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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1. 第一章 緒論
1.1 專案背景與目的
隨著行動通訊、雲端運算及物聯網應用日益普及，促成大數據與
演算技術大幅增長，加上大數據分析、深度學習等技術的快速進步，
人工智慧已開始應用在各領域，其中重要的一環便是鐵道運輸。
鐵道交通是臺灣城市運輸的主要動脈之一，綿密的鐵道運輸系統
肩負轉運的重責大任，在隨著運量提升、軟硬體設備汰換升級、安全
監控意識提高及旅客服務需求日益增加，導入先進科技應用來有效提
升「系統安全穩定」與「決策管理效率」，朝向智慧鐵道發展是各鐵
路營運與監理機構的理想與目標。
整體而言，本計畫目的在跳脫傳統獨立封閉式系統架構，透過網
路化、數位化及智慧化架構，盤點多元功能的可能性，例如整合影像、
聲音、資料等列車行控資訊以及演算技術之結合，藉此強化營運效能
及維修養護，進一步發展乘客服務相關資訊設備及創新應用，逐步實
踐更為安全、舒適、便利的鐵道交通運輸品質與服務。
由於智慧化資通訊技術逐漸興起，帶動各產業領域智慧化應用，
目前德國、日本等鐵道先進國家已朝向鐵道智慧化的方向發展，本專
案將蒐集國外智慧鐵道發展現況，參考國外鐵道現行有效做法及未來
發展方向，避免重複國外失敗案例，評估適合國內鐵道智慧化發展項
目，綜整提出國內鐵道建設發展智慧化架構建議。

1.2 研析範圍與對象
本專案開始將先進行文獻蒐集掌握國外智慧鐵道的發展現況與
趨勢以及盤點國內鐵道營運機構，後續將根據國外發展案例及國內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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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營運機構現況與需求，研擬國內智慧鐵道架構，與研訂智慧鐵道發
展目標與策略。
1.

國外文獻蒐集
主要蒐集對象包含德國、日本及美國在營運維修、旅客服務等智

慧化應用現況及未來趨勢整理。
2.

國內鐵道營運機構現況盤點
盤點對象包含高鐵、臺鐵、台北捷運與高雄捷運維運現況，透過

機關訪談與實務見習等方式，了解國內鐵道機構智慧化發展現況。

1.3 專案流程與內容
本專案於「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執行上，首先透過文獻蒐集掌握
國外智慧鐵道的發展現況與趨勢，經系統性整理後再與國內鐵道主管
機關及營運機構訪談，並藉由國外案例之基礎上激盪出適合國內鐵道
之需求，專案團隊將彙整並回饋各單位對國外案例的需求或認同度，
作為後續研議參考。此外，在研議智慧鐵道應用範圍、發展條件、發
展目標與發展策略的過程中，共會召開兩次綜合座談會，期與產/官/
學/研各界交換意見，確保本專案研擬之「智慧鐵道發展架構」能達完
整且周延。整體執行流程如圖1.1所示，包括有期初、期中與期末三階
段及座談會規劃，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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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1.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執行流程

盤點智慧化技術與鐵道整體現況
內容為盤點與回顧，主要產出包括：「智慧化關鍵技術」、「國

外智慧鐵道發展」、「國內智慧運輸發展」以及「國內營運機構實務
執行見習」，以上 4 項執行成果整理於此份期初報告中。
2.

研擬智慧鐵道架構
包含研議鐵道智慧化項目及規範，並規劃召開綜合座談會調整前

項之盤點方向，將相關分析結果彙整至期中報告內，透過智慧化關鍵
技術回顧與整理，歸納國外智慧運輸發展與國內需求之交集，進行智
慧化深度應用探尋，研擬智慧鐵道階段發展項目
3.

研擬智慧鐵道發展目標及策略
依據智慧鐵道推動目標基礎下，專案團隊建議依據技術成熟度、

急迫性與重要性規劃短期、中期與長期發展策略，並於執行階段持續
依各界意見滾動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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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報告章節架構說明
有關「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報告架構說明如下：
1.

第一章：介紹本專案背景與目的，並針對研究範圍與對象以及專
案流程進行說明。

2.

第二章：對智慧鐵道有關智慧化關鍵技術發展現況進行盤點整
理，包含物聯網、行動及網路通訊、雲端運算、大數據及人工智
慧等智慧化資通訊技術。

3.

第三章：對國外智慧鐵道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進行文獻資料蒐集
與整理，蒐集對象包含德國、日本及美國。

4.

第四章：對國內營運機構現況進行盤點，藉由機關訪談與實務見
習方式，盤點國內鐵道營運機構在檢修、旅運服務等智慧化應用
發展現況。

5.

第五章：提出智慧鐵道在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方面
之短期及長期的應用範圍及功能發展規劃藍圖。

6.

第六章：討論未來推動目標及策略之研擬，並從政府單位、營運
機構、系統產業及資通安全方面等，探討推動目標及策略於各方
面所制訂的要點。依據國內主管機關之需求，國內鐵道營運單位
接受監理之規範，對推動智慧鐵道的相關規範草案進行探討

7.

第七章：說明鐵道基礎設施弱點分析與資安政策防禦作為。

8.

第八章：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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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智慧鐵道關鍵技術
2.1 智慧鐵道定義簡介
鐵道運輸的發展經由傳統機械人力控制，逐步發展至現在的電力
化與數位電腦自動控制，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鐵道營運機構也運用
越來越多的資訊技術來提升鐵道系統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創新服務。
近年來人工智慧等資通訊技術蓬勃發展，許多產業領域亦逐漸導入人
工智慧等資通訊技術，透過結合領域知識與資通訊技術，將人工智慧
融入各種應用服務系統，提升營運競爭力。
鐵道系統作為提供客運及貨運之運輸服務，其核心價值包含安全、
準確、服務等面向。智慧鐵道透過導入智慧化技術，如人工智慧、物
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以及行動及網路通訊等資通訊安全技術，結
合鐵道領域知識，利用 ICT 數位科技技術融合 OT 操作科技，針對鐵
道環境進行大數據蒐集、分析模型建立與未來趨勢預測，納入智慧運
輸系統(ITS)，提供鐵道環境安全監控、預警維修、列車巡檢與旅運
服務等應用服務，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1 所示，達成先進決策管理，藉以提升鐵道行車安全與營運
效能，完善旅運服務，透過智慧化資通訊技術的導入，提升鐵道營運
品質，滿足其安全、準確、服務等核心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1 智慧鐵道說明示意圖
智慧鐵道發展，可應用聯網感知技術結合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
等資通訊技術運用，導入工業 4.0 概念，在前端設備加入感測器擷取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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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將收集到的數據資料，傳送到後端組成龐大資料庫，遠端的管
理系統再依據資料庫內的訊息，透過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分析，
協助制定決策。由此概念發展智慧鐵道，可藉由在鐵道系統中加入網
路攝影機、感測器等感知設備，如圖 2.2 示意圖，運用大數據分析及
人工智慧等技術，自動分析蒐集到的鐵道影像與設備監控數據，發展
鐵道智慧化應用，例如電力線檢測、軌道檢測、列車與軌道設備監測
及相關預防性維修等應用，透過大數據記錄分析設備的動作次數或使
用時間，影像辨識分析外觀型態上的磨耗損失，進行故障預測，進而
提醒管理者即時進行維修或校正，透過智慧化資通訊技術提升鐵道系
統效率與準確率，減輕鐵道例行維修檢測等繁冗工作，例如可透過攝
影機或感測器，蒐集軌道、電車線影像或相關感測數據，再由人工智
慧影像辨識或大數據技術進行分析，判斷軌道是否變形、電車線磨損
情況，減少耗費人力與費時之例行巡查，避免人為判斷誤差。

資料來源：https://www.finoit.com/blog/role-of-internet-of-things-for-smartcities-challenges-of-iot/

圖 2.2 智慧鐵道發展概念圖

2.2 智慧化關鍵技術
2.2.1 行動及網路通訊
智慧化關鍵技術中，行動及網路通訊技術可說是整體關鍵技術中
的骨幹基礎，讓遠距離的實際場域設備與中央控制站得以串聯，提供
前線場域設備收集到的監測數據回傳中央雲端資料庫，進行資料儲存
與分析等各式應用計算，提供中央控制台遠端存取操作控制現場設備
能力。
通訊系統屬於鐵路運行的關鍵基礎設施之一，舉凡列車指揮調度、
運行控制、故障預警、異常狀況通報、緊急事故救援等任務執行，都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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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仰賴通訊網路以順利進行。根據鐵路通訊應用情境的不同，例如車
站、車廂以及車對鐵道旁通訊，多種通訊技術被應用到不同鐵道環境
中，包含 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TETRA）、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 Railway（GSM-R）等窄頻系統用於語音
及控制等小量數據傳輸，以及 WiFi 等寬頻系統提供車站與車廂內旅
客上網等服務，其中車廂內 WiFi 系統需要搭配列車對外網路，使車
廂內旅客可連外至網際網路。列車車廂對外網路可分為 2 大類，第一
類為使用授權頻段的行動通訊系統，例如 3G 行動網路系統中的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UMTS）與泛 4G 寬
頻網路系統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WiMAX）、Long Term Evolution（LTE）以及 LTE-Advanced（LTEA）等系統；第二類則使用免授權頻段，例如 WiFi、微波專屬網路等
系統，茲將各種常用於鐵道環境之通訊系統相關規格比較彙整於表
2-1 所示。
1.

表 2-1 中 LTE-A 系統是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標準制定組織延續 LTE 系統提出更進階的規格標準制定，
相較於 LTE 系統最多只能使用 20MHz 的傳輸頻寬，LTE-A 系統新
制訂了載波聚合技術，最多可聚合 5 個連續或不連續載波頻寬，
聚合後傳輸頻寬最高可達 100MHz。另外，LTE-A 系統也進一步提
升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多天線傳輸規格，
由原本 LTE 系統規範的下行最多使用 4×4 天線；上行最多使用
1×4 組天線（1 發 4 收），提升為下行最多使用 8×8 天線；上行
最多使用 4×4 天線，藉由同時間提供更多組天線收發，提升頻譜
傳輸效益。藉由載波聚合及更多組 MIMO 天線傳輸，LTE-A 系統
理論最高傳輸率可達到下行 3Gbps、上行 1.5Gbps，傳輸率為 LTE
系統的 10 倍。目前台灣電信業者都已逐步升級基地台支援 LTEA 系統。

2.

GSM-R 以及 LTE-Railway（LTE-R）則是特別針對鐵道環境修改設
計之通訊系統，國際鐵路聯盟（UIC）曾於 1995 年進行評估 TETRA
和 GSM 兩項通訊技術，經過評估後選擇 GSM 系統當作鐵路通訊技
術基礎，制定 GSM-R 作為鐵路國際無線通信標準。GSM-R 系統為
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屬於窄頻通訊系統，頻譜利用率較低，主
要承載語音業務和少量數據業務，數據速率較低，最高速率不超
過 172kbps，隨著鐵路通訊網路頻寬需求日益增加，傳統用於傳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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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語音及低速率數據資料已不敷鐵道傳輸影像與大量數據資料
等應用需求。
3.

LTE-R 系統是國際鐵路聯盟從 2008 年開始著手研究下世代鐵路
行動通訊系統，並於 2010 年 12 月召開的第七屆世界高速鐵路大
會中表示將略過 3G 發展 4G 系統。國際鐵路聯盟自 2014 年 4 月
提出鐵路下世代行動通訊發展規劃，同時與 3GPP 標準組織合作
展開標準化制定工作。為了能在 2020 年完成標準制定，並於 2022
年開始導入的目標，國際鐵路聯盟於 2016 年發布未來鐵路行動
通 訊 系 統 - 用 戶 需 求 規 範 （ Future Railway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 FRMCS - User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擬定新一代鐵路通訊用戶需求規範。並由 3GPP
工作小組 SA1 開始進行研究，為國際鐵路聯盟確定哪些 FRMCS 要
求在 3GPP 的工作範圍內，並完成與 R14 中現有功能的差距分析，
列為 3GPP R15 標準工作項目，將鐵路應用所需的技術、規範納
入 LTE 標準制定與討論，茲將鐵路行動通訊系統 GSM-R 與 LTE-R
之系統規格比較彙整如表 2-2 所示。

4.

在列車車廂對外通訊網路部分，可分為使用授權頻段之行動網路
系統以及使用免授權頻段 ISM 頻段（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微波專屬網路系統兩大類。使用授權頻段行動網
路系統，頻段由電信業者支付費用向政府承租，取得獨家使用權，
其他人無權使用相同頻段；管理方式上行動通訊系統採用集中式
管理，基地台必須連接核心網路才能提供通訊服務，用戶必須安
裝 SIM（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卡，經過核心網路認證
後才能使用通訊服務；通訊覆蓋範圍方面，行動通訊系統單一基
地台覆蓋範圍為公里等級。

5.

相較於行動通訊系統，微波專屬網路系統使用的頻段為政府開放
免收頻率使用費的免授權頻段，因此使用成本上便可少了頻譜租
用費，但由於是開放使用，因此無法排除別人或別的系統設備使
用相同頻譜；在管理方式上，微波專屬網路系統採用分散式管理，
基地台不須連接核心網路即可提供通訊服務，基地台佈建較為彈
性，系統運作方便；在通訊覆蓋範圍方面，微波專屬網路系統單
一基地台設計的覆蓋範圍在直視狀態 LOS（Light of Sight）時，
能夠達到公里等級，相關比較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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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常見適用於鐵道環境通訊系統
系統

WiFi
(802.11ac)

TETRA

GSM-R

頻率

400MHz

下行: 921925MHz
上行: 876880MHz

2.4/5 GHz

頻寬

25kHz

200kHz

20-160 MHz

最高速率
典型傳輸
範圍
All-IP
網路支援
調變多工
技術

WiMAX

UMTS/ HSPA

LTE

LTE-R

LTE-A

2.4/2.5/
3.5 GHz

800/900/
2100 MHz

700/ 800/
1800/ 1900/
2100/
2600MHz 等

450/ 800/
1400/ 1800
MHz

1.3-20 MHz

5MHz

1.4-20 MHz

1.4-20MHz

下行:
300Mbps
上行:
75Mbps

下行:
50Mbps
上行:
10Mbps

下行: 3Gbps
上行:
1.5Gbps

700/ 800/
1800/ 1900/
2100/
2600MHz 等
100MHz (載
波聚合)

28.8 kbps

172 kbps

866.7 Mbps

75Mbps

下行:
42Mbps
上行:
11.5Mbps

8-10 公里

7-10 公里

~500 米

5-7 公里

5-7 公里

5-7 公里

4-12 公里

5-7 公里

否

無單獨存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6QAM OFDM

64QAM DSCDMA

64QAM
OFDMA
SC-FDMA

16QAM
OFDMA
SC-FDMA

64QAM
OFDMA
SC-FDMA

DPSK TDMA

GMSK TDMA

256QAM OFDM

資料來源：Towards the Internet of Smart Trains: A Review on Industrial IoT-Connected Railway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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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GSM-R 與 LTE-R 網路規格比較
規格

GSM-R

LTE-R

All-IP 網路支援

頻寬
調變技術

無單獨存在
下行: 921-925MHz
上行: 876-880MHz
0.2MHz
GMSK

最高速率

172kbps

最高頻譜效益
基站覆蓋範圍

0.33bps/Hz
7-10 公里

數據資料傳輸

需要通話線路連線

封包重傳
MIMO
移動能力
換手成功率
換手形態

不支援
無
500 公里/小時
99.5%
硬式切換

是
450/ 800/ 1400/ 1800
MHz
1.4-20MHz
QPSK、16QAM
下行: 50Mbps
上行: 10Mbps
2.55bps/Hz
4-12 公里
封包切換方式,
UDP 資料封包
有
2x2
500 公里/小時
99.9%
軟式切換

頻率

資料來源：Towards the Internet of Smart Trains: A Review on Industrial IoTConnected Railways, 2017

表 2-3 行動通訊系統與免授權微波專屬網路系統比較
通訊系統

行動通訊系統

微波專屬網路系統

頻段型態
管理方式
通訊覆蓋範圍（單一基地
台）

授權頻段
集中式

免授權頻段
分散式

公里等級

公里等級(直視狀態)

行動業者
用戶共享

專用

網路流量使用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1.1 未來趨勢
1.

未來行動通訊系統發展將邁向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以毫
米波搭配波束合成技術，射頻頻段更高、頻寬更大、傳輸速度更
快、具備低延遲等特性；3GPP 組織制定的 5G 行動通訊系統主要
有 2 大頻段，包含(1)Sub-6 GHz 頻段: 600、700、2.5、3.5、
4.5GHz 等；(2)毫米波頻段: 28、39GHz 等，與毫米波頻段相比，
Sub-6GHz 頻段傳輸距離長、基地台覆蓋範圍較廣，毫米波頻段則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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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頻寬大、傳輸距離短、適合直視波環境。Sub-6 GHz 頻段，最
大載波頻寬為 100 MHz，理論最大傳輸率為 3Gbps，而在毫米波
頻段中，載波頻寬可達 400 MHz，理論最大傳輸率可達 12Gbps。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議，台灣首波 5G 釋照頻率預計為
1.8GHz、3.4GHz 及 28GHz；釋出頻寬分別為 20MHz、270MHz 及
2500MHz，未來將開放電信業者進行競標取得使用執照。
2.

專屬網路系統方面，依 IEEE 802.11 標準，最新標準為 IEEE
802.11ax ， 其 使 用 免 授 權 頻 段 ， 採 用 OFDMA （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多工技術、Uplink MUMIMO（Multiple User –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多用戶天線傳輸等先進技術。在 5GHz 頻段最大傳輸頻寬為
160MHz，支援 8 組天線，最多可同時服務 8 個使用者進行 MUMIMO 傳輸，理論最大傳輸率為 9.6Gbps。

3.

新一代的行動通訊或專屬網路系統，其傳輸速率都在不斷提升，
以滿足未來越來越多的智慧化應用所需頻寬，特別是鐵道智慧化
將佈建許多感測器以及攝影機，需要大量頻寬回傳影像數據至雲
端進行分析，此時鐵道業者即需要穩定且足夠的網路頻寬，4G 網
路為電信業者建置，其網路頻寬為用戶共享，難以保證頻寬，為
確保足夠網路頻寬，鐵道業者可發展鐵道專屬網路，建立業者自
己的網路系統，確保網路頻寬資源。因此，在與安全相關如列車
控制等以及需確保即時影像等大頻寬資料回傳應用上，鐵道業者
可考慮自建專用微波專屬網路；而在無需確保即時影像回傳與列
車安全控制無關等應用，則可考慮與電信業者合作。

4.

GSM-R 系統主要使用頻率為 876MHz-880MHz（上行）/ 921 MHz 925MHz（下行），國內 876 MHz -880MHz 此頻段先前有 3G 業者
使用，其使用執照期限至 2018 年後已收回，目前未有相關系統
使用，交通部目前針對 800MHz 頻段規劃使用，考慮用於公共安
全網或行動寬頻使用，目前尚未有明確規劃；國內 921MHz 925MHz 使用情況，目前政府已開放 920MHz-925MHz 用於低功率
物聯網（免執照頻譜），由於目前開放低功率物聯網為免執照，
使用優先權較低，國內鐵路通訊如欲使用此頻段，需由交通部整
體規劃考量是否容許鐵路通訊與低功率物聯網系統共存。

5.

由於 GSM-R 系統設備商預計相關設備將於 2030 年後結束支援，
國際鐵路聯盟與 3GPP 組織合作制定 FRMCS，目前 3GPP 仍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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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規範制訂的初步階段，目前 3GPP 考慮的鐵道通訊情境包含
一般語音通訊、關鍵影像通訊（例如：車廂影像監控）、非常關
鍵影像通訊（與列車安全、控制相關）、一般資料通訊、關鍵資
料通訊（與列車管理系統相關）、非常關鍵資料通訊（例如:自
動列車控制）與訊息通訊，關於射頻通訊頻段或頻寬，3GPP 組織
尚未進行討論。有關國外新一代鐵道通訊頻譜規劃情況，歐洲郵
電管理委員會目前研議使用原 GSM-R 頻段 875-880 MHz / 920925 MHz（FDD 系統）進行升級，並保留考慮其他頻段的可能性，
韓國則是在 700MHz 以 LTE 公眾安全網路為基礎，應用至高鐵列
車，發展 LTE-R 系統。
2.2.1.2 行動及網路通訊‒智慧鐵道應用案例
1.

鐵路行動通訊系統
(1) GSM-R 通訊網路系統被廣泛用於各國，目前採用 GSM-R 通訊
網路的國家包含有德國（如圖 2.3）、法國、義大利、荷蘭、
盧森堡、捷克、挪威與澳洲、中國等國家，提供群組呼叫服
務及語音廣播服務等通話功能，以及功能定址、位置定址等
鐵路運轉功能，提供列車控制系統的資訊傳輸、調度通信等
鐵路營運操作控制應用。

資料來源: https://de.wikipedia.org/wiki/GSM-R

圖 2.3 德鐵紐倫堡-慕尼黑路線旁 GSM-R 基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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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TE-R 通訊網路標準目前尚未完全確定，但已有韓國與中國
設備商進行開發。韓國於 2014 年開始進行 LTE-R 相關技術
發展，韓國三星公司（Samsung）於 2018 年宣布與南韓 KT
電信公司合作，將 LTE-R 網路安裝到高速鐵路，其中原州至
江陵段已經完成安裝全長 120 公里 LTE-Railway（LTE-R）
網路，韓國政府計劃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並安裝 LTE-R 基站，
投資預算達 16 億美元，到 2025 年覆蓋全國鐵路網總長約
5,000 公里。中國中興通訊公司曾於 2016 德國柏林軌道交
通技術展（InnoTrans）上，展示基於 3GPP 最新標準 LTE-R
產品及解決方案，進行群組視訊等應用展示，如圖 2.4。

資料來源: http://www.sohu.com/a/114972269_171073

圖 2.4 中興通訊於 2016-InnoTrans 展示 LTE-R 解決方案
2.

列車車廂對外通訊網路

列車車廂對外通訊網路應用上，德國、義大利與當地行動電信業
者合作，使用授權頻譜的行動通訊系統提供車內 WiFi 網路接取服務；
美國則由軌道業者佈建微波專屬網路系統提供車內 WiFi 網路 服務，
相關比較如表 2-4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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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外列車車廂對外通訊網路方式
特性

英國

德國

美國

車廂對
外網路
連通提
供

行動通訊系統

行動通訊系統

微波專
屬網路

頻段

800/900/1800/2100/2600 800/900/1800/2100/2600
MHz
MHz

授權/
免授權
頻段
網路流
量使用
方式

5GHz

授權頻段

授權頻段

免授權
頻段

行動業者
用戶共享

行動業者
用戶共享

專用

資料來源：Connected Train and Customer Communications: Rail and Digital
Industry Roadmap, 2018

2.2.2 物聯網
1.

物聯網一詞出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Auto-ID 中心主任愛斯頓
（Kevin Ashton），意思是將實際物體，如車輛、機器、家用電
器等等，經由嵌入式感測器和 API 等裝置，利用全球化的網路
基礎建設，透過資料擷取技術以及通訊能力，連結實體物件與虛
擬數據，進行各類控制、偵測、識別及服務。

2.

物聯網將現實世界中的物都數位化，因此應用範圍十分廣泛。每個
人都可以應用電子標籤將真實的物體上網聯結，在物聯網上都可以
查出它們的具體位置，通過物聯網可以用中心電腦對機器、裝置、
人員進行集中管理、控制，也可以對家庭裝置、汽車進行遙控，以
及搜尋位置、防止物品被盜等，類似自動化操控系統，同時透過收
集這些小事的資料，最後可以聚整合大資料，包含重新設計道路以
減少車禍、都市更新、災害預測與犯罪防治、流行病控制等等社會
的重大改變。

3.

物聯網的架構主要可分為三層：感知層、網路層、應用層如圖 2.5
所示，感知層實現真實物體數位化，利用不同的感測器偵測物體
的位置、速度、溫度、溼度、壓力等狀態，透過網路層的聯結將
所有數據蒐集到伺服器中進行分析處理，並形成服務將有用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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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控制信號等資料傳送到使用者的終端產品，達到物聯網服務
與管理目的。

資料來源: ShareCourse 學聯網

圖 2.5 物聯網架構
4.

在物聯網中的 M2M(Machine to Machine)的通訊，由於裝置的部
署範圍通常更寬廣，且無線裝置必須避免頻繁更換電池，LPWAN
（Low Power Wide Area Network，低功耗廣域網路）技術順勢
而生，其小資料量、長距離傳輸及省電的特性，在物聯網應用領
域中大放異彩。較早期的無線傳輸技術，如 WI-FI、ZigBee 和 ZWave，通訊傳輸距離頂多只有 100 公尺，用在智慧應用領域，必
須再加裝訊號加強的天線或中繼站。若是要滿足智慧城市的相關
應用，例如環境監測或資產追蹤，傳輸距離可達 20 公里的 LPWAN
技術顯然能大幅縮減佈建成本，只要幾個機站就能覆蓋大面積的
範圍；以電池作為電力來源，則省略了佈線問題，讓感測器的安
裝步驟更簡易。

5.

目前最受關注的 LPWAN 技術分別是 LoRa、Sigfox 和 NB-IoT，這
三種技術具有各自的優勢，業主可根據不同領域及使用需求，選
擇最適合的通訊技術。LoRa 與 Sigfox 都具有長距離、低功耗的
特點，可延長電池壽命，形成大範圍的訊息傳輸，兩者皆使用免
授權的 Sub-1GHz ISM 頻段，不需額外付出授權費用，且由於電
子晶片製造技術的突破，兩項技術的硬體製造成本不斷降低。

6.

LoRaWAN 是由各產業聯盟共同推動的網路標準，提供開放式技術，
只要取得關鍵內容，就能開發個別的應用。不同於 LoRa 的開放
性，Sigfox 則是由法國同名公司自行開發的技術，掌握核心網路
的營運和布建，意圖以獨立營運商的角色，在全球進行網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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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目前已能同時在 36 個國家使用可連結的網域和設備。以
類型來說，LoRa 好比小型的私人網域，傳輸距離最遠可達 20 公
里，只要掌握技術，就能自行架設基站，自由度更高。Sigfox 則
是以全球為營運目標，不斷擴展網路基地的藍圖，可提供使用者
既有的網路佈署及雲端服務，需要付出額外的月租費，相對 LoRa
而言，成本較高，但平台方案完整，不須額外布建網路。Sigfox
的傳輸距離可達 50 公里，是三種技術當中範圍最廣的，不過為
達到低功耗的目標，LoRa 和 Sigfox 的每日傳輸次數都有限制，
一天當中的傳輸時間很短，適合發揮在沒有即時通訊需求的領域，
比如每日固定回報數據的感測器，可測量溫溼度、PM2.5 等特定
環境數據，藉由長距離、少次數的傳輸型態，形成較大面積的物
聯網應用。
7.

另一項在物聯網產業鏈上受到高度關注的聯網技術是由 3GPP 組
織所制定的 NB-IoT 技術，屬於低功耗、窄帶技術其帶寬約 180KHz，
可以用高效、安全和可靠的方式來處理少量的雙向數據傳輸，由
於使用的頻段屬於需授權的 GSM 和 LTE 頻段，因此使用者只能透
過電信業者或第三方代理商取得授權技術和頻段，才能使用 NBIoT 相關服務。NB-IoT 的優勢在於它是由現有電信業聯盟推出的
技術，不需重新布建網路，只要更新軟體，就能使用現有的 4G 電
信基地台和相關設備，由於使用同電信級的網路規格，因此在通
訊品質和訊息安全性擁有高度的保障。

8.

整理上述三種熱門的 LPWAN 技術各自有著不同特點如表 2-5 所
示，目前物聯網應用領域相當多，三種技術的特點各有對應不同
領域的特殊需求，因此尚未有說法證明哪個技術是可以一枝獨秀，
稱霸物聯網通訊技術，因此慎選對的通訊技術才可使其物聯網效
益達到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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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LPWAN‒Sigfox、LoRa、NB-IoT 技術特色

資料來源: http://www.ibtmag.com.tw/new_article.asp?ar_id=25557

2.2.2.1 物聯網‒智慧鐵道應用案例
1.

英 國 Network Rail Telecom （ NRT ） 是 負 責 British Rail
Telecommunications 的網路服務公司，其歷史可追溯到電報的
發明，並曾一度運營英國最大的私有網路。NRT 現在負責鐵路網
的國家電信資產管理和服務，並擁有組織的全部通信資產，其中
包括 18500 公里的光纖網路。NRT 與思科簽署了一份部署 IPMPLS
軌道外側網路的合約，以提供和支援一些它想實現的新服務，這
可能使其成為物聯網應用領先範例。

2.

目前已經有約上萬個感測器部署在英國的全國鐵路軌道，以監測
空氣並跟蹤溫度，和應力測量儀，IP 網路的推出將使 NRT 部署
的數量達到數十萬以上，這將對如何管理和運行鐵路產生重大影
響，根據 NRT“以維持部分網路上架空電力線路電力來源為例”，
在此之前，鐵路網的技術人員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軌道日
常維護檢查，然而讓個人去巡檢軌道在經濟上已不再可行，必需
要改為集中設施，這意味著系統需要能夠遠端查看鐵路運行情況。
一個可以警告集中控制台潛在問題的感測器，將讓此變得可行。
NRT 認為如果可以使用完全數位化的服務運行鐵路，而不是讓人
們沿軌道巡檢，將能節約成本，並為鐵路員工的工作增添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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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T 目前能夠提供軌道到列車的智慧基礎設施，顯示軌道狀態資
料，如故障或障礙，提高乘客以及鐵路巡檢人員的安全性，其他
接入設備將獨立地通過聯網的感測器，相互作用測量如水位之類
的指標，水位是判斷鐵路之路堤是否淹水的因素之一，同時，地
面感測器將檢測滑坡或滑坡傾向，平線模式辨識技術將把列車沿
軌道移動生成圖像序列，為資產和軌道維護系統輸入視覺和統計
資料，即時監測軌道，電平交叉點，調整開關，缺損和接頭處狀
態，如圖 2.6 所示。目前，鐵路狀況檢查每年要消耗 130 萬個工
時，NRT 認為平線模式辨識技術會將這個數字降低將近一半。

資料來源: http://www.ibtmag.com.tw/new_article.asp?ar_id=25557

圖 2.6 NRT 對未來物聯網鐵路軌道管理藍圖

2.2.3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透過網際網路（也就是「雲端」）傳遞伺服器、儲存
體、資料庫、網路、軟體、分析、智慧功能等運算服務，以加快創新
的速度、確保資源靈活，並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企業方便且隨需求應
變地透過網路存取廣大的共享運算資源，並可透過最少的管理工作及
服務供應者互動，快速提供各項服務，具有共用資源、快速重新部署、
隨需要應變服務等特性。雲端運算強大的運算力與彈性化的應變服務，
在智慧化系統中可有效提供資料運算與彈性服務。雲端運算技術的佈
署模型可分為公有雲端、私人雲端、混合式雲端，依據微軟的公用雲
端服務平台 Azure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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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雲端

由協力廠商雲端服務提供者所擁有及運作，其透過網際網路來傳
遞伺服器及儲存體等運算資源。例如 Microsoft Azure 即是公用雲端
的例子，若為公用雲端，則所有的硬體、軟體以及其他支援的基礎結
構皆由雲端提供者所擁有及管理，使用方式可透過網頁瀏覽器來存取
這些服務並管理帳戶。
2.

私人雲端

由單一企業或組織專屬使用的雲端運算資源，私人雲端可實體架
設於公司的資料管理中心，此外公司也以支付額外費用，請協力廠商
服務提供者託管其私人雲端，若服務及基礎結構是在私人網路中維護，
即屬私人雲端。
3.

混合式雲端

透過技術結合公用與私人雲端，讓資料及應用程式可在兩者間共
用。混合式雲端可讓資料和應用程式在私人與公用雲端之間移動，讓
應用業務更有彈性、部署選項也更多，並有助於讓現有的基礎結構、
安全性與合規性發揮最佳化應用。
多數雲端運算服務基礎結構可分為三個主要類別：基礎結構即服
務（IaaS）、平台即服務（PaaS）、及軟體即服務（SaaS）。由於這
些項目彼此層層建置，因此有時也稱作雲端運算堆疊，架構如圖 2.7
所示，依據 IBM 雲端服務模式之優勢分析，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 https://azure.microsoft.com/zh-tw/overview/what-is-iaas/

圖 2.7 雲端運算服務基礎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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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供應商提供使用者雲端軟體存取介面，使用者不必在使用端
裝置上安裝應用程式，由供應商提供商務伺服器將應用程式架設
於遠端雲端伺服器上，使用者可透過網頁（Web）或 API 方式存
取，透過應用程式儲存與分析資料服務進行專案。
現在大多數公司都採用 SaaS 模式，此服務優勢在於不需要
使用者自行維護或更新基礎架構與元件。特性:


SaaS 供應商透過訂閱模式，爲使用者提供軟體和應用
程式。



使用者不需要管理、安裝或升級軟體；這個由 SaaS 提
供者負責管理。



資料安全存放在雲端；設備故障不會導致資料流失。



資源使用可根據服務需要進行調整。



只要裝置能夠連上網際網路，就幾乎能從世界各地存取
應用程式。

(2) 平台即服務（PaaS）
爲使用者提供雲端環境，以便他們能夠開發、管理與交付應
用程式，除了儲存與其他運算資源，使用者可以使用預先建置工
具套件來開發、自訂與測試他們自己的應用程式。
該服務優勢在於 PaaS 供應商會為新應用程式提供非常簡易
的測試與模組工具及儲存與其他運算資源，讓使用者利用建構工
具套件來開發、管理、測試自訂的應用程式，可在開發新的服務
與應用程式時節省成本。可以比平常更快速地發佈應用程式。特
性:


PaaS 提供內含各種工具的平台，以利在相同環境中測
試、開發與管理應用程式。



讓組織專注開發，完全不用擔心基礎架構。



由提供者管理安全性、作業系統、伺服器軟體及備份。



促進協同工作，即使團隊在遠端工作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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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礎架構即服務（IaaS）
供應商爲使用者提供運算資源（例如伺服器、儲存及網路）
的存取，讓應用服務組織在使用者的基礎架構中，建構服務平台
和應用程式，如圖 2.8 所示。
好處是讓本身缺乏資訊中心的公司，可利用 IaaS 做為快速
便宜的基礎架構以進行其商業方案，這類服務可視需要進行擴充
或終止，需要運算能力以執行各種工作負載但資本支出不多的傳
統公司，可採用 IaaS 快速使用雲端運算服務，公司只需要支付
其所使用的服務，其特性包括：


使用者不用採購所有硬體，只能隨需支付 IaaS 即可。



基礎架構可根據處理與儲存需要進行調整。



企業可將採購與維護硬體的成本省下來。



因為資料位於雲端上，所以沒有單一失敗點。



啟用管理作業的虛擬化，挪出時間進行其他工作。

軟體即服務（SaaS）

平台即服務（PaaS）

基 礎 架 構 即 服 務
服務提 供者 透過 網際 網路 提供雲 端環 境以 供使 用者 （IaaS）
遞送軟體及應用程式，使用
者訂閱軟體，然後透過 Web
或供應商 API 存取它們。

建置與 供應 應用 程式 的服
務提供者，提供者供應基礎
架構。

供應商 提供 客戶 用多 少付
多少的雲端儲存、網路、伺
服器及其他運算資源存取。

資料來源: https://www.ibm.com/tw-zh/cloud/learn/iaas-paas-saas

圖 2.8 雲端運算服務基礎結構

2.2.3.1 雲端運算‒智慧鐵道應用案例
義大利鐵路公司的貨運子公司 Mercitalia Rail 與另外兩家國
有公司 Rail Cargo Group（奧地利）和 SBB Cargo（瑞士）合作開發
“智能貨運列車”計畫，透過數位化與自動化管理提高貨運安全性與
效率。
其中一項實驗是在貨運列車內安裝自動剎車控制系統如圖 2.9，
將手動剎車改由自動剎車系統控制，在 2017 年 5 月，瑞士 SBB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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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奧地利 Rail Cargo Group，為未來的智能貨運列車開發一個新的
列車系統，該系統包括 GPS 傳感器、測速感測器等，可將列車狀態如
位置、速度作即時資訊回傳，如圖 2.10，並透過雲端計算監控各組件
狀況與列車行駛狀況來提高車輛行駛安全與減少故障發生。
瑞士 SBB Cargo 公司已於 2017 年 8 月在火車上進行了此系統測
試，奧地利 Rail Cargo Group 公司也於 2017 年 4 月也在國內進行相
關系統測試。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railwaypro.com/wp/mercitalia-rail-joins-pilot-project-forsmart-freight-trains/

圖 2.9 義大利鐵路公司的智能貨運列車控制系統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railwaypro.com/wp/mercitalia-rail-joins-pilot-project-forsmart-freight-trains/

圖 2.10

義大利鐵路公司的智能貨運列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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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大數據
1.

大數據技術透過資料分析從龐大的資料量中萃取出對使用者有
價值的資料，大數據具有大量、快速、多樣等特性，萃取出來的
資料常以視覺化呈現，提供分析者進一步評估與分析。本計畫將
針對大數據相關子項技術：(1)巨量資料運算、(2)資料儲存與(3)
資料探勘進行技術盤點。

2.

大數據（Big Data）又被稱為巨量資料，其概念其實就是過去 10
年 廣 泛 用 於 企 業 內 部 的 資 料 分 析 、 商 業 智 慧 （ Business
Intelligence）和統計應用之大成。但大數據現在不只是資料處
理工具，更是一種企業思維和商業模式，因為資料量急速成長、
儲存設備成本下降、軟體技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等種種客觀條
件就位，例如利用統計學回歸分析方式，分析數據可從過去的洞
悉歷史資訊進化到預測未來，如圖 2.11 所示。

資料來源: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2306

圖 2.11
3.

