 

(三) 穩定測試與初勘作業 

自本(109)年 2 月 3 日接管全線 18 個車站及路線後，即

積極展開各項設備操作及車輛試運轉等作業，已於 6 月 11 日

完成穩定性測試及 8 月 7 日完成初勘作業，並於 8 月 24 日報

請交通部履勘。 

(四) 運價訂定 

臺中捷運綠線運價經考量民眾接受度、同業案例、整體

運輸市場、企業經營及政府政策等面向訂定，109 年 5 月 15

日經臺中市議會審議通過捷運綠線運價，以起始里程票價 5

公里(含)內為 20 元，後續里程票價級距每 2 公里增加 5 元為

票價方案，並於 7 月 26 日公告台中捷運綠線票價。 

(五) 票種規劃 

參考旅客族群與捷運同業發行經驗，規劃發行票種包含

一般民眾使用之單程票、外來旅客與背包客使用之旅遊票、

敬老愛心票、團體優惠票等。未來將觀察各票種使用狀況後，

推出常客優惠方案以回饋搭乘頻率較高之旅客，以鼓勵民眾

搭乘，培養大眾運輸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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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事規劃 

一、臺中捷運用人策略 

本公司人力資源規劃係依公司經營策略與營運需求訂定，自

106 年起計劃性地擘劃、推展用人策略，於 106 年至 108 年之籌

備期間依工程進度遞增預算員額，並以 109 年通車營運為目標，

規劃運轉需求人力為 983 人，透過逐年編列及進用，以撙節用人

費用，同時秉持適才適所、精準用人等原則，妥適甄選人才。110

年為通車營運第一年，亦是本公司邁入中長期經營之首年，按本

公司中長期經營思維方針，初期以「營運穩定」為目標，相對應

之人力規劃則以「穩固人力、職能續航與職能提升」為主，預算

員額維持 983 人。 

本公司 106年至 110年預算員額與在職人數比較圖如圖 2所

示，各年度在職人數皆未超出臺中市政府與臺中市議會核定之預

算員額，實際進用比率介於 69%至 97%間，同時 109 年在職人數

亦未超出臺中市政府核定之進用人力需控留 10%預算員額（實際

可進用 884 人）之標準。顯見本公司自成立以來皆秉持精準用人

與謹慎選才之方針為公司鞏固人力資本，進而控管公司人事成

本，以作為財務、內部流程、顧客等其餘策略構面發展之強大後

盾，以達成公司永續發展之目標。 

 

圖 2 106 年至 110 年預算員額與在職人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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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合理性分析 

(一) 預算員額數分析 

本公司就預算員額編列與同業比較進行用人合理性分

析，經檢視同業硬體設備與基本資料，桃園機場捷運、新北

環狀線及本公司捷運綠線為國內近年陸續通車的捷運系統，

在系統特性上，新北環狀線與臺中捷運綠線同為無人駕駛系

統，路線行經都會人口密集區域，屬都會捷運。桃園機場捷

運則為半自動運行系統，路線聯繫台北都會區、桃園機場及

桃園都會區，站距較長，類似機場快鐵或城際鐵路。各系統

特性比較如表 1。 

 

表 1 近年通車捷運路線基本營運資料 

公司別 臺中捷運綠線 新北環狀線 桃園機場捷運 

公司成立日期 106 年 1 月 1 日 - 99 年 7 月 6 日 

(預定)通車日期 109 年底 109 年初 106 年 3 月 2 日 

籌備期 4 年 - 7 年 

路線長 16.71 公里 15.4 公里 51.03 公里 

車站數 18 站 14 站 22 站*1 

平均站距 0.98 公里 1.18 公里 2.43 公里 

車隊數 18 組列車 17 組列車 31 組列車 

預算員額*2 983 人 650 人*3 1,295 人 

*1桃園機場捷運初期營運 21 站，第三航廈站尚未營運。 

*2臺中捷運綠線預算員額為 109 年預算，桃園機場捷運、新北環狀線預算員額

為 108 年預算。 

*3新北環狀線為新北捷運公司委託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故僅編列營運、維修人

力，未編列經營管理部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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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公司組織架構依業務屬性可歸類為運務部門、維修

部門及經營管理部門等三類，運務部門如運務處(包括行控中

心、站務中心、票務中心等)，人力規劃與車站數較為相關；

維修部門如維修處(包括車輛廠、電子廠、電機廠、軌道土木

廠等)，人力規劃與路線長度及電聯車車隊數有關；其他部門

則歸類為經營管理部門，如企劃處、事業處、行政處、人力

資源處等，人力規劃視公司經營規模而定。 

綜上，檢視員額合理性除比較各部門預算員額數外，並

將部門屬性納入考量，故運務部門以「人/站」員額比率、維

修部門以「人/車·公里」員額比率、經營管理部門以「人/總

員額」員額比率做比較較為客觀。近年通車捷運路線預算員

額比較如表 2 所示。 

 