透過大數據分析歷史資訊、預測未來

符合大數據資料狹義定義的「3V」條件與廣義定義，分別如下:
(1) Volume（大量）：以過去的技術無法管理的資料量，資料量
的單位可從 TB（terabyte，一兆位元組）到 PB（petabyte，
千兆位元組）。
(2) Variety（多樣性）：企業的銷售、庫存資料；網站的使用者
動態、客服中心的通話紀錄；社交媒體上的文字影像等企業
資料庫難以儲存的「非結構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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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elocity（速度）：資料每分每秒都在更新，技術也能做到
即時儲存、處理。
(4) 廣義定義：《大數據的獲利模式》作者城田真琴認為，還要
包括具備儲存、處理與分析這些資料的技術，和能夠從這些
資料中取出有用資訊或洞見的人才和組織。

資料來源: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2306

圖 2.12

數據資料狹義定義的「3V」條件與廣義定義

4.

大數據資料運算的基本處理流程與傳統數據處理流程無太大差
異，主要區分於大數據要處理大量且非結構化的數據，所以在各
處理環節中都可以採用並行處理，目前多使用開放原始碼 Hadoop
分佈式運行結構/非結構資料的處理與儲存方法。

5.

Hadoop 由 Java 語言撰寫，是 Apache 軟體基金會發展的開源軟
體框架，不但免費、擴充性高、部屬快速，是一個能夠讓用戶輕
鬆架構和使用的分佈式計算平台，自動分散系統負荷，讓用戶可
以輕鬆地在 Hadoop 上開發和運行處理海量數據的應用程序，在
大數據實作技術上非常受歡迎，Hadoop 的核心主要由兩個部分
所構成：
(1) 資料儲存：Hadoop 分散式檔案系統（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由多達數百萬個叢集（Cluster）所組成，如圖 2.12 所示，
每個叢集有近數千台用來儲存資料的伺服器，被稱為「節點」
（Node）。其中包括主伺服器（Master Node）與從伺服器（Slave
Node）。每一份大型檔案儲存進來時，都會被切割成一個個的資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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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塊（Block），並同時將每個資料塊複製成多份、放在從伺服器
上保管。

資料來源: http://isrc.ccs.asia.edu.tw/course/cs/download.php?file=csch22.pdf&page=cs-r22c1

圖 2.13

Hadoop 分散式檔案系統資料儲存方塊圖

當某台伺服器出問題時、導致資料塊遺失或遭破壞時，主伺
服器就會在其他 從伺服器上尋找副本複製一個新的版本，維持
每一個資料塊都備有好幾份的狀態。簡單來說， Hadoop 預設的
想法是所有的 Node 都有機會壞掉，所以會用大量備份的方式預
防資料發生問題。另一方面，儲存在該系統上的資料雖然相當龐
大、 又被分散到數個不同的伺服器，但透過特殊技術，當檔案
被讀取時，看起來仍會是連續的資料，使用者不會察覺資料是零
碎的被切割儲存起來。
(2) 資料處理：Hadoop MapReduce
MapReduce 是一種計算模型，分為 Map 和 Reduce 兩項功能。
「Map」功能會先 將大資料拆成小資料，並以 Key-Value 格式
備用。比如有數千萬份的資料傳入， Map 會計算每個字出現的
次數；比如 computer 這個字出現了一次、便以（computer, 1）
這樣的（Key, Value）格式表示。「Reduce」則是彙整，意即彙
整所有相同的 Key 並計算出現的總次數，如圖 2.14 所示。
簡單來說，Map 僅是在各節點上計算少量數據，而 Reduce 則
是統計各地數據、將結果送回主伺服器進行公布。MapReduce 的
好處在於無須將所有資料都搬回中央去運算，而能在各地先簡單
的處理完畢後、再回傳數據，如此更有效率。總而言之，Hadoop
分散式檔案儲存系統（HDFS）是一個超大型的儲存空間，並透過
Hadoop MapReduce 進行運算。Hadoop 成功解決了檔案存放、檔
案備份、資料處理等問題，因而應用廣泛，成為大數據的主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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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Amazon、Facebook、IBM 和 Yahoo 皆採取 Hadoop 作為大數據
的環境，如圖 2.15 為 Google 數據中心，圖 2.16 為 Facebook 數
據中心。

資料來源:http://isrc.ccs.asia.edu.tw/course/cs/download.php?file=csch22.pdf&page=cs-r22c1

圖 2.14

MapReduce 處理過程

資料來源:http://isrc.ccs.asia.edu.tw/course/cs/download.php?file=csch22.pdf&page=cs-r22c1

圖 2.15

Google 數據中心

資料來源:http://isrc.ccs.asia.edu.tw/course/cs/download.php?file=csch22.pdf&page=cs-r22c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 22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圖 2.16

Facebook 數據中心

Apache 軟體基金會最近發展的「Spark」隱隱有取代 Hadoop
MapReduce 的態勢。在大規模資料的計算、分析上，排序作業的
處理時間，一直是個重要的指標。相較於 Hadoop MapReduce 在
做運算時需要將中間產生的數據存在硬碟中，因此會有讀寫資料
的延遲問題。Spark 使用了記憶體內運算技術，能在資料尚未寫
入硬碟時即在記憶體內分析運算，速度比 Hadoop MapReduce 可
以快到 100 倍。許多人誤以為 Spark 將取代 Hadoop。然而，Spark
沒有分散式檔案管理功能，因而必須依賴 Hadoop 的 HDFS 作為解
決方案。作為與 Hadoop 相容而且執行速度更快的開源軟體，來
勢洶洶的 Spark 想取代的其實是 Hadoop MapReduce。另一方面，
Spark 提供了豐富而且易用的 API，更適合讓開發者在實作機器
學習演算法。
2.2.4.1 大數據‒智慧鐵道應用案例
過去軌道維修是依據里程、時間實施維修計畫，並開發維修資訊
系統，做簡單的統計分析。現今配合網路、物聯網發達情況下，成本
降低，也可蒐集到大數據進行分析，期許未來能透過取得設備運轉連
續性紀錄，產生趨勢模式，計算警戒值，進而即時監控設備狀態，隨
時透過大數據分析趨勢，並持續更新與回饋到監控平台，達到預測性
維修的功能。
過去當軌道出現問題時，可能需要一道道的檢測才能找出問題，
透過大數據與網路系統，將相關資訊同時送到人員時間，即可直接對
症下藥找到問題原因，節省排除故障的時間與人力。
根據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分享，大數據除了用在
維修工程外，也可用來提升服務品質，例如 JR 東日本技術革新，將
大數據用在旅客服務，取得旅客資訊，提高服務與行銷的準確度，提
供無縫接軌的服務，如圖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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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數據在軌道運輸系統之應用論壇-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圖 2.17

JR 東日本技術革新之鎖定領域

2.2.5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技術開發及其應用是近年來最受大家矚目的資通訊
技術，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電腦科學的一
個領域，致力於解決與人類智慧相關的常見認知問題，舉例來說目前
攝影機技術提高，使人工智慧在電腦視覺上有重大突破，讓機器透過
機器學習方法擁有如何分析、辨識影像的能力，並透過深度學習讓機
器可以快速又精準的辨識出影像中的人、物。除了 AI 之外，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 ML）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DL）也
是最近在市場上快速竄起的名詞，這兩個電腦科學領域都是從人工智
慧這個學科衍生出來的。如何區分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整理如下定義:
1.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根據最早提倡人工智慧的專家說法，廣義的解釋是「創造有智慧
的機器，特別是電腦程式，所需要的科學與工程技術」；用這類技術
所造出來的電腦、電腦控制機器人、以及軟體，都會用近似 人 類 的
方式思考，但同時也有效運用了比人類更強的速度與力量。
在 AI 研究之之中，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因為一部機器要能像人類一樣運作，必須先擁有大量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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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真實世界的資訊。舉例來說，一輛自動駕駛車輛，必須擁有足夠的
環境資訊，才能安全的運行；如果沒有了這些資訊，即使有再好的決
策演算法，仍然還是事倍功半。
換言之，人工智慧系統必須瞭解周遭環的物件，以及它們的類別、
特性、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才有辦法進行知識工程相關的運算。要
讓機器擁有我們人類所謂的常識、認知、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非
常困難而繁複的工作；而現在的 AI 系統，其實離這個目標還有相當
大的距離。
2.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

因為 AI 的範圍很廣，涵蓋了整個機器學習領域，所以機器學習
的範圍自然窄得多。機器學習的基本定義是「在不經過程式導引的前
提下，機器就具備學習的能力」；而這一點也正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
情：把大量資料餵給電腦消化，然後讓電腦吐出分析或執行的結果。
作為 AI 體系的一部分，機器學習的主要功能在於讓電腦在接觸全新、
或是不斷變動的資訊時，能夠透過學習和分析資訊內容，然後自我進
化。例如 Facebook 的個人頁面就利用了機器學習功能，在分析使用
者按讚的對象後，推薦符合個人喜好的內容。
傳統機器學習系統的核心技術，在於透過統計分析和預測，找出
大量資料中的變動模式、以及其中所隱藏的資訊，而不需要重複寫程
式來指示分析方向。在分析大量複雜資料的能力方面，機器學習在過
去幾年之中有著明顯的進步，而這種能力經常就被稱為「大數據」
（big data）
；而同樣的，這種能力其實也經常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例如 Netflix 影音服務的選片機制、或是社群網路根據話題趨勢與標
籤（hashtag）來顯示貼文。
但機器學習中的特徵檢測（feature extraction/detection）功
能，需要由程式設計師告訴電腦，該尋找哪些「有助於人類做決策」
的資訊，這一點目前還需要很多時間；而程式設計過程中的人為錯誤
因素，也可能會影響資料判讀的精確度，機器學習可分為三種行式:
(1) 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必須確定目標變數的值，以便機器學習演算法可以發現特徵
和目標變數之間的關係。在監督學習中，給定一組資料，我們知
道正確的輸出結果應該是什麼樣子，並且知道在輸入和輸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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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一個特定的關係。訓練樣本 = 特徵（feature）+目標變數
（label：分類-離散值/迴歸-連續值）
(2) 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非監督學習，即在未加標籤的資料中，試圖找到隱藏的結構。
資料沒有類別資訊，也沒有給定的目標值，因此非監督學習可以
減少資料特徵的維度，以便使用二維或三維圖形更加直觀地展示
資料資訊。
(3) 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強化學習，又稱再勵學習或者評價學習，也是機器學習的技
術之一。所謂強化學習就是智慧系統從環境到行為對映的學習，
以使獎勵訊號（強化訊號）函式值最大，由於外部給出的資訊很
少，強化學習系統必須依靠自身的經歷進行自我學習，通過這種
學習獲取知識，改進行動方案以適應環境。
強化學習和深度學習的主要區別在於深度學習的訓練樣本
是有標籤的，強化學習的訓練是沒有標籤的，它是通過環境給出
的獎懲來學習，深度學習的學習過程是靜態的，強化學習的學習
過程是動態的。這裡靜態與動態的區別在於是否會與環境進行互
動，深度學習是給什麼樣本就學什麼，而強化學習是要和環境進
行互動，再通過環境給出的獎懲來學習，深度學習解決的更多是
感知問題，強化學習解決的主要是決策問題，因此有監督學習更
像是五官，而強化學習更像大腦。
(4)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DL）
參考 una.to、aws.amazon、itread01.com 對深度學習之說
明，此為機器學習研究領域中最新的分支，目標在於拉近機器學
習與 AI 之間的距離。深度學習的出現，源自對人類「深度神經
網路」的研究；而深度學習系統的運作則是在嘗試模擬人腦內層
的功能，透過多層次的資訊處理來形成知識。
在深度學習系統中，機器會透過處理大量資料和演算法，來
學會如何完成特定工作。當資料被餵進人工類神經網路之後，系
統會詢問一連串的是非題或數值題，並且根據獲得的答案來對資
料分類。
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s, DNN）是深度學習
的一種，可以將原始訊號（例如 RGB 畫素值）直接作為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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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需要建立任何特定的輸入特徵。通過多層神經元（這就是為
什麼它被稱為“深度”神經網路），DNN 可以“自動”在每一層
產生適當的特徵，最後提供一個非常好的預測，極大地消除了尋
找“特徵工程”的麻煩。此外，DNN 也演變成許多不同的網路拓
撲結構，例如下述的項目均統稱為深度學習：


CNN（卷積神經網路）



RNN（遞迴神經網路）



LSTM（長期短期記憶網路）



GAN（生成對抗網路）

現在，透過深度學習原理來建構的影像辨識系統，已經應用
在機器人、自動駕駛車輛、以及醫療病灶定位影像分析等應用的
「訓練」上。這些技術大體上可分為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和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兩種
學習技巧，「監督」使用包含預期結果的訓練資料，「未監督」
則使用不包含預期結果的訓練資料。
整理上述說明，所謂的人工智慧是一個較大的集合，包含機器學
習子集合，是達成人工智慧目的的方法，而深度學習是屬於機器學習
的一個小集合，其為達成機器學習的手段之一，三者關係如圖 2.18。

資料來源: https://medium.com/@chih.sheng.huang821

圖 2.18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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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 人工智慧‒智慧鐵道應用案例
西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 西日本）為了研究人工智慧系統可
為旅客帶來什麼樣的效益，已在其所經營的 JR 大阪車站與京都車站
放置可對話的 AI 機器人如圖 2.19，以英、日語雙聲道提供旅客諮詢
服務。旅客可用英語或日語詢問機器人有關旅遊地的資訊，例如梅田
藍天大廈、大阪通天閣的資訊，以及火車時刻表、火車站內設施的資
訊；旅客也可以使用機器人具備的觸控螢幕點擊查詢，機器人會說出
旅客所欲查詢的資訊，並在螢幕中顯示。在 2018 年 10 月與 11 月間，
JR 西日本已在大阪與京都車站放置機器人供旅客使用，在研究結果
出爐後，JR 西日本預計在日本各處車站放置機器人。
事實上旅運相關產業測試 AI 機器人的所在多有，荷蘭航空（KLM）
與線上機票比價訂票網站 Kiwi.com 都曾測試相關 AI 軟體對旅客服
務的助益。

資料來源: https://medium.com/@chih.sheng.huang821

圖 2.19

JR 西日本在大阪實施 AI 機器人嚮導試驗

2.2.6 其他
近年來亦有其他的技術，或許可以是下個世代智慧鐵道發展的關
鍵技術，例如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分散式交易帳本技術
(Distributed Ledger)、點對點網路（P2P Network）等；其特點主
要在於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去中心化之交易模式以及交易
之不可篡改等特性，其或許某種程度上符合智慧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或 ITS）在行車、安全、監
控以及號誌等的多方契約與共識的特性，尤其在鐵道運輸等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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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列車運輸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基本條件；然而，在現有的區塊鏈
技術之中或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資料的正確性該如何保障於非封閉
式區塊鍊中，以及資料的完全被信任課題，仍有許多的議題尚待克服，
或許仍可應用於未來的智慧運輸之中，且有機會成為未來智慧鐵道的
可 行 性 技 術 其 中 的 選 項 之 一 ； 以 圖 2.20 為 例 ， 在 比 較 區 塊 鏈
（Blockchain）、運輸、智慧運輸（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以及智慧鐵道(Smart Railway)等相關科學期刊、學術論文及相關技
術、產品討論之文獻的搜尋結果，可以清楚地觀察到於過去五年全世
界相關議題的發展情況，於近兩年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

資料來源: https://trends.google.com

圖 2.20

比較近五年全世界相關議題趨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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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國外智慧鐵道發展現況及未來趨
勢
以下分別就德國、日本、美國標竿國及其他值得借鏡智慧鐵道發
展之現況及未來趨勢進行回顧。盤點過程會在公開文獻與官方公告資
料進行廣度蒐集彙整，唯各鐵道營運機構本身醞釀之發展趨勢未必對
外公開、資料取得狀況不一，因此呈現架構上可能不盡相同。

3.1 德國智慧鐵道產業發展、實務應用及現況與趨勢
德國的智慧鐵道發展是由營運業者所主導，主要是德國鐵道股份
公司（Deutsche Bahn AG），一般簡稱為德國鐵道（DB），其總部位
於柏林同時是歐洲最大的鐵道營運商及鐵道基建商，旗下包括有：客
運鐵道之德鐵長途運輸（DB Fernverkehr AG）和德鐵區域運輸（DB
Regio AG）
、主營貨運鐵道之德鐵信可鐵道（DB Schenker Rail GmbH）、
以及擁有德國最大鐵道基礎設施之德鐵網群（DB Netze）。
德鐵近年來大量應用 IT 技術，力推旗下的智慧鐵道計畫，希望
透過該計畫讓客貨運輸和經營管理較過去更具效率。經德鐵內部評估
研析，未來之公共和私有運具間的隔閡差異會因科技持續導入而縮
小，因此運輸的關鍵議題會是：如何以更安全、穩定、可靠及永續的
方式來完成旅客和貨物運送服務，此亦是決定未來交通產業是否能夠
成功的重要課題。目前德鐵在交通市場上的主要變革集中在智慧交
通、智慧物流、智慧化基礎設施和維修、智慧化管理等四大領域，統
稱 DB4.0，如圖 3.1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1 德鐵-DB4.0 四領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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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鐵 DB4.0 的四大領域之目標係設定使德鐵在未來交通領域
能居於領先地位，依圖 3.2 德鐵將其功能區分為 Infrastructure
4.0、Logistic 4.0、Production 4.0、Mobility 4.0、IT 4.0、Work
4.0 六大功能區塊；另從圖 3.3 又可得知該六大功能依應用領域，可
歸類為顧客（Customer / Kunde）、生產（Production / Produktion）
及品質（Qualification / Befähigung）三大面向，本研究彙整德鐵
DB4.0 之四領域、六功能及三面向，將其關係整理如表 3-1 所示。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8

圖 3.2 德鐵-DB4.0 六功能區塊示意圖

資料來源：
http://sabine-fentker.com/?portfolio=digitalisierungslandkarte-deut
sche-bahn

圖 3.3 德鐵-DB4.0 三應用面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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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德鐵-DB4.0 領域及面向功能彙整表
智慧交通

智慧物流

智慧化基礎設施

智慧化管理

和維修

顧客

生產

品質

Mobility 4.0

Production 4.0

Work 4.0

Logistic 4.0

Infrastructure 4.0

IT 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進階回顧德國鐵道所主導的智慧鐵道策略，並依據「旅客服
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向說明其現況及未來趨勢。

3.1.1 德國智慧鐵道政策或法令制度及發展現況
3.1.1.1 德國-旅客服務現況
1.

Mobility 4.0

此功能主要聚焦在乘客購票、列車資訊、車上資訊、到站服務、
物流追蹤等方面，針對不同顧客旅次特性，打造個人化旅運方案，其
範圍如圖 3.4 所示，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4 德鐵- Mobility 4.0 整體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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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CE 免費無線網路（Wifi-Service in ICE）：所有長途客
運中的 ICE 列車，皆設有 WLAN 無線上網功能，如圖 3.5[A]
所示。
(2) ICE 列車資訊入口網（ICE Portal）：提供所有 ICE 旅客透
過 Wifi 服務查詢列車動態及接續班車等資訊，如圖 3.5[B]
所示。
(3) 德鐵導航應用軟體（DB-Navigator APP）
德鐵導入網路購票與 QR Code 電子化車票，讓購票之查、訂、
付、取、退等程序與管道多元化，並且減少人力成本，如圖 3.5[C]
所示，包括有：


旅 客 可 於 DB Navigator APP 內 自 助 報 到 （ Self
Check-in），已訂位取得 QR-Code 車票之旅客，在網路
自行報到後，即可避免列車長於車上打擾查驗票，如圖
3.5[D]所示。



旅客可透過 DB-Navigator 進行旅客旅行鏈上的資訊與
需求規劃，例如：購票、列車即時資訊、轉乘、離開鐵
道系統後查詢共享汽車（Carsharing）、公共自行車、
計程車叫車，達到及門運輸之目標，如圖 3.5[E]所示。



德鐵路線即時資訊（DB Streckenagent）：旅客可追蹤
特定 DB 路線，當實際運轉狀況與時刻表不符時，即可
得知最新資訊，並且提供替代列車與路徑，如圖 3.5[F]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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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fi-Service in ICE

[B] ICE Portal

[C] DB-Navigator App

[D] Self Check in

[E] Flinkster & Call a Bike

[F] DB Streckenagent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5 德鐵- Mobility 4.0 各功能示意圖
2.

Logistic 4.0

德鐵為增加對承攬貨物的監控，因此開發 Schenker Box 系統，
讓貨物可在全程運輸過程中更新狀態顯示，提升可靠的運輸品質，包
括有：
(1) 德鐵信可智慧運輸（DB Schenker Smartbox）


系統由 DB Schenker 在 2007 年開發，用來監控運輸過
程中的貨物運載狀況，如圖 3.6[A]所示。



相關功能包含：GPS 參數、溫度、運送過程震動狀態、
竊盜監測等貨物運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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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物流托運追蹤（My Railportal）：貨運顧客可透過
Railportal DB 了解其託運貨物現況位置及托運情形，如圖
3.6[B]所示。

[A] DB Schenker Smartbox

[B] My Railportal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6 德鐵- Logistic 4.0 各功能示意圖
3.

月 台 旅 客 告 示 燈 （ Flash
Bahnsteigkante）

Platform

/

Leuchtende

列車在車站內的誤點時間有絕大部份原因是因為旅客上下車所
導致，如何提升旅客在月台上下車之效率就是一個重要的準點率改善
課題，圖 3.7 顯示德鐵於司徒加特 Bad Cannstatt 車站實施月台旅客
告示燈系統，說明如下。
(1) 為了加速旅客上下車的速度，德鐵依照列車訂位資料同時亦
於車內裝設乘客數量感測設備，測定車廂旅客密度分布狀
況，並將此資訊傳遞到月台指示燈設備，使其在月台顯示仍
有剩餘空位的列車位置，讓旅客可以依列車車廂餘位狀況優
先於月台上挪動位置等候。
(2) 依據列車車廂內擁擠程度由低至高，月台燈色會顯示綠色、
橙色和紅色三種顏色。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7 德鐵-司徒加特月台旅客告示燈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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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德國-營運維修現況
1.

政策與法令制度下之 Production 4.0
(1) 智慧排點系統（Industrialization Timetable）：德鐵私
有化及車路分離的政策與法令制度下，讓列車排班作業朝向
產品價格化的模式發展，主要原因係路線資源有限，車公司
需採出價方式來購買路線資源，由於市場供需情況不一排程
相當複雜，也促使德鐵不遺餘力在精進其短、中、長期的列
車排程技術，如圖 3.8[A]所示，包括有：


目前臨時貨物列車的安排是在年度時刻表已排定後，找
時空圖的空檔進行安插。



已規劃採系統化的方式，在特定之時空窗以內提前由德
鐵網群（DB Netz）進行加班車的可行評估調查。

(2) 三維列印（3D Print）：德鐵希望在部分客車車廂的備品上，
透過 3D 列印的方式生產備品，減少列車在廠維修的時間，
也減少倉儲貨品的儲存成本，增加倉儲管理上的彈性，如圖
3.8[B]所示，說明如下。


交貨迅速：列車在進廠維修之後，可以快速更換備品，
再回線上運轉，增加列車運作效率。



存貨管理彈性增加：在倉管中可以減少更換貨品的存貨
量，並且因為製造效率提高的因素，也可以小量備貨的
方式進行存貨管理，降低倉儲營運成本。



貨物品質的提升：和傳統的製程相較，3D 列印在部分
備品上的製造品質更佳，例如製造須具有抗材料疲勞性
質以及防火性質的備品。



物流商業模式的變更：因為貨物交期時間的縮短、製造
水準的提升，將可能推動新一波物流管理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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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dustrialisation
Timetable

[B] 3D Print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8 德鐵-Production 4.0 各功能示意圖
2.

Infrastructure 4.0

在基礎設施方面，目前德鐵開發有 Rail in Motion（RiM）鐵路
運轉即時回報系統，讓車輛以及鐵道設施等設備在發生故障當下，可
即時回報並安排後續維修排程作業。
(1) Rail in Motion（RiM）(圖 3.9)是一套給鐵道從業人員的
即時資訊平台工具，例如：司機員可知其後續乘務資訊。
(2) 在鐵道營運出現異常狀況時，若有機班運用的更動，司機員
可透過此平台在第一時間查知，並可即時反應。
(3) 鐵道列車如出現異常，司機員可在第一時間回報維修單位，
以利後續維修作業安排。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9 德鐵- Rail in Motion 功能示意圖
3.

IT 4.0

在顧客管理或系統維護上，德鐵大量利用 Big Data Competition
之大數據蒐集與應用分析，例如：各車站旅客流量、旅客訂票資料、
車站基礎設施管理、場站路線維修資料、列車運轉資料到列車故障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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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均有相關大數據分析人員進行營運資料解析，以加強營運維修管
理能力，並有許當良好的實績，如圖 3.10 所示。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10
4.

德鐵- Big Data 應用示意圖

智慧列車（Rolling Stock Intelligence）

智慧列車之系統能夠即時蒐集好列車各元件之運作資訊，並回傳
至機車電腦進行監控，預計 2020 年將有超過 2,000 列機車安裝此系
統，如圖 3.11 所示。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11
5.

德鐵- Rolling Stock Intelligence 示意圖

DIANA 鐵道設施診斷與分析平台

該系統於鐵道監測對象加裝 Sensor，依照正常、可能發生故障
及已故障三種狀態回傳至行控中心，以進行預防性維護策略，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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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ANA 的運作方式中，主要以監測轉轍器為主，其 Sensor
監測項目包括有：電流、震動、濕度、溫度…等，以了解設
備的健康狀況，如圖 3.12 所示。
(2) DIANA 功能亦有結合天氣資料的升級計畫，主要係德國天氣
氣溫變化大，天候條件也相對嚴峻，夏天高溫可達 35℃以
上，冬天低溫也可降至-10℃以下，同時亦有降雪情形，故
德鐵有 49,000 處轉轍器都配有融雪設備，以避免降雪時轉
轍器設備被冰卡住。DIANA 欲結合溼度、溫度和天氣資料，
掌握適當時間點啟動融冰機制，使轉轍器運作可自動化的克
服天候因素。
(3) 資料異常狀況可透過資料融合（Data Fusion）的方式進行
後端資料判讀處理，當前述監測項目所回傳的數值超過門檻
值或者大幅偏離正常值時，則可預先進行失誤訊息判斷，讓
權責人員派工進行預防性維修，如圖 3.13 所示。
(4) 若轉轍器出現異常狀態，例如岔間與岔心遭異物卡住導致無
法正確扳轉，則馬達運作電流會偏離正常範圍，此時 Sensor
會將電流異常現象紀錄下並回傳到就地號誌室，同時也會將
資料傳送到相關人員之 APP 上，並由權責人員派工至現場進
行維修，而非等到故障進行故障維修，如圖 3.14 所示。
(5) 德鐵預計投入 5,000 萬歐元（約合台幣 18 億元）進行轉轍
器與 DIANA 系統連接作業，德鐵 DB 共 70,000 餘處轉轍器
中，在 2016 年已有 5,000 處轉轍器與 DIANA 系統相連，預
計到 2020 年會增加至 30,000 處設備和 DIANA 中心相連，如
圖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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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9

圖 3.12

德鐵-DIANA 鐵道設施診斷示意圖

[A] DIANA-PC 系統畫面

[B] DIANA-手持裝置畫面

[C] DIANA-進階分析畫面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9

圖 3.13

德鐵-DIANA 系統分析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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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6

圖 3.14

德鐵-DIANA 轉轍器診斷示意圖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6

圖 3.15
6.

德鐵-轉轍器連結 DIANA 數量趨勢圖

電車線檢測

德鐵之路網新建及維修主要是由德鐵網群（DB Netze）負責，其
中電車線檢測即是維護工作之一，據了解德鐵採用之電車線自動檢測
車來自德荷廠商 Eurailscout，以下回顧其檢測車相關技術資訊。
(1) 電車線檢測車概述
Eurailsout 研 發 的 電 車 線 檢 測 車 最 高 行 駛 速 率 為
160km/h，會採較低之運轉速率進行電車線攝影、檢測及診斷工
作，有關 Eurailscout 車輛技術諸元如表 3-2 所示。
表 3-2 Eurailscout-車輛技術諸元
項目\型號

UFM120

UFM160

ODT08

建造年份
車長(含兩端緩衝

1998
23.0m

2003
47.7m

1987/2002
2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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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型號

UFM120

UFM160

ODT08

器)
車寬
車高
軸距
輪徑
最小曲率半徑
車量
軸重
最高行駛速率
列車運轉保安系統

3.10m
4.50m
2.50m
920mm
90m
70t
17.5t
120 km/h
PZB（德國）

2.45m
3.97m
2.50m
920mm
90m
2*68t
17t
160km/h
GSM-R（歐洲）

2.85m
4.45m
2.50m
920mm
120m
60t
15t
100/120 km/h
PZB（德國）

照片
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2) 電車線檢測方式
主要採非接觸式之雷射偵測系統，檢測方式包括有：含集電
弓升起檢測弓線接觸是否穩定之有載偵測、以及單純檢測電車線
線型之無載偵測兩種。其中，「有載偵測」係 Eurailscout 在
2013 年發展之電車線偵測技術，係將光纖感測器整合在集電弓
碳刷以及集電弓之間，透過該光纖感測器可檢測集電弓的水平和
垂直震盪。
(3) 電車線檢測項目
包括有：電車線張力測定、電車線定位偵測、電車線設備檢
測、自動光學檢測。


電車線張力測定：透過兩組攝影機對電車線進行連續攝
影與同步儲存，並比對影像之電車線接觸面寬度和電車
線直徑進行比對，可檢測電車線損耗，亦增加高損耗電
車線區域的偵錯準確度，其系統畫面如圖 3.16 所示。



電車線定位偵測：為能正確定位電車線位置，在檢測車
車頂處會各設置兩組攝影設備，該設備位置恰好於轉向
架垂直正上方，每一組攝影設備有兩個雷射定位探測器
可垂直往上打出雷射光束，當兩檢測光束同時被一照射
物體反射回，即可定位出支撐電車線的穩定臂。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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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線設備檢測：檢測車可偵測的項目包含有懸臂組、
斜吊線、主吊線及接觸線組，檢測車之側緣架設有兩組
高速光二極體陣列攝影機，可與紅外線雷射設備整合，
並以時速 80 公里的速度由下而上拍攝，其解析度可達
1mm 等級，除可採 45µs 的快門曝光時間進行攝影外，
並可透過 100MHz 的傳輸率進行資料處理與自動辨識，
並供使用者檢視，相關照片與畫面如圖 3.17~圖 3.20
所示。

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圖 3.16

Eurailscout-電車線攝影系統畫面
圖說
Laserlichtebene
Tragseil
Gegenstadraum
Fahrdraht
Hochgeschindigkeits
Zeilenkamera
Laser
Dach des
Diagnosefahrzeuges

中譯
雷射光照面
主吊線
檢測範圍
接觸線
高速陣列掃
描攝影機
雷射
檢測車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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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圖 3.17

Eurailscout-電車線設備檢測示意圖

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圖 3.18

Eurailscout-檢測車行進同向攝影畫面

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圖 3.19

Eurailscout-檢測車行進反向攝影畫面

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圖 3.20

Eurailscout-電車線支承設備偵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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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光學檢測：主要透過 4 組攝影設備自動拍攝列車行
進方向視野之集電弓和電車線，每公里資料量約為 4G
但可壓縮至原容量 3% 後儲存，以便離線進行數值比對
與分析異常路段。常見的異常包括：螺絲鬆動或遺失、
接觸線磨耗過劇或其他元件損壞，其系統畫面如 圖
3.21 所示。

資料來源：Eurailscout, 2016

圖 3.21

Eurailscout-電車線支承檢測系統畫面

(4) 分析結果內容
回顧得知目前使用 Eurailscout 檢測車之鐵道系統包括
有：德國 DB AG、荷蘭 ProRail、英國 Network Rail and CTRL
等，這些鐵道機構採用原因之一為 Eurailscout 檢測車之分析結
果可依需求客製化輸出與後處理，其分析之結果包括有：


電車線水平/垂直位置。



電車線餘裕線徑。



電車線/集電弓接觸面耦合狀況。



集電弓碳刷在水平方向之加速度。

此外，透過電車線檢測車自動分析之優點包括有：


可預防性發現電車線耗損。



可精準防治電車線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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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檢測結果的品質保證。



滿足年度檢測工作成本最小化。



可減少因例行維修導致的路線封鎖。



達成智慧化評估、檢驗和資料管理。

Work 4.0

德鐵在人員晉用、訓練和考核上，大量使用線上測試等方式，並
結合 IT 資源與技術，使得人力教育資源與聯繫溝通可不受時空限制
進行，包括有：
(1) Schüler Online Test 職員線上測驗系統：透過線上測試方
式進行能力測驗與培訓人員，如圖 3.22[A]所示。
(2) Vernetzungs und Kollaborations plattform DB Together
德鐵員工聯繫網：德鐵內部自行建立之社群網路系統，可供
員工視訊會議討論，大幅提升公司內部的溝通管道，如圖
3.22[B]所示。

[B] Vernetzungs und
Kollaborations plattform

[A] Schüler Online Test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圖 3.22

德鐵- Work 4.0 各功能示意圖

3.1.1.3 德國-安全風險現況
1.

平交道異物偵測

平交道異物偵測技術，目的是監測鐵公路交叉的安全區域中，是
否有異物侵入，避免鐵路列車和該異物發生碰撞事故，平交道異物偵
測熱區如圖 3.23 所示。德鐵的檢測技術包含感應線圈、紅外線光電
感測器及雷達系統，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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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Gefahrraum
Straße
Grenze des
Regellichtraums

中譯
危險區
公路
鐵路行車所需
淨空界線

資料來源：Sicherung des Schienenverkehrs, Grundlagen und Planung der Leit- und
Sicherungstechnik, 2015

圖 3.23

德鐵-平交道異物偵測熱區示意圖

(1) 感應線圈：PintschBamag 公司在 1999 年從既有的 RBÜT 系
統中開發出了 ADOB 設備，這個設備可以在危險區域內仍有
障礙物時，提前警告即將抵達的列車駕駛。除了雷達感測設
備以外，也會在軌道上鋪設感應線圈，以偵測是否有障礙物
停留在危險區域中。
(2) 紅外線光電感測器：紅外線光電感測器只有在平交道危險區
域內的四周，各以對角的方式布設，才能夠正確的運作。
(3) 雷達感測裝置：會有一個以 1Hz 頻率旋轉的雷達鏡面以水平
方式運作，目前技術可偵測到軌道上方約 50~100 公分的異
物，同時障礙物體的距離也會被監測，如圖 3.24 所示。

資料來源：Honeywell, 2019

圖 3.24

Honeywell-雷達設備示意圖



該儀器每旋轉一次，危險區內的活動都會被記錄下來，
如果有物體遺落在危險區域內，則系統會顯示該區域是
被外物佔據。



平交道必須至少要安裝有 3 面復歸反射器，分別針對欲
偵測環境的左、中和右三個視角進行監測，並將雷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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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訊號直接反射回去，若反射器並沒有正常運作時，代
表目前平交道上有異物佔據的資訊。
2.

無人載具偵測

德鐵為了更有效率的進行基礎設施日常檢修，積極進行無人機監
測系統之研發，同時德鐵與 Audi、空中巴士、德國航太中心及德國
交通部等，一同參與了歐盟委員會的都市空中 Mobility 倡議計畫，
在德國慕尼黑 Ingolstadt 投入無人機之系統測試，說明如下。
(1) 現階段應用方向
德鐵透過近 20 架的無人機對其 3.3 萬公里的路網進行監測
與提供電子資料，主要應用於鐵道運輸的準點提升及鐵道基礎設
施的巡檢作業，例如：鐵道沿線植被狀況、鐵道車站和橋梁的檢
測、新路線計畫 3D 模型建造、將鐵道沿線圖資建檔供後續判斷
樹木傾倒等侵害鐵道路線之風險，均可透過無人機機隊蒐集資
料，如圖 3.25 及圖 3.26 所示。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9

圖 3.25

德鐵-小型無人機實務案例

資料來源：Deutsche Bahn, 2019

圖 3.26

德鐵 DB4.0-大型無人機實務案例

(2) 無人機應用實例
目前德鐵使用無人機於安全維護及基礎設備之應用實例包
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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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以及風險防護。



事故分析。



緊急災害管理的事故現場資料建檔。



即時 Live 影像提供。



沿線攝影紀錄提供 3D 模型建構。



鐵道路線、鐵道建築、鐵道橋梁以及土建設施的日常檢
測。



新鐵道建設的定期進度資料建檔。



鐵道沿線邊坡植被以及生物多樣性的調查記錄。



熱成像技術的應用。

此外，德鐵未來擬規劃不再指派人員至現場操作，而是改採
遠端遙控方式進行，這也代表未來可透過遠端進行事故紀錄或設
備損毀診斷。
3.1.1.4 DB4.0 實務系統彙整
德鐵 DB4.0 六功能區塊有許多實務開發之系統，本研究透過「旅
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方面回顧其內涵後，彙整
其所開發的實務系統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德鐵-DB 4.0 開發系統應用面向彙整表
項目

旅客服務
⚫

⚫
⚫
Mobility 4.0

⚫
⚫

⚫

Production
4.0

營運維修

安全風險

ICE 免費無線網路
（Wifi-Service
in ICE）
ICE 列車資訊入口
網（ICE-Portal）
德鐵導航
（DB-Navigat）
旅客自助報到
（Self Check-in）
德鐵路線即時資訊
（DB
Streckenagent）
月台旅客告示燈
（Leuchtende
Bahnsteigkante）
⚫

智慧排點系統
（Industrialisation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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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服務

營運維修
⚫
⚫

⚫
Work 4.0

⚫
Infrastructure 4.0

⚫
⚫

IT 4.0
⚫
Logistics 4.0
⚫

大數據應用（Big
⚫
Data
Competition）
德鐵信可智慧運輸
⚫
（DB Schenker
Smartbox）
個人物流托運追蹤
（My Railportal）

Timetable）
三維列印（3D
Print）
職員線上測驗系統
（Schüler
Online-Test）
德鐵員工聯繫網
（Vernetzungsund
Kollaborationspl
attform DB
Together）
鐵路運轉即時回報
系統（Rail in
Motion）
鐵道設施診斷與分
析平台（DIANA）
大數據應用（Big
Data
Competition）

安全風險

⚫
⚫
⚫

無人機
（Multicopter）
平交道異物偵測
大數據應用（Big
Data
Competition）

智慧列車（Rolling
Stock
Intelligenc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1.2 德國智慧鐵道政策或法令制度及未來趨勢
德國在智慧鐵道「政策與法令制度」下分成幾個方向，說明如下。
1.

旅客面：持續精進旅客轉乘及貨運運轉的旅客資訊系統，並強化
鐵道購票通路與 IT 購票平台以減少人力成本。

2.

設備面：持續更新號誌系統及基礎設施，包括鐵道容量的評估、
路網興建及維護。其中，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巴黎協定簽訂，會
將客貨運轉移至鐵道上，因此鐵道容量改善議題越趨重視，亦將
投入資源將鐵道號誌往 ETCS Level 2 方向改善來提升路線容
量，進而消弭跨國列車運轉的困境，使歐洲鐵道可有更多發展空
間。

3.

智慧排班：未來希望透過系統化方式，在已排定之長期及短期時
刻表中，處理列車的加班車排班問題。

4.

大數據分析：短途和長途旅客的 Big data 資訊應用是德鐵擬掌
握需求面的重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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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元化發展：德國已預期未來公共運輸和私有運具在交通分界將
逐步縮小，因此不以純鐵道運輸為主，而是導入 IT 應用並多元
發展各項業務。

6.

無人載具發展：私有運具在都市中留下了噪音、空氣汙染以及土
地超限利用等許多難解的文明問題，德鐵預期既有的二維平面運
輸型態將提升至三維立體空間，因此德鐵積極朝無人載具領域之
應用方向研析。

3.2 日本智慧鐵道產業發展、實務應用及現況與趨勢
日本的智慧鐵道發展「政策與法令制度」
，是由營運業者所主導，
例如 JR 東日本、JR 西日本為擘劃 20 年內的鐵道發展，分別於 2016
年及 2018 年提出「技術革新中長期願景」與「JR 西日本技術願景」，
兩 者 期 望 藉由 物聯 網 、 大 數據 與人 工 智 慧 等技 術實 現 「 機 動性
（Mobility）革命」，並朝向智慧化的目標邁進。而國土交通省則是
替各營運業者、系統供應商及政府之間建立資訊溝通平台，分享彼此
的願景並與交換意見，例如：國土交通省下轄的自動車局即在此平台
上分享汽車無人駕駛的推展狀況與法制探討、JR 東日本與東京地下
鐵則分享導入通訊式列車控制（Communication-based Train Control,
CBTC）的優點。
以下進階回顧日本鐵道營運機構所擬定的智慧鐵道策略，並依據
「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向說明其現況及
未來趨勢。

3.2.1 日本智慧鐵道政策或法令制度及發展現況
3.2.1.1 日本-旅客服務現況
1.

在來線擁擠度視覺化系統
(1) 一般當列車載客率增加時，制韌的能力也會下降，因此列車
本身會具備載重檢測機能以確保減速度一致。
(2) JR 東日本與日立 Hitachi 合作，進一步將此列車載重資訊
藉由無線設備傳輸到東京圈列車運行管理系統（Automatic
Decentralized Transport Operation Control System,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3 - 22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ATOS）中，並將計算之載客率、系統上列車位置及誤點時間
一併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其架構如圖 3.27 所示。

資料來源：在来線混雑可視化システムの導入効果の検証，JR 東日本

圖 3.27

日本-在來線擁擠度視覺化系統架構

(3) 「即時資料」以 30 秒為更新週期，系統與列車現況實務約
有 3~4 分鐘的延滯，另亦提供「歷史資料」查詢功能。
(4) 系統呈現方式以點表示列車、點的顏色表示列車誤點時間、
點的大小表示載客率，如圖 3.28 所示。

資料來源：在来線混雑可視化システムの導入効果の検証，JR 東日本

圖 3.28

日本-在來線擁擠度視覺化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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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東京圈多數路線多已導入此系統，包含：京濱東北線、
根岸線、山手線、埼京川越‧山手貨物線運行系統、常磐線、
常磐緩行線、中央‧總武緩行線、中央本線、橫須賀‧總武
快速線、東海道本線、東北本線、高崎線、東北貨物線。
(6) JR 東日本擷取車輛空氣彈簧承重讀數，並即時利用通訊技
術傳回中心，以作為發布各列車即時乘載人數與空調溫度，
並製作成行動裝置 App 供民眾下載使用，除可讓民眾在候車
時選擇適合自己溫度或挑選人數較少車廂候車達到便民效
益外，亦可降低營運機構因某些過度擁擠導致上下車時間過
長引發誤點問題，如圖 3.29 所示。

資料來源：「JR 東日本アプリ」手持裝置 App 查詢畫面

圖 3.29
2.

日本山手線即時車廂乘載密度應用程式查詢畫面圖

人工智慧詢問業務支援系統
(1) 旅客詢問的內容五花八門，包含：列車時刻、車票、票價或
感應票卡介紹、各式活動介紹等。
(2) JR 東日本導入「IBM Watson」商業智慧系統，透過人工智
慧辨識問題內容並即時顯示相關資料給詢問櫃檯人員，可縮
短櫃檯人員與旅客的時間同時提高回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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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服務機器人
(1) 日本 Aruze Gaming 和 THK 共同開發的「ARISA」女性機器人，
能透過對話或觸控螢幕方式提供車站導覽資訊、轉乘資訊等
服務。
(2) 日本 Teikei 保全公司開發「Digital Guardman」，可遠端
提供保全協助。
(3) 日本信號開發「ekibo」機器人，能以英語或日語會話方式
提供旅客諮詢服務。
(4) 日立公司開發「EMIEW-TT」機器人，能以中、英、日語對話
或觸控螢幕方式提供旅客諮詢服務。
(5) 2018 年底東京都已率先於都營地下鐵上野禦徒町和都廳前
站進行測試上述各機器人，相關導入之旅客服務機器人外型
如圖 3.30 所示。

[A] ARISA

[B] Digital Guar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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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kibo

[D] EMIEW-TT

資料來源：都営地下鉄施設内における案内・警備ロボット実証実験，東京都交通局

圖 3.30
4.

日本-旅客服務機器人示意圖

警備機器人
(1) Omron 開發的「Multifunctional Patrol Robot」機器人在
自走巡邏的同時，會利用內建攝影機監控車站內的狀態外，
亦搭載大螢幕提供旅客諮詢服務。
(2) 綜合警備保障株式會社（ALSOK）開發「Reborg-Χ」，具備
自走巡邏、攝影機監視、旅客諮詢、娛樂等四種功能。
(3) SECOM 開發的「SECOM Robot X2」，具備自走巡邏、遠端遙
控、攝影機監視、障礙物偵測、入侵者辨識、影像辨識等功
能。
(4) Tranzas 開發的「TRA-DeCA」，具備自走巡邏、障礙物偵測、
人臉辨識等功能。
(5) 2018 年底東京都率先於都營地下鐵國立競技場站、大門站、
新宿西口站、馬喰横山站進行測試上述機器人，相關警備機
器人外型如圖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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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functional Patrol Robot

[B] Reborg-X

[C] SECOM Robot X2

[D] TRA-DeCA

資料來源：都営地下鉄施設内における案内・警備ロボット実証実験，東京都交通局

圖 3.31

日本-警備機器人示意圖

3.2.1.2 日本-營運維修現況
1.

JR 東 日 本 次 世 代 列 車 控 制 系 統 （ Integrated Tra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for Evolvable Railway Operation
System，INTEROS）

以 E235 系列車為代表，包含兩大傳送系統及三大功能，其系統
架構如圖 3.32 所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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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32

日本-INTEROS 系統架構

(1) 列車控制系統
該系統可協助制韌、調整出力與耗電進行節能運轉、系統控
制與故障診斷、關車門等，系統設計有納入二重冗餘之備援系統。
(2) 設備監測系統


車輛設施監控裝置：可檢測動力系統、輔助動力系統、
煞車系統、廣播系統等設備狀態，並即時檢測系統失效。



軌道位移檢測裝置：可檢測軌道之軌距、水平、高低、
方向、平面性的不整值，該裝置藉由加速度計及光纖陀
螺儀計算出裝置自身位移，而後透過二軸式軌道位移計
（雷射位移計、反射鏡及驅動馬達）檢測裝置與軌道間
的相對位移。



軌道設施監控裝置：可檢測軌條接頭、軌道扣夾、魚尾
版、鋼軌墊片等是否有缺陷，該裝置透過 LED 照明、雷
射設備投出紅色檢測線，而後透過二維灰階線陣（Line
Scan）相機、256 階高差斷面（Profile）相機進行三
維的攝影，如圖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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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軌道扣夾監控

[B] 魚尾版監控

資料來源：線路設備モニタリング装置の本格導入について，JR 東日本

圖 3.33


日本-軌道設施監控範例

電車線狀態監控裝置：集電弓舟體加速度計可檢測電車
線不平順、集電弓照相機可監測集電弓狀態、加壓單元
紫外線感測器可檢測離線時的電弧、迴轉式雷射裝置可
檢測接觸線高度及偏位及磨耗，如圖 3.34 所示。

[A] 監測畫面

[B] 迴轉式雷射裝置

資料來源：營業電車による電車線路設備のモニタリング，JR 東日本

圖 3.34

日本-電車線狀態監控系統

(3) 列車資訊系統
可提供服務訊息、動畫或靜態畫面，連接到車外 LED 行先顯
示器及車內顯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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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車內乙太網路骨幹系統
列車內之通訊原最高為 10Mbps 的 ARCnet 區域網路，目前已
改為 100Mbps 乙太網路，規格比較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日本-列車內新舊通訊系統比較
過去：列車情報管理系統
項目

（Train Information

目前：INTEROS

網路骨幹

Ethernet 乙太網路

傳送速度

Management System, TIMES）
基幹：ARCnet
支線：RS485+HDLC
10Mbps

信號振幅

24Vp-p

傳送媒體

雙絞線
三心電纜線

冗餘
控制與設備監測混合：二重
（複聯、備援）
階層拓樸
（星狀、環狀等混合使用）
控制網路形態

100Mbps
基幹：8Vp-p
支線：2Vp-p
四心電纜
控制：二重
設備監測：無
平行拓樸

資料來源：次世代車両制御システム（INTEROS）の開発，JR 東日本

(5) 列車外 WiMAX 通信系統
列車外透過 Mobile WiMAX 無線通信技術將大量數據傳送至
地上設備，具高機能與高擴張性並可對應國際規格。可將列車狀
態監視系統的檢測數據傳輸到調度中心或維修基地，做為維修決
策支援使用。
2.

RFID 電車線維修管理設備
(1) 於電車線壓縮接續單元上安裝附有 RFID 標籤的溫度計，以
檢測是否有因劣化、電阻上升而發熱的情況。
(2) 電力部門員工可直接在營運列車上，透過無線數據收集裝置
及智慧型手機或平板即可取得溫度資料。
(3) JR 東日本於 2019 年 1 月於常磐線導入，如圖 3.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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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FID 標籤及溫度計

[B] 無線數據收集裝置及平版端末

資料來源：鉄道電力設備における無線式センサの本格導入について，JR 東日本

圖 3.35
3.

日本-RFID 電車線維修管理示意圖

自動運轉技術
(1) JR 東日本在 2018-2019 年間於山手線以 E235 系列車測試無
人駕駛之自動列車操作系統（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
ATO）。
(2) 目前測試已進展到 GoA 2-半自動運轉等級：非緊急狀況下
皆為自動操作，司機員僅負責操作車門開關。

4.

平板電腦服務支援系統
(1) 司機員可從平板電腦中得知即時調度訊息，可因應延滯迅速
調整列車排點，如圖 3.36 所示。
(2) 乘務員可根據軟體說明，查詢問題並提供適當回覆。
(3) JR 東日本於 2013 年導入，配給平板予乘務員及司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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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36

日本-平板電腦整合營運資訊示意圖

3.2.1.3 日本-安全風險現況
1.

GPS 列車接近警報裝置
(1) 在無軌道電路自動閉塞的路線，路線內工作人員必須透過
GPS 接收列車位置、傳送自身位置以確保人身安全，如圖
3.37 所示。
(2) 在有軌道電路自動閉塞的路線，工作人員已可透過軌道電路
接收列車接近警報。
(3) JR 東日本於 2016 年以後引入到飯山線、八高線等 24 條路
線上。

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37

日本-GPS 列車接近警報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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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用車輛位置警報系統
(1) 為避免維修用車輛進入未核可區間，JR 東日本開發誤進入
警報系統，一旦車輛離開核可區間便會觸發警鈴及警燈。
(2) 以旋轉編碼器（Rotary Encoder）檢測車輛位置，可引入使
用 CBTC （ 日 本 稱 Advanced Train Administr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簡稱 ATACS）的路線上。
(3) JR 東日本已於 2017 年導入至使用 CBTC 的埼京線-大宮至池
袋路段。

3.

輪重不平衡異常檢測裝置
(1) 空氣彈簧等的異常可能使輪重不平衡，進而造成出軌。
(2) JR 東日本嘗試於車輛轉向架或地上裝設監測器，藉由偵測
空氣彈簧壓力或兩側輪重數值，發展演算法判定是否有異常
情況。
(3) JR 東日本 2018 年開始試驗於在地上裝設應變片以檢測輪重
數值。

4.

日本智慧平交道

日本導入有智慧平交道（「賢い踏切」），JR 東日本稱之為「列
車種別による踏切制御」、JR 西日本稱「踏切警報時間制御装置」，
其設置目的在減少因平交道距離車站過近而產生的非必要警報時間，
以減少公路壅塞同時確保安全性，如圖 3.38 所示，說明如下。
(1) 自動列車停止裝置（Automatic Train Stop, ATS）或自動
列車保護裝置（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P）：鐵
路系統會安裝 ATS 或 ATP 以檢核列車速度、確保行駛安全。
當列車通過 ATS（日本稱作 ATS-S）的變頻信號發射器或 ATP
（日本稱作 ATS-P）的應答器時，若列車超過速度限制則系
統會強制煞車。
(2) 列車車種判定點（圖 3.38 之 A 點）：當列車通過時，ATS
的變頻信號發射器或 ATP 的應答器會判定列車的種類，並將
訊號傳送至對應的平交道啟動點。
(3) 平交道啟動點（圖 3.38 之 B 點、C 點）：若該列車為通過
列車，則當列車駛過 B 點時平交道設備開始動作；若該列車
為停站列車，則當列車駛過 C 點時平交道設備開始動作。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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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點為一閉電路式軌道電路，長度約 25 公尺，當列車車輪
通過，軌道電路形成迴路使警報裝置開始動作，而後遮斷裝
置放下。此外若停站列車過走，ATS 或 ATP 會作動使列車啟
動緊急緊軔煞停列車。

資料來源：JR 西日本，https://www.westjr.co.jp/safety/crossing/cp/smart.html

圖 3.38 日本-智慧平交道機制
5.

人體骨幹分析

人體骨幹分析技術，係藉由深度學習進一步解析人類的動態行
為，藉由行為模式分析事件的結構，從而建構影像的關聯性，日本東
急電鐵透過台灣 Beseye 導入之人體骨幹分析之功能如圖 3.39 所示，
說明如下。
(1) 日本東急電鐵搭配車站內固有攝影機，以人工智慧辨識出是
否有旅客跌倒、傾入軌道或危險暴力行為，能及早預警通知
處理準備。
(2) 平交道之應用上，可辨識出當有老人、身心障礙者、輪椅、
拐杖等卡在鐵道時，能即時通知控制中心與站務人員，進而
降低意外與自殺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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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eseye

圖 3.39 日本-東急電鉄導入骨幹分析偵測示意圖

3.2.2 日本智慧鐵道政策或法令制度及未來趨勢
為達成「機動性（Mobility）革命」的未來目標，營運業者首先
須構築雲端平台整合橫向的各種數據，例如：企業營運數據、設備數
據、車輛數據、列車運行數據、能源數據及其他交通相關單位數據，
如圖 3.40 所示。以下說明在此基礎上仍在構想、研發或已處於試驗
階段的智慧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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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40

日本-雲端平台整合構想

3.2.2.1 日本-旅客服務趨勢
1.

雲端平台情報整合
(1) 以雲端系統整合列車、公車、計程車的到站、發車資訊。
(2) 視技術發展情況，規劃擬整合自駕車、氣象等資訊。

2.

即時運算（Real Time）提供旅客資訊與無縫轉乘服務
(1) 從雲端平台上及時獲取資料進行運算。
(2) 根據旅客特性，提供客製化的旅遊提案、旅遊交通資訊及無
縫轉乘的服務。
(3) 可提供異常或事故的情報與繞道建議。
(4) 最終以提供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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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進出站程序
(1) 擬改善自動閘門系統，使旅客透過無線設備感應即可進出
站，毋須感應卡片。
(2) 規劃可裁撤驗票閘門，加速人流進出、減少票證使用。

3.2.2.2 日本-營運維修趨勢
1.

智慧維修
(1) JR 東日本軌道之電氣檢測車（East-i）採每季出動一次檢
測電車線，因此規劃有精進檢測之準確度（accuracy）與精
密度（precision）。
(2) JR 東日本期望能夠在新系統-INTEROS、E235 系列車的基礎
下，實行密集的狀態檢測，藉此瞭解軌道、電車線的耗損主
因，分析劣化模式並延長生命週期，如圖 3.41~圖 3.44 所
示。
(3) 新技術導入後，既有程序規章之定時檢修（ Time Based
Maintenance, TBM）亦須改為狀態檢修（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CBM）策略，亦即根據劣化模式訂定維修門
檻，一旦發現狀態超過可容忍限界便會進行維修，茲將兩者
差異呈現如圖 3.45 所示。

資料來源：E235 系搭載の電力設備モニタリング装置のデータ活用化について，JR 東
日本

圖 3.41

日本-電車線維修概念變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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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235 系搭載の電力設備モニタリング装置のデータ活用化について，JR 東
日本

圖 3.42

日本-電車線維修預測-數據收集與校正

資料來源：E235 系搭載の電力設備モニタリング装置のデータ活用化について，JR 東
日本

圖 3.43

日本-電車線維修預測-耗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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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235 系搭載の電力設備モニタリング装置のデータ活用化について，JR 東
日本

圖 3.44

日本-電車線維修預測-混合學習與耗損預測

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45

日本-定時檢修與狀態檢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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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機器人技術
(1) 在需要操作大型機具的維修場合，以機器人使作業自動化並
且能夠遠端操控，如圖 3.46 所示。
(2) 擬降低人員危險及操作失誤的可能。

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46
3.

日本-維修作業自動化

人工智慧-協助自動運轉及服務支援系統
(1) 自動運轉朝向 GoA 4 邁進，使列車運轉、開關車門等完全自
動化。
(2) 服務支援系統協助乘務員提供多語言、自動化的回覆。

4.

人工智慧-協助列車運轉規劃與管理
(1) 透過人工智慧協助，因應旅客需求應變安排列車。
(2) 整合其他運具，提供旅客無縫轉乘、高機動性且及門的服
務，如圖 3.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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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47
5.

日本-依據需求的臨時列車運轉

節能列車運轉
(1) 道旁及車載設備可協助進行列車加減速決策。
(2) 減少列車制韌次數、活用縱坡度加減速。

3.2.2.3 日本-安全風險趨勢
1.

維修任務支援系統
(1) 以遠端方式提供維修任務執行指導。
(2) 確保維護品質並減少回復時間。

2.

整合型安全預警系統
(1) 於軌道、道旁、電車線、山坡地、隧道口等處裝設感應器，
如圖 3.48[A]所示。
(2) 透過衛星或光纖傳輸即時訊息，期望能夠偵測事故前兆、甚
至找出過去未曾設想過的危險因子使風險最小化。

3.

平交道及月台物聯網/車聯網告警系統
(1) 結合智慧運輸系統、機器人技術及人因工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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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物聯網/車聯網技術要求公路車輛停在平交道停止線前、
消除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於平交道碰撞的可能性，如圖
3.48[B]所示。
(3) 以機器人監測乘客是否超出月台警戒線，若旅客有危險能夠
即時提醒進站或通過列車緊急制韌，如圖 3.48[B]所示。

[A] 災害預警系統

[B] 平交道及月台物聯網告警系統

資料來源：技術革新中長期ビジョン，JR 東日本

圖 3.48

日本-安全風險改善願景

3.3 美國智慧鐵道產業發展、實務應用及現況與趨勢
美國鐵道「政策與法令制度」上，乃以配合貨運服務為大宗，全
美有多達 600 家以上的鐵道貨運業者，由於相關之基礎設施與車輛資
產多為各鐵道業者之私有財，造成運送貨物時常需穿越不同鐵道公司
的路線，為強化各鐵道業者橫向聯繫溝通機制，因而有美國鐵道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 AAR）之成立，其轄下之資
產健康戰略計畫（Asset Health Strategic Initiative, AHSI）、
北美鐵道清算公司（Railinc Corporation）、運輸技術試驗中心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Center INC., TTCI）等單位，亦陸
續擬定美國鐵道之智慧化策略，協助提升鐵道安全及車輛維修。
以下進階回顧美國鐵道協會、鐵道貨運公司及系統供應商的智慧
鐵道運輸方案，並依據「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
三個面向說明其現況及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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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美國智慧鐵道政策或法令制度及發展現況
3.3.1.1 美國-旅客服務現況
1.

美國奇異公司

美國奇異（GE）公司提出如圖 3.49 的智慧貨運鐵道供應鏈發展
藍圖，包含：
(1) 供應鏈最前端的工作，如：挖礦。
(2) 商品透過鐵道系統運送時所包含的設備與地點，如：列車、
場站、製造商、貨櫃轉運站等。
(3) 供應鏈的最終端，如：收貨人。

資料來源：GE Transportation’s Digital Solutions

圖 3.49
2.

美國-奇異公司智慧鐵道藍圖

GoLINC 資訊管理平台

GoLINC 是奇異所推出的可擴充資訊管理平台，可蒐集、儲存、
轉換鐵路各系統傳回的資料。
3.

LOCOTROL 列車智慧行駛輔助系統
(1) LOCOTROL 是一個裝設在機車上的列車智慧行駛輔助系統，
該設備會依列車諸元、路況等資訊，可透過無線傳輸方式自
動調整列車中各機車的出力效能，進而提升列車的使用能源
效率，如圖 3.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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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美國 BNSF 及 CSX 兩大貨運鐵道公司使用經驗，約可有
效減少 10%的列車耗油量。

資料來源：GE Transportation’s Digital Solutions

圖 3.50
4.

美國-LOCOTROL 設備照片

EdgeLINC 物聯網設備

大型貨運公司若採複合運輸，則過程中可能包含鐵路、公路、海
運 等方式， EdgeLINC 則因應 此需求設 計為結合 邊緣計 算（ Edge
Computing）的物聯網設備，可裝在機車、道旁設施、公路貨車、輪
船甚至挖土機等設施上，藉由即時回傳的資訊協助業者提升決策效
率，其操作畫面如圖 3.51 所示，相關功能包括有：
(1) 動力車輛啟動後閒置過久，系統會自動提出警告節省油耗。
(2) 油門在一定時間範圍內變換太頻繁，系統會自動提出警告。
(3) 煞車不當會提出警告，以減少煞車耗損。
(4) 油箱油量過低時，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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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E Transportation’s Digital Solutions

圖 3.51 美國-EgeLINC 用戶端設備管理操作畫面
5.

LocoVISION 影像辨識系統

LocoVISION 是一影像辨識系統，可根據機車上裝設的多組網路
攝影機（IP Based Cam）回傳包含 GPS 資訊的即時影像，並透過電腦
系統分析達到以下功能：
(1) 監測軌距，如圖 3.52 所示。
(2) 監測並判別道旁設備的位置，如圖 3.53 所示。
(3) 監測列車駕駛員身體狀態是否正常，如圖 3.54 所示。

資料來源：LocoVISION

圖 3.52

美國-LocoVISION 監測軌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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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ocoVISION

圖 3.53

美國-LocoVISION 監測道旁設備畫面

資料來源：LocoVISION

圖 3.54

美國-LocoVISION 監測列車駕駛畫面

3.3.1.2 美國-營運維修現況
1.

ExpressYard 車輛維修管理軟體

此為美國奇異公司開發的車輛維修管理軟體，可掌握車輛檢修狀
態、維修所需備料數量、單價、檢修人力等資訊。該系統可即時整合
維修廠站內資訊進而提升整體維修效率，相關操作畫面如圖 3.5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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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fNE5AkPXc

圖 3.55
2.

美國-ExpressYard 操作畫面

無人機應用
(1) 美國聯合太平洋公司貨運公司（Union Pacific Corp, UNP）
已將無人機用於觀測橋梁、基礎設施現況，如圖 3.56 所示。
(2) 美國 UNP 貨運公司將無人機資料透過內部網路傳遞，目前運
作效能可同時接收 30 架無人機資訊。

資料來源：How America's Top Railroad Learns to Fly, Inside Track

圖 3.56

美國 UNP-無人機操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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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

美國 UNP 貨運公司透過 3D 列印技術，自主生產必要的檢測設備，
以縮減產品的開發時間。
4.

建立設備失效預測模式
(1) 美國鐵道協會將設備感測器資料傳到美國資產健康戰略計
畫（AHSI），透過過去基礎設備資料的蒐集，建立設備失效
預測模式。
(2) 北美鐵道清算公司 Railinc 則進行鐵道技術研發，分析判讀
設備的使用趨勢後提供相關資訊給鐵道營運公司，修正不同
設備的維運計畫。

3.3.1.3 美國-安全風險現況
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是以貨運為主的鐵路系統，近年來已採用各
種感應器蒐集資料藉以預測或分析潛在出軌危害，依據文獻指出約可
減少 75%的出軌事件，如圖 3.57 所示。

資料來源：http://www.slideshare.net/Dell/big-data-use-cases-36019892/

圖 3.57
2.

美國-太平洋鐵路智慧運輸應用案例

Predix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Predix APM）資產管
理系統

此為美國奇異公司提出的資產管理系統，操作畫面如圖 3.58 所
示，使用者透過該系統可了解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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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狀態。
(2) 設備的使用歷史。
(3) 設備失效風險是否過高。
(4) 如何減輕設備失效的程度，以及維護成本。
(5) 設備失效會造成的影響。
(6) 當下應採取的管理措施。

資料來源：GE-digital

圖 3.58
3.

美國-Predix APM 使用者操作介面

APM Health 資產管理系統子模組

APM Healt 為 Predix APM 的子模組之一，可整合不同設備回傳
資訊至資料庫，透過操作畫面顯示設備即時狀況，並可主動提出可能
失效設備、說明可能失效位置，操作畫面如圖 3.59 所示。

資料來源：GE-digital

圖 3.59

美國-APM Health 使用者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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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M Strategy 資產管理系統子模組

APM Strategy 為 Predix APM 的子模組之一，結合可靠度集中維
護（Reliability Centered Maintenance）及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CA）方法，針對可能失
效的設備，提出改善方案及維護策略。使用者可了解改善方案所需成
本及改善效果，操作畫面如圖 3.60 所示。

資料來源：GE-digital

圖 3.60
5.

美國-APM Strategy 設備改善策略操作畫面

APM Reliability 資產管理系統子模組

APM Reliability 為 Predix APM 的子模組之一，系統運用預測
分析技術（Predictive Analytics），建立設備狀況良好時的數據資
料，並整合從設備收集的即時數據，進而比較設備現況與預期情況，
當兩者差距過大時則會提出警告，操作畫面如圖 3.61 所示。

資料來源：GE-digital

圖 3.61

美國-APM Strategy 預測分析結果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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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智慧型載具下載平交道資訊

美國運輸部（DOT）聯邦鐵路署（FRA）在智慧平交道的配套作法
上，提供了平交道編號與所在位置的 APP 資訊，供 Apple/Android 智
慧型載具下載使用，安裝啟用該 APP 後除可檢視平交道資訊與歷史事
故記錄外，APP 亦可主動搜尋所在位置附近的平交道資訊，若一旦遇
有緊急事件亦可查詢與撥打緊急通報電話，如圖 3.61 所示。

資料來源：https://www.fra.dot.gov/Page/P0845

圖 3.62

美國 FRA 提供智慧型載具之平交道資訊 APP

3.3.2 美國智慧鐵道政策或法令制度及未來趨勢
美國鐵道協會（AAR）在一份未來鐵道願景策略報告中，特別著
墨於鐵路基礎設施智慧化的進程及發展策略，另運輸技術試驗中心
（TTCI）於 2018 年的鐵道研發成果中，亦不乏與列車偵測數位化及
自動化相關之議題。另一方面，美國 UNP 貨運公司亦針對無人機提出
未來發展願景，茲將相關趨勢整理如下：
1.

鐵路基礎設施智慧化

根據美國鐵道協會（AAR）的報告，鐵路基礎設施智慧化主要包
含下列五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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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控（Monitoring）
：可以在基礎設施上執行資料擷取（Data
Acquisition, DAQ）。
(2) 分析（Analysis）：具備可分析資料、診斷設備狀況和決策
支援功能的智慧引擎。
(3) 示警（Alerts）：具備事件發生後示警的功能。
(4) 維護（Maintenance）：維護包含事件發生所引發的後續工
作。
(5) 整合（Integration）：整合面向的對象為鐵路系統中各子
系統產生的介面。
此外，鐵道營運機構在發展鐵道基礎設施智慧化，則可分成三階
段：
(1) 資料管理（Managed）：具備基礎設施智慧化的概念，已開
始收集不同基礎設施的即時資料。
(2) 資料利用（Utilized）：基礎設施智慧化的進程已經展開，
且管理階層積極參與，已開始分析由基礎設施蒐集而來的資
料，一部分的分析結果可以運用在改善設備的維運工作與利
用率。
(3) 資料最佳化（Optimized）：即時監測的功能已完善，鐵道
營運機構可透過基礎設施智慧化，達到基礎設施維運最佳
化，使其在基礎設施管理上的效率有顯著提升。
茲將前述三個發展階段以及五個智慧化面向彙整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美國-鐵路基礎設施智慧化發展策略
監控

資
料

⚫

號誌監控

⚫

擇點條件
⚫
監控

⚫

管
理

資

燃油、能
源管理

⚫

⚫

牽引力監
控

⚫

軌道電路

⚫

車輛空調 ⚫
監控
⚫

分析

示警

設備即時 ⚫
性能與工 ⚫
作數據

產生警報

原始資訊
資產分析

肇因分析

⚫

預測性失 ⚫

維護

⚫

資產使用
RFID/GPS
⚫
/GIS 標籤

警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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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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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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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產出缺陷 ⚫
清單

整合視訊
設備

辨識警報
成因
產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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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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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商業度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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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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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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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第
三方資產
管理系統
的整合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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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

維運作業
分群與規
⚫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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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for Next-Generation Rail Systems,
cognizant 20-20 insights

根據報告所述，鐵路營運業者透過實施鐵道資產管理智慧化後，
須能達成下列五項目標：
(1) 鐵道基礎設施效能即時視覺化。
(2) 減少基礎設施的人為檢測。
(3) 增進基礎設施的安全、可靠度及效能表現。
(4) 藉由預測性維修縮減維運成本。
(5) 透過不同系統間的整合，縮減營運成本。
2.

列車偵測數位化及自動化

運輸技術試驗中心（TTCI）於 2018 年有數項列車影像辨識研究
計畫，主要透過攝錄裝置、偵測器等設備，將車輛檢測數位化，並將
自動化辨識車輛是否故障做為後續發展目標。本研究將其整理如下，
亦可做為後續國內發展智慧鐵道時之參考依據。
(1) 道旁設置紅外線或雷射偵測器
當列車以時速 97kph（60mph）以上通過時，可檢測車輛車
軸、軸承、車輪、彈簧狀態是否正常，維護人員可透過影像檢視
車輪狀態是否異常，並建立電子追蹤維護文件，如圖 3.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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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aar.com

圖 3.63

美國-車輪影像辨識畫面

(2) 3D 影像辨識偵測
該系統可自動偵測當次拍攝影像與前次拍攝之差異，如圖
3.64 所示，由於系統面臨有幾點問題仍待克服，因此仍持續在
進行改善中，問題包括有：


影像差異可能對列車營運沒有影響。



灰塵、雨水、外來物、曝光程度都可能造成辨識誤差。



車輛修復後，偵測影像也會顯示有差異。

資料來源：http://www.aar.com

圖 3.64

美國-3D 影像自動辨識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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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感器
熱感器架設於軌道上，可整合車輛底盤之轉向架、車軸、回
油管等構件，如圖 3.65 所示；另熱感器拍攝圖片則可判別列車
底部結構是否有過熱，現階段正在驗證構件的實際溫度是否符合
熱感器拍攝成果，如圖 3.66 所示。

資料來源：http://www.aar.com

圖 3.65

美國-車輛底盤構件畫面

資料來源：http://www.aar.com

圖 3.66
3.

美國-熱感器車輛底盤畫面

無人機
(1) 目 前 正 在 積 極 朝 無 人 機 感 測 導 航 技 術 （ Perceptive
Navigation Technology）發展，主要重點在突破因橋樑或
涵洞遮蔽 GPS 訊號接收時，仍能正常運作。
(2) 發展無人機自動駕駛技術。
(3) 未來投入超過 250 人操作無人機，協助監控長達約 51,700
公里之路網。
(4) 降低工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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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智慧鐵道產業發展、實務應用及現況與趨勢
3.4.1 鐵路系統案例
1.

瑞士聯邦鐵路政策與項目-列車延滯控制
(1) 為降低延誤及事件排除時間及改善旅客感受，瑞士聯邦鐵路
（SBB）和 TIBCO 軟體公司合作發展大數據應用，包括有硬
體設備及基礎設施數位化以提供即時營運資訊，帶給乘客使
用上的優勢。
(2)

瑞士聯邦鐵路利用 TIBCO 系統傳遞資訊至控制中心，可掌握
精確、即時的列車定位，並從隱藏事件中作出即時反應，進
行列車延滯控制，使抵達延誤時間不超過 90 秒，如資料來
源
：
https://pt.slideshare.net/capgemini/presentation-of-tibco-archi
tecture-week-2013-sweden?nomobile=true

(3) 圖 3.67 所示。
(4) 瑞士聯邦鐵路亦利用 TIBCO 模擬列車延誤情境，演練可能造
成數小時誤點狀況的因應策略。

資料來源：
https://pt.slideshare.net/capgemini/presentation-of-tibco-architecture-week
-2013-sweden?nomobile=true

圖 3.67
2.

瑞士聯邦鐵路-應用 TIBCO 系統示意圖

瑞典斯德哥爾摩鐵路-通勤預報
(1) 鑑於一個列車班次延誤會引發連續班次誤點，甚至系統整個
癱瘓，因此瑞典斯德哥爾摩通勤鐵路推出「通勤預報」（The
Commuter Prognosis），帶給旅客更多生活便利及旅運資
訊，提供乘客更精確的旅運管理，並減少旅客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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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系統由數學家 Wilhelm Landerholm 與斯德哥爾摩行控中
心共同研發演算法，透過數學模型解讀大數據以預測列車路
網中的所有車輛，對未來 2 小時將發生的誤點在確實發生前
提出警告，同時計算出該誤點對系統其他列車影響程度，並
自動發出訊息給旅客，如圖 3.68 所示。
(3) 藉由預測服務中斷，行控中心可預防漣漪效應造成更大的延
誤，該演算法未來亦可套用至其他公共運輸系統。

資料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rlanda_Express_train_-_Stockholm,_
Sweden_-_panoramio.jpg、本研究整理

圖 3.68
3.

瑞典斯德哥爾摩-通勤預報示意圖

瑞典鐵路（Swedish Railways）-維修管理系統
(1) 瑞典鐵路局中的基礎設施管理者將數百項數據進行處理，資
料 分 別 為 結 構 化 資 料 （ Structures ） 、 類 結 構 化 資 料
（Semi-Structured）及非結構化（Unstructured）資料三
大類：


結構化資料-包含時間、速度及使用量。



類結構化資料-圖片、影像等。



非結構化資料-維修紀錄。

(2) 瑞典鐵路局透過路側設施或維修車輛蒐集所需資訊進行管
理，雖然所蒐集的資訊來自於不同資料庫或系統，且為了分
述不同問題，資料包含了存貨、鐵道、環境資料及人力資料
作為考量的資料，再使用大數據進行分析，提供做為維修的
決策分析。
(3) 瑞典鐵路的基礎建設系統分為幾項子系統進行蒐集，分別
為：列車誤點統計（TFOR）、軌道資訊系統（eBIS）、軌道
位置測量系統（Strix）、線上分析測量系統（Optram）、
軌道價格系統（AGRESSO）、保密資訊系統（BANSTAT）、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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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偵測（OFELIA）、維修檢測及安全系統（BESSY）、營運
及維修合約商管理系統（Rufus）、地理資訊（Daily Graph、
Maps）、降速資訊（HANNES）、天氣資訊（RWIS）、列車位
置追蹤（Lupp）、列車追蹤（Here and Now）及營運及維修
分析工具（Duvan），如圖 3.69 所示。

地理資訊

位置追蹤

營運維修

各型車數

維修合約管理

列車誤點

列車影像

分析案例管理

設備故障

安全維修

軌道定位

資產管理

慢行

維修財務成本

天氣

列車替換統計

資料來源：Adithya, Diego Galar, and Uday kumar, 2015

圖 3.69
4.