表 2 近年通車捷運路線各部門預算員額比較 

部門別 比較項目 單位 臺中捷運 環狀線 桃園捷運 

運務 
預算員額 人 372 337 600 

員額比率 人/站 20.67 24.07 28.57 

維修 
預算員額 人 468 313 486 

員額比率 人/車·公里 1.56 1.20 0.31 

經營 

管理 

預算員額 人 143 - 209 

員額比率 人/總員額 0.15 - 0.16 

 

臺中捷運綠線系統特性、平均站距與新北環狀線較為類

似，因此在運務、維修部門員額比率可為比較；另由於新北

環狀線委由台北捷運公司經營，故未編列經營管理部門人力，

因此經營管理部門員額比率與桃園捷運比較，由表 2 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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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務部門員額比率 

【臺中捷運為 20.67 / 環狀線為 24.07】臺中捷運編列較環

狀線為低，係因營運後預估運量不同所致，後續將視運量

狀況檢討調整。 

2. 維修部門員額比率 

【臺中捷運為 1.56 / 環狀線為 1.20】臺中捷運編列較環狀

捷運為高，係因環狀線人員組成其中三分之二由台北捷運

公司既有員工升遷或調任，具有相當經驗；另三分之一為

對外招考的無軌道經驗者；臺中捷運則相反，三分之一為

延攬自軌道業界的有經驗技術者，另三分之二為公開招考

的無軌道經驗者，因此編列人數較高，以維持維修能量。 

3. 經營管理部門員額比率 

【臺中捷運為 0.15，桃園捷運為 0.16】臺中捷運與桃園捷

運相當，尚屬合理。 

(二) 各職系進用分析 

本公司各職缺依其職務特性可區分為九大職系，以 109

年 9 月 16 日在職人數進行分析，如表 3 所示。本公司各職系

人員進用情形原則均依用人計畫進行，惟部分人員配合公司

業務需要超額進用，經本公司董事會及臺中市政府核定，本

公司可於總預算員額內彈性調整任用職務人數，說明如下： 

1. 基層人員超額進用係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爰進用負責庶務工作且任用門檻較低、不須特殊

體檢之事務員，通車後將依表現及專長升調同職系職務或

其他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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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務職系人員超額部分係為配合客服中心成立所需人力

進用。 

整體而言，本公司第一線作業之行控、站務及維修職系

進用人數比率最多，佔 61.5%，幕僚人員佔 19.1%，三級以上

主管比率不逾 5%，總計用人數亦未逾預算總員額，且無及低

缺高用情事，顯見本公司用人具合理性。 

 

表 3 九大職系進用人數佔在職人數比率分析表 

 

三、歷年離職率及離職原因分析 

本公司 106 年至 109 年歷年離職率如圖 3 所示，各年度

離職率介於 2.9%至 9.0%，經訪談離職員工，離職原因以生涯

職系 預算員額 進用人數 差異 佔在職人數比率 

首長/副首長 4 3 -1 0.3% 

一級主管 16 8 -8 0.8% 

二、三級主管 49 33 -16 3.4% 

技術幕僚職系 152 134 -18 13.6% 

管理幕僚職系 79 54 -25 5.5% 

維修職系 414 354 -60 36.0% 

站務職系 225 229 4 23.3% 

行控職系 30 22 -8 2.2% 

基層同仁 14 18 4 1.8% 

合計 983 855 -128 - 

註 1：109 年臺中市政府核定實際進用人數需控留 10%預算員額。 

註 2：實際人數統計至 109/9/16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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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轉職)為主要原因(約佔 73.8%)，其次為個人或家庭因素

(約佔 18.7%)、資遣或解雇(約佔 7.5%)，又生涯規劃(轉職)考

量多為薪資因素。 

 

圖 3 106 年至 109 年離職率比較圖 

以下僅就本公司與捷運同業之薪資差異進行說明。 

本公司於 106 年成立之初，薪給標準係參考同為百分之

百政府持股之桃園捷運公司的薪資結構與各職位薪給標準而

訂定，然桃園捷運公司於 107 年、108 年已連續兩年各加薪

3%。反觀本公司設立至今，雖歷經 107 年軍公教調薪 3%及

107 年、108 年基本工資調漲，薪資結構均未隨之調整，已遠

不及臺北捷運公司、桃園捷運公司，甚至落後 107 年新設立

的新北捷運公司。 

承上，就基層職務而言，工程員、助理工程員、副站長、

技術員、站務員及事務員等職缺，起薪均較其他公營捷運公

司為低，詳見圖 4，其中一線人員站務員、技術員等與同業差

異約 3,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顯見本公司薪資競爭力低，致

使留才困難，整體離職率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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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內各公營捷運公司基層人員起薪比較表 

(桃園捷運無事務員職缺、新北捷運無副站長與技術員職缺)  