瑞典鐵路-營運維修管理系統

韓國鐵道-政策與項目之「擁擠指數」顯示系統
(1) 韓國鐵道公社（Korean National Railroad, KNR）在 2017
年開始測試在月台上安裝擁擠指數顯示系統，圖 3.70[A]所
示。
(2) 2018 年釜山地鐵 1 號線即開始於月台上安裝此系統，使旅
客方便選擇適合的乘車位置。其中，月台上面板提供車廂內
擁擠程度分為三級，客座利用率在 70%以下顯示綠色、
71%~89%顯示黃色、超過 90%以上顯示紅色，如圖 3.70[B]
所示。
(3) 韓國首爾地鐵 2 號線在 2019 年 2 月於新款列車車廂內之旅
客 資 訊 系 統 （ Passenger Information Display System,
PIDS）新增「客室混雜度及月臺設施物情報顯示裝置」，如
圖 3.70[C]所示。


系統提供各車廂的擁擠程度，並將「擁擠指數」由低至
高透過綠、黃、紅 3 種顏色來顯示，讓旅客參考車廂擁
擠情形後可移動至其他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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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同時提供列車於下一站停車時，該站的手扶梯、電
梯以及距離換乘通道最近的車廂位置，如圖 3.70[D]所
示。

[A] 韓國鐵道公社測試系統

[B] 釜山地鐵 1 號線系統

[C] 首爾地鐵 2 號線系統

[D] 首爾地鐵 2 號線系統

資料來源：韓國鐵道公社、釜山運輸公司、首爾交通公社

圖 3.70
5.

韓國-地鐵擁擠指數系統

英國倫敦地鐵-信令擁擠度分析

英國倫敦交通局（TfL）於 2019 年在 260 個地鐵站內，透過旅客
聯繫 Wifi 熱點取得之信令資料，分析旅客在地鐵內流動的情形，此
資料除有助於鐵道營運機構安排站務員之人力配置外，同時亦可透過
App 回饋給旅客說明擁擠程度及旅行平均時間，如圖 3.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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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izmodo

圖 3.71
6.

英國-旅客流擁擠度分析

中國地鐵與高鐵-刷臉進站

中國之地鐵與高鐵系統正逐步推廣刷臉進站，透過人臉辨識系統
進行鐵道營運機構之驗票作業，旅客拿出身分證、磁卡車票，並對準
螢幕完成「證、票、人」合一驗證後，就可以進站搭車，可減少紙票
發售、降低人工驗票需求，目前驗票速度平均為 3 秒鐘完成，如圖
3.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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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國今報

圖 3.72
7.

中國-刷臉進站系統

中國鄭州高鐵-影像辨識鐵路維安

鄭州高鐵站啟用機器人在站內巡邏，直接對周遭的人臉進行臉部
識別，如圖 3.73[A]所示，另外鄭州鐵路警察亦使用中國生產之 GLXSS
智慧型眼鏡進行維安執法，只要在登記通緝的在逃犯、冒用他人身份
證件違法行為，該款智慧眼鏡可即時與犯罪資料庫進行人臉比對的動
作篩查出來，據報導中國鐵路警察啟用該系統後，2018 年協助抓到
30 多名嫌犯，如圖 3.73[B]與圖 3.73[C]所示。

[A] 鄭州高鐵站巡邏機器人

[C] 鄭州警方使用之智慧型眼鏡

[B] 鄭州警方智慧眼鏡巡邏
資料來源：南國今報

圖 3.73

中國-影像辨識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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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系統供應商案例
1.

法國-Alstom HealthHub
(1) Alstom 提出 HealthHub 之預測性檢修作法，並依據實際需
求更換耗材，可節省高達 15%的耗材成本以及 20%的養護人
力例如：


TrainScanner 能夠測量列車在通過檢測站時，監測車
輪、剎車閘瓦和集電弓之關鍵耗材狀況。



TrainTracer 提供車載完整狀態監控。



TrackTracer 可對軌道和電車線進行監控。

(2) HealthHub 透過預測維護來加強完成養護且避免浪費，為一
種新的資產管理方法，由於提高了列車可用性、減少了倉庫
時間，在整個維護過程中提供更高的效率，使總生命週期成
本降低(參考圖 3.74)。

[A] 檢測站

[B] 檢測狀態顯示

資料來源：Alstom

圖 3.74
2.

法國 Alstom- HealthHub

英國-Perpetuum

Perpetuum 的無線傳感設備，可於列車上安裝可自發電的無線振
動感知器，透過列車的振動轉換為電能，同時監測列車軸承和車輪的
溫度，透過演算法來評估磨損特徵，如圖 3.75 所示，其功能如下。
(1) 監測列車軸承。
(2) 辨識車輪與軌道振動特徵。
(3) 監測車輪與軌道缺陷。
(4) 提供早期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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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無線感知器設備

[B] 手持裝置查詢

[C] 網頁監控查詢與管理
資料來源：Perpetuum

圖 3.75
3.

英國 Perpetuum-無線振動感知器系統

奧地利-Frauscher Sensor Technology
(1) Frauscher 公司在 InnoTrans 2016 宣佈了一種新型的感測
方式，其方式係在鐵道軌旁佈設光纖電纜，持續蒐集軌道及
附近發出的任何振動，透過聲學傳感演算法，檢測振動感知
振動源之間的差異，在確定振動源物體後適當地發送通知。
(2) 該系統每秒監測電纜 2500 次，振動可被辨識為特定物體，
以及其與列車在軌道上的確切位置、速度和方向，甚至可確
定振動是從兩不同方向的列車出的，並透過網頁呈現所辨識
的資訊，目前可辨識的項目包括有：


監測車輪、斷軌。



監測列車、線路設施。



監測人員、障礙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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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電纜偷竊。

(3) 該技術的關鍵是不需要在鐵道上安裝硬體，因此不需維護現
場設備，僅需在機房內安裝少數機櫃，每個機櫃約可監控長
達 40 公里的鐵路(參考圖 3.76)。

[A] 光纖電纜偵測振動

[B] 聲學傳感演算判斷

資料來源：Frauscher

圖 3.76
4.

奧地利 Frauscher -振動感知系統

美國-LBFoster
(1) LBFoster 發展了一套鐵路狀態監測系統 Salient Systems，
將以下數種傳感器整合在一起，提供鐵路營運之決策者參
考，如圖 3.77 所示。


透過車輪衝擊載荷探測器監測車輪撞擊。



使用 RailStress 模組監控縱向鋼軌應力。



使用動態稱重技術和列車過載不平衡檢測器，監控列車
和車輛重量。



使用卡車探測器監控高速穩定性。

(2) 上述系統均可進行數據分析和預測，同時能在適當時間透過
警報方式向決策者提出警訊。

[A] 列車監測

[B] 鋼軌監測

資料來源：LBFoster

圖 3.77

美國 LBFoster -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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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Toshiba

日本 Toshiba 東芝公司使用影像辨識技術，開發能夠辨識路線障
礙物或行人的運行安全支援裝置，其技術概要說明如下：
(1) 以立體攝影機量測物體距離，如圖 3.78[A]所示。
(2) 辨識影像中的鋼軌，並藉此判定車輛限界、建築限界等，如
圖 3.78[B]所示。
(3) 由物體距離、限界等資訊判定路線上障礙物，如圖 3.78[C]
所示。

[A] 測距功能

[B] 限界判定功能

[C] 障礙物判定功能

資料來源：鉄道分野における新技術の活用に関する懇談会，日本國土交通省

圖 3.78

日本 Toshiba -影像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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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NEC

日本 NEC 公司結合物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技術，發展
「NEC the
WISE」AI 技術解決方案，其三項技術說明如下。
(1) 文字涵義辨識：此技術考量語句結構及使用詞彙，分析語句
形態及語法，能夠更準確辨識語句意涵。
(2) 異種混合機器學習：此技術可從未分割的龐大資料中導出複
數個預測式，能維持高精確的預測。
(3) 不變量分析：以上述機器學習技術，分析感測器數據間的不
變關係，並將該模式的預測値（基於此不變關係）和即時資
料作比較，可檢測出「異於平常」的狀態，如圖 3.79 所示。

資料來源：NEC 臺灣，網址：https://tw.nec.com/

圖 3.79

日本 NEC-不變量分析技術

圖 3.80 為「NEC the WISE」在鐵道系統營運與維護之應用，說
明如下：
(1) 延滯與時刻表回復時間預測


透過過去數據（天氣、進出站人數等）進行機器學習。



依據輸入資料預測未來可能延滯並預先因應。



當事件發生時可聽取控制員與司機間通信、辨識對話涵
義，提出可能的運轉調整方案並預測時刻表回復的時
間。

(2) 電車線檢修


收集車輛電車線檢測設備之電車線磨耗、偏位及高度數
據。



透過機器學習分析磨耗因素、預測磨耗速率及未來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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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軌道檢修


收集車輛軌道檢測設備數據（軌道不整值、加速度等）
及軌道基本資料（軌道材料、結構、里程等）。



透過機器學習分析軌道不整劣化速率及未來狀況。

(4) 車輛檢修


收集車輛行駛數據及感測器（軸承、車輪等）數據。



透過機器學習分析數據變化、預測未來狀況。



透過不變量分析技術儘早偵測異常。

資料來源：NEC，網址：https://jpn.nec.com/

圖 3.80
7.

日本 NEC-異種混合機器學習應用示意圖

中國-步態識別

步態檢索（Gait Recognition）-主要基於人的走路姿態進行身
份識別的一種生物識別技術，目的在從相同的行走行為中尋找和辨識
個體間的變化特徵。中國銀河水滴科技公司（Watrix Technology）
透過步態識別技術，在巨量影片中快速進行目標人物檢索和身份識
別，如圖 3.81 所示，說明如下。
(1) 可透過 2K 攝影機對 50 公尺外人群進行 360 度全視角步態識
別，若為 4K 攝影機有效距離可擴大至 100 公尺，現階段精
準度可達 94%，並已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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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需識別對象主動配合參與，也能識別，且可跨穿著、跨姿
態。
(3) 步態難以偽裝，不同的體型、頭型、肌肉力量特點、運動神
經靈敏度、走路姿態等特徵決定步態的區分能力。
(4) 當欲辨識目標為遠距離、非配合、只有側面和背面身形、弱
光線、人臉隱蔽/遮擋、目標人物多次換裝等上述之一或多
種情境時，則用步態識別技術可克服上述困難進行目標辨
識。

資料來源：中國銀河水滴公司

圖 3.81
8.

中國水滴科技-步態辨識系統

中國-軌道交通綜合智能檢測車

依據中國「2017 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年度統計分析報告」，截至
2017 年中國鐵道總里程已達 5,033 公里且持續增加中，因此鐵道養
護作業急需可替代人工對軌道與隧道之智慧化巡檢車。中國銀河水滴
科技公司（Watrix Technology）歷時 16 個月，在 2018 年順利研發
綜合智能檢測車來提高檢測速度及檢測精度，如圖 3.82，說明如下。
(1) 功能包括有：鋼軌及扣件缺陷檢測、鋼軌內部缺陷檢測、車
輛限界檢測、隧道環境異常檢測、接觸網缺陷檢測、軌距檢
測六大功能。
(2) 配置高速工業線陣相機與智慧圖像分析軟體，可實現高速運
行狀態下的安全檢測，並即時記錄圖像，由軟體對隧道與路
線環境進行綜合分析，提出預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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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速度每小時可達 15 公里，初步評估每條地鐵線路可節省
專業維護人員約 30 人左右，整個生命周期約可節省 6,000
萬人民幣之維運成本。

資料來源：中國銀河水滴公司

圖 3.82
9.

中國水滴科技-軌道交通綜合智能檢測車

中國-智慧道口監測系統

中國將平交道稱之為「道口」，北京思創立方科技提出在平交道
口與其上游端 6 公里處每 1 公里設置一個感應器、含路口共 7 處感應
器，以便能在列車抵達平交道前 2 分鐘，即可預先將相關的告警設備
準備好，並於定時時間啟動告警，如圖 3.83 即為該系統建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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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北京思創立方科技

圖 3.83

中國北京思創立方科技-智慧道口監測系統示意圖

10. 英國-衛星導航結合平交道資訊
英國 Network Rail 在 2011 年 6 月開始免費提供英國境內的平交
道圖資供使用者下載，藉以讓用路人透過車載導航設備提前接收警告
訊息。Network Rail 主要是希望藉由該系統之功效讓公路駕駛人得
知前方欲通過的平交道位置，以降低在平交道可能發生的闖越、搶越
等事故。目前該系統先以「X」之符號來代表平交道位置，同時以火
車汽笛聲作為告警音，如圖 3.8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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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etwork Rail

圖 3.84

英國-GPS 提供平交道資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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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國內營運機構盤點與未來規劃
以下將依序回顧台灣高鐵、台灣鐵路管理局、台北捷運、高雄捷
運、以及桃園捷運等於智慧鐵道之發展現況，以及未來發展規劃。盤
點過程會在公開文獻與官方公告，以及政策或法令制度等資料進行廣
度蒐集彙整，唯各鐵道營運機構本身醞釀之發展趨勢未必對外公開、
資料取得狀況不一，因此呈現架構上可能不盡相同。

4.1 台灣高鐵在產業發展、實務應用之現況與規劃
台灣高鐵之智慧鐵道發展政策主軸如圖 4.1 所示，主要以提升能
量（Capacity）、降低成本（Cost）、節能減碳（Carbon Emission）、
提升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四大面向為發展主軸，擬
定智慧鐵道創新策略目標，深耕各項資通訊技術（ICT）研發與智慧
運輸（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應用。爰此，
台灣高鐵自行研發項目與規模日漸擴大，包含營運、維修、票務、行
銷、資訊技術等單位跨部門合作，除了創新各項服務之外，營運管理
方面亦成功突破日本原廠技術限制，多年來陸續推出多項服務及效率
強化機制，逐步達成策略目標。

資料來源：台灣高鐵 ITS 發展經驗與未來展望，任以永

圖 4.1 台灣高鐵-智慧運輸發展主軸
以下則依據「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
向，說明台灣高鐵於智慧鐵道之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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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台灣高鐵-政策發展與現況回顧
4.1.1.1 台灣高鐵-旅客服務現況
1.

智慧化定位購票服務

台灣高鐵之智慧化定位購票服務包括有：多元票務通路服務系
統、列車座位資訊查詢系統、QR Code 車票系統、互動式轉乘資訊系
統等，說明如下。
(1) 台灣高鐵於 2011 年推出「T Express」行動購票智慧型手機
APP，首創國內鐵路運輸乘車票證電子化服務，如圖 4.2 所
示。
(2) T Express 提供旅客訂位、付款、取票等功能，並得以讓旅
客以智慧型手機顯示車票之 QR Code 直接感應進出驗票閘
門。
(3) 台灣高鐵於 2019 年 3 月推出「Messenger 智慧購票」服務，
旅客只需登入 Facebook 帳號，於 Messenger 搜尋「台灣高
鐵」後開啟對話視窗，即可直接以語音或文字方式輸入訂位
需求，系統將逐步引導旅客查詢車次、完成訂位，並透過「T
Express」完成付款與取票作業，如圖 4.3 所示。
2.

對號座剩餘座位顯示資訊
(1) 為提供旅客更為精確的乘車資訊，以系統自動化即時呈現
「對號座剩餘座位顯示資訊」，提供旅客於購票時選擇車次
之參考。該系統彙整高鐵各售票通路之即時訂位資訊，包含
售票窗口、自動售票機、超商、網路/語音以及智慧型手機
T Express，將剩餘座位數與對應之列車車次於時刻表上顯
示。
(2) 當列車運轉發生異常時，亦可同步顯示停駛區間，便於旅客
安排行程或到達目的站之接駁轉乘，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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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高鐵官網

圖 4.2 台灣高鐵-「T Express」服務與取票功能

[A] 訂票查詢功能

[B] 車票訂位功能
資料來源：台灣高鐵官網

圖 4.3 台灣高鐵-Messenger 智慧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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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高鐵 ITS 發展經驗與未來展望，任以永

圖 4.4 台灣高鐵-剩餘座位顯示資訊系統畫面
3.

互動式轉乘資訊查詢機

台灣高鐵建置快捷公車及動態資訊系統，提供智慧化接駁轉乘資
訊，如圖 4.5 所示。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5 台灣高鐵-互動式轉乘資訊查詢畫面
4.

提供列車 Wifi

台灣高鐵與中華電信 iTaiwan WiFi 應用服務案合作（科技專案
示範計畫），於 2017 年 7 月完成列車 WiFi 建置，提供有高鐵 WiFi
上網服務以及 AR 互動購物服務，如圖 4.6 所示。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6 台灣高鐵-列車 Wifi 與互動購物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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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 APP

台灣高鐵於 2017 年 10 月推出整合資訊之「台灣高鐵」App，提
供有車次查詢、轉乘資訊、車站資訊、會員服務、旅遊加值等旅程需
求功能，如圖 4.7 所示。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7 台灣高鐵-App 畫面
6.

多元支付應用

台灣高鐵於 2017 年 4 月開放自由座多卡通，範圍包括悠遊卡以
及其加入一卡通之電子票證均可使用，並於 2017 年 11 月開放線上購
票多元行動支付服務，如圖 4.8 所示。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8 台灣高鐵-多元支付
7.

顧客關係管理

台灣高鐵於於 2017 年 10 月推出個人會員系統，透過會員資料、
交易紀錄以及客服紀錄，進行顧客關係管理來強化服務、進而刺激消
費增進營收，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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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9 台灣高鐵-顧客關係管理
4.1.1.2 台灣高鐵-營運維修現況
1.

智慧化列車運行管理
(1) 台灣高鐵於 2011 年突破技術限制，在確保系統之封閉性與
安全性之下，運用 GPS 及電腦視覺/影像辨識等先進資訊技
術，取代以人工作業收集營運相關資訊之程序，獲取即時列
車動態資訊，完成列車運行管理系統（Train Oper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OMIS），有效提升營運
及應變管理效率，如圖 4.10 所示。
(2) 系統可即時回傳現場影像資訊，提升異常應變時之決策效率
與品質，同時亦可提供列車定位及緊急逃生口位置與街景資
訊，如圖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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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10

台灣高鐵-列車運行管理系統畫面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11
2.

台灣高鐵-列車定位畫面

智慧化列車長座位資訊查詢系統
(1) 台灣高鐵所開發之列車長座位資訊查詢系統（Seat Map
Information System, SMIS）」，利用顏色與圖行管理，透
過資料無線傳輸技術整合售票系統，將各車次旅客的旅次起
訖點、票種等資料傳送到車勤人員的勤務智慧型手機中，並
可隨時可更，如圖 4.12 所示。
(2) 列車長在進行查驗票時，可根據智慧型手機畫面資訊，對有
疑慮或是實際乘坐狀況與系統資訊不符之旅客進行查驗即
可，大幅提升列車組員之作業效率。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 7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12

台灣高鐵-列車座位資訊查詢系統畫面

(3) 台灣高鐵之「列車座位資訊查詢系統（SMIS）」於 2011 年
上線啟用後，於 2013 年新增補票功能、並於 2015 年取得經
濟部專利，成為國內首創運輸相關產業中以智慧化差異管理
方式查核車票座位及服務之軌道運輸產業。
(4) 智慧卡查驗票：為確保乘車公平性，防堵逃票行為，開發智
慧卡查驗票手持設備，確保各類電子票證（定期票、回數票、
悠遊聯名卡、一卡通聯名卡）均可查驗，如圖 4.13 所示。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13
3.

臺灣高鐵-智慧卡查驗票示意圖

電動巡檢機車

基於經濟部技術處支持發展的電動動力及系統整合與驗證技術
基礎，台灣高鐵委託工研院共同設計開發「軌道智能化電動巡檢機車」
與「路線巡檢資訊系統」，如圖 4.14 所示，說明如下。
(1) 開發之機車具輕量化、電動化、便利化、智慧化四大特色。


輕量化：車體可快速拆解組裝，兩人即可進行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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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化：電能驅動與車輪包膠設計，讓運轉噪音從 90
分貝以上降至 75 分貝以下，降低對巡檢人員及高鐵路
線周邊民眾的干擾。



便利化：座椅具備快速轉向便利化設計，由系統自動判
別前進方向，並具有定速巡航控制功能。



智慧化：路線巡檢資訊系統，讓巡檢人員可以 APP 快速
記錄現場狀況即時回報提升巡檢效率，並將系統化的資
料格式經加密後回傳。

(2) 充電作業包括自動夾持、鎖固、通訊、智慧充電連續動作一
次完成，可在 15 秒內完成取車與還車，20 分鐘內快速充電
完畢。
(3) 台灣高鐵與工研院共開發 22 台「軌道智能電動巡檢機車」，
除以電動化取代燃油外，可協助台灣高鐵縮短勘災時間、提
升傳統人力步巡勘災效率，所搭備智慧雲端 App 亦能強化緊
急搶修時效。

資料來源：工研院

圖 4.14
4.

台灣高鐵-軌道智能化電動巡檢機車

軌道線形檢測車
(1) 台灣高鐵對軌道安全維護有多項措施，包含檢修人員每月 1
次步巡、每月 2 次於列車駕駛艙透過目視方式進行車巡，以
及透過軌道檢測車檢查。
(2) EM120 軌道線形檢測車為奧地利 Plasser & Theurer 公司生
產，能以接觸式方式測得鋼軌的線形資料，包括有：軌距、
超高、扭曲、水平正矢與垂直正矢，如圖 4.15 所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 9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3) 台灣高鐵於 2012 年採購新的光學非接觸式軌道檢測設備，
並安裝於 EM120 軌道線形檢測車上，可對鋼軌、扣件、軌枕、
道版等組件損傷進行自動化量測，其檢測報告如圖 4.16 所
示。
(4) 承上，當完成資料擷取與整理後，所有影像的局部資訊（如：
位置、方位、瑕疵缺陷等）將完整串聯起來，系統會自動將
有瑕疵缺陷處的影像局部資訊撿選出來，其檢測報告如圖
4.17 所示。

[A] EM-120 軌道線形檢測車
資料來源：臺灣高鐵、光學非接觸式軌道檢測分析設備於軌道管理之應用, 2018

圖 4.15

台灣高鐵-軌道線形檢測車與檢測報告

[C] 分析結果顯示

[B] 檢測數據顯示

資料來源：臺灣高鐵、光學非接觸式軌道檢測分析設備於軌道管理之應用, 2018

圖 4.16

台灣高鐵-軌道線形檢測車與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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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光學非接觸式軌道檢測分析設備於軌道管理之應用, 2018

圖 4.17
5.

台灣高鐵-非接觸式檢測報告

路軌兩用鋼軌超音波探傷車
(1) 高鐵於 2012 年以台幣 4 千萬自美國引進「路軌兩用鋼軌超
音波探傷車」來提升軌道檢測與維修任務的便利性。
(2) 鋼軌超音波探傷車重要配備分為「檢測台車」、「電腦檢測
系統」、「路軌器／轉盤」三部分，車輛左右共配置 6 組探
輪、30 組檢測接頭，可透過多角度以超音波進行非破壞性
檢測輪軌接觸區的金屬疲勞瑕疵，提早進行預防性檢修、維
護或安排鋼軌更換作業。
(3) 檢測車時速約在 35km/h~45km/h，高鐵每年檢測全線 3 次以
上，採分段每月巡檢方式，對全路段、全路線進行完整檢視，
每次完成全線巡檢約需花費 4 個月，至少需完成 1500 公里
的鋼軌檢測作業。
(4) 探傷車檢測主要在非營業時間進行，每次至少配置三名人
員，包括一名駕駛、一名檢測手以及一名工作小組負責人。
(5) 探傷車檢測篩選後，會再由人工利用手持超音波儀器進行複
測，經確認之瑕疵再依高鐵「維修手冊瑕疵分級標準」，分
別採取處理方式，包括：傷痕小於 2cm 多是列入持續追蹤情
況；傷痕 2cm~5cm 則透過焊補方式處理；傷痕超過 5cm 就一
定會抽換，將有傷痕那段切除再焊接新鋼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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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2018

圖 4.18

台灣高鐵-軌道探傷車

4.1.1.3 台灣高鐵-安全風險現況
1.

災害告警系統（Disaster Warning System, DWS），主要將軌道
沿線偵測預警災害的各式偵測計，包括強風、豪雨、洪水、地震、
邊坡滑動、坍方、落石等災害告警訊息，即時傳送至行控中心及
列車自動控制系統，使行控中心及列車駕駛等人員得以迅速進行
各項應變措施，以保障旅客與系統安全，如圖 4.19 所示。

2.

台灣高鐵於 2015 年另佈設 13 處機械式主地震偵測器，在既有「地
震告警停車系統」的架構下，強化高鐵「地震告警」之功能，圖
4.20 即展示當發生地震災害時，列車行車調度可能受其影響之
範圍與程度。

3.

台灣高鐵將自行發展之「列車運行管理系統」、「災害告警資訊
系統」、「即時災情查報系統」以及「防災地理資訊系統」等即
時資訊，進一步整合為「台灣高鐵防救災應變資訊系統」
（Disaster Prevention Information System, DPIS），即時提
供決策者完整的防救災資訊，使其能有所依據地擬妥當的營運與
資源配置策略，強化防救災之決策支援工作整合。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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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台灣高鐵-災害告警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高鐵 ITS 發展經驗與未來展望，任以永

圖 4.20
4.

台灣高鐵-受地震影響範圍與程度畫面

台灣高鐵公司於 2019 年委託中科院航空研究所，製造出全台首
座六軸列車駕駛模擬機，如圖 4.21 所示，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圖 4.21

台灣高鐵-新式六軸列車駕駛模擬機畫面

(1) 依高鐵 12 年的營運經驗，設計 170 個緊急應變模擬情境，
包括有：空飄物（菜網、氣球）、纏繞電車線、地震、豪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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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撞擊動物等緊急事件或車輛故障，透過新研製的六軸
動感平台，讓受訓學員能感受實境臨場感，強化應變能力。
(2) 整體特色包括有：使用 3 片 4K 螢幕視覺效果大幅提升、提
升模擬度、提升影像效果及新增圖資、新增車頭聯結裝置、
符合實務多元劇本、維修簡便迅速建置成本降低、整合新舊
式模擬機講台、與其他部門共用圖資。
(3) 新訓練機新增之聯結機，可讓駕駛練習拆卸車頭的鼻罩、鼻
環，進行聯結救援，不再受天候影響訓練。
5.

資通安全盤點

台灣高鐵於 2019 年將資訊安全列為內部重點之一，將主動對各
項資通訊設備進行全面檢查，確認各關鍵基礎設施皆未使用有資安風
險設備，並針對一般通訊設備列冊管控、定期追蹤，在 2019 年底全
面汰換有資安疑慮的一般通訊設備。
6.

台灣高鐵透過危害登錄表持續追蹤高風險之危害，如圖 4.22 與
圖 4.23 即為台灣高鐵 Web-Based 之危害登錄系統。

資料來源：台灣高速鐵路公司風險危害管理，軌道運輸系統經營管理研討會

圖 4.22 台灣高鐵-風險管理系統-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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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高速鐵路公司風險危害管理，軌道運輸系統經營管理研討會

圖 4.23 台灣高鐵-風險管理系統-畫面 2
7.

台灣高鐵於 2015 年在台中站建置有「智慧影像監控系統」，主
要是運用影像分析技術，對進出站旅客做臉部表情辨識與特徵辨
識，可提供警方快速找到嫌疑犯，此外，針對旅客異常滯留、奔
跑、置留物品，可分析是否潛藏危險或犯罪行為，透過預警方式
事先加以防範，其功能與目的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台灣高鐵-智慧影像監控應用
功能
越線偵測
進入監視區偵測
滯留物偵測
人群密度
檢測
閒逛人員
偵測

目的
月台邊緣設置越線偵測，多一層防護，減少旅客越
線造成意外
偵測逃生出入口，可使人員接近時系統提前告警，
借以讓保全提前觀察人員行徑
偵測車站之可疑滯留物
於車站大廳偵測人群密度，當旅客過多時，及時通
知站務，及早應變
於車站大廳設定閒逛人員偵測，偵測異常人員於故
定區域排迴

資料來源：臺鐵車站閉路電視系統攝影機設置原則

4.1.2 台灣高鐵-智慧鐵道發展與規劃
台灣高鐵於智慧鐵道之發展可區分為「顧客服務」以及「營運管
理」兩大面向，並依據 2019~2022 年以及 2023~2027 年兩期程分別訂
出五年計畫，同時希望藉由行動應用、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
人工智慧等技術，精進台灣高鐵之智慧旅運級維修服務，構建 AI 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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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成為企業數位化平台核心，進而提高良好的客戶體驗、提升運
輸安全性與管理，如圖 4.24~圖 4.26 所示。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24

台灣高鐵-2019~2022 年智慧鐵道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25

台灣高鐵-2023~2027 智慧鐵道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26

台灣高鐵-智慧運輸發展趨勢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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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台灣高鐵-旅客服務規劃
1.

旅客服務升級規劃

依據圖 4.24~圖 4.26 之發展規劃，台灣高鐵於旅客服務面之目
標、方法與策略如下：
(1) 目標：及門旅程服務、滿足旅程中多元需求、維繫良好的顧
客關係。
(2) 方法：結合互聯網、顧客關係管理及大數據分析。
(3) 策略：打造智慧資訊服務、多元支付服務、良好顧客關係、
旅程加值服務。
2.

車站行動服務

本系統的主體為「平板電腦專用售票程式」，期待能提供車站人
員於排隊人潮中協助旅客完成購票，特別適用於連續假期或大型活動
舉辦期間，可達到機動分流購票人潮，有效減少排隊購票時間，透過
車站人員手持電腦完成訂位後可直接利用「可攜式熱感式印表機」印
出「臨時取票代碼單」，提供旅客至窗口或自動售票機（Ticket
Vending Machine, TVM）進行付款取票。

資料來源：第四屆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27
3.

臺灣高鐵-未來平板專用售票程式應用情境

新一代智慧旅客資訊系統
(1) 台灣高鐵於 2019 年 2 月斥資 2.3 億，與台達電及凌群電腦
共同進行新一代旅客資訊系統（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PIS）的更新工程，預估 2021 年中可完成八站（台
北、板橋、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的大廳、
售票口、公共空間旅客導引告示看板、月台上的列車資訊看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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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等，透過軟硬體的規格提升與整合多元應用，提供更智慧
友善的旅客服務，另南港、苗栗、彰化、雲林四站也預計於
2023 年完成。
(2) 此項工程係利用低耗能、高解析度的 LED 大型顯示屏與無邊
框 LCD 螢幕，配合融入物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慧等資訊
技術整合能力，期望得以將台灣高鐵行控中心、站內旅客資
訊、以及月台旅客資訊等不同面向的資訊相互連結與彙整，
進行資料庫管理、視覺管理、認證授權以及系統監控工作、
核心系統之整合與介接。
(3) 新的系統可以完整顯示即將抵達的列車車次、下一班列車的
車次、發車時間、停靠模式以及該節車廂配置是對號/自由
座等資訊，同時亦可顯示自由坐剩餘座位數量，讓等候旅客
事先掌握資訊，提高上車的效率。
4.

智慧銷售

台灣高鐵於 2019 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銷售，整合訂購票及旅
客資訊系統，透過 AI、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新興應用技術，以一條龍
方式從車次時間、自由座座位即時查詢與周邊旅遊推薦行程等，擴大
整體交通運輸服務。
5.

智慧客服

台灣高鐵於 2020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客服，透過客服機器
人自動回覆旅客問題，以及判斷是否切回客服人員處理，若為人工處
理當下，客服機器人亦可同時聆聽旅客問題，並立即提供建議方案予
客服人員處理複雜的問題。
6.

智慧行銷

台灣高鐵於 2020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行銷，預計透過連結
會員大數據，分析旅客消費模式，進行「精準行銷」，並分析旅客需
求，適時提供服務資訊、進行促銷及行程推薦。
7.

旅客服務 App 升級

台灣高鐵於 2021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 App 升級，屆時為後 App
時代，會增加開發聊天機器人（Chat-Bot）應用，增加對話式介面以
提高客戶體驗。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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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銷售營收管理決策支援系統

台灣高鐵於 2023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營收管理決策支援系統，
預計透過多年之會員及購票資料，依推廣各項服務的營收資訊進行大
數據分析及預測，進行調整和改善，做出最精準的推廣及銷售決策。
4.1.2.2 台灣高鐵-營運維修規劃
1.

智慧維修規劃

依據圖 4.24 與圖 4.25 之發展規劃，關台灣高鐵於營運維修面之
目標與策略如下：
(1) 目標：增加營運及服務效能、提高設備可靠度、提升應變決
策效能。
(2) 方法：結合物聯網、資通訊科技及大數據分析，建立沿線的
物聯網設備，透過持續收集與監測設備狀態，整體發展趨勢
和分析可能的故障模式，建立預測性維修計劃
(3) 策略：維持設施運轉可靠度、週延的事件應變機制、提升維
運效能、智慧旅運服務。
2.

智慧排班輔助系統

台灣高鐵於 2020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排班系統，預計透過
排班輔助系統，依據情境需求提供最適合的排班建議，並可快速進行
班表的應變調整。
3.

智慧維修
台灣高鐵於 2022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維修，說明如下。
(1) 預計收集、整理與建置列車、軌道、電力等系統之既有維修、
檢測資料的資料模型。
(2) 在 2023 年之後亦將持續建置高鐵沿線物聯網，持續收集與
監測設備狀態發展趨勢和分析可能的故障模式，建立預測性
維修計劃。

4.

營運策略分析

台灣高鐵於 2023 年之後規劃的重點之一為營運策略分析，預計
透過各項營運、維修、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等資料建立模型、進行大數據分析及預測以強化營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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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分析應用

台灣高鐵於 2023 年之後規劃的重點之一為影像分析應用，預計
透過影像分析進行設備之維修檢測，同時在符合法規與旅客意願的前
提下，採用人臉辨識提供無票證服務。
6.

智慧知識管理

台灣高鐵於 2023 年之後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知識管理，預計
透過維修、行政、法務、採購等文件自動分類，找出關聯資料形成資
料之延伸閱讀，運用多維度自動萃取文件摘要，推薦相關權責單位進
行參閱與應用。
4.1.2.3 台灣高鐵-安全風險規劃
1.

光達技術監測邊坡位移

台灣高鐵全線共有 30 處邊坡圍籬，採一年一次之邊坡位移單點
監測，作業時需工作人員爬上爬下進行數據蒐集。台灣高鐵於 2019
年引進地面光達雷射掃描儀來取代傳統人力監測的不便性，透過旋轉
鏡頭掃描的數據傳到電腦，觀察每個沿線邊坡的傾斜狀況，資料蒐集
從黑白轉為彩色且更為全面，評估可減少 50%的人力監測工時，目前
選定 10 處建置，預計可在 2021 年全面上線，如圖 4.28。

資料來源：民視新聞-2019/09/01

圖 4.28

臺灣高鐵-監測邊坡位移之光達掃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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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安全

台灣高鐵於 2022 年規劃的重點之一為智慧安全，欲建立營運事
件大數據及分析預測技術，快速提供新事件的應變措施、處理時間等
即時資訊，提升旅客溝通效率。

4.2 台灣鐵路管理局在產業發展、實務應用之現況與規
劃
臺鐵局營運迄今已有百年歷史，在營運的狀況下欲引入新穎的資
訊設備，有如「穿著西裝改西裝」頗具高難度，從圖 4.29 可知臺鐵
局過去持續致力於多種業務的數位電子化，唯各系統在不同單位與年
期下依需求分別建置，因此在橫向整合上有許多精進之空間。

行車保安
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臺鐵局

圖 4.29

臺鐵局-主要資訊系統架構圖

以下則依據「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
向，說明臺鐵局於智慧鐵道之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

4.2.1 臺鐵局-政策發展與現況回顧
4.2.1.1 臺鐵局-旅客服務現況
1.

第四代票務雲端資訊系統

臺鐵局目前的政策發展，以第四代票務系統在 2019 年 4 月上旬
正式提供行動裝置 App（新臺鐵 e 訂通）供旅客使用，此系統貫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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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付/取/乘」提供一條龍式服務，相較於舊版「臺鐵 e 訂通」計有
6 大新功能如圖 4.30，包括查詢時可執行轉乘查詢、訂票時可指定車
次偏好順序、取多張票後分票給友人、行前預定便當、乘車時以條碼
進出閘門、所有的消費均可累積會員點數。

資料來源：臺鐵局官網

圖 4.30
2.

臺鐵局-e 訂通六大功能示意圖

即時延誤資訊
(1) 臺鐵為公佈時刻表之軌道運輸系統，實際營運時可能因為天
候、設備故障、旅客眾多、平交道事故等因素延誤，此資訊
對旅客相當重要，故臺鐵官方提供旅客利用以下網址可取得
「列車即時動態資訊」，該頁面取得各列車目前屬於準點或
延誤分鐘數如圖 4.31 所示。
(2)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亦將臺鐵的列車即時狀態整合至「公共
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臺」（Public Transpor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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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PTX），可透過如圖 4.32 之 API 擷取即時資訊，
該平台每 2 分鐘更新一次列車即時動態，提供許多行動裝置
App 應用程式（如圖 4.33）搭配時刻表顯示即時誤點資訊。

[A] 列車準點頁面

[B] 列車誤點頁面

資料來源：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mobile/home.aspx

圖 4.31

臺鐵局-列車即時狀態截圖

資料來源：https://ptx.transportation.tw

圖 4.32

臺鐵局-PTX 擷取列車即時狀態 API 頁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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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下一班火車 App

圖 4.33

臺鐵局-利用 PTX 平台誤點資訊整合至 App

4.2.1.2 臺鐵局-營運維修現況
1.

電車線檢測
臺鐵局對於電車線系統及電車線有以下定義：
(1) 電車線系統
係指以電線、隔電子及其他配件等，將電線架在路線上方，
並固定於一定位置，以供應電力列車所需電源之設備，暨其必要
之附屬設備之總稱，設備如圖 4.34 所示。
(2) 電車線
電車線設備中帶高壓電部份，含接觸線、主吊線、吊掛線、
斜吊線、止風線、懸臂、定位桿、固定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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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鐵道局，網址：https://www.rb.gov.tw/

圖 4.34

臺鐵局-電車線系統示意圖

臺鐵局電車線系統的檢修係由電務處電力段及下轄之電力分駐
所負責辦理，各電力段將電車線檢修任務依據設備種類分為「地面設
備保養」及「架空設備保養」兩類，依據「電車線設備檢查程序要點」
規範之檢查週期施行定期檢查，說明如下：
(1) 地面設備保養
以目視方式逐桿確認地面設備（懸臂支持點下方）狀態並適
時保養設備，其保養項目及內容如表 4-2 所示。
(2) 架空設備保養
以人工或檢修車逐桿進行架空設備（懸臂支持點上方）的檢
查保養、數值量測，其保養項目及內容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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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鐵局-地面設備保養項目
設備
電桿及護桿
基礎
路基
錨定拉桿
張力平衡裝置自動平衡錘組
（懸臂支持點下方）
連軌線
接地線
過壓保護器及連接線
隔離開關
警告標誌
跨越陸橋防護裝置
25kV 電纜徑路
中性區間軌道感應器
鄰近之危險外在物
懸臂組
區分絕緣器
車站電車線開關控制
盤
中性區間控制設備
油漆

要點
電桿水泥有無爆裂、鋼筋是否外露等
有無基礎積水、基礎流失、基礎傾斜、螺栓生鏽、
螺帽鬆脫、接地棒生鏽或鬆脫、封頂脫落、其他土
木工程施作等
有無流失
有無鬆弛
配件是否完整、滑輪組長度比例是否適中、重錘有
無破損、重錘是否移動自如、平衡錘導桿是否扭
曲、配件有無燒蝕等
連軌線有無短缺或脫落
桿上、月台電桿接地線及接地設備之連軌部分有無
短缺或脫落、軌道區域內金屬物件有無接地、陸橋
有無接地連軌
有無按規定裝設
開關是否正常、零組件有無燒蝕或破損等
是否完整、標誌桿有無接地連軌、有無噴塗「有店
勿近」等
防護網、保護條是否完整
PVC 管末端填塞是否完整、固定配件是否牢固、電
纜外皮是否完好等
表面是否破損、裝設之軌枕是否牢固、表面處磁通
密度是否夠高
植物是否有侵入淨空疑慮、防護網接地設備是否完
整等
懸臂是否鏽蝕或偏移、隔電子有無破損、中點固定
錨有無鬆動等
消弧角有無燒損、吊掛是否平穩、配件是否完整、
列車通過時有無火花或不正常晃動
接地是否良好、狀態顯示燈泡亮度是否正常等
確認整體功能是否正常、導線是否良好、端子有無
鏽蝕等
有無脫落

資料來源：臺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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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臺鐵局-架空設備保養項目
設備
隔電子
斜吊線
止風線
懸臂
組
接觸線夾
穩定臂
其他
接觸線（偏位）
接觸線（直徑）
接觸線（高度）
接觸線（外傷）
主吊線（外傷）
吊掛線
接地線
跳線
交叉棒 C/B
張力平衡裝置
區分絕緣器
故障指示器及比流器
回流線
門型架上警標
潤滑油
油漆

要點
有無燒蝕、破損等
推型懸臂是否裝設 2 條
主吊線位置是否符合規定
有無鬆脫或龜裂
上舉量是否足夠
有無鬆脫、破損等
測量是否偏離原有位置
測量殘存直徑是否不足需要更換
測量高度是否符合規定
是否有損傷
是否有損傷
線夾有無穿孔、螺帽有無鬆脫
桿上接地線有無脫落或短缺
C、E 型夾有無鬆動
E 型夾有無鬆動
張力、設備位置等是否正確
安裝位置是否符合規定、螺絲有無鬆動、滑行板有
無凹痕或弧光痕跡等
螺絲有無鬆動、電路板是否有汙損、絕緣處有無髒
汙等
是否與帶電設備保持一定靜態垂直淨空
警告標誌是否完整且接地、有無噴塗「有電勿近」
等
有無硬化
有無脫落

資料來源：臺鐵局

本專案於執行期間，協同臺鐵電務處樹林分駐同仁於夜間前往內
壢站進行電力線普查見習，了解目前透過人力之作業每晚之工作班進
度約可進行 3 公里路線檢修，如圖 4.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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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實務見習拍攝

圖 4.35

臺鐵局-內壢站電力線普查見習照片

綜觀電車線檢修項目，可歸整出以下特點：
(1) 系統複雜、設備繁多
電車線系統包含二十項設備，各項設備保養重點各異，不同
的設備又有其失效特性與檢查重點，例如：


接觸線為 107mm2 鎂銅合金銅線、主吊線為 95mm2 硬抽銅
線，保養上須避免材料破壞與位置偏差。



絕緣礙子除須嚴防材料本身的破壞以外，尚須避免表面
積水或汙損造成外部閃絡之放電現象。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 - 28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隔離開關、中性區間軌道感應器、中性區間控制設備等
電子設備須定期清除內部導線、電鍍處的汙損並確認操
作電流。



基礎、電桿、防護裝置等須目視或踏查確認安全性。

(2) 檢查項目繁冗
電車線檢修有多達 150 項以上的檢查項目，現階段多數為狀
態確認的檢查項目，而可量化者則多已訂定數值規範，例如：

2.



懸臂組 26 項檢查項目中有 6 項為數值上下限規定，大
多為設置前即須考量的項目，包含：固定臂斜率、穩定
臂上舉量、正副線之接觸線高差、接觸線與掛勾高差、
懸臂洩水孔位置、懸臂長度。



張力平衡裝置 4~5 項（視裝置種類）檢查項目中，有 1
項為滑輪與制止裝置間隙的數值規定。



接觸線偏位須量測確認是否於適用±200mm 範圍內之規
定，此數值亦同步記錄在保養紀錄表中。



接觸線直徑在電車線設備檢查程序要點中並無要求紀
錄，但為避免接觸線過度磨耗而斷線的風險，實務上仍
需記錄在保養紀錄表中，該表亦明訂直徑測量值須
>8.7mm 之規定。



接觸線在平交道、路橋下、特殊情況及一般情況均有對
應的高度規範，在實務上會測量接觸線高度數值並記錄
在保養紀錄表中。

軌道檢測
(1) 目前台鐵僅有 1 台由美國 Plasser American Corp.公司出
產的 EM-80 軌道檢測車，EM-80 必須負責環繞全台，檢測總
營運里程超過 1,000 公里的台鐵鐵軌，惟 EM-80 自 1980 年
使用至今已超過其使用年限，如圖 4.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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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utube-gizmopinocchio CPH

圖 4.36

臺鐵局-EM80 軌道檢測車

(2) 台鐵在 2015 年向鑫通資源公司以 1.78 億元的價格，購入一
台新的 KE100 軌道檢測車，惟交車時臺鐵局發現變速系統從
油壓驅動馬達風扇被改成電子驅動冷卻馬達風扇，核心的 X
光機無線檢測儀無原產地國輸出許可，因此截至本專案提送
報告為止，尚未能驗收使用，如圖 4.37 所示。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圖 4.37
3.

臺鐵局-KE100 軌道檢測車尚未驗收新聞截圖

機務-行動裝置管理系統

臺鐵局在 2018 年發生普悠瑪翻覆事故後，為了改善機務人員間
溝通確實與避免產生誤解，於 2019 年購入 1,100 套平板電腦配發給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 - 30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司機員及檢修人員，透過建置的行動裝置管理系統（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把所有重要資訊電子化後存入平版中，以增加
時效性進而縮短處理問題的時間。
4.2.1.3 臺鐵局-安全風險現況
1.

行車事故管理系統

臺鐵局建置有行車事故管理系統，可提供各項事故之屬性紀錄
（圖 4.38[A]），以利後續利用不同維度面向查詢安全績效（圖
4.38[B]），藉以掌握過去風險危害的趨勢與分佈。

[A] 事故屬性紀錄

[B] 安全績效查詢

資料來源：臺鐵局

圖 4.38
2.

臺鐵局-行車事故管理系統

智慧平交道研發

為提升平交道的安全水準，並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臺鐵局
已完成「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與偵測器研發」計畫（以下簡
稱智慧平交道），成功研發四項功能且刻正進行功能展現中，說明如
下。
(1) 障礙物偵測功能
當平交道警報開始時，能偵測侵入平交道淨空區域之障礙
物，並將障礙物訊息與侵入時間回傳給轄區內之號誌分駐所。相
關設備包含雷射雷達（LiDAR）及反射性偵測器，其功能設備如
圖 4.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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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與偵測器研發

圖 4.39

臺鐵局-智慧平交道障礙物偵測設備示意圖

(2) 影像傳輸功能
當平交道警報開始且偵測到障礙物時，能將平交道影像傳送
至半徑 1 公里範圍內接近平交道之列車，並持續傳送清晰順暢之
影像直到解除警報為止。相關設備包含 WiFi 基地台（北側 N1 與
N2、南側 S1 與 S2 共四處）、平交道攝影機、影線無線傳輸設備
如圖 4.40 與圖 4.41 所示。

資料來源：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與偵測器研發

圖 4.40

臺鐵局-智慧平交道 WiFi 基地台佈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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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與偵測器研發

圖 4.41

臺鐵局-智慧平交道無線影像傳輸設備示意圖

(3) 定時警報功能
無論駛近平交道列車速度為何，此功能使平交道警報響起至
列車抵達的時間差盡量保持一致，依據臺鐵局號誌裝置養護檢查
作業程序要求，裝設有遮斷桿的平交道告警時間需 30 秒以上，
因此將該警報時間設定為參數，可依據現場環境需求進行設定。
(4) 延時警報功能
在平交道警報解除前，若發現對向列車即將接近既設平交道
啟動點前 10 秒（或特定時間）內，則原平交道警報持續告警不
終止，可避免遮斷桿短時間內升起放下造成駕駛滯留平交道上。
上述定時與延時兩項功能的應用，需透過圖 4.42 既設平交道啟
動點上游 E、F、G、H 四處設置對照式偵測器，除了計算列車速度、
加速度及估算列車通過平交道可能時間，來達成定時警報功能外，也
透過與 A、B、C、D 四處既設軌道電路佔用(on)與解除(off)之乾接點
訊號進行比對確認，以判斷是否需要啟動延時警報，例如：D(on)→
H(on)→D(off)→F(on)，則不解除警報；若為 D(on)→H(on)→D(off)
→H(off)時，則解除警報。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 - 33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資料來源：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與偵測器研發

圖 4.42

臺鐵局-智慧平交道定時及延時警報設備示意圖

目前該系統已裝設於鶯歌尖山埔路平交道及楊梅瑞塘里平交
道，除完成個別測試、整合功能測試、平交道現場測試及功能驗證之
外，亦通過第三方單位之硬體設備驗證，系統運行畫面如圖 4.43 所
示。
平交道現場影像

延時倒數時間
預估到達時間
定延時感測燈號
實際警報時間

列車到達/離開燈號
障礙物偵測燈號

警報燈號

資料來源：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與偵測器研發

圖 4.43
3.

臺鐵局-智慧平交道監控畫面說明圖

智慧型影像監控系統

臺鐵已於豐原站進行智慧型影像監控系統測試，可偵測之異常行
為包括：旅客超過月台白線、車站內出現滯留物、異常人群快速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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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車站內追逐、不正常移動）
、特徵辨識（尋找穿紅衣之特徵）
、
人員禁入禁止區域等，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台灣高鐵-智慧影像監控應用
功能

目的

站區內人流統計

即時統計站區進站人數，提供站務人員依進站人數
調整營運模式，提供營運參考

異常停留
特定區域停留時間過
久
特殊服務/安全警示
名單(營運)
安全特殊名單(警務)
跨越月台區之警示線
電扶梯上逆向行進
遺留物偵測
火警偵知
異常人流移動
人員/動物異常侵入
軌旁

偵測人員於特地區域異常停留
分析旅客停留廁所之時間，以預防不法事件及意外
事件
經由特殊服務警示名單提供即時服務或預防性作
業
經由警務單位提供之安全警示名單，以協助站運務
及警務人員執行預防性作業
偵測月台區人員跨越月台區之警示線，並自動發出
警示語音
偵測人員電扶梯上逆向行進，並自動發出警示語音
偵知區域有遺留物放置時間達設定門檻時產生警
報
偵知區域之現場偵知溫度達系統設定之溫度時，自
動警報
偵知區域內，當有突然異常人流移動時，系統自動
偵知及警報
人員/動物異常侵入時，系統自動偵知及警報

資料來源：臺鐵車站閉路電視系統攝影機設置原則

4.2.2 臺鐵局-智慧鐵道發展與規劃
目前臺鐵局有數個智慧化計畫列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例如「臺
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即是屬於基礎設施升級計畫；此外，臺鐵局
亦於「鐵路智慧化 4.0」報告書擬定多項智慧化項目及其時程規劃，
如圖 4.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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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鐵智慧化 4.0，臺鐵局

圖 4.44

臺鐵局-臺鐵智慧化 4.0 推動項目甘特圖

4.2.2.1 臺鐵局-旅客服務規劃
1.

智慧化客服值機系統

客服人員在接受旅客來電諮詢票務問題或提出申訴服務時，客服
人員可利用知識庫系統查詢相關資訊後回覆，以利提昇旅客滿意度，
系統可規劃全程錄音功能，除供爭議事件還原事實調用外，此大量語
音對話紀錄亦可作為未來規劃/設計自動無人 AI 語音客服的基礎。
2.

導入行動支付
(1) 對於旅客體驗而言，票證系統是關注重點，臺鐵近期已升級
至第四代票務系統，對號車票已有大幅升級，但在非對號車
票上，雖多卡通電子票證已相當成熟，但行動支付仍未普
及，考量未來趨勢，可研擬規劃行動支付搭乘的機制。
(2) 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之廣義定義為：舉凡以行動存
取設備（如手機及平板電腦等）透過無線網路，採用語音、
簡訊或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等方式所啟動的支付行為均屬之。行動支付雖琳瑯滿目，但
考量國內目前已有 4 家電子票證公司（悠遊卡、一卡通、愛
金卡、遠鑫）、6 家電子支付公司（街口、歐付寶、一卡通、
橘子支、簡單、國際連），同時未來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的
兩大專法將整併，以臺灣市場規模而言廠商數量已過剩，故
不建議發行新卡。
(3) 若不發行新卡前提下就是找尋合作的電子票證/支付廠商。
而就交易支付的形式上，可簡單分為條碼式（例如 QR-CODE）
及感應式（例如 NFC），前者的交易感應時間較長且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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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讀取環境下不易辨識，建議以後者作為優先考慮標的，
目前國內一般消費較盛行之 NFC 載具包括 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此外，2019 年初高雄捷運與國
際信用卡 Master 集團合作推動之 Pay Pass 信用卡乘車亦屬
於感應式交易，上述均是目前較為主流的行動支付方案，可
作為臺鐵未來導入之參考。
3.

亞洲•矽谷智慧交通軌道物聯網計畫

中華電信於國發會推動之亞洲•矽谷「智慧交通軌道物聯網計畫」
中，刻正以臺鐵為案例進行車廂影像監視分析，透過 AI 影像技術辨
識車廂影像，掌握各車廂之擁擠程度，藉以有效尖峰時段疏導乘車人
潮，提昇乘客旅運舒適度，如圖 4.45 所示。

資料來源：鐵道科技產業推動座談會，中華電信

圖 4.45

臺鐵局-中華電信擁擠度分析

4.2.2.2 臺鐵局-營運維修規劃
1.

智慧化 CTC 系統
(1) 臺鐵局擬搬遷至南港大樓，屆時配合行控中心之搬遷將一併
升級更新系統整合中央行車控制、就地控制、電力遠端控
制、列車資訊、聯鎖資訊、行車號誌狀態監控、平交道狀態
監控、列車自動防護系統監控管理、列車偵測系統監控管
理、應變中心等最新的行車營運調度技術與防救災科技，以
因應未來營運成長，確保高密度列車運轉調度之安全性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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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結合現代光纖網路及雲端運算技術，提供旅客資訊雲端
及智慧化平臺服務，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2) 目前已委外規劃設計一套全新現代化 CTC 系統，除參考國內
外鐵道 CTC 最新發展資訊外，未來之行控中心亦將結合緊急
應變中心，整合行車調度、電力電調度、機車調度、工務環
控於一室，利於情報整合與決策支援。
2.

智慧化電車線高速檢查車系統
(1) 臺鐵局已編列 3.36 億元預算，於 2019 年 3 月公開招標採購
2 列電車線高速檢測車，預定 2019 年 6 月決標、並於 2021
年 6 月前交車，參考圖 4.46。
(2) 臺鐵局預計導入電車線高速檢查車發揮以下之效益：


現行電車線檢查工作僅能於夜間進行、每天檢測約為 3
公里，新系統引進後可於營運時間、免斷電進行電車線
設備檢測，每天最高可檢查 300 公里。



允許在列車高速動態下進行完整電車線預防性檢測，檢
修速度由「每年一次」提升至「2 個月一次」，每次預
計 3 至 4 天就能檢測完所有電氣化區間。



可自動化檢測設備數值，項目包含：接觸線高度、偏位、
磨耗、硬點、接觸力及電桿位置等各項檢測項目，並經
電腦分析，診斷設備運行情形等。



設有攝錄影機，可記錄設備狀態供分析人員判別，記錄
項目包含：車前景、懸臂組、絕緣礙子、桿間裝置、集
電弓與電車線接觸等。



檢修頻率提升、自動化程度提升、檢測數據及影像增
多，未來可用以執行狀態檢修（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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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鐵局

圖 4.46
3.

臺鐵局-電車線高速檢測車運作示意圖

智慧化機務檢修資訊系統
(1) 臺鐵局規劃有智慧化軸溫自動檢測系統、MMIS 後勤支援管
理系統、車輛維修管理系統、LMIS 機務管理信息系統、E-Book
系統、圖檔管理系統等，希望能以無線網路即時將維修排程
即時上傳，同時整合各式電子書（包含車輛圖檔、保養手冊、
零件型錄等）。
(2) 軸溫自動檢測系統可自動取得數據並透過網路傳遞，經由自
動比對分析後，在車軸發生溫度異常時主動示警。

4.

智慧化雲端路線管理資訊系統
(1) 臺鐵局規劃之雲端路線管理範圍包括有地理資訊系統、邊
坡、橋樑、軌道維護管理系統，透過持續的監測軌溫、軌道
檢查數據、橋樑資訊以提供即時預警，同時也連結中央氣象
局的劇烈天氣監控系統（QPESUMS），提供防災應變作業所
需資訊。
(2) 預期此智慧化系統運作能，可有效進行安全管理，減少災害
發生或降低災害發生時之損失，有效達成防災與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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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鐵路線形數位資料庫可供快速查詢與定位，提升防救災及維
修效率；鐵道兩側之數值地形圖，亦可使工程設計或規劃評
估更具效率。
5.

亞洲•矽谷智慧交通軌道物聯網計畫
中華電信於國發會推動之亞洲•矽谷「智慧交通軌道物聯網計畫」
中，刻正以臺鐵為案例進行建置一物聯網平台，透過通訊技術確認列
車位置、蒐集列車上之車廂溫度/濕度/空氣品質、偵測車軸溫度與事
件、及透過影像辨識分析列車車廂擁擠程度，使營運與維修單位可以
掌握更多旅運資訊，進行動態之管理，如資料來源：鐵道科技產業推
動座談會，中華電信
圖 4.47 所示。

資料來源：鐵道科技產業推動座談會，中華電信

圖 4.47
6.

臺鐵局-中華電信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

機務-行動裝置管理系統精進

臺鐵局規劃其行動裝置管理系統將整合大數據分析找出易發生
故障原因，把靜態資訊轉換為動態影像教學，更清楚地去協助司機員
及維修人員進行故障診斷與排除，同時亦規劃建置司機員資訊回報輔
助系統、檢修安全回報系統、檢修人員表格電子化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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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臺鐵局-安全風險規劃
臺鐵局於 2018 年 12 月 11 日正式成立「營運安全處」，以專責
單位來規劃、執行、檢討、審核、督導、考核相關營運、行車運轉及
災防等工作。
1.

營運安全處設置調查、預防、考核及災防 4 個科，各科業務職掌
如圖 4.48，並聘請外部委員組成「行車事故審議小組」辦理事
故案件之審議，期以全新的組織強化臺鐵局營運安全，該處四大
重點業務如圖 4.49。

2.

營 運 安 全 處 業 務 中 最 主 要 項 目 為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之執行，臺鐵局預計 2019 年底會建
立好完成的 SMS 機制，其主要功能架構如圖 4.50 所示。

資料來源：臺鐵局

圖 4.48

臺鐵局-營運安全處各科職掌

資料來源：臺鐵局

圖 4.49

臺鐵局-營運安全處業務四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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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鐵局及本研究繪製

圖 4.50

臺鐵局-安全管系統功能架構圖

4.3 台北捷運在產業發展、實務應用之現況與規劃
台北捷運為高度自動化之系統，目研持續透過各種感應器蒐集列
車、基礎設施與車站之即時狀態，資料會送至行控中心、維修站、機
廠、後勤…等單位進行監控外，同時也一併進行大數據分析，朝智慧
鐵道目標邁進，如圖 4.51 所示。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1

台北捷運-資料蒐集與分析應用架構圖

以下則依據「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
向，說明台北捷運於智慧鐵道之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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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台北捷運-政策發展與現況回顧
4.3.1.1 台北捷運-旅客服務現況
1.

智慧無障礙視障導引

政策上配合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
畫-悠遊城市類」之「智慧無障礙應用服務」，北捷於部份車站之非
付費區建置 Beacon，以協助義工定位視障者位置，並搭配視訊完成
視障引導計畫。
2.

配合推動臺北智慧車站計畫

配合臺北市政府「臺北智慧車站系統」案，將改善臺北車站、北
門站、中山地下街等處相關指標，並提供手機智慧導引 App 所需捷運
相關資訊與硬體設施設置空間。
3.

建置 Wi-Fi 網路服務

考量 3G 傳輸頻寬不足，難以滿足民眾上網需求，台北捷運於各
車站與列車上，採 4G 轉 Wi-Fi 提供免費之網路服務，唯該免費之「Free
AD WiFi」因廠商無法持續經營，已於 2019/06/25 結束服務。
4.

台北捷運 Go APP

提供有車站資訊、列車到站時刻、捷運路網、好康活動、景點服
務，並於捷運系統營運發生特殊狀況，將藉由即時推播功能，提醒使
用者預先因應。
5.

設置無人商店

自動化無人商店可自動化整合線上與線下，並減少營運成本，包
括有：
(1) 智慧生活站-台北捷運與知名蛋糕店於車站設置自動化儲存
及販售設備，作為該品牌實體店的延伸。
(2) i 郵箱-提供旅客及民眾，可突破時間、地點限制，彈性前
往鄰近捷運站完成郵件、包裹的取、寄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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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導購

以車站多媒體結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提供即
時影音互動，並透過無線傳輸如 NFC、Beacon 等，結合手機提供最近
商店之路徑及折價券等，引導消費者至虛擬或實體商店進行購買。
4.3.1.2 台北捷運-營運維修現況
1.

列車維修養護

台北捷運應用大數據分析於列車監控與分析之項目如表 4-5 所
示，以下則進階對「列車監督資訊系統」與「列車軸溫分析」進行說
明。
表 4-5 台北捷運-列車應用分析項目
列車

匯集管道

狀態監控

大數據分析

列車遠端監測系統
列車車輪組溫度監測
列車空壓機、冷氣機振動偵測
文湖線多功能檢查車
文湖線列車監測訊號

IoT 感測資料
IoT 感測資料
IoT 感測資料
量測資料
IoT 感測資料

V
V
O

O
△
O
O
O

O

O：預計納入 V：已納入監控 △：已持續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1) 列 車 監 督 資 訊 系 統 （ Train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TSIS）
透過列車車上的車載裝置與感測器，可將列車資訊，如車廂
溫度、車輪組溫度、煞車壓力及載重等訊號，回傳至 TSIS 伺服
器並以儀表板的方式提供行控中心與機廠維修人員即時監控的
平台，如圖 4.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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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2

台北捷運-列車監督資訊系統

(2) 列車軸溫分析
透過列車車軸溫度的分析建立趨勢模型，找出軸溫偏高之列
車，同時由工法小組與維修站檢視可能造成異常之原因，如圖
4.53 所示。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3

台北捷運-列車軸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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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維修養護

台北捷運應用大數據分析於車站監控與分析之項目如表 4-6 所
示，以下則進階對「環境控制系統」與「泵浦運轉趨勢分析」進行說
明。
表 4-6 台北捷運-車站應用分析項目
車站

匯集管道

狀態監控

大數據分析

月台門運轉分析系統
空調風機振動
空調溫度監測
電扶梯驅動系統振動監測
汙排水泵浦運轉監測
自動收費設備即時狀態監控
自動收費中央電腦監控

營運資料
IoT 感測資料
IoT 感測資料
IoT 感測資料
營運資料
營運資料
營運資料

O
O
V
O

O
O
O
O
△

V
V

O

O：預計納入 V：已納入監控 △：已持續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1) 環境控制系統（Environment Control System, ECS）
透過車站內的遠端操作單元（RTU），可將環控訊號，如空
調設備狀態、消防設備狀態、電力設備狀態及電梯/扶梯狀態等
訊號，回傳至 ECS/LOS 伺服器並以儀表板的方式提供行控中心與
維修人員即時監控的平台，如圖 4.54 所示。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4

台北捷運-環境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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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泵浦運轉趨勢分析
透過泵浦維修記錄與工單分析建立運轉趨勢模型，不僅能隨
泵浦運轉資料累積，持續回饋修正警戒值，亦能經由趨勢分析，
從關聯泵浦間之運轉趨勢發現隱性故障原因，如圖 4.55 所示。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5
3.

台北捷運-泵浦運轉趨勢分析

基礎設施維修養護

台北捷運應用大數據分析於基礎設施監控與分析之項目如表 4-7
所示，以下則進階對「號誌遠端狀態監控系統」與「轉轍器過電流早
期預警精進」進行說明。
表 4-7 台北捷運-基礎設施應用分析項目
基礎設施

匯集管道

狀態監控

大數據分析

局部放電監測
道旁電纜監測
通訊電源設備監測
通訊網管系統監控
轉轍器監測
導電軌沉陷監測
軌道幾何量測
軌道輪廓量測
超音波缺陷檢測
軌道監視攝影系統
軌道振動及乘車舒適度監測

IoT 感測資料
量測資料
營運資料
營運資料
營運資料
IoT 感測資料
量測資料
量測資料
量測資料
量測資料
量測資料

V

△
△
O
O
O
O
O
O
O
O
△

V
V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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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集管道

狀態監控

大數據分析

O：預計納入 V：已納入監控 △：已持續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簡報，台北捷運

(1) 號 誌 遠 端 狀 態 監 控 系 統 （ Signal Remote Condition
Monitoring System, SRCMS）
透過現場訊號處理器，可將號誌系統訊號，如號誌系統狀
態、軌道電路電流、軌道佔據狀態及速度碼等訊號，回傳至 SRCMS
伺服器，並以儀表板的方式提供行控中心與維修站即時監控的平
台，如圖 4.56 所示。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6

台北捷運-號誌遠端狀態監控系統

(2) 轉轍器過電流早期預警精進
透過轉轍器電流記錄建立趨勢模型，記錄轉轍器作動一次累
積電流面積值做為轉轍器是否異常的依據，利用趨勢分析提前顯
示異常並增加應變的時間，如圖 4.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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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台北捷運

圖 4.57

台北捷運-轉轍器過電流早期預警分析

4.3.1.3 台北捷運-安全風險現況
1.

風險管理-危害登錄表

台北捷運每季要求各部門研擬可能遭遇的風險清單與改善措
施，由工安處負責彙整，該回報欄位包括有：項次、系統、次系統、
系統操作模式、風險說明、易發生的位置、易發生的時間、潛在原因、
效應（對員工或旅客）、發生機率（改善前/改善後）、嚴重性（改
善前/改善後）、風險指數（改善前/改善後）、風險控制員、已採行
措施/建議降低風險措施、歷史紀錄、登錄日期，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台北捷運風險管理登錄表範例
潛 效應 發生 嚴重性 風險
次 系統
易發 易發
指數
項 系
風險
在 (對員 機率
系 操作
生的 生的
次 統
說明
原 工或
統 模式
位置 時間
因 乘客)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電
車
1 聯
門
車

防
夾
系
統

無
法
關
門

感
測
開
關

隨
時

故
障

時
間
損
失

C

C

7

7

R4 R4

風 已採行
登
險 措施/建
歷史 錄
控 議降低
紀錄 日
制 風險措
期
員
施
-

故障時
先隔離

-

-

資料來源：風險管理應用於鐵路運輸安全之初探-以臺鐵風險分析與評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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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機制

工安處每季均會召集各安全風險管理人員進行會議討論，分享彼
此在風險處理操作上的經驗與困難，其營運安全風險之管理監督、管
理改善的推動機制整理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台北捷運風險管理推動機制一覽表
項
次

1

2

3
4

層級

名稱

副總經
理

運輸維
修管理
審查會
議主席

各處、室

各單位
風險控
制員

追蹤系
統
各單位
線上人
員

風險登
錄系統
風險管
理業務
承辦人

負責內容與作為
• 審查風險管理策略，並向總經理提供建議
• 審查風險管理實施之有效性，並提供改進意
見
• 確風險管理之認知、紀錄、管制及監督作業
之運作
• 審查營運中可容忍風險之限制，與監督無法
容忍風險之風險控制措施
• 同意正/副風險管理人指派及決定實施風險
控制項目之優先次序
• 同意風險管理之建議，評估正/副風險管理人
提議之風險管理措施的適當性
• 於風險管理會議提報新/修正風險項目
• 於風險管理會議提報風險降等或改善措施
• 確保、監督與指導部門之風險管理作業進行
• 稽查部門風險管理作業進行
• 建立資料檔案，以利風險項目內容檢視與稽
查
• 彙整各單位風險管理作業資料，建立基本資
料庫，以利控管
• 隨時與風險管理會議幕僚單位聯繫

資料來源：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實務調查與分析

4.3.2 台北捷運-智慧鐵道發展與規劃
4.3.2.1 台北捷運-旅客服務規劃
台北捷運於 2019 年之「亞太智慧軌道運輸發展論壇」及「鐵道
產業科技推動座談會」中，都展示有如圖 4.58 之「列車監督資訊系
統列」成果，此些資訊中亦有列車承載重量的資訊可擷取，據了解台
北捷運未來擬參考日本 JR-East 作法，將列車承載擁擠狀況透過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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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車廂擁擠程度告知旅客，使旅客可在選擇搭乘列車時，能優先於
月台之適當位置等候。

資料來源：亞太智慧軌道運輸發展論壇

圖 4.58

台北捷運-TSIS 列車資訊系統畫面

4.3.2.2 台北捷運-營運維修規劃
前述表 4-5~表 4-7 中，可知台北捷運在列車、車站與基礎設施
已佈設有多種感測元件，且持續進行監管與大數據分析，同時台北捷
運也規劃未來能透過人工智慧之模型建立，主動發覺列車、車站與基
礎設施可能發生之問題，進而提升維修效益，如圖 4.59 所示。

資料來源：運用大數據技術增進台北捷運維修效能

圖 4.59

台北捷運-智慧維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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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台北捷運-安全風險規劃
台北捷運於綜合座談會時表示：雖人臉辨識可能有隱私的疑慮，
但若方向是用於安全與保安相關議題，營運單位出發點明確，推動意
願會相對較高。

4.4 高雄捷運/輕軌輕軌在產業發展、實務應用之現況
與規劃
近年來高雄捷運/輕軌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動智能城市，力推智能
捷運/輕軌目標，陸續完善全場域 WIFI 服務、高捷 APP、車站微定位
服務、多卡通搭乘服務，同時更欲打造 AI 智慧即自動化管理風潮，
結合運端及 AI 技術投入車站管理及營運服務。
以下則依據「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
向，說明高雄捷運/輕軌於智慧鐵道之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

4.4.1 高雄捷運/輕軌-政策發展與現況回顧
4.4.1.1 高雄捷運/輕軌-旅客服務現況
1.

AI 旅客諮詢機器人

在政策發展上，高雄捷運/輕軌過去曾與中華電信及威剛科技攜
手合作，配置兩位高捷機器人服勤（現在已經停止服務），藉由網路
連接雲端大數據資料庫，旅客可以透過雙方對話模式，從中獲得車站
資訊、營運資訊、旅客車票、套票、車站導覽、遺失物及車站週邊景
點等多元旅運資訊，讓乘客獲得資訊同時，也能增加互動的樂趣性，
如圖 4.60 所示，說明如下。
(1) 中華電信提供有人流分析程式系統，可收集使用者之相關資
訊，例如：性別、年齡、客群等，將該資料蒐集與回饋，進
而供高雄捷運/輕軌提升捷運服務品質。
(2) 機器人需結合「軟體」、「硬體」、「韌體」、「語音辨識」、
「影像辨識」、「人工智慧」等六大技術整合，更融入雲端、
大數據及前述人流分析系統，使得旅客服務品質能自動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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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捷運公司

圖 4.60
2.

高雄捷運/輕軌-客服機器人

萬事達卡品牌聲音識別應用

高雄捷運/輕軌與萬事達卡合作，推出無須另行構票直接刷信用
卡進出站，同時提供聲音識別，如圖 4.61 所示，說明如下。
(1) 搭乘高雄捷運/輕軌的旅客可直接感應萬事達卡進出捷運
站，據了解推出 3 個月時間，使用信用卡乘客的比例月增率
成長高達 50%。
(2) 高雄捷運/輕軌與萬事達卡推出之品牌聲音識別（Sonic
Branding）應用為全球首創，旅客無論是使用實體卡片、行
動支付或穿戴裝置，在刷萬事達卡進出站後，就會發出萬事
達卡專屬的「品牌音樂」確認。

資料來源：萬事達卡

圖 4.61
3.

高雄捷運/輕軌-萬事達卡聲音識別應用

高捷通 APP 資訊服務

搭乘高雄捷運/輕軌之旅客進站後，其 App 可透過手機定位取得
所在車站位置推撥車站資訊，等車時亦設計有跨站遊戲供旅客進行哩
程集點遊戲，搭車時則可查詢後續接駁資訊、以及到站的車站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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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出站後直接預約接駁計程車等各種整合資訊服務，以 App 針對不
同乘客的旅次目的、屬性，打造個人化旅運方案，如圖 4.62 與圖
4.63、圖 4.64 所示。

資料來源：高雄捷運公司

圖 4.62

高雄捷運/輕軌-高捷通 APP 服務

資料來源：高雄捷運公司

圖 4.63
4.

高雄捷運/輕軌-高捷通 APP 平台

QR Code 票證

因應手機、電子票證使用者多元支付趨勢，高雄捷運與經濟部工
業局於 2018 年共同合作推出 QRcode 通行系統，修改所有車站無障礙
閘門驗票設備，開放手機 QRcode 電子票券進出車站，有效減少旅客
購票、取票、進站及出站等過程所花費的時間，如圖 4.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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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圖 4.64
5.

高雄捷運/輕軌-QR Code 票證

公共運輸行動服務

高雄捷運/輕軌配合交通部運研所之公共運輸行動服務
（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專案，將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
（Demand Respo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RTS）、計程車即
時叫車及優惠車價列為搭配智慧鐵道旅客服務項目，其內涵如圖 4.65
所示。

資料來源：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65

高雄捷運/輕軌-搭配 MaaS 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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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高雄捷運/輕軌-營運維修現況
高雄捷運/輕軌採用行動化維修方式管理，維修人員只要拿平板
到現場，就可以連到公司的系統，工單會直接顯示在系統，哪些資料
需要填寫、哪些可以查詢到，可以即時更新狀況，如圖 4.66 所示。

資料來源：107 年軌道系統維修採購商源說明會

圖 4.66

高雄捷運/輕軌-營運管理與維修管理資訊系統

4.4.1.3 高雄捷運/輕軌-安全風險現況
高雄捷運/輕軌依據安全管理計畫，在營運階段採用風險管理系
統來監控危害，該風險管理系統是指高雄捷運的風險管理政策、危害
登錄系統及風險管理程序。這套系統為管理層級提供一個有效制度來
確認與辨識危害、記錄危害資料、評估危害的風險等級、制定適當的
減輕措施及監控減輕措施的執行情況，其結構如圖 4.67 所示。
組織

系統

高雄捷運同仁

風險控制程序
1.危害辨識與確認

危害資料
危害資料

2.危害登錄與減輕措施建議

危害管控者
危害資料
資料及意見

危害登錄系統

監控

3.危害資料與減輕措施的驗證

工安處
危害資料

行車保安
委員會

4.危害資料與減輕措施的核准

風險控制
及分析會議
5.減輕措施的執行與監控

技術會報

營運程序安全
會議

6.危害資料更新及風險概況審核

資料來源：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實務調查與分析，交通部運研所

圖 4.67

高雄捷運/輕軌-自主安全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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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高雄捷運/輕軌-智慧鐵道發展與規劃
4.4.2.1 高雄捷運/輕軌-旅客服務規劃
高雄捷運/輕軌規劃有智慧車站的目標，希望達成的項目有：智
慧虛擬商店、智慧物流、智慧客服、互動式導覽與無現金支付車站等
目標，如圖 4.68 所示。

資料來源：兩岸四地智能軌道交通發展論壇

圖 4.68

高雄捷運/輕軌-智慧車站規劃

4.4.2.2 高雄捷運/輕軌-營運維修規劃
高雄捷運/輕軌規劃朝「預知性檢修」方向邁進，亦即先前回顧
之預測性維修，像是在列車轉向架上裝設加速規來監測軌道狀況、或
者軌道上裝設加速規來監測列車狀況，以及各項元件裝設偵測器監測
其運轉狀況（如電壓、電流、溫度…等），依據數值統計研判元件是
否趨近損毀，再安排工作排程由維修人員更換。
4.4.2.3 高雄捷運/輕軌-安全風險規劃
高雄捷運/輕軌鑑於車站與列車內可能有許多不安全的乘客行
為，加上高雄輕軌與代維修操作之淡海輕軌有諸多無人服務車站，因
此希望透過車站或列車上之 CCTV 影像，透過辨識與偵測，以及人工
智慧的判定，自動將不安全的情形發出警訊告知行控中心，便於即早
因應讓危害的災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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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桃園捷運在產業發展、實務應用之現況與規劃
桃園大眾捷運公司（簡稱「桃園捷運」或「桃捷」）自民國 98
年 7 月開始籌備以來，近年來在推動鐵道智慧化的發展上，已經逐漸
有所成果。尤其以其連接台北車站的 A1、貫穿桃園機場周邊的 A12、
A13 站（或稱為機場捷運系統），以及與南桃園聯絡的 A21 和整建中
的中壢車站周邊(A22 和 A23 站)，其肩負起大台北地區、桃園國際機
場和大桃園地區等大眾運輸的挑戰，其中又以銜接「國際機場捷運系
統」的特殊性，為出入境機場、國家門戶之延伸，因此，在提供旅客
安全、舒適、便利和高水準的服務品質之外，鐵道智慧化的研發、系
統改進、相關巨量資料的收集以及運用人工智慧改善本身的系統，便
成為桃園捷運近年來的主要目標之一，並期許其本身能成為國內鐵道
智慧化的領先指標。
以下則依據「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個面
向，說明桃園捷運發展現況及其於智慧鐵道未來的規劃

4.5.1 桃園捷運政策發展與現況
4.5.1.1 旅客服務
1.