四、人員遷調作業 

為鼓勵優秀同仁於本公司長遠發展、留任，以達適才適

所用人目標，本公司訂定從業人員升遷要點與平調及輪調作

業規定，並自 108 年起辦理人員升遷，主管職缺除部分自業

界延攬外，多數保留給同仁內部升遷，合計升遷 126 人次(如

表 5，統計至 9 月 16 日)，升遷人員符合各項職缺升遷基準。 

表 5 108 年迄今升遷職缺統計 

升遷職缺職系 人數 

一級主管 4 

二、三級主管 21 

技術幕僚職系 38 

管理幕僚職系 22 

站務職系 17 

維修職系 21 

行控職系 3 

合計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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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願景 

檢視軌道同業，在初期路網尚未成形前營運帳面虧損確屬必

須面對的挑戰。台中捷運如何跳脫傳統公營事業窠臼，深耕本業

拓展附業，並如何有效控管預算撙節支出，以達自負盈虧且永續

經營之目標，亦為本公司所須承擔之使命。本公司依未來營運狀

況分析，列出深耕本業、拓展附業及精準撙節、創新效益等具體

行動方案，並積極朝營運策略規劃努力，說明如下： 

一、深耕本業、拓展附業 

(一) 票箱收入 

捷運系統的營運如果只靠售票車資收入無法避免虧損，

全世界皆然，台中捷運綠線是高鐵聯外運輸系統，客源主要

來自高鐵旅客、沿線高中、大學學生、景點旅客與吸引需要

無障礙友善運輸設施之敬老、愛心卡持有人，未來會針對以

上族群聚焦行銷，以提升運量，增進票箱收入。 

(二) 附屬事業收入 

車站土地聯合開發為計畫主要自償來源，雖不歸屬本公

司，但會增加市政府實質收益，本公司在現有設施與通路角

色上將努力增加業外收益，例如： 

1. 車站廣告 

2. 車廂內外廣告 

3. 軌道墩柱廣告 

4. 車站有限空間利用，提供設置如智慧販賣機等 

5. 轉乘機車停車場出租 

6. 捷運周邊商品收入 

(三) 其他收入 

1. 創造中捷 IP 智財權收益 

2. 機廠廠房屋頂出租供增設太陽能面板發電 

3. 拓展物業管理及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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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準撙節、創新效益 

(一) 撙節用人費用 

持續加強員工訓練，提升員工本職學能，並定期檢視人

員編制以精準用人，本公司營運通車評估將進用員額縮減一

成，節省人事費用開支。 

(二) 降低維修成本 

未來將推動智慧軌道運輸模式，創新整合多元支付系統

代替人工，提升整體營運效率，並配合政府軌道產業國產化

政策，將能降低維修支出及改善備料等待成本。 

 

再者，揆諸捷運軌道同業，在運輸路網尚未成形前，損

益兩平目標仍有很大努力空間，然臺中捷運公司初期營運虧

損僅是帳面上的，更重要的是引領軌道建設發展所帶給城市

繁榮與便利諸多效益，說明如下： 

(三) 經濟及租稅效益 

建設與營運可帶動沿線土地開發，促進商業發展，增加

政府稅收。 

(四) 就業機會效益 

捷運計畫帶領城市朝向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建

設期與營運期均可擴大內需，促進勞動市場發展。 

(五) 交通及環保效益 

捷運使用電力為動力可減少機動車輛使用，有助於改善

空汙，獨立行駛路權對紓解交通壅塞有極大貢獻。 

(六) 時間價值效益 

捷運的快速便捷可減少城市居民移動所需時間，增進時

間價值，將可活絡臺中整體產業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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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為臺中第一條捷運系統，肩負著臺

中市民的期待即將於本(109)年底正式通車營運。這將使不論是

在外工作、求學遊子回鄉抑或是商務、旅遊的旅客能安全、快速

便捷的往返外，更將能串連帶動整個大臺中未來經濟、交通及商

業蓬勃發展，提升臺中城市國際能見度。然而，檢視軌道同業，

在初期路網尚未成形前營運帳面虧損確屬必須面對的挑戰。台中

捷運如何跳脫傳統公營事業窠臼，深耕本業拓展附業，並如何有

效控管預算撙節支出，以達自負盈虧且永續經營之目標，亦為本

公司所須承擔之使命。 

展望未來，臺中捷運以一流捷運、連結幸福的發展願景為依

歸，提供大眾安全、可靠、舒適、便捷的運輸服務，秉持促進臺

中都會區綠色運輸發展的使命，積極塑造臺中捷運品牌形象，提

升顧客認同度，強化服務價值，開發潛在商業效益，而台中捷運

軌道建設所帶來之無形效益將挹注於地方政府整體施政效率上，

並於未來提升國際社會能見度下，形塑出更美好臺中城市的光榮

願景。 

 

圖 5 迎接台中捷運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