桃園捷運車站與桃園國際機場多型態智慧運輸整合

基於連接大台北地區、新北市、桃園地區等三個直轄市，以及桃
園國際機場等主要交通運輸工具，桃園捷運在其政策上，除了本身捷
運車班資訊外，特別在資訊整合上納入機場航班等相關資訊為目標。
例如，在機場直達車及普通列車車廂內都將連接「航班飛航資訊系統」
(FIDS)，提供往返機場旅客更方便的資訊。此外，在主要捷運站如
A1、A3、A12 及 A13 設置 Kiosks 或螢幕提供旅客航班、相關交通資
訊、周邊地圖及觀光資訊，更方便旅客查詢相關資訊以及促進地區交
通及觀光等發展。
運輸整合於無線網路通訊方面，桃園捷運目前將藉經濟部專案整
合機場捷運沿線 WiFi (iTaiwan、New Taipei、Taipei Free WiFi 及
Airport Free WiFi)， 桃機公司可藉由連結桃捷的 App，整合沿線
WiFi。目前的出境旅客 WiFi「無縫隙接軌服務」，便是以捷運沿線
的 WiFi 為基礎而提供的服務；此外，桃捷公司亦將資訊整合上與機
場 、 機 場 捷運 和台 北 捷 運 合作 ， 真 正 提 供 使用 者「 資 訊 隨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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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Demand，IOD)的服務，以隨時隨地皆能享受智慧型
運輸系統的強大資訊服務，為中長期網路相關發展的目標。
4.5.1.2 營運維修
民國 106 年是台灣軌道運輸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臺灣
桃園機場捷運系統」（或簡稱「機捷」）正式營運通車。特別的是，
桃捷系統服務的特性除了橫跨三縣市（圖 4.69），也同時提供了「預
辦登機」行李運送服務（例如，於 A1 站的 X 光機安檢）、「登機作
業」流程整合、故障排除和緊急應變、直達車和普通車「混合車種」
的運行、以及難度較高的急彎路段和坡度軌道等營運挑戰。
機捷在營運初期即遭遇到的許多困難，例如軌道電路容易受到雨
天潮濕氣候的影響，因此機場捷運的號誌系統無法執行準確的區間控
制，而造成營運延誤（例如，行控人員在故障訊號 RSF 及 WSF 等的排
除上疲於奔命等）；又如，行包處理系統的干擾問題，桃捷公司皆從
不斷的問題處理、分析與改進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大大的降低了故障
發生率以及人力上的負擔。
另一方面，在持續改善號誌無線傳輸系統（RTS）上，於「車載
設備」、「軌旁設備」、「機房設備」等故障資料的分析上，亦提出
有效的解決方案，大大地降低故障發生率，同時也不斷地持續累積經
驗，以提升整體的營運、維修和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圖 4.69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網圖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 - 59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4.5.2 桃園捷運智慧鐵道發展與規劃
4.5.2.1 旅客服務規劃
1.

提升車廂舒適度

物聯網設備方面，利用薄型溫度感測器偵測車廂溫度，並以車廂
內的 CCTV 攝影機監控車廂擁擠度、利用分析加速感測器資料提升乘
客舒適度。例如，以薄型溫度感測器來說，利用溫度感測器上傳車廂
內溫度，可以作為空調運作之參考，如下圖 4.70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圖 4.70 桃園捷運薄型溫度感測機監控車廂內溫度
4.5.2.2 營運維修規劃
(1) 繼電器設備(Relay Test Equipment)：測試捷運元件設備等
的繼電訊號，確認其可靠性與偵測故障情形(參考圖 4.71，
與工研院合作研發)。
(2) 轉轍器監控系統：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分析轉轍器監控系統
(Turnout Monitoring System 或 TMS)，其基於轉轍器馬達
之電流與電壓值變化等，監控系統的健康度(參考圖 4.72)。
此外，TMS 系統在不影響號誌系統設備的正常運行下，亦同
時間記錄轉轍器相關的繼電器狀態，同時全線推波偵測異常
警示，車站 TMS 圖控系統如下圖（圖 4.73），相關之工作
電流圖顯示故障之情況(圖 4.74)，例如，TMS 顯示 P0806 轉
反位過程中，因前後無法定位，故馬達持續輸出至保護跳脫
機制啟動後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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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捷運、本研究團隊整理

圖 4.71 桃園捷運繼電器設備

人工智慧
建模

收集大量數據

資料來源：桃園捷運、本研究團隊整理

圖 4.72 桃園捷運轉轍器監控系統，預估系統之健康度

資料來源：桃園捷運

圖 4.73 桃園捷運轉轍器監控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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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捷運

圖 4.74 桃園捷運 TMS 故障轉反位(P0806R)過程示意圖

4.5.2.3 安全風險規劃
行控顯示器展示列車資訊(圖 4.75)、，並藉由影像、訊號及發
生時間的擷取，可以經過程式計算並還原資訊以提供即時訊息，例如
可以預估列車行進及到站所需的時間 (與台北大學合作開發)。此
外，亦透過大量數據資料收集，模擬各種情境做預防性演練。另外，
桃園捷運亦發展其「列車佔據偵測輔助系統介紹」（TODS），主要是
透過雲端存取之圖資，透過「影像辨識技術」，取得列車的即時資訊
及回播運行狀態，例如列車車次資料、列車軌道電路等相關資訊，同
時可協助事故調查，以其提高精準度並導入決策系統（圖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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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圖 4.75 桃園捷運行控中心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捷運

圖 4.76 桃園捷運列車佔據輔助系統介面示意圖

4.6 整體趨勢分析
依據本團隊研究所整理的整體趨勢分析，主要以國內外鐵道智慧
化發展之現況與可行性，做歸納出的綜合評估分析。主要以標竿國包
含德國、日本及美國，以及國內營運機構如台鐵、高鐵、捷運以及輕
軌等，依據發展現況和未來規劃所提供整體趨勢之分析，以作為國內
在後續推動智慧鐵道發展項目之參考。
趨勢分析主要以旅運服務、營運維修和安全風險之三大面向，基
於以發展項目和其短、中、長期規劃，提出政府單位和國內鐵路營運
機構在鐵路智慧化的發展策略上，可參考之研究發展、產業政策和採
購建置之可行性方案，例如國內外均正在發展專屬 APP、整合資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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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及 MaaS (Mobility-as-a-Service) -公共運輸行動服務等，其
他如智慧維修、行動支付、即時資訊和運算服務的技術也正逐漸成熟。
因此，依據旅運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之發展方向，本團隊
歸納出國內外發展鐵道智慧化的現況、趨勢及應用項目，詳細之分類
與比較，如下圖 4.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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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4.77 整體趨勢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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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智慧鐵道推動環境及條件
本章節首先彙整國外智慧鐵道進展方向及國內鐵道營運單位推
動現況，以提升安全、可靠、效率並能降低成本為出發點，提出智慧
鐵道在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險三方面之短期及長期的應用範
圍及功 能發展規劃藍圖，之後再對推動智慧鐵道必要條件之多種構面
進行探討。

5.1 智慧鐵道應用範圍及功能
本專案將智慧鐵道分成「旅客服務」、「營運維修」及「安全風
險」三個面向進行國內外實務案例之回顧，除了上述之營運服務、行
車運轉及設備維修外，內容亦包含「物料管理」、「人車排班調度」、
「安全監控」、「緊急救援」以及「能源管理」等，茲將國內外發展
現況及未來規劃彙整如表 5-1~表 5-3 所示。旅客服務包含有票證、
列車資訊、轉乘資訊等項目；營運維修以車輛、軌道及電車線檢修等
項目為主；安全風險則有平交道防護、智慧監控與不安全行為預防之
安全及保安項目。
本專案依國內鐵道營運業者之現況、欲發展之功能、國內可實現
之難易程度，將相關應用範圍分成 5 年內建議優先實現之短期規劃、
及 6 年以上逐步精進之中長期規劃兩個期程，最後再依據鐵道營運單
位之數位化程度予以建議，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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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旅客服務功能-現況與趨勢一覽表
方向

標竿國

項目

德國

現
況

A.
旅客
服務

A1.
客
運

A2.

• 無線網路及
專屬 APP
• 整合資訊提
供
• 月台告示燈
• 公共運輸行
動服務 MaaS

趨
勢

• 資訊提供精
進
• 公共運具多
元發展

現
況

• 運送監控
• 托運追蹤

日本

• 無線網路及
專屬 APP
• 整合資訊提
供
• 智慧服務
• 公共運輸行
動服務 MaaS

國內
美國

• 專 屬 APP( 行
動載具查詢)

• 簡化進出站
程序
• 雲端平台情
報整合
• 即時運算資

臺鐵

高鐵

北捷

輕軌

• 專屬 APP
• 票務系統整
合服務(升級
服務)

• 無線網路及
專屬 APP
• 整合資訊提
供
• 票務系統整
合服務(多元
支付)
• 人工智慧服
務(顧客關係
管理)
• 智慧購票

• 無線網路及
專屬 APP
• 整合資訊提
供
• 無人商店
• 擴增實境

• 票務系統整
合服務(多元
支付)
• 公共運輸行
動服務 MaaS

• 整合資訊提
供
• 票務系統整
合服務(行動
支付)
• 人工智慧服
務(智慧客
服)

• 人工智慧服
務
(智慧旅客資
訊/智慧客服
/智慧行銷/
智慧銷售/客
服 APP 升級/
營收管理系
統導入)

• 資訊提供精
進

• 人工智慧服
務
(智慧物流/
智慧客服)
• 無人商店
• 互動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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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運

趨
勢

• 資訊提供精
進

表 5-2 營運維修功能-現況與趨勢一覽表
方向

B.
營運
維修

標竿國

項目

B1.
行
車
運
轉

B2.
設
備
維
修

德國

日本

現
況

• 智慧列車
• 線上培訓

• 半自動運轉
• 平板支援系統

趨
勢

• 智慧排班

• 全自動運轉
• 智慧排班

現
況

• 軌道檢修智慧化
(DIANA)
• 數位檢測(電車
線檢測車)
• 無人載具
• 3D 列 印 維 修 導
入

• 數 位 檢 測
(INTEROS-列車/
鋼軌/電車線)
• 電車線檢修智慧
化
• 車輛檢修智慧化

國內
美國

• 智慧輔助系統

臺鐵

高鐵

北捷

• 車長座位資訊
• 列車資訊系統

• 智慧運行管理
• 車長座位資訊
• 六軸駕駛模擬
機

• 列車檢修智慧化
(軸溫)
• 軌道檢修智慧化
(號誌/轉轍器)
• 車站管理智慧化
(環控/泵浦)

輕軌

• 智慧排班
• 數位檢測
• 檢修/資產系
統
• 3D 列印維修導
入
• 導入設備失效
模式

• 行動裝置管理
系統

• 數位檢測(智
慧巡檢機車/
軌道檢測車/
超音波探傷
車)

• 趨勢模型建立

• 行動化維
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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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軌道檢修精
進(最佳化分析/
預測性檢修)
• 檢修規章修訂
• 自動化機器人技
術

趨
勢

B3.
能源
管理

現
況

• 軌道檢修智慧
化
• 智慧軌道檢修
精進(最佳化
分析/預測性
檢修)

• 智慧 CTC 系統
• 數位檢測(電
車線檢測車
• 智慧機務檢修
• 智慧雲端路線

• 智慧軌道檢修
精進(智慧維
修模型建立)
• 智慧知識管理

• 自動節能運轉

趨
勢

• 智慧列車檢修精
進(最佳化分析/
預測性檢修)
• 車站/基礎設施
建立人工智慧模
型

• 智慧列車
檢修精進
(預知性
檢修)

• 自動節能運轉

• 自動節能運轉

表 5-3 安全風險功能-現況與趨勢一覽表
方向

標竿國

項目

現
況
C.
安全
風險

C1.
安全
Safety
趨
勢

國內

德國

日本

美國

臺鐵

高鐵

• 智慧平交道
(異物偵測)

• 人體骨幹分
析
• 智慧平交道
(列車接近警
報)
• 維修車輛位
置警報

• 無人載具應
用
• 身體狀態監
測

• 智慧平交道
(異物偵測/
定時/延時警
報)

• 防救災應變
資訊系統

• 安全管理系
統導入

• 事故前兆偵
測(智慧安全
預測技術)
• 光達技術監
測

• 整合安全預
警系統
• 事故前兆偵
測
• 平交道物聯
網

• 無人機導航
技術

北捷

輕軌

• 智慧影像監
控

• 智慧影像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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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保安
Security

現
況

• 無人載具應
用

• 智慧影像監
控

• 保安機器人

• 智慧影像監
控
• 資通安全盤
點
• 人臉影像應
用

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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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旅客服務面
智慧鐵道應用於旅客服務方面，除了既有搭乘的票證與乘車無縫
服務外，更可透過鐵道「營運服務」單位蒐集資料與分析後，透過各
種載具提供旅客加值資訊，藉以改善旅行效率或提升其搭乘體驗感受。
5.1.1.1 短期應用範圍及功能
1.

車站/車上 Wifi 服務及資訊傳達之 APP
(1) 智慧鐵道有賴網路 Wifi 之暢通，因此鐵道營運服務普遍提
供付費/免費之 Wifi。
(2) 鐵道營運服務專屬之 APP，同時納入機器人智慧客服系統，
減輕實體人員之需求。

2.

票證系統重整
(1) 票證系統之查、訂、付、取、換、退、媒合等流程作業之重
整已經為趨勢。
(2) 導入 AI 機器人協助查詢與訂票的系統。
(3) 訂票時提供互動查詢之餘票資訊、無直達車票時系統可自動
接、切服務，或透過會員制提供後續之媒合服務。
(4) 付款方式納入各種載具的第三方支付。
(5) 驗票方式加入 QR Code、人臉辨識、無線設備感應即可進出
站等多種過閘方式，待技術成熟後，可考慮裁撤驗票閘門，
加速人流進出、減少實體票證之使用。
(6) 不同多元運具間之票證系統整合為未來值得努力的重點方
向。

3.

提供旅客參考之列車/車站資訊

參考德國、日本、韓國做法，可透過列車上之感測設備回傳資料、
或者列車停站後之相對位置，分析擷取適合資訊提供旅客參考。
(1) 擁擠度
可由影像辨識或車廂懸吊系統之空氣彈簧，轉換出各車廂之
擁擠度，並藉由月台地板裝設警示燈、月台旅客資訊系統、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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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資訊顯示系統或是手機 APP，提供車站/車上旅客的車廂擁
擠度資訊。
(2) 溫度
可於車廂內裝設溫度感測器，透過手機 APP，提供旅客車廂
溫度資訊。
(3) 列車停站與車站各設施對應位置
將列車於月台停站後與各車站設施之相對位置提前於列車
資訊顯示系統告知旅客，使旅客下車後的整體行人流動更加順暢。
4.

提供搭乘/轉乘/接駁資訊服務
(1) 利用 APP 等載具，根據旅客特性，提供客製化的旅遊提案、
旅遊交通資訊及無縫轉乘的服務。
(2) 可結合營運服務單位的異常或事故偵測情報，提供警示及轉
乘接駁建議。

5.

機器人智慧服務
(1) 協助提供旅客諮詢服務
目前機器人技術已可以達到透過對話或觸控螢幕方式提供
車站導覽資訊、轉乘資訊，未來有待機器人具備學習不同語系會
話能力，則可在車站內提供各種旅客諮詢服務。
(2) 監控車站狀態
機器人在車站移動時，可同時利用攝影機監控車站狀態，包
含：障礙物偵測、入侵者辨識等影像辨識功能。操作人員可透過
遠端操控機器人，亦可由機器人自主安排移動路線。後續可推廣
至無人車站管理。

6.

顧客關係管理
依據鐵道使用的行為，包括通路、產品選擇、支付方式…等
資訊進行顧客使用者行為分析，進而可透過精準行銷方式提供所
需服務，進而達到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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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中長期應用範圍及功能
1.

誤點預報

可帶給旅客更多生活便利及旅運資訊，提供乘客更精確的旅運管
理，並減少旅客等候時間，例如：瑞典斯德哥爾摩通勤鐵路作法，透
過數學模型解讀大數據以預測列車路網中的所有車輛，對未來 2 小時
將發生的誤點在確實發生前提出警告，同時計算出該誤點對系統其他
列車影響程度，並自動發出訊息給旅客。
2.

虛擬商店與無現金支付車站

考量人力精簡配置無人車站的需求，虛擬商店與無現金支付車站
需提前納入規劃。
3.

以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為目標

參考日本、歐洲、以及高雄推展 MaaS 的現況，將其服務範圍緊
密與國內整體鐵路系統結合，擴大服務範圍。
4.

簡化進出站

使旅客透過無線設備感應即可進出站，可加速人流進出、亦減少
實體票證使用。

5.1.2 營運維修面
5.1.2.1 短期應用範圍及功能
1.

軌道檢修智慧化

可採用軌道檢測車，或於載客列車上安裝高速攝影機、雷射雷達、
感測器等設備，蒐集軌道數據（軌道不整值、加速度等）、軌道基本
資料（軌道材料、結構、里程等），以及彙整 GPS 資訊、車輛震動數
據的即時影像，透過智慧圖像分析達到以下功能：
(1) 監測軌距。
(2) 監測並判別道旁設備的位置。
(3) 監測路線線型。
(4) 監控縱向鋼軌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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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鋼軌及扣件缺陷紀錄及檢測，如：髮絲細紋、扣件裂紋、波
狀磨耗。
(6) 隧道、橋梁環境異常檢測。
2.

列車檢修智慧化
(1) 列車自我監測
於列車上安裝感知設備，回傳列車軸承和車輪的溫度的資訊，
透過演算法監測下列項目：


監測列車軸承。



辨識車輪與軌道振動特徵。



監測車輪與軌道缺陷。



監控車廂重量。



提供早期預警。

(2) 道旁監測列車
道旁設置紅外線、雷射偵測器、熱感器，回傳車廂、車軸、
軸承、車輪、彈簧項目影像，供維護人員檢測是否正常。
3.

電車線檢修智慧化
可採用電車線檢測車，大幅降低人力需求，且增加檢測效率。
(1) 於車輛上裝設集電弓加速度計，可檢測電車線是否平順。
(2) 集電弓照相機可監測集電弓狀態。
(3) 加壓單元紫外線感測器可檢測離線時的電弧。
(4) 迴轉式雷射裝置可檢測接觸線高度及偏位及磨耗。

4.

大數據分析

透過物聯網進行資料蒐集，並對列車（如輪溫、軸溫、空壓機、
振動…）、車站（月台門、空調、電梯、電扶梯、泵浦、自動收費機…）
與基礎設施（鋼軌、轉轍器、隧道、橋樑…）進行監控與大數據分析。
5.

營運決策輔助系統的導入

旅客需求與鐵道營運機構提供之時刻表兩者間本身要能緊密搭
配，因此透過智慧營運決策輔規劃助系統導入，可使鐵道營運機構在
正確的時間/空間提供服務，達成多贏的效益。智慧營運服務決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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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規劃系統內涵包括有：旅客運量預測系統、列車停站輔助規劃系統、
列車服務頻率輔助規劃系統、列車時刻表輔助規劃系統、人員排班輔
助規劃系統、列車資源運用輔助規劃系統、軌道佔用資源規劃輔助系
統、車站人流動線分析系統等。
6.

影像辨識應用

於車站裝設結合攝影機及傳感器的資訊系統，用於掌握旅客在車
站內的移動行為，該資訊系統可透過傳感器接收電子設備的訊號，確
認旅客位置，採影像辨識了解旅客在車站內的移動行為，當車站過於
擁擠時，亦可主動對站務人員發出警告，後續亦可推廣至無人車站的
服務與管理。
5.1.2.2 中長期應用範圍及功能
1.

智慧軌道檢修精進
(1) 預測性檢修模型發展
透過機器學習分析軌道不整劣化速率及未來狀況，實行密集
的狀態檢測，藉此瞭解軌道的耗損主因，分析劣化模式並延長生
命週期。
(2) 3D 影像辨識偵測
透過機器學習與影像辨識，讓系統可自動偵測拍攝到的影像
與標準影像之差異，並提出示警。
(3) 道旁電纜監測
奧地利廠商於 InnoTrans 發表透過光纖來蒐集軌道附近發
出的振動，進而辨識特定物體狀態，及其與列車在軌道上的確切
位置、速度和方向，惟此項技術目前仍處於測試階段、尚未正式
對外進行服務，預計仍需一段較長時間才會成熟，其可辨識的項
目包括：


監測車輪、斷軌。



監測列車、線路設施。



監測人員、障礙物入侵。



監測電纜偷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5 - 10

交通部鐵道局

2.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智慧列車檢修精進

此功能係建立在營運服務單位已完成短期應用的資料收集，進而
在車輛維修領域可以發展的功能，包括有：
(1) 系統能進行數據分析和預測，透過機器學習分析車輛設備的
數據變化，預測設備發生失效或異常的機率。
(2) 系統能透過警報方式向決策者提出警訊。
(3) 設備零件的失效機率、維修資訊也可整合至營運服務單位建
置的「安全監控」管理系統（SMS）。
(4) 透過三維列印（3D Print）減少備品庫存壓力，同時也加速
維修時間，降低整體維護成本。
3.

智慧電車線檢修精進

透過機器學習分析磨耗因素、預測磨耗速率及未來狀況，預期此
新技術導入後，既有定時檢修（Time Based Maintenance, TBM）之
程序規章會一併改為狀態檢修（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CBM）
策略，亦即根據劣化模式訂定維修門檻，一旦發現狀態超過可容忍限
界便會進行維修，茲將兩者差異呈現。
4.

自動列車運轉
(1) 在行車運轉規劃上，高運量捷運系統朝向 GoA 4 自動運轉邁
進，使列車運轉、開關車門等完全自動化。
(2) 列車具有自動化節能運轉之「能源管理」的能力，可減少列
車制韌次數、活用縱坡度加減速。
(3) 相對於國內城際鐵道（台灣高鐵、臺鐵局）或高運量捷運系
統等配置列車駕駛於駕駛室之作業方式，未來可將駕駛員配
置於行控中心內，透過資通訊技術使列車由行控中心內統一
控制，且 1 名駕駛員可同時控制與監控多組列車進行營運。

5.

振動自發電感知器應用

鐵路列車不可能一夕之間完全汰換更新，多數的列車早期若沒有
預留監測功能，則要進行物聯網最大的問題為電力來源，因此可參考
英國廠商透過振動發電的感測元件，將動能轉為電能後，在將感測數
據傳出，即可在既有的列車上賦予監測數據的新功能，進而賦予智慧
功能轉型至智慧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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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表回復作業

時刻表回復係透過過去數據（天氣、進出站人數等）進行機器學
習，依據輸入資料預測未來可能延滯並預先因應。當事件發生時，系
統聽取控制員與司機間通信、自動辨識對話涵義，提出可能的運轉調
整方案並預測時刻表回復的時間。

5.1.3 安全風險面
5.1.3.1 短期應用範圍及功能
1.

平交道安全精進
(1) 智慧平交道
臺鐵局目前已經成功研發具障礙物偵測、影像傳輸、定時、
延時四大功能之智慧平交道，目前屬於維運保固階段，建議可將
其擴大試辦，茲將其定時與延時功能說明如下。


定時功能：使平交道警報訊號響起及遮斷桿作動後，列
車會在一定秒數內通過平交道。



延時功能：可避免因有續行列車通過平交道、遮斷桿升
起後，短時間內又再次放下，造成陷阱的情形發生。

(2) 提供智慧型載具下載平交道資訊
參考美國運輸部（DOT）聯邦鐵路署（FRA）作法，透過 APP
提供所在位置平交道的資訊與歷史事故記錄，並提供緊急事件查
詢與撥打緊急通報電話等「緊急救援」的資源。
(3) 導航系統播報平交道資訊
參考英國作法，透過車載導航設備，提供提前欲經過平交道
之訊息。
2.

安全監控及風險監測
(1) 應用無人載具偵測：包括鐵道沿線植被狀況、鐵道車站和橋
梁的檢測、新路線計畫 3D 模型建造、以及鐵道沿線圖資建
檔供後續判斷樹木傾倒等侵害路線之風險，均可透過無人機
機隊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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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軌道、道旁、電車線、山坡地、隧道口等處裝設感應器，
透過衛星或光纖傳輸即時訊息，透過偵測事故前兆，可比人
工作業提前數個小時注意到問題，甚至找出過去未曾設想過
的危險因子，使風險最小化。
3.

安全管理
(1) 在車站、車廂透過機器人或影像辨識，確認乘客是否超出月
台警戒線、或者在車站/車廂有危險舉動時，能即時提醒進
站或通過列車緊急制韌，便於鐵道營運機構能即早因應。
(2) 建立安全管理系統（SMS）的設備管理與作業管理，依據資
產管理系統的資料，達成判斷下列事項之功能：


檢驗設備失效風險是否過高。



如何減輕設備失效的程度，以及維護成本。



設備失效會造成的影響。



當下應採取的管理措施。

(3) 建立物料/資產管理系統：須能紀錄鐵路設施與車輛的基本
資料，除管理以下資料外，亦能透過安全監控及管理系統結
合即時失效機率，進行及早預防作業。

4.



設備狀態。



設備的使用歷史。



設備檢驗、測試及維修結果。



設備檢驗頻率。



設備故障率及故障嚴重程度。

列車駕駛身體狀態監測

為避免列車駕駛發生過勞、分心導致事故發生，可透過人因設備
來監測列車駕駛身體狀態是否正常。
5.

無人載具運用

可透過無載具對路網進行監測與提供電子資料，協助人工作業之
鐵道基礎設施巡檢作業；另亦可應用在犯罪防治以及風險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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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中長期應用範圍及功能
1.

平交道安全精進
(1) 物聯網之應用
透過物聯網技術，使公路車輛在平交道告警設備啟動後，接
收訊息並停在平交道停止線前，藉以消除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於
平交道碰撞的可能性。
(2) 車聯網之應用
車過車聯網技術，在用路人、公路車輛、鐵路列車、平交道
設備之間串起通暢的溝通，透過防碰撞演算法，可以事先預測人、
車、物件的運行軌跡，提前發出警訊提醒。

2.

人體骨幹與步態識別

相較於影像辨識，人體骨幹與步態檢索係基於人走路姿態進行身
份識別的一種生物識別技術，無論辨識目標為遠距離、非配合、只有
側面和背面身形、弱光線、人臉隱蔽/遮擋、目標人物多次換裝等上
述之一或多種情境時，用步態識別技術均可克服上述困難進行目標辨
識，更勝於影像辨識，適用於安全與保安方面。
3.

精進無人載具導航技術

可將重點著墨於突破因橋樑或涵洞遮蔽 GPS 訊號接收時，仍能正
常運作，以及多機同時運作的合作機制。
4.

鐵道/公路-物聯網/車聯網應用
結合物聯網/車聯網技術，使公路車輛安全停止於平交道停止線

前。

5.2 推動智慧鐵道必要條件
5.2.1 政府政策面
1.

建立國家標準
(1) 綜覽國內外智慧鐵道的案例，無論旅客服務面、營運維修面
或安全風險面的操作運用，皆須先藉由前端感測器（包含：
溫度、壓力、加速度乃至影像）等設備蒐集資料並回傳後，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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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透過後端資訊系統進行分析、應用。因前端佈設的感測器
若越普及，則可提升蒐集資訊的完整度，故可以預見隨著智
慧鐵道的發展，前端佈設感測器的需求應會逐年遞增。
(2) 近年來，國內積極推動零組件國產化，若制訂智慧鐵道的感
測器標準規範，則有利於擴大商品規模，惟各鐵路營運機構
所需要的感測器功能不盡相同且變化快速，不易針對感測功
能面提出規範，故初步應以制訂感測器模組間的介面及回傳
的資料格式規範為主要目標。
2.

媒合廠商需求
(1) 經訪談調查發現國內營運單位有前端感測設備、系統的採購
需求，但苦於不易找尋到合適的設備供應商。有鑑於此，政
府可協助推動資訊交流平台，以整合國內營運單位需求、採
購項目，並提供國內相關設備廠商的資訊。
(2) 透過鐵道局及鐵道營運單位辦理之維修商源活動，可加速營
運單位找尋合適的設備供應商回饋其需求，也有利於供應商
判斷市場需求，導入或研發新的產品或技術。

3.

推動採購合約指引
(1) 目前國內鐵道核心系統均採購國外原廠設備，原廠對於主要
元件模組等均嚴格防護，系統運行紀錄或故障訊息多於興建
階段依合約規定提供。惟進入營運階段後，因各項故障異常
查修時逐步累積經驗，維修人員才明瞭需要那些系統運行資
訊與紀錄，但國外原廠不願在原工程合約未規定下協助營運
機構取得這些系統資訊，或變相以高價要求營運機構支付；
反之，若營運機構欲自行安裝偵測設備取得這類資訊，則需
面對系統無法破解，或原廠以破壞設計為由，不再提供後勤
查修等脅迫。
(2) 綜合上述內容，建議應推動採購合約指引，使政府在發包時，
能於合約內要求機電、土建廠商，應協助提供營運單位其建
置設備之運行資料與紀錄。此外，參考鐵道局「輕軌系統採
購作業指引」於「採購配套措施」之策略，要能創造有利國
內廠商參與投標的環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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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將廠商經驗或實績納入評選項目
中，但並不列為資格標之條件，同時允許 2 家以上廠商
共同投標，以創造國內外廠商合作之機會。
B. 推動智慧鐵道沙盒試驗，協助廠商透過沙盒試驗取得實
績。
C. 由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或其他政府認證單位提供產
品驗證，協助廠商在缺乏實績時，可使用驗證資料佐證。
(3) 參考鐵道局「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於「產製標準化措施」
之策略，其目的是希望讓不同採購機關能有一致標準可遵循，
除了能制定與國際主流標準接軌之規範要求外，也可使國內
產業與企業有能力參與，其效益能整合系統設備零組件規格
之標準化與模組化，以及擴大產製經濟規模、增進國內廠商
切入國際鐵道產業供應鏈，進而提高參與鐵道建設機會。
4.

吸引廠商投資
(1) 發展智慧鐵道所需的資通訊硬體設備，除一般通用性成熟商
用產品外，其餘都應以國產設備組件為優先，避免國外大廠
掌握關鍵組件並藉機限制出貨，反而影響國內發展智慧鐵道
契機。
(2) 但因廠商投入發展關鍵組件的初期養成階段，恐無法預期產
品未來的銷售對象與市場。為協助降低廠商開發成本，可規
劃專案補助計畫，供國內廠商與鐵道營運公司結盟申請，並
以其技術性、功能性、實用性及國產化程度作為補助經費比
例評估標準。

5.

整合研發能量
(1) 智慧鐵道無論是應用於「影像辨識」、「預測性檢修」等方
面，都需要在收集大量數據後，進行分析及研究的工作。國
內鐵道行運機構之高鐵、臺鐵、捷運系統皆分屬不同的營運
單位，若各營運單位皆各自成立研發機構，一方面需投入大
量資源增加營運成本，另一方面各單位初期的數據數量過少，
恐怕也不利於分析。
(2) 本專案建議政府可參考美國鐵路的做法，亦即美國運輸科技
中心蒐集美國國鐵及各貨運鐵路公司的資料後，針對鐵路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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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車軌介面、軌道工程等方面進行研發，再將資訊分享給
各營運機構。國內已確定要成立軌道技術研究中心，屆時即
可透過軌研中心蒐集各營運單位的數據，以專業研發的角色，
整合鐵道技術與智慧化技術（如 AI/雲端運算/資訊串流），
針對鐵路安全、設備檢測等項目，投入發展國內的資料分析
技術。
6.

建立單一窗口平台
(1) 政府應建立單一窗口平台，協助鐵道營運單位與廠商投入智
慧化的研發，並在遇到問題與挑戰與時能透過該單一平台獲
得協助，並在解決後能將其成果辦理交流會議。
(2) 該平台應具備跨部門之特性，使不同部會進行之科專計畫或
研發成果能夠以鐵路智慧化目標前提下提供加值應用，不因
部會不同而限制其應用範圍。

5.2.2 營運機構面
1.

推動檢修設備及作業程序數位化

智慧鐵道之目標是利用前端感測器大量、頻繁地收集資料，再透
過後端資訊技術分析，利用高科技降低重複性高的人工作業，以提升
整體營運、維修及安全方面的作業效率。智慧鐵道的運作流程皆須透
過數位化的方式傳遞資訊，但各營運機構現階段數位化程度不一，部
分機構在電車線、軌道、車輛檢修上都可透過檢測工具已數位化的方
式呈現及儲存檢測結果，但仍有其他營運機構是透過人工、紙本方式
進行電車線、軌道、車輛檢修等檢修作業。因而提升營運機構的作業
流程及檢修設備數位化程度，實為推動智慧鐵道的必要措施。
2.

建立資料庫供數據分析與歷史回饋

智慧鐵道透過感測器、攝影機等偵測設備，會在設備運作期間近
乎不間斷的傳遞資訊。因此，營運機構應優先建立資料庫，儲存由前
端收集到龐大的資料內容，以便於後續執行分析應用，以及歷史回饋
時參考。再者，考量資料庫要能提供給各系統共同使用，因此其設計
規劃應以整體系統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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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應考量可存放不同資料類型的資訊；資料類型可略分為結
構化資料（Structures）、類結構化資料（Semi-Structured）及非結
構化（Unstructured）資料三大類：
(3) 結構化資料-包含感測器收集到的數據，如：時間、速度及
使用量。
(4) 類結構化資料-如：攝影機拍攝的圖片、影像等。
(5) 非結構化資料-如：維修紀錄、危害紀錄等。
3.

強化系統界面整合
(1) 鐵道系統橫跨多個子系統，舉凡車輛、號誌、通訊、電力、
水環等子系統之投入成本高、且技術具有專業及獨特性，在
邁向智慧鐵道之目標時，必須透過橫向的系統界面整合及持
續精進創新，以帶動鐵道運輸產業正向發展。
(2) 智慧鐵道需能彙整各子系統資訊，然原廠在沒有合約的要求
下通常不會釋出界面，又偵測系統侵入又會造成保固失效，
因此有需要在未來新建或者重置的過程中，要於規範中律定
原廠應協助或允許鐵道營運單位可取得設備運行資料。

5.2.3 系統產業面
1.

根據國際通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 公 布 全 球 資 通 訊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發展指數（ICT Development Index, IDI）
最新評比及排名，2017 年全球 ICT 的 IDI 排名，台灣居升第 14
名，而在「ICT 接取指數」的全球排名，台灣則躍居第 3 名。台
灣資通訊產業的蓬勃發展主要原因歸功於國內各家廠商爭相於
市場上推出更高規格的網路產品並積極的將產品推向海外市場
與國外大廠競爭，在這樣的良性競爭下促使國內網通技術從網通
晶片設計開發到網路系統研發與產品製造一條龍的行動及通訊
網路研發能量得以成熟發展，此外國內電信業者也積極新建國際
連外海纜，提升整體連外網路頻寬成長迅速，推動 3G 升級 4G 服
務，並提升行動寬頻普及率，提供國內發展資通訊技術所需的網
路基礎，整理國內知名的行動及網路通訊廠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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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5.1 國內行動及網路通訊產業鏈
2.

在行動及網路通訊的普及與需求滿足的情況下為國內發展網路
服務與資訊應用市場奠定基礎，醞釀國內大量的智慧製造供應鏈，
如物聯網雲端平台服務、大數據分析、影像辨識技術、人工智慧
應用等智慧製造軟體公司，而完整智慧應用發展步驟是透過物聯
網技術收集巨量數據，將數據存取於公有雲、私有雲或混合雲等
地方，由系統整合商將人工智慧軟硬體應用解決方案與數據存取
系統兩邊作應用整合，達到準確的數據分析，提供正確的自動化
決策與智慧化服務，由這樣的智慧製造技術結合才能形成真正的
智慧應用服務。

3.

發展智慧應用服務可歸納為三項必要技術，分別為物聯網、雲端
平台、數據分析，台灣在這些相關產業的智慧製造公司也在近年
快速發展崛起，整理國內新興的智慧製造產業公司如圖 5.2 所示，
由此圖可知有些廠商結合跨領域技術，發展屬於該公司專業的智
慧應用服務，如影像辨識類別的創意引睛結合物聯網與人工智慧
分析技術將影像數據進行智慧影像辨識，並與機器人解決方案公
司合作推出 AI 影像辨識的巡檢機器人，應用於工廠安全辨識工
廠人員是否依照標準作業，這類的智慧影像辨識公司在整個智慧
製造產業中可提供較具體的智慧應用服務，也是需求性較高的應
用服務，因此國內有較多的智慧製造公司以發展 AI 影像辨識技
術或數據分析等軟體產業為主，相較於大型的物聯網系統或需要
仰賴硬體發展之相關產業如定位、物聯網感測器等，由於台灣硬
體設備、零件市場較小，大多硬體都是直接與國外大廠採購，導
致開發成本提高，因此凡與硬體相關所衍生的智慧應用產業在國
內都是屬於較小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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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5.2 台灣智慧製造公司
4.

本專案之目的在於如何推動國內鐵道發展智慧應用，由上述的國
內系統產業分析資料可知道國內具有強大且健全的軟體研發實
力，可發展各項智慧應用服務，因此在 5.2.4 節中，將提出一個
可通用於台灣各鐵道系統的物聯網雲端架構，將現有的資料與未
來新建置的感測資料匯集到雲端管理平台，讓鐵道營運公司在後
續發展不同的智慧應用時，可依照應用需求至雲端管理平台存取
資料進行智慧化分析，提高資料應用管理之便利性，以加速鐵道
智慧化應用之發展。

5.2.4 智慧化項目發展架構
1.

透過本專案前期針對國內外智慧鐵道應用的資料蒐集與探討，清
楚了解未來的鐵道應用都必須仰賴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s）關鍵技術，如英國 Network Rail Telecom（NRT）提供從
軌道到列車的智慧基礎感知設施，為軌道維護系統輸入視覺化的
統計與監測資料，讓設備維修人員可以即時監測軌道、平交道、
缺損、接頭處等狀態，NRT 也表示目前鐵路狀況檢查每年需要消
耗 130 萬個工時，利用此物聯網技術將會使這個工時數字削減將
近一半，NRT 對未來物聯網鐵路軌道管理藍圖如 資料參考:
https://safety.networkrail.co.uk/safety/network-railtelecom/

2.

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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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氣株式會社 NEC 為了解決鐵道設備維護成本、維修人力問
題、運輸安全等問題，也在近年提出結合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
運用於鐵道領域發展智慧鐵路設備維護系統之概念，並提出鐵路
通用數據平台架構如圖 5.4 所示，由感知層之感知裝置收集硬體
零件、機械設備等即時狀態資訊，透過網路層將數據傳回伺服器，
利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辨識等關鍵運算技術遠端監控與辨識
感知層所監測之物件狀態，將蒐集到的大數據以圖型化介面呈現
提高軌道營運業者監控效率，並且延伸營運管理或旅客服務等智
慧應用如故障預測、列車組件監控、旅客購票行為分析等。

資料參考: https://safety.networkrail.co.uk/safety/network-rail-telecom/

圖 5.3 NRT 對未來物聯網鐵路軌道管理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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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參考: NEC AIxIoT 活用在智慧鐵道

圖 5.4 NEC 鐵路通用數據平台
4.

本專案結合未來智慧鐵道多元服務發展之需求，並以物聯網技術
為基礎，結合軟體定義網路架構（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之概念，加入南向介面與北向介面串接感知層與管理層及
應用層，提供使用者網路管理與資料管理溝通介面，如圖 5.5 所
示。

資料參考: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197629

圖 5.5 軟體定義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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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鐵道智慧化項目發展所需之物聯網雲端框架規劃如圖 5.6
所示，本章節將定義各階層功能與說明必要發展的相關模組，並
在 5.2.5 節更詳細說明物聯網框架需要符合的軟硬體技術規格
與標準。
(1) 感知層
感知層在物聯網架構中主要是扮演偵測物件的重要的角色，
被監測的實體物件透過感測器偵測將受監測的物件狀態轉變成
數位資料型態，同時利用多個不同的感測器模組偵測同一物件時，
可收集受測物件更多元的狀態資料如位置、速度、溫度、溼度、
壓力等狀態，此外在物聯網中感知層的感知裝置都必須具備物聯
網通訊能力，將感測數據透過感測裝置本身的通訊能力蒐集到伺
服器中進行分析處理，進而形成後續的智慧管理應用，達到物聯
網服務與管理目的。
(2) 南向介面
由於感知層的感知設備可依照應用服務或場景之需求被設
置在需要受監測的設備上如列車、軌道旁、月臺、邊坡、隧道等，
因此在鐵道系統的應用場景中感測器的分布範圍非常廣泛，感知
設備上所具備的通訊能力往往都是低功號的網路傳輸系統，傳輸
範圍非常有限，只能將感測資料在區域網路間傳送，因此需要透
過骨幹網路將分部在各區域網路的感測資料送往資料庫伺服器
儲存與分析處理，在本物聯網架構中將南向介面定義為資料層與
感知層相互溝通的網路，負責大量傳送與存取來自不同感測層區
域網路之感測資料。
(3) 管理層
在未來的智慧鐵道應用中需要收集巨量的物聯網感測資料
進行資料的儲存與分析，因此管理層提供雲端資源管理機制，建
立可提供巨量數據儲存的資料庫資源與資源管理模組提供自動
化數據管理進行大數據的分類與管理，並建立智慧分析模組如區
塊鏈服務、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分析模組、虛擬實境操控模組
等提供未來智慧化應用需求之相關共通性模組。
(4) 北向介面
為了提供鐵道業者可以使用便利的方式取得巨量的物聯網
感測資料與使用管理層之智慧分析模組，作為發展豐富多元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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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鐵道應用服務之需求，北向介面主要是介於管理層與應用層之
間作為資料存取與模組應用的橋梁，在智慧鐵道服務之應用環境
中負責提供給鐵道營運業者在開發網頁、流程、行動 App 等應用
服務時使用管理層之資源所需要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如裝置管理、感測器資料存取、
連線管理、應用分析模組等 API，提升更高的彈性存取管理層的
雲端資源，讓資源的共用性提高，降低發展多元應用服務之開發
成本。
(5) 應用層
建立穩固之物聯網平台後，將所有數據透過南向介面的聯結
收集巨量資料到雲端管理平台進行資料的儲存管理並提供北向
介面提供資料存取與分析模組之應用程式介面，讓鐵道營運業在
開發應用時可以便利的取得需要使用之物聯網感測數據及分析
模組，提供應用開發如預測維修、列車駕駛行為分析、旅客人流
分析、車站與列車內旅客安全監控等營運管理、安全管理、旅客
服務之智慧應用，並開發網頁或行動 App 等介面進行應用服務之
通知與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6 物聯網雲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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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軟硬體技術規格及標準
1.

目前有部分的國內軌道業者也積極參考國外智慧鐵道案例，利用
資通訊技術發展軌道智慧應用，如台灣高鐵公司與工研院合作，
利用無人機結合影像分析與無線通訊技術進行長達 250 公里的
橋梁巡檢標準，依照台灣高鐵公司評估此智慧化應用相較於利用
既有的專業橋檢車巡檢可節省 75%施作時間並降低成本。

2.

透過無人機技術與資通訊技術的結合應用不僅可以更有效率的
觀察與分析即時的橋梁狀況，還可以將每一次巡檢的歷史資料作
更多的智慧化延伸功能，例如可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分析過去的
歷史資料並精準的判斷一些無法透過人工方式輕易觀察的細微
變化，利用這些細微變化可以作為未來預測警報等延伸功能。因
此資料的蒐集、保存與分析技術在鐵道智慧化發展的過程中非常
重要，需要建立完整的物聯網架構包含雲端管理平台的技術才能
將物聯網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儲存與分析，使感測資料達到最大
化應用效益，因此本專案將依照上述所提的物聯網雲端框架提供
給軌道業者作為智慧化發展的建議目標，促使國內發展更多元的
智慧化應用，如圖 5.7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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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智慧鐵道物聯網雲端框架應用示意

3.

在物聯網雲端框架中，每一層所使用的技術規格及標準可能會因
為應用需求及硬體本身限制等問題而需要支援不同的技術規格
及標準，本專案針對物聯網與雲端服務技術需求，並依照圖 5.6
架構盤點實體層、網路層、雲平台三層之軟硬體技術與規格，以
作為未來國內發展智慧鐵道物聯網雲平台之參考規範，如圖 5.8
所示，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8 智慧鐵道物聯網雲端平台之軟硬體技術規格架構
(1) 實體層
在未來鐵道物聯網架構中，實體層需要使用大量的感測器監
測軌道系統的運作，而在鐵路系統中所使用的感測硬體設備必需
長時間處在頻繁震動、高溫、潮濕等環境當中，因此國際鐵道組
織訂定了許多關於鐵路系統所使用之硬體規格標準，例如：


EN45545：為歐盟在軌道車輛上要求材料和元件須具備
防火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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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077-1：在軌道車輛規範電力電路、輔助電路、控
制和指示電路等所有電氣設備之條件和規格。



EN50155：針對不同溫度情況下提出設備測試方法（如
高溫運行、低溫啟動）對於產品所使用的電壓及環境溫
度的選擇，其他測試項目如抗輻射、傳導干擾等。



EN61373：考量設備的接線端子經常遭受振動和衝擊，
因此規範受測對象需要承受寬頻噪音所引起的振動。



EN50121-3-2：規範軌道電車上零件的電磁相容等電子
原件規格。

(2) 網路層（南向介面）
為了能將裝置在鐵道系統中的感測資料順利的傳回雲平台
作資料的運算、儲存管理，必須規範所有的感測器都須具備有線
或無線的聯網能力，在物聯網無線網路中最長使用的通訊標準如
短距離低功耗通訊技術‒藍芽、ZWAVE、ZigBee，其有最佳傳輸範
圍約 100 公尺內，資料傳輸速率約 20kbps 至 50Mbps 之間，另外
也有支援較高傳輸速率的 WiFi，其傳輸速率約 11Mbps 至 1.3Gbps
之間，傳輸距離約 20 公尺，相較於其他通訊技術其傳輸距離較
短、功耗較高，另外支援長距離的低功耗無線通訊技術如 LoRa、
NB-IoT，傳輸距離最長可達 20 公里左右並提供穩定連線能力，
傳輸速率約 300bps 至 50kbps 之間，藉由上述的無線感測網路可
以將分布在廣泛的鐵道系統資料傳到有線的區域網路，在經由有
線的骨幹網路將大量的感測資料快速且可靠的傳到雲平台。
在網路層中所有的設備、感測器除了都需具備聯網的能力外，
還需要定義與雲平台共同的資料傳輸格式，才能使感測資料被送
到雲平台時可以正確的取得蒐集的資料內容，在物聯網中常用的
資料傳輸格式如 MQTT、CoAP 兩者都是公開的標準且都是基於 IP
層之協定。


MQTT 協議是由 IBM 開發的一種即時通訊協議，優勢是
可以支持所有平台，把所有的聯網裝置透過 TCP 協定和
雲平台連接起來，雲平台可以利用 MQTT 管理介面管理
裝置間與雲平台的訊息傳遞，同時也可以管理多對多裝
置之間的網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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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P 目前已是 IETF 標準（RFC 7252），提出一個類似
HTTP/TCP 設計，屬於較簡易的 HTTP/UDP，適用於運算
能力較小的系統，由圖 5.9 可較清楚的比較 MQTT 與
CoAP 在網路中的封包差異。



AMQP（Advanced Message Queuing Protocol）是一個
由 OASIS 公開的標準，用來規範訊息的傳輸方式包含定
義資料結構（binary wire-level protocol）、訊息的
傳遞方式，解決異質平台訊息交換之問題，AMQP、MQTT
與 CoAP 在物聯網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圖 5.10 所示。

資料來源： 3S Market「全球智慧科技應用」市場資訊網

圖 5.9 物聯網資料格式 MQTT 與 CoAP 應用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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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tread 網站-物聯網通信協議

圖 5.10

物聯網系統通信協議

(3) 雲平台
如第二章智慧化關鍵技術中提到物聯網雲平台服務模型可
分為三個主要類別分別為基礎結構即服務（IaaS）、平台即服務
（PaaS）、及軟體即服務（SaaS），三種服務架構之差異在於提
供雲服務的廠商所維護管理的範圍不同，由圖 5.11 所示。


IaaS 服務包含網路建置與伺服器、儲存硬碟等設備接
由平台廠商管理，可以有效降低客戶維護機房成本，客
戶需求商如鐵路營運機構則負責開發屬於自己的軟體
系統包含作業系統、中介程式、應用程式模組、資料維
護等。



提供 PaaS 服務之廠商則是負責管理包含 IaaS 項目、作
業系統、開發程式環境等，讓鐵路營運機構專注在資料
處理與應用程式的開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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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 服務廠商除了提供 PaaS 與 IaaS 項目外也將軟體
服務產品化，鐵路營運機構可以直接向服務廠商訂購客
製化應用服務，鐵路營運機構可以在軟體開發與硬體維
護上節省維運費用，因此鐵路營運機構較難發展自主軟
體服務開發，應用項目需求仍需向服務廠商訂購，因此
大多數服務需求客戶都是向平台服務廠商租用 IaaS 或
PaaS 服務，並自主開發應用程式，以便後續發展更多元
應用項目。

圖片來源： PROGRESSBAR 網站

圖 5.11

雲平台供應商服務範圍

雲平台內容包含網路管理、資料庫管理、應用功能模組與連
接應用層之北向介面等，如國內物聯網雲平台服務商‒中華電信
提供完整的 IaaS/PaaS 平台服務如圖 5.12，提供國內發展智慧
家庭、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醫療等多元領域所需要的核心
模組、智慧應用模組、領域應用模組及連接應用服務之北向介面
如 RESTful、Node-RED 將感測資料透過標準格式提供給鐵道營運
業者進行應用服務開發，透過核心模組虛擬化管理網路與物聯網
裝置，智慧應用模組提供通用性之開發模組如資料安全管理、大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模組，領域應用模組可針對應用
情境提供客製化模組，這部分依照應用領域需求由鐵道營運業者
與服務平台供應商溝通，才能提供客製化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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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中華電信 IOT 智慧聯網網站

圖 5.12

中華電信智慧聯網大平台

5.2.6 國際鐵道行業品質管理系統 ISO/TS 22163
國際鐵道行業品質管理系統 ISO/TS 22163 是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於 2017 年所發佈適用於鐵道交通行業的國際管理標準，該標準
包含 ISO 9001:2015 標準的要求，以及鐵道交通行業的具體要求。
圖 5.13 為 ISO/TS 22163 管理系統架構，可概分為(1)規畫、(2)
執行、(3)確認、(4)改善之四大部分，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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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13
1.

ISO/TS 22163 品質管理系統架構圖

規畫

包含組織背景、領導力、規劃與支援，ISO 品質管理系統要求組
織應決定品質管理系統的界線及適用性，以確立其範疇，最高管理階
層應針對品質管理系統展現領導力及承諾，組織應確立品質管理系統
各直接相關職能、階層及過程所需之品質目標，並決定與提供建立、
實施、維護及持續改進品質管理系統所需資源。
2.

執行

組織應規畫、實施及管制所需要用以滿足所提供產品與服務要求
事項的過程，對於外部提供產品與服務，組織應確保外部所提供的過
程、產品與服務符合要求事項，對於不符合之產出，應確保予以鑑別
及管制，以防止不預期的使用或交付。
3.

確認

在產品、服務確認上，主要需進行績效評估，ISO 品質管理系統
要求組織應決定有需要監督與量測的對象，為確保得到正確結果，所
需要的監督、量測、分析及評估方法，並於規畫的期間執行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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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在產品、服務改善上，組織應決定與選擇改進機會並實施必要措
施，以達成顧客要求事項並增進顧客滿意度，發現產品、服務不符合，
組織應採取相關對策，並保存文件化資訊作為後續採取措施之證據。
ISO/TS 22163 國際鐵道行業品質管理標準提供鐵道營運業者與
相關設備製造商一套可遵循的品質管制標準，鐵道營運業者在進行設
備採購時，可要求設備製造商產品需符合此一品質管理標準認證，以
確保採購設備品質符合具國際認可的品質管理。對於鐵道設備製造商
在設備生產上，為了更容易進入國際鐵道市場，向國際鐵道業者證明
其生產設備符合高品質標準，提高成為供應商機會，更應導入國際鐵
道行業品質管理標準，透過第三方認證機構取得認證，以可靠的方式
提供品質記錄，提高品質標準，確保國際競爭優勢。目前國內有部分
廠商已通過 ISO/TS 22163 國際鐵道行業品質管理標準認證，例如：
生產鐵道電源模組的頻譜電子公司，生產車載電腦的鑫創電子公司等。

5.3 智慧鐵道發展願景
經本計畫回顧智慧鐵道標竿國家及盤點國內鐵道現況後，本節將
透過旅客使用者、營運者以及監理者三個面向，分述未來在推動智慧
鐵道的努力下，三種角色的發展願景。

5.3.1 旅客使用者
智慧鐵道可滿足旅客使用者整體旅程的各種服務，綜整國內外智
慧鐵道發展現況，多聚焦於：行前準備、旅途過程、車站服務等項目，
說明如下。
5.3.1.1 行前準備
智慧鐵道可為旅客提供更即時、迅速的購票服務，同時也將透過
異業結合方式，使旅客購買鐵路車票時，就能一併完成其他旅行需求，
以達成空間、時間、資訊、服務之無縫服務，將旅客整體旅程所需的
各種需求透過媒合方式串連來提供整體服務。
1.

旅客可透過訂票系統、專屬 APP、或者 AI 機器人來進行旅程的
安排，例如：購票之查/訂付/取/退/換、旅行特殊需求之安排、
轉乘與接駁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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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訂購旅行相關所需服務，例如：旅遊保險、租車、共享汽車
（Carsharing）、公共自行車、計程車預約、飯店住宿、在地旅
遊套裝行程等服務。

3.

可透過線上預約，選擇沿線特定車站提供之特色便當、伴手禮、
文創小物、記念品等周邊商品，，並於車上或車站取得預訂商品。

4.

列車上提供有商務車廂可選搭，車站內亦提供有商務辦公室或包
廂空間，提供旅客能額外選購所需的服務。

5.

提供出發及抵達車站的各種氣象預報，例如：溫度、濕度、空氣
品質、紫外線強度等資訊，另亦能提供適合的穿著以及攜帶雨具
的溫馨提醒。

6.

旅行所需之各項費用能支援單一窗口付款、且採多元付款方式，
例如：現金、信用卡、轉帳、RFID 非接觸式智慧卡、第三方支付
等方式。

7.

進出車站將可透過生物辨識如刷臉方式取代實體車票，或者改用
非接觸之技術簡化旅客進出站過閘。

5.3.1.2 旅途過程
1.

行動載具資訊
(1) 旅客於月台候車時，可透過行動載具知悉列車即時位置、誤
點情形。
(2) 當列車實際運轉狀況與時刻表不符時，鐵路營運機構會透過
數據演算分析提供預期回復班表的時間，並即時提供旅客動
態轉乘資訊。
(3) 載具資訊亦可得知列車於各車廂之乘載率以及空調溫度，可
讓旅客在月台動態調整適合之候車位置，可減少因過度擁擠
而導致誤點情形發生。

2.

月台資訊顯示系統
(1) 依照列車訂位資料及車內感測設備，測定車廂旅客密度分布
狀況，並將此資訊傳遞到月台資訊顯示系統，提供仍有剩餘
空位的車廂情形，讓旅客可動態調整候車位置，提升旅客在
月台上下車之效率。
(6) 依據列車車廂內擁擠程度由低至高，月台燈色可顯示為綠色、
橙色和紅色來區別擁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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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廂內資訊：車上的旅客亦可透過車內的動態資訊顯示系統，得
知下一站列車停靠資訊，例如：後續停站順序、下次停靠站的手
扶梯、電梯以及距離換乘通道最近的車廂位置等，讓旅客可先在
列車上確認下車後之動線行進方向。

4.

貨物監測資訊：讓貨物可在全程運輸過程中更新狀態顯示，提升
可靠的運輸品質，包括有：GPS 參數、溫度、運送過程震動狀態、
竊盜監測等貨物運送狀態。

5.

會員系統資訊：加入鐵路營運機構的會員，均能享受到顧客關係
管理系統之服務，像是在適當時間自動推播適合的旅行優惠或生
日券、累積點數兌換車票或商品，另在座位售罄時亦能享有車票
媒合之優先服務。

5.3.1.3 車站服務
1.

智慧鐵道之車站能提供有免費且安全的 WiFi 熱點，可滿足旅客
的需求，同時亦能提供站內智慧導引，使有需要的旅客透過載具
輔助站內導引，不會因為站體動線複雜而耗費不必要的迷路時間。

2.

窗口人工智慧輔助系統

透過人工智慧辨識旅客問題內容，並即時顯示相關資料給詢問櫃
檯人員，可縮短櫃檯人員與旅客的時間同時提高回覆品質。
3.

站內機器人服務
(1) 能以多國語元會話方式提供旅客諮詢服務，或觸控螢幕方式
提供車站導覽資訊、轉乘資訊等服務。
(7) 透過機器人在站內走動服務的同時，即可利用攝影機協助進
行車站內的狀態，提供遠端保安作業，兼具自走巡邏、攝影
機監視、旅客諮詢、遠端遙控、障礙物偵測、入侵者辨識、
影像辨識等功能。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5 - 35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4.

行動辦公室：在車站提供行動辦公室與會議室租賃服務，使商務
旅客可在車站進行辦公作業，或者召開會議。

5.

多媒體導購：車站多媒體結合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引導消費者
至虛擬或實體商店進行購買。

6.

無人商店服務
(1) 設置有自動化儲存及販售設備，結合線上與線下的需求與服
務。
(2) 郵箱服務：提供旅客及民眾，可突破時間、地點限制，彈性
前往鄰近捷運站完成郵件、包裹的取、寄件服務

5.3.2 經營者面
鐵道營運機構在推動智慧鐵道所欲處理的廣度大、資料量更是龐
大，各系統之間應有統整的決策輔助系統將其串連起來，以供決策者
做正確的判斷，而該系統則有賴營運機構進行縝密的規劃，方可將既
有以及新開發的系統加以整合，以下則先以營運機構推動智慧鐵道時，
在運轉規劃、設備維修以及安全防護三方面之發展願景進行說明。
5.3.2.1 運轉規劃
1.

智慧排點系統
(1) 依旅客市場需求，能回饋至時刻表排點並自動調整衝突，同
時評估加/減班車的可行性。
(2) 司機員可從平板電腦中得知即時調度訊息，可因應延滯迅速
調整列車排點。

2.

鐵路運轉即時回報系統
(1) 讓車輛以及鐵道設施等設備在發生故障當下，可即時回報並
安排後續維修排程作業。
(8) 在鐵道營運出現異常狀況時，若有機班運用的更動，司機員
可透過此平台在第一時間查知，並可即時反應。

3.

無人駕駛之自動列車操作系統
(1) 為最高等級的自動化營運，包括列車的營運過程、設備管理、
故障突發情況應對全部由系統自動管理，無任何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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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韌能力自動調整：在車聯網的機制下，列車可依據偵測得
之整體載客率，調適適合的制韌能力，以確保減速度一致。
4.

人員培訓

在人員晉用、訓練和考核上，營運機構應有完整的訓練制度與訓
練中心，使基礎的營運經驗得以傳承並進行知識管理，另對治理主管
亦應有共識營的舉辦，使整體戰略方向得以確認，整體的作業也要能
結合 IT 技術可同步於線上方式進行，使得人力教育資源與聯繫溝通
可不受時空限制進行。
5.

智慧監測

可運用影像分析辨識技術、步態辨識、情緒辨識等 AI 技術，協
助提升安全與反恐作業的精進，應用範圍如：站區內人流統計異常停
留、特定區域停留時間過久、特殊服務/安全警示名單、安全特殊名
單、跨越月台區之警示線、電扶梯上逆向行進、遺留物偵測、火警偵
知、異常人流移動、人員/動物異常侵入軌旁。
5.3.2.2 設備維修
設備維修期望藉由實行密集的狀態檢測，藉此瞭解軌道、電車線
等設備的耗損主因，分析劣化模式並延長生命週期。從既有程序規章
之定時檢修（Time Based Maintenance, TBM），調整為狀態檢修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CBM）策略，亦即根據劣化模式訂
定維修門檻，一旦發現狀態超過可容忍限界便會進行維修
1.

軌道檢測
(1) 於鐵道監測對象加裝 Sensor，依照正常、可能發生故障及已
故障三種狀態回傳至行控中心，以進行預防性維護策略。
(2) 監測轉轍器，項目包括有：電流、震動、濕度、溫度…等，
以了解設備的健康狀況
(3) 資料異常狀況可透過後端資料判讀處理，當監測項目所回傳
的數值超過門檻值或者大幅偏離正常值時，則可預先進行失
誤訊息判斷，讓權責人員派工進行預防性維修。

2.

電車線檢測
(1) 透過車載監視器檢測集電弓與電車線，包括有：含集電弓升
起檢測弓線接觸是否穩定、檢測電車線線型之無載偵測。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5 - 37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2) 集電弓檢測項目包括有：碳刷缺陷變形、碳刷異常磨損、碳
刷厚度量測、俯仰搖擺偏擺角度。
(3) 電車線檢測項目包括有：電車線張力測定、電車線定位偵測、
電車線設備檢測、自動光學檢測。
(4) 分析結果內容


電車線水平/垂直位置。



電車線餘裕線徑。



電車線/集電弓接觸面耦合狀況。



集電弓碳刷在水平方向之加速度。

(5) 自動分析之優點

3.



可預防性發現電車線耗損。



可精準防治電車線故障。



確保檢測結果的品質保證。



滿足年度檢測工作成本最小化。



可減少因例行維修導致的路線封鎖。



達成智慧化評估、檢驗和資料管理。

列車檢測
(1) 透過基礎設施安裝檢測設備，自動檢測通過列車之軸溫、輪
溫、震動等狀態。
(2) 透過列車本身的設備狀態資料串連，自動彙整與檢測車身狀
態。

4.

無人載具應用
(1) 現階段應用方向
透過無人機對鐵道路網進行監測與提供電子資料，主要應用
於鐵道運輸的準點提升及鐵道基礎設施的巡檢作業，例如：鐵道
沿線植被狀況、鐵道車站和橋梁的檢測、新路線計畫 3D 模型建
造、將鐵道沿線圖資建檔供後續判斷樹木傾倒等侵害鐵道路線之
風險，均可透過無人機機隊蒐集資料。
(2) 無人機應用實例
無人機於安全維護及基礎設備之應用實例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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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以及風險防護。



事故分析。



緊急災害管理和「緊急救援」的事故現場資料建檔。



即時 Live 影像提供。



沿線攝影紀錄提供 3D 模型建構。



鐵道路線、鐵道建築、鐵道橋梁以及土建設施的日常檢
測。



新鐵道建設的定期進度資料建檔。



鐵道沿線邊坡植被以及生物多樣性的調查記錄。



熱成像技術的應用。

(3) 未來應用方向
可不派員至現場而改採遠端遙控方式，以機隊編組進行事故
紀錄或設備損毀診斷。
5.

應用 3D 列印技術

透過 3D 列印的方式生產備品，減少列車在廠維修的時間，也減
少倉儲貨品的儲存成本，增加倉儲管理上的彈性，達到交貨迅速、存
貨管理彈性增加、貨物品質的提升等目標。
5.3.2.3 安全防護
1.

智慧平交道

透過智慧平交道的障礙物偵測功能、影像回傳至列車、定時警報、
延時警報、車聯網/物聯網功能，確保鐵路列車與公路用路者於平交
道不會發生碰撞事故。
2.

現場環境偵測

於軌道、道旁、電車線、山坡地、隧道、橋樑等處裝設感應器，
透過衛星或光纖傳輸即時訊息，同時結合氣象局的劇烈天氣監控系統，
並套疊至地理資訊系統上顯示，使其能偵測事故前兆、甚至找出過去
未曾設想過的危險因子使風險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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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風險管理
(1) 透過資產管理與維修物料管理系統掌握設備狀態，配合感應
器收集資料，進而預測或分析潛在危害，降低事故發生率。
(2) 透過自身佈設的地震儀以及氣象局的地震速報，構建起即時
的因應策略。

4.

資通安全管理

既有系統透過資安排點排除可疑的設備，新系統亦要求承攬廠商
使用設備要有異常廠商的排除要求，使第一線的硬體相關設備均能滿
足資安基本要求。

5.3.3 監理者面
智慧鐵道之監理者主要係透過列車、路線及各項設施檢修養護之
自動上傳與滾動更新之儀表版預警提醒，用以提升整體行車運轉之安
全，並於發生事故當下能即時調出過去相關的養護保養與異常資料，
以下則從平台建立、推動過程、事故調查三個方向進行說明。
5.3.3.1 平台建立
1.

單一窗口溝通平台
(1) 透過監理單位所建立之溝通平台，匯集交通運輸、資料科學、
巨量資料及物聯網等學者專家，使監理單位與產官學研間能
有暢通的管道。
(2) 營運機構可提供各自推動發展項目時，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目
前發展的成果，可將現行法規不足或窒礙難行之處，透過平
台反應改善使其與現行交通政策相互配合。
(3) 透過鐵道智慧設備規格化、數據標準化，提高營運及維修效
能，並透過軌道產業推動策略，建立自主軌道技術及產業。

2.

雲端平台建置
(1) 監理者依據端、網、雲的架構，建立一個公有的鐵道雲，使
鐵道營運機構上傳資料，例如：軌道檢修資料、車輛檢修資
料、各機關人員健康狀態，都可即時傳輸至智慧鐵道雲端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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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道雲內的資料，將透過智慧分析機制，檢視各鐵道營運機
構是否有異常情形發生，並能適時的提出告警，減輕監理人
員的負擔與人為判斷的錯誤。
(3) 監理單位跟營運機構資訊同步，能大幅提升監理作業的效率，
同時落實執行各項鐵道檢查，提升鐵路行車安全與服務品質。
5.3.3.2 推動過程
1.

盤點智慧鐵道相關法規/標準/規範，對不足之處進行調整修正。

2.

推出試辦計畫、典範計畫等方案，補助營運業者投入發展智慧鐵
道的資料加值運用。

3.

申請鐵道通訊專用頻段，使鐵道營運機構可即時傳輸大量資訊，
避免共用頻段造成效率不佳或互相干擾。

4.

建立智慧鐵道推動績效指標，評量智慧鐵道推動進程，定期滾動
檢討績效指標之目標值，推出獎勵條例，鼓勵、提升營運機構的
推動腳步。

5.

鼓勵營運機構根據營運維修、安全風險與旅客服務建立其數位化、
資訊化及智慧化之評量指標。

6.

由國內驗證機構協助廠商辦理設備驗證，進而降低國內廠商投入
軌道產業門檻，俾利於推動軌道產業國產化的目標。

7.

建置資安測試場域，並定期演練。

5.3.3.3 事故調查
1.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之成立，依鐵路法及立法院審議中之運
輸事故調查法規定，就「事故安全」與「行政監理」等調查分工

2.

精進監理者於事故調查之機制及人員訓練工作，以確保及提升行
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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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智慧鐵道短中長期發展策略及規範
國內智慧鐵道於未來推動目標及策略之研擬，從政府單位、營運
機構、系統產業及資通安全方面等，探討推動目標及策略於各方面所
制訂的要點。基於本專案所提出之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以及目前世
界潮流、趨勢及科技發展的進程等條件，來規劃我國智慧鐵道發展的
目標與策略研擬，及智慧化之政策和相關配套法令，說明如下。
1.

政府單位：以國家長遠建設為出發點，由交通部及鐵道局為政策
推動者角色透過政府監理功能、法規增修方式，來研擬智慧鐵道
整體的策略藍圖。

2.

鐵道營運機構：依據政府的策略藍圖與規範要求，鐵道營運業者
可依循規劃欲投入智慧鐵道之資源配置、建置規劃及所需搭配的
行動方案。

3.

系統產業：在政府主導之策略下，將使產業技術與鐵道營運機構
需求進行整合，產業透過實務研發及沙盒實驗，亦可取得相關實
績。

4.

資通安全：確定鐵道使用專用頻譜、資安平台白名單的驗證與部
署等，進行資通安全相關策略研擬。

5.

其他：透過政府與各界之溝通平台，舉辦定期或不定期軌道產業
會報，整合 R-Team 鐵道科技產業聯盟以及後續鐵道驗證中心等
國內外資源，共同向智慧鐵道目標邁進。

以此五大面向，擬定我國於智慧鐵道發展過程之短、中、長期發
展目標與策略藍圖及建議方案（圖 6.1）。進而供政府在制定政策之
推行及具體方案與規範標準擬定、營運機構於鐵路智慧化的投入、系
統產業與資通安全的投資與研發上能有依循方向，要點如下（圖 6.2）
：
1.

系統平台監理規範。

2.

測試場域驗證機制。

3.

溝通平台試辦計畫。

4.

網路通訊專用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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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智慧鐵道策略研擬目標與面向

資料來源：以上圖 6.1、圖 6.2 均為本研究提供

圖 6.2 智慧鐵道策略研擬短期的策略及具體方案

6.1 智慧鐵道發展規劃關鍵時程
本研究團隊在考量政府推動策略上，提出策略的發展目標，並針
對短期(1~5 年)、中期(5~10 年)、長期(10 年以上)提出策略目標。考
量短期 1~2 年乃至為關鍵的期程，相關策略須立即執行，故短期策略
又細分為 1~2 年及 3~5 年兩部分。其中，短期 1~2 年內應專注在籌組
國內溝通單一平台 R-Team 以及架構平台擬定的基礎上，逐步落實與
產業界的溝通協商、規範與標準的制定、測試場域的驗證、輕軌等採
購作業指引的遵行，爾後資通訊及雲端應用監理平台建置等，亦需要
在多方的通力合作下才能順利地達成。目前規劃可行的智慧鐵道關鍵
時程，可以作為政府監理單位在未來短期內，推動國內鐵道智慧化的
起始，如下圖 6.3 所示。各項短中長期發展策略目標及策略項目，如
6.2~6.6 節所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6- 2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3 智慧鐵道發展規劃關鍵時程

6.2 政府單位短中長期策略
6.2.1 策略目標
1.

推動政策及智慧平台架構擬定及研擬規章程序之完整性
(1) 申請鐵道通訊專用頻段
考量智慧鐵道需要即時傳輸大量資訊，為避免共用通訊頻段
造成傳輸效率不佳或干擾，應由政府主動跨部會協商向國家通訊
委員會（NCC）申請鐵道通訊專用頻段，以利未來智慧鐵道發展。
(2) 擬定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架構-資訊整合平台營運模式
政府應訂定智慧鐵道平台架構規範，以利營運單位依規範，
建置各自所需之端、網、雲等設備，並可依循共通的通訊協定來
交流營運、維修等資訊，本計畫經研析後，初步擬定智慧鐵道平
台架構如圖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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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6.4 智慧鐵道平台架構圖
2.

法令、標準及規範之增修訂
(1) 交通部鐵道局訂定智慧平台端、網、雲的規範（資料傳輸介
面、通訊協定）
，鐵路運營商的採購須合乎標準並通過測試，
以將資料整合至物聯網平台、「資訊整合平台」營運模式。
(2) 交通部規範採購車廂、監視系統等之智慧鐵道相關硬體設備。
(3) 交通部增修智慧鐵道獎勵辦法，鼓勵鐵路運營商之系統整合。
(4) 交通部增修智慧鐵道創新型服務之獎勵辦法。

3.

發展指標之建立
(1) 智慧鐵道推動績效指標
鐵道局應建立智慧鐵道推動績效指標，以評量智慧鐵道推動
進程，並定期滾動檢討績效指標之目標值。
(2) 營運機構評量指標
營運機構應根據營運維修、安全風險與旅客服務建立其數位
化、資訊化及智慧化等評量指標。各營運機構依指標掌握智慧化
現況，並擬定未來智慧化的優先推動項目及策略。

6.2.2 短中長期策略項目
依據策略目標規劃的項目，具體擬定之策略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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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策略（1~2 年）

盤點智慧鐵道相關法規/標準/規範

短期 1~2 年內，政府單位應著手盤點智慧鐵道優先推動項目，並
評估現行法規、標準或規範是否有不足或闕漏之處。若有不足則逐步
推動修正；若有闕漏，則擬定補充擬定相關規範，協助營運業者、系
統產業依循規範推動智慧鐵道。
2.

建立溝通平台
(1) 現行鐵道產業面臨的困境是營運業者不易掌握系統產業的
技術發展程度，而系統產業不理解營運業者的核心知識
（Know-How），雙方空有技術與需求，但缺乏資訊交流、
媒合的平台。因而政府應扮演第三方角色，建立智慧鐵道交
流平台，邀集營運業者、系統產業及學研單位，相互交流分
享。
(2) 初步建議交流平台之成員，應包含部屬機關、學者專家、營
運機構及系統產業等四大面向，如圖 6.5 所示。部屬機關成
員包含鐵道局、鐵研中心及運輸研究所等政府機構，藉由平
台交流之機會，可掌握營運機構、系統產業的需求，進而檢
視下列事項：


現行法規是否有不足、窒礙難行之處。



推動項目是否可與現行交通政策相互配合。



是否涉及跨部會管理事項。

(3) 若有法規不足之情事，則透過部屬機關的參與，立即推動相
關法令規範之修訂。透過鐵道局、運研所、鐵道營運機構及
系統產業有機會提早掌握未來政府政策的推動方向（如：設
備國產化），進而調整智慧鐵道的推動項目。營運機構在推
動智慧鐵道時，可能涉及跨部會管理的領域（如：專用頻譜
為 NCC 之管理業務），亦可透過本平台由部屬機關協助進
行跨部會協商。鐵研中心為未來鐵道領域中，鐵道技術研發
及驗證車輛/設備之單位，藉由參與本平台可與學者專家、系
統產業交流技術及設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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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6.5 智慧鐵道交流平台成員圖
(4) 智慧鐵道平台應包含交通運輸、資料科學、巨量資料及物聯
網等學者專家。交通運輸及資料科學專家可對應到智慧鐵道
平台架構之「應用服務」領域，巨量資料專家可對應到「雲」
領域，物聯網專家則可對應到「網」及「端」的領域。藉由
上述專家，營運機構及系統產業可接觸到學研界最新的發展
趨勢，學研界亦可理解實務單位面臨的困境及需求。藉由平
台相互交流，將有利於產學界未來之正向發展。
(5) 營運機構包含台灣高鐵、臺鐵局、各捷運公司、林鐵及糖鐵。
營運單位未來將依據各自特性，擬定並推動合適的智慧鐵道
發展項目。藉由本交流平台，可提供各自推動發展項目時，
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目前發展的成果。透過類似的資訊交流，
可避免營運機構間重複投資發展類似項目，也能減少在推動
智慧鐵道應用的學習門檻。
(6) 系統產業包含智慧卡公司、資通訊產業、車輛/路線設備、偵
測設備，上述各產業內容亦囊括智慧鐵道平台架構「端」、
「網」、「雲」、「運用」等項目之設備廠商。設備廠商可
於交流平台提供目前系統產業的發展，以及實現營運機構需
求的可行性等資訊。
(7) 針對上述溝通平台，政府應成立智慧鐵道發展諮詢委員會，
透過該委員會推動交流平台的相關事宜，委員會成員包含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機關單位代表、學者專家代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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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代表、營運機構代表各一名，架構如圖 6.6 所示。委員
會由主任委員任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
可由副主任委員代行。機關單位/學者專家/系統產業/營運機
構等代表由所隸屬的部屬機關/學者專家/營運機構/系統產
業等成員推派。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6.6 智慧鐵道發展諮詢委員會架構圖
3.

輔導鐵道業者智慧化

國外各營運單位在智慧鐵道的推動，皆仍處於發展初期的摸索階
段。考量智慧鐵道初期發展階段，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研發資金及人力，
而國內營運業者受限於法規及組織特性，若要自行籌資研發可能力有
未逮。因而建議政府可推出試辦計畫、典範計畫等方案，補助營運業
者投入發展智慧鐵道的資料加值運用。
4.

擬定智慧鐵道績效指標與獎勵條例

透過績效指標，主管機關可利用數值化的掌握智慧鐵道的發展情
況。因而政府應推動建立智慧鐵道績效指標，及指標的門檻值，作為
營運業者推行智慧鐵道的目標。政府亦可推出獎勵條例，鼓勵、提升
營運業者的推動腳步。
5.

擬定設備驗證規範

製造智慧鐵道平台架構中「端」、「網」至「雲」領域的設備，
都是國內資通訊產業的強項。惟過往資通訊業者欲投入軌道領域時，
皆面臨高額的驗證費用增加業者回收報酬的風險。因而政府因協助推
動擬定設備驗證規範，建立國內驗證機制，以利未來 3~5 年內鐵研中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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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掛牌運作後，由國內驗證機構協助廠商辦理設備驗證，進而降低國
內廠商投入軌道產業門檻，俾利於推動軌道產業國產化的目標。
6.

建置資安測試場域

6.2.2.2
1.

短期策略（3~5 年）

訂定智慧鐵道專用頻譜

如前述，智慧鐵道平台由端設備到雲平台，以及雲平台到應用層
時，皆需要傳輸大量資訊。訂定專用頻譜將可有效避免與外界共用通
訊頻段造成傳輸效率不佳的問題。
2.

訂定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架構、規範

經由短期策略（1~2 年）中，匯集交流平台內產官學界各方的意
見，以及現行法規/規範的盤點後，於 3~5 年的期間逐步推動相關法
規、規範之修訂。
6.2.2.3
1.

中期策略

推動智慧監理

鐵道局中期應達成智慧監理之目標。包含軌道檢修資料、車輛檢
修資料、各機關人員健康狀態，都應能即時傳輸至智慧鐵道平台。鐵
道局則應建立智慧分析工具，透過電腦判斷各營運機構回傳數據是否
異常，既可減輕監理人員之工作負擔，亦可減少人為的判讀錯誤或疏
漏。使鐵道局能即時監理，即時掌握，並督促營運機構即時因應。
2.

監理資訊透明化

因應監理資訊即時化，可減少傳統營運機構業者在彙整、傳遞資
料過程中的疏失。藉由監理單位跟營運機構業者資訊同步，提升監理
的可靠度。
3.

鼓勵創新服務

資通訊科技發展迅速，智慧鐵道可推動的項目日新月異。政府可
隨著外在環境的發展，訂定合適的創新服務補助計畫，以鼓勵營運業
者及系統產業不斷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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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法規/標準/規範

同上所述，在外在環境快速變化的情況下，可預見未來法規/標準
/規範會有限制智慧鐵道發展的可能。因而中期策略中，政府仍持續透
過推動平台蒐集產官學研的意見，定期盤點相關法規/標準/規範的缺
失，並逐步推動修正。
6.2.2.4
1.

長期策略

國內智慧運輸整合

長期而言，智慧鐵道運輸發展的願景是提供更舒適、更便捷、更
有效率的軌道系統。而國內城際軌道運輸包含高鐵、臺鐵，區域/都會
運輸包含臺鐵、各地方捷運公司、輕軌等，另外還有林鐵、糖鐵等觀
光休閒鐵路，涵蓋旅客長、中短途等各面向。而政府推動智慧鐵道的
長期策略，最終目標應是藉由軌道「資訊整合平台」之交流，向外整
合其他非鐵道運輸，運用智慧化的方式（例如：平交道車聯網），提
供旅客時間/空間/資訊/服務無縫的運輸服務系統。

6.3 鐵道營運機構短中長期策略
6.3.1 策略目標
1.

資訊化程度精進

由智慧鐵道「端」、「網」、「雲」的架構中可知，推動智慧鐵
道的基礎來源是前端設備的資料，因此前端設備的資訊化是關鍵的課
題。然而，國內鐵路系統包含高鐵、臺鐵、都會捷運/輕軌、林鐵、糖
鐵等系統，各系統的興建背景都不盡相同，如臺鐵、糖鐵、林鐵皆有
50 年以上的營運歷史，但高鐵、地方捷運系統、輕軌卻都是近 20 年
內的系統，因此在導入資訊化、數位化的程度上前者與後者有顯著差
異。是故，團隊在提出營運機構推動智慧鐵道的策略時，考量營運機
構之「人力需求」、「成本效益」及本身「數位化的程度」，針對程
度較佳及程度較差者，擬訂不同的發展策略目標。
(1) 數位化程度較佳者之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根據鐵路運營商所提供其已經達到智慧化項目的技術，
檢視評估其透明度與可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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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需求及特殊環境，鼓勵營運機構產業國產化。



根據國際發展趨勢和國內客觀條件發展智慧鐵道項目。

(2) 數位化程度不足者之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2.



鼓勵其提升數位化能力，並補助相關的數位化建設所需
之成本。



根據已經研發的智慧鐵道實績，評估是否可推廣至此類
別之鐵道營運業者。

旅客資訊服務

鐵路營運機構運營的過程中有太多外在原因可能干擾到正常營
運，透過嶄新的資通訊技術、優化模型及人工智慧演算，智慧鐵道可
在列車上、車站內或者行動載具等不同的推播媒介，提供最新的營運
資訊及受干擾後的改善建議供旅客參考與採取適合因應措施。

6.3.2 短中長期策略項目
6.3.2.1
1.

短期策略（1~2 年）

建置基礎設備需求網路

數位化程度不足者，短期 1~2 年應優先盤點基礎設備的資訊化及
數位化不足的項目，並依重要性訂定提升至數位化的優先順序。
2.

推動公共運輸服務整合 MaaS

數位化程度較佳者，短期 1~2 年可評估推動 MaaS 服務，將旅客
整體旅程所需的各種需求透過媒合方式串連來提供整體服務。
3.

旅客資訊服務基礎

鐵道營運機構應盤點旅客在地所需的資訊類別，同時定義各類資
料標準，營運服務改變與建議方案，及規劃如何將資訊即時推播給旅
客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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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策略（3~5 年）

優化通訊環境

短期 3~5 年內，數位化程度不足者，應評估既有系統通訊整體環
境，適當的汰換或升級重置以因應智慧鐵道傳輸所需。
2.

建置鐵道營運業者端之平台/應用服務

鐵道營運業者於 3~5 年內，應能依據應鐵道局所擬定的資料儲存
格式規範，建置業者端之智慧鐵道平台，透過前端資料之蒐集進行加
值應用，以下依據運務、工務、機務、電務分別說明服務方向。
(1) 運務


資訊提供：包括有：列車、車站、搭乘、轉乘、接駁等
資訊外，進階亦可將不同營運機構間的列車等相關資訊
相互交流。



機器人智慧服務：蒐集旅客常見問題，結合人工智慧語
音/語意辨識與訓練，利用車站內機器人，提供移動式的
諮詢服務，提升營運機構的服務品質。



營運決策輔助系統導入：蒐集旅客訂票/搭乘紀錄，結合
大數據分析，可運用在對號車次座位配座、時刻表排點、
停站型態規劃的營運項目，期能使營運機構提供的車次
及座位數，符合旅客真正的需求，達到供需相符的效果。



生物辨識應用-車站/車廂危險告警：透過車站/車廂設置
的 CCTV，辨識旅客是否有從事危險行為，若有發現危
險行為時，系統可自動發出告警，並通報警政機關，提
升車廂及車站安全。

(2) 工務


軌道檢修智慧化：係指常態性檢測軌道狀態，並即時將
檢測結果回傳至資料庫，例如透過營運列車而非軌道檢
測車來拍攝軌道 3D 影像。



建立物料/資產及維修管理系統：係指數位化管理軌道
設備之系統，使用者能掌握各項設備的數量、存放地點、
細部尺寸、檢修時間、檢測結果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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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交通工程方面，須依照交通部路政司指示的需求，
轄管設施範圍內如有管線穿越，請各管線單位配合行政
院 108.6.6 函頒之「智慧政府行動方案」，依內政部營
建署所制定「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建置 3D 管線資
料庫，以提升建置的「標準化」、「透明化」與「資訊
化」。

(3) 機務


車輛檢修智慧化：係指常態性檢測車輛狀態，並能即時
將檢測結果回傳至資料庫，例如道旁定點架設設備，即
可將通過列車的設備/車輪狀態回傳。



列車駕駛監測：於車廂內設置 CCTV，透過影像辨識與
邊緣運算，即時判別列車駕駛行為，並於異常當下主動
向行控中心發出警示，甚至進階與列車系統連結主動剎
車。



建立物料/資產及維修管理系統（與工務同）。

(4) 電務

6.3.2.3
1.



電車線檢修智慧化：係指常態性檢測電車線狀態，並能
即時將檢測結果回傳至資料庫，例如：於營運列車之集
電弓架設雷射雷達或者攝影設備，透過營運期間即時偵
測集電弓與電車線之狀態。



智慧平交道：智慧平交道可透過 CCTV、紅外線、雷射
雷達等設備，偵測平交道上是否有異物滯留，並能主動
告警鄰近平交道之列車，將平交道畫面投放到列車駕駛
室，提供駕駛完整的資訊。



建立物料/資產及維修管理系統（與工務同）。

中期策略

評估績效指標

鐵路營運機構應訂定績效指標，衡量智慧化的推動程度，並定期
滾動檢討績效指標之門檻值與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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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整合平台/應用服務精進

當營運業者蒐集到更充足的軌道/電車線/車輛等數據，即可進行
劣化模型與人工智慧的構建，進一步精進應用範圍，以下依據運務、
工務、機務、電務分別說明服務方向。
(1) 運務


無人監督自動駕駛（GOA4）：又稱為 UTO（Unattended
Train Operation）模式，是目前鐵道自動化運營的最高
等級，列車無須配置司機與勤務員，其啟動、停車、開
/關門、洗車、車站和列車的設備管理以及故障和突發情
況的應對全部由系統自動管理，。



虛擬商店與無現金支付車站：鐵道營運業者推動虛擬商
店，讓旅客掃描 QR Code 線上購物/支付，以及推出無
現金支付車站，可改善人力不足的問題。

(2) 工務


軌道預測性檢修：係透過智慧化階段所蒐集到的軌道資
料，結合軌道地理位置資訊，導入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
慧（AI）模型應用後，預測軌道設備的失效時間，藉由
預測的方式，可更精準的掌控系統維運的成本。軌道設
備的資料亦可透過智慧鐵道平台分享給鐵研中心，作為
驗證軌道設備的參考數據。



軌道 3D 影像辨識：系統可自動偵測當次拍攝影像與前
次拍攝之差異，並主動標示差異處，供維修專業人員進
行確認。

(3) 機務


列車預測性檢修：係透過智慧化階段所蒐集到的列車設
備資料（如軸溫、輪溫、震動），結合列車管理資訊系
統 TMIS 資訊與 AI 模型應用後，預測列車設備的失效
時間。相關資料亦可透過智慧鐵道平台分享給鐵研中心，
作為驗證車輛設備的參考數據。



3D 列印：可減少維修備品庫存的成本，同時亦可增加
維修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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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務


6.3.2.4
1.

電車線預測性檢修：係透過智慧化階段所蒐集到的電車
線相關資料，結合軌道地理位置資訊，導入大數據分析
與 AI 模型應用後，預測電車線應替換的時間。相關資
料亦可透過智慧鐵道平台分享給鐵研中心，作為驗證電
力設備的參考數據。

長期策略

創新智慧整合服務
以下依據運務、工務、機務、電務分別說明服務方向。
(1) 運務


時刻表回復作業：係當軌道系統發生事故時，系統可依
據營運業者的人力需求/車輛現況，提出修正後的時刻
表建議，以減少因事故造成的延滯。此項作業需建立在
車輛的資產管理系統完備，「人力需求」資源數位化以
達最佳「成本效益」，以及營運決策輔助系統發展成熟
等條件。



通勤預報：當軌道系統發生事故時，通勤預報可結合時
刻表回復作業，提供旅客事故發生地點、原因及影響範
圍，並提供旅客預計的時刻表回復時間。

(2) 工務


道旁光纖振動監測與加值應用：在鐵道軌旁佈設光纖電
纜，持續蒐集軌道及附近發出的任何振動，振動可被辨
識為特定物體，以及其與列車在軌道上的確切位置、速
度和方向，甚至可確定振動是從兩不同方向的列車出的，
預期可辨識的項目包括有：監測斷軌、監測人員/障礙物
入侵、監測電纜偷竊。

(3) 機務


震動自發電感知設備：於列車上安裝可自發電的無線振
動感知器，透過列車的振動轉換為電能，同時監測列車
軸承和車輪的溫度，透過演算法來評估磨損特徵，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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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車輪與軌道振動特徵、監測車輪與軌道缺陷，並依據
辨識提供早期預警。
(4) 電務


平交道-物聯網/車聯網應用：結合智慧運輸系統、機器
人技術及人因工程技術，透過物聯網/車聯網技術，使列
車行經平交道前的資訊，能主動傳遞到公路車輛並使其
停在平交道停止線前，以消除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於平
交道碰撞的可能性。

6.4 系統產業短中長期策略
6.4.1 策略目標
1.

媒合所需產品進行開發

搜集的國內產業界資訊於技術產品、服務及軟體開發相關資料，
鼓勵鐵路產業進行所需產品之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
2.

產業國產化及 ISO/TS 22163

依據交通部所制定的規範，鼓勵國內產業界提出解決方案，並參
與投標與建設。在進行採購時，要求產品符合國際認可的品質管理。

6.4.2 短中長期策略項目
6.4.2.1
1.

短期策略

建立單一窗口溝通平台

藉由政府的力量，籌組單一窗口溝通平台（例如最近以籌建中的
R-Team），針對政府重大鐵路發展與建設提出建言，此外，亦可藉由
相關資訊統計系統提出科學系統分析、資訊平台整合、相關運作模式
提出建議與可行之方案，提升國內鐵路之系統化與資訊化整合作業模
式推展，並進一步推動智慧化的鐵路發展進程。
2.

推動試辦計畫。

藉由鐵路營運機構與產業界之試辦計畫的推動，進一步驗證其研
發成果的可行性，以及商業化與商品化之可能性，以及相關產業之帶
動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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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的實績與沙盒實驗

政府亦可輔助以驗證的產業實績、並以沙河實驗之運作模式來推
動實績之發展，此部分亦須探討「規章程序之完整性」，以成為其可
以依循並投資的目標，此為鼓勵國內產業及投資研發的具體措施。
4.

維修零組件國產化

維修零組件之國產化可藉由上述之試辦激化、產業實績與沙河實
驗等，以及國內原本產業之製造方面的產能，或是其他國際合作研發
之項目，來推動產業界的自主性與國產零組件與商品化的產能。
5.

需求規範與技術規格

基於系統與技術研發之需求與規範，系統產業則以其標準投入新
技術研發，對國內技術發展並以國際主要標準為其發展目標，提升產
業之國際競爭力，並且可以讓國內廠商有更多的機會來參與國家建設。
6.4.2.2
1.

中期策略

關聯產業產值

藉由產業國產化可以帶動國內產業發展之整合，由過去的單打獨
鬥轉化為協同合作之運作模式，除了可以避免不當的國外技術壟斷、
綁標、採購以外，更可加速國內產業之轉型，帶動相關系統、資訊、
網通與資安之關聯產值，對國家發展產生極大的助益。
2.

軟硬體標準

協助產業的關聯產業整合與發展，國內相關軟硬體或許可以參與
國際標準之研議以及制訂的作業流程（例如 IEEE、3GPP 等），以及
資訊方面的人工智慧分析技術、資訊安全標準等，國際標準之參與與
訂定。
3.

技術、產品及整合服務

政府亦可以藉由產業與技術的創新，提供相關的系統整合、產品
與服務媒合平台，除了可以推動產業發展、鼓勵民間投資外，還可以
刺激國內創新技術服務的研發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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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策略

創新型整合服務

在國內發展鐵路相關資訊化與智慧化的同時，產業界的創新型整
合服務之發展趨勢已成必然，政府可以以輔助的角色，提供新創平台
之相關輔導措施，促其國內整合以及國際上之發展。

6.5 資通安全短中長期策略
6.5.1 策略目標
1.

網通規格確立

由政府主導獎勵研發軟體工程專案、雲端儲存、運算等資源平台
介接，例如，政府鐵道雲與各營運公司私有雲資料上傳、分享與介接
等技術。
2.

建立資安平台

透過該平台防禦病毒、惡意攻擊及任何可能人為或非人為的入侵
程式。
3.

建立白名單系統

完成資安平台弱點評估與測試。並實際部署到相關的實作場域進
行測試。

6.5.2 短中長期策略項目
6.5.2.1
1.

短期策略

網通規格

目前軌道無線電通訊使用現況，以 TETR（用途主要提供行車調
度語音通話或用行車命令等資訊傳送）來說，臺鐵、高鐵、北捷、高
捷、桃捷等業者，使用頻段範圍 380-400MHz、410-430MHz（專用電
信頻譜），以 RF-CBTC（用途為列車控制、號誌訊息傳輸用）為主的
使用單位為北捷、高捷、桃捷等業者，其使用頻段範圍: 2.4GHz （免
授權頻譜）。參考目前國際下世代鐵路行動通訊頻譜規劃，在 1GHz
以下為主，且依據國內使用頻譜情況，建議 NCC 可保留部分 6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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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800MHz 頻寬，作為鐵路寬頻行動通訊之專用或相關之「5G 企業
專網」等。
2.

軟體工程

智慧鐵道相關的系統軟體研發工程，即是可能需要處理大量的影
像、數字、聲音和串流等資料，當客戶需要處理大量資料，雲端運算
所帶了的方便性（例如，軟體即服務 SaaS，平台即服務 PaaS，以及
基礎設施即服務 IaaS 等），已成為目前雲端分散式運算的主流，也是
考量大數據、資料科學、數據密集型 （Data Intensive）等運算需求的
主要運算資源與服務，根據使用量大小、時間、運算單位等收取費用。
因此，相關軟體工程上的系統整合和技術研發等，則可為資通安全相
關的短期策略。
3.

雲端運算

各鐵路營運機構目前已經或將要建置其專屬網站和雲端儲存系
統，根據本專案的「混合雲」（Hybrid Cloud）建議方案，以及以及高
效能運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或 HPC Cloud）及雲端運算
等。因此，藉由參與國內由政府開始主導之雲端運算平台籌建，可以
帶動國內於下個世代雲端運算之發展。
6.5.2.2
1.

中期策略

智慧鐵道領域知識

智慧領域知識資料庫之建立除了可以將領域知識結構化和
（Structured Data）數位化之外，也可以建立維修相關的標準作業流程
（SOP），並建構「可被搜索」的專業「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系統及語意運算（Semantic Computing）等「知識工程」
（Knowledge Engineering）基礎。
2.

旅運服務

「領域知識數位化」和「資訊化」乃邁向智慧化的第一步，其過
程中可以運用電腦的邏輯分析、群眾智慧、人工智慧建模以及模型最
佳化等，擬定國內智慧鐵道在「維修」、「旅運」、「客服」、「安
全」等面向之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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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策略

人工智慧產業

可以基於智慧領域知識、人工智慧模型分析、知識推理
（Knowledge Reasoning）系統等，發展智慧鐵道最佳化等技術。

6.6 其他短中長期策略
6.6.1 策略目標
1.

學研界的發展策略

智慧鐵道平台架構中，「雲」與「應用」的項目涉及資料的加值
運用，需要投入大量研究人力，協助建立人工智慧（AI）的分析模組。
隨著短、中、長期各階段的策略發展，營運機構會逐步蒐集到軌道/車
輛/電車線等設備的偵測數據，學研界即可根據相關數據，逐步加深研
究領域內容。

6.6.2 短中長期策略項目
6.6.2.1
1.

短期策略（1~2 年）

人工智慧模型研析

初步建議可分為時間序列模式、影像辨識及自然語言處理等三方
向探討，說明如下。
(1) 時間序列模式：可用於電車線/軌道磨耗等，具有時間/空間
性質等數據資料，透過資料清洗、疊合，建構設備的變化曲
線，並進一步分析、判別曲線中的特徵值。
(2) 影像辨識：可用於判別車輛/軌道設備的狀態、月台人員活動、
車廂旅客行為等項目。藉由人工智慧模組分析拍攝的畫面，
在克服拍攝角度、日光亮度等外在變因後，利用特徵提取、
特徵強化等技術，判別畫面中的差異處或特定行為，進而提
出示警。
(3) 自然語言處理：可協助營運業者推廣人工智慧服務。透過前
端蒐集的客服紀錄/社群網站留言/網路新聞等資料來源，訓
練系統斷詞、分析語法、辨識語義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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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策略（3~5 年）

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經由模型研析階段後，學研單位可在 3~5 年內，運用智慧化項目
已蒐集完成之軌道/車輛/電車線資料進行劣化模型的構建，並掌握相
關設備的特性達成預測性維修。
6.6.2.3
1.

中期策略

人工智慧領域知識整合

此階段因將人工智慧模組與鐵道領域專業知識整合，進而運用相
關 AI 模型預測設備失效的機率。
(1) 影像辨識：能判別影像中是否有車輛/軌道的關鍵零組件缺
漏，車廂內是否有危險行為，或車站是否有人員墜落月台等，
進而提出告警。
(2) 自然語言處理：透過智慧機器人協助旅客完成查、訂、付、
取、退、換票等業務需求，亦可即時掌握線上輿情資訊。
2.

人工智慧產業/商品化

人工智慧模組研發成果得以實際廣泛應用至不同鐵道營運機構，
並能於智慧鐵道平台中，符合「應用服務」的相關介面規範。
6.6.2.4
1.

長期策略

人工智慧服務整合

跨領域整合人工智慧服務項目：無人監督自動駕駛將可結合車廂
內部的影像辨識，當車廂影像辨識偵測到旅客異常行為時，可自動對
行控中心及鄰近車站站務人員發出告警，並加速行駛至鄰近車站，可
大幅縮短人員的反應時間。

6.7 智慧鐵道規範草案
本章節考量國內鐵道智慧化之推動現況即將來之發展，以建議之
「規範草案」作為其發展基礎，此為推動智慧鐵道之必要相關規範、
監理規範等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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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政府法令、規範及標準增修訂規範
1.

現行法令及規範

目前的鐵路相關法令為鐵路法，其中鐵路法第四條規定，鐵路由
交通部監督及管理，其中包含國營鐵路之台鐵、民營鐵路之高鐵，或
者其他專用鐵路之糖鐵和林鐵等；其他鐵路業者，如捷運與輕軌亦須
符合相關國內法令以及地方政府法規。
2.

採購作業指引規範

採購相關之作業程序，包含招商、招標、參標、議價、計價、決
標以及發包等程序，必須符合本作業指引進行，並依相關之規範辦理
以利決策之進行，採購指引等規範（例如最近交通部頒布的「輕軌採
購作業指引」）之符合與細節之裁量由主管機關審理。
3.

營運機構採購招標規範

採購與招標之內容如為鐵路營運機構範圍，亦必須符合相關之採
購招標作業指引及規範，並以其為必要條件之一，招標採購之資格符
合與決標與否等需由其主管機關審理。
4.

系統廠商技術規範

系統廠商技術上規範須以符合智慧鐵道相關之平台標準為基礎，
資料格式、傳輸介面、資訊安全以及相關之通訊標準等必須符合平台
標準，其考量大部分資料介接之國際標準為主要目標，並以技術之效
率化、透明化以及標準化為系統之相關技術規範。
5.

設備設施產品規範

鐵道相關設備、設施及產品等，需考量整體之平台規範、系統技
術規範以及相關主要國際標準，以國內廠商為優先考量合作夥伴（例
如舉辦產專會議、系統標準之圓桌會議等），或參考國際合作之案例
辦理，或是經由採購指引等取得之「產品使用證明文件」等，主要以
設備設施及產品供應之多方資源為主要考量，防止單一廠商之壟斷性
情況發生。
6.

法令、準則及智慧鐵道平台之架構規範

規範在架構上，必須符合政府已經訂定之鐵道法規、規則、辦法、
條例、採購指引、技術設備和產品的規範，以及平台軟硬體、介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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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傳輸通訊協定外，亦必須以政府及主管機關之法規準則為基礎，
平台規範必須於此基礎上進行相關之建置（參考圖 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7 平台規範和現行法規之考量與影響示意圖
7.

監理及其他智慧化規範

於本專案平台建置初期，可以著手擬訂相關之監理規範，其主要
在政府於監理政策、監理標準、監理需求與範圍、監理時程與方法及
監理稽查與審核等，所訂定相關目標與執行項目，以達到政府監理所
需之規範。其他規範包含目前運工機電、功能性（例如異常事件偵測
與應對、供電通訊號誌、系統可靠度與預測分析等相關數據監控）等
規範，其以目前的鐵道總體檢等為規範之目標。

6.7.2 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規範
1.

系統構成乃智慧鐵道平台系統由端、網、雲設備及端點介面標準
規範，搭配智慧化軟體技術，提供智慧鐵道應用服務（參考圖 6.8）
。
於系統要求上，必須為可連結端設備，由端設備進行影像或數據
資料蒐集，具備網路傳輸影像或數據資料須符合相關規範。

2.

端設備之規範，須符合以下常用國際標準（表 6-1），以利日後
系統與設備建置並與本專案所建議之平台介接。

3.

網設備：負責端設備與雲平台間之影像或數據資料傳送，可以有
線或無線方式提供網路傳輸，傳輸介面與通訊協定必須符合相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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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設備：提供資料儲存空和資料管理功能，以及軟體功能模組，
提供未來趨勢、影像辨識等分析結果。雲端運算有關資料儲存、
資料交換、應用程式介面（API）等須符合相關規範。利用雲設
備儲存之影像或數據資料，提供未來趨勢分析、影像辨識等人工
智慧、機器學習、和智慧化應用服務等，相關平台以及軟體模組
等亦須符合所建議之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8 平台規範架構示意圖
表 6-1 物聯網端點項目之常用鐵道國際標準
規範

名稱

標準

Railway applications - Urban guided transport management and
EN
62290-1

command/control systems - Part 1: System principles and
fundamental concepts
鐵路應用-城市指導運輸管理和命令/控制系統-第 1 部分：系
統原則和基本原理
Railway applications - Urban guided transport management and

EN
62290-2

command/control systems - Part 2: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鐵路應用-城市指導運輸管理和命令/控制系統-第 2 部分：功
能要求規範

EN
50121
EN
50126

Railway applications -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 Parts 1 to 5
鐵路應用-電磁相容性-第 1-5 部分
Railway applications - The s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 (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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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名稱

標準

鐵路應用-可靠度、可用度、可維修度與安全度(RAMS)的規範
與展示
Railway applications - Communications, signaling and processing
EN
50128

systems - Software for railway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ystems
鐵路應用-通信、訊號傳輸與處理系統-鐵路控制與保護系統的
軟體
Railway applications - Communications, signaling and processing

EN
50129

systems - Safety related electronic systems for signaling
鐵路應用-通信、訊號傳輸與處理系統-與安全有關的電子系統
訊號

EN
50155

Railway applications - Electronic equipment used on rolling stock
鐵路應用-鐵路車輛用電子設備
Railway applications - Communication, signaling and processing

EN
50159

systems - Safety-related communication in closed transmission
systems
鐵路應用-通信、訊號傳輸與處理系統-有關封閉式傳輸系統中
的通訊安全

EN
15380-4
UIC
556

Railway applications -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rail vehicles - Part
4: Function groups
鐵路應用-鐵路車輛的系統分類-第 4 部分：功能組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the train (train-bus)
列車通訊網路(列車線)

6.7.3 基於端、網、雲之平台相關規範
本規範主要基於建置智慧鐵道平台所需要考量的規範，其中的規
範包含端、網、雲設備之軟硬體、通訊傳輸標準、介面以及需求等所
訂定之規範，為主要平台建置的基礎。
6.7.3.1

端設備規範

平台規範須從端設備、網設備與雲設備，考量軟體及硬體等規範
需符合平台之需求，例如，以端設備而言，佈建於軌道列車上設備，
應符合 EN50155, EN45545, EN50121-3-2 等規範，以攝影機為例，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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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需求，須具備最低解析度（如 1280 x 720、1080P 等）、支援影
像格式（JPEG、MJPEG、h.264 等）、標準協定（ONVIF 等）、網路
介面（Ethernet、WiFi 等）、具備防振動 、夜視功能等。
6.7.3.2

網設備規範

網設備所提供之服務，基於雲平台與各端點設備須支援 MQTT
（即時通訊協議）、AMQP（異質平台訊息交換協議）、CoAP（簡易
通訊協議）等通用性資料傳輸協定，以供各端點設備與雲平台資料相
容傳輸。此外，基於鐵路網通相關需求所提出的相關規範，例如行車
安全與營運科技（OT）之需求（例如 Level 0-3）等。以網設備而言，
必須符合的規範包含是以線或無線傳輸方式，通訊傳輸須使用符合
3GPP、IEEE 國際標準組織或國際廠商聯盟制定可遵守之公開標準規
範，例如：5G、LoRA 、Ethernet、WiFi、LTE 等通訊標準。端點設
備與雲平台設備需支援 IP 網路傳輸協定（例如 IPv4 和 IPv6）。
6.7.3.3

雲設備規範

雲設備相關的規範，主要提供資料儲存設備與軟體 「通用資料
庫」（例如分散式系統等），儲存端設備蒐集回傳資料雲平台與軟體
應用服務須支援 RESTful、Node-RED 資料交換存取用應用程式系統
介面整合，並符合功能模組化等需求雲平台與其應用服務應達到相對
應之高可靠性 （Reliability and High-Availability），須符合合約規範
之服務層級協定 （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等需求。
6.7.3.4

系統軟體相關規範

資料格式中，其資料須具備結構化格式，資料須儲存於關連式資
料庫中，或分散式資料系統；資料交換需透過 MQTT、AMQP 或 CoAP，
以及物聯網之南向介面等傳輸協定；資料搜尋之功能規範上，資料經
過過濾、合計與索引之建立，提供如時間序列(歷史回饋)和索引排序
等顯示結果之功能，及可介接之介面（如 RESTful、Node-Red 等）。
功能模組化之規範上，應用程式及相關套件須符合功能性模組化
之需求，並提供相關技術文件以利審核；運算原理與資源之規範上，
需依據結構化之資料，系統提供雲端及分散式運算、平行運算、大規
模之資料科學分析與圖形處理器運算（GPU）等運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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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入人工智慧模型最佳化之應用等，系統需具備人工智慧模型
建立之能力，如分類 、特徵提取、模型運算（如 Markov Model）、
深度學習及模型最佳化等，其他方面，如系統之可靠度、高可用性與
系統服務監控、服務水平等亦須符合系統需求所訂定之規範。
6.7.3.5

其他規範

除了以上所定義之規範，其包含端、網、雲之設備介面、標準、
檔案格式，以及資料與訊息交換、通訊協定、加解密標準及時空條件
等之外，系統本身和關連之軟硬體和通訊系統，及其他相關產品設備
之需求、功能性規範以及現行鐵道總體檢等運、工、機、電（例如列
車監控系統之 TCMS、CCTV、PA、SMS、TMS-Turnout Monitoring
System、CTS 等），行控中心相關可智慧化設備等、雷達異物偵測、
通訊系統等之規範。
其他如採購作業指引，或是以及國產化的相關措施等（例如最有
利標、GPA、SDR 等），亦必須符合法規、作業指引及本專案平台規
範等，以及今後所訂定之規範。有關交通工程方面，須依照交通部路
政司指示的需求，轄管設施範圍內如有管線穿越，請各管線單位配合
行政院 108.6.6 函頒之「智慧政府行動方案」，依內政部營建署所制
定「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建置 3D 管線資料庫，以提升建置的「資
訊標準化」與「透明化」。

6.7.4 資安平台規範
資安平台主要提供系統在遭受攻擊時之防禦功能，以保障乘客和
系統安全，亦須符合本專案所設計之資安相關規範。
1.

安全自動化之相關標準規範：包含系統穩固性、事件通報應變、
系統復原、安全更新等。

2.

端點設備/系統安全性之相關標準規範：涵蓋資產識別盤點、實體
安全防護、組態管理等範圍。

3.

傳輸安全性之相關標準規範：主要以傳輸安全性於智慧鐵道範疇
之相關規範。

4.

資訊安全分析之相關標準規範：針對系統安全性所做的規範。

5.

政策管理與教育訓練之相關標準規範：規範存取控制、隱私機敏
資料防護、稽核與可歸責性、教育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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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規範
(1) 軟體資源


端設備系統需安裝作業系統（Windows、Linux、Windows
Embedded 嵌入式作業系統 IoT 或 Android 系統）。



系統需啟動登錄、認證、與授權之模式。



安裝本資安平台之白名單防禦程式。



安裝防禦程式相關套件（例如：端口監控程式、進程守
護程式等）。



須 具 有 備 用 狀 態 （ standby ） 以 啟 動 維 護 模 式
（Maintenance Mode）（可由白名單模組提供）。



須啟用人工智慧進程以啟動智慧學習與情境模式（可由
白名單模組提供）。

(2) 硬體資源


硬體之運算資源，需包含中央處理器（CPU），暫存記
憶體（RAM），以及相關之儲存空間（SSD 固態硬碟
等），電源供應器須符合相關之國際規格。



系統需自備聯網介面（Wi-Fi 或 Ethernet），網路傳輸速
率 須 大 於 10Mbps ，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 如 :IEEE
802.11a/b/g/n/ac 等）。

(3) 網路資源


資安平台系統須建置於防火牆防禦之企業內網。



資安平台系統與外網聯繫需透過相關之網關系統（例如
Gateway System）。

6.7.5 運算規範
6.7.5.1

雲端運算相關規範

依據本專案所建議的「雲端物聯網平台」，其乃基於「政府鐵道
雲」之「公有雲」概念，加上各鐵路營運機構目前所規劃或已建置之
「私有雲」，而成為公有雲和私有雲共同的「混合雲」模式運作。政
府基於「監理」上的需求，個私有雲必須與政府的公有雲介接，將監
理相關資訊依據「監理規範」（於章節 6.7.6），呈報政府相關單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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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監理與審核，其中各個鐵路營運機構呈報監理資料的相關程序、資
料交換格式、資料介接介面、監理資料範圍、監理呈報時程等，須符
合雲算規範之雲端運算規範。
其他運算規範包含人工智慧分析、人智運算、社交運算等，亦必
須符合國內相關法律，以及符合包括政府、法人營運機構、個人等單
位之資料所有權、基本人權、隱私權、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以達
到鐵道智慧化後帶來的共同美好願景。以下針對目前所規劃之雲端運
算混合雲模式，提出下列要點：
1.

端、網、雲之設備傳輸介面、標準、檔案格式
(1) 傳輸介面與標準
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的端、網、雲以及在此架構上所開法的
應用服務，除了端設備需具備所建議的國際規範（例如符合，
EN50155、EN45545、及 EN50121-3 等規範），以及網路設備所
需要規範的 IEEE 和 3GPP 之國際標準，還必須定義各層之間所
需要的相關資料傳輸介面（如圖 6.9）。

資料來源：工研院資通所

圖 6.9 端、網、雲架構與介面示意圖
目前已端設備來說（例如網路攝影機、感測器等），首先必
須要符合 IEEE 或 3GPP 等網路通訊規格，以達到可連網設備基
本需求；其次，其傳輸介面的通訊協定則透過 MQTT、CoAP 等
可以將端設備本身所蒐集到的資料，上傳至網路層的網路交換器、
行動網路基地台、以及相關的雲端管理平台等；當資料已經上傳
至雲端管理平台、資安平台及功能模組後，相關的應用服務則可
以透過 RESTful API 和 Node-Red 等介面針對運算資料做存取，
故其基於端、網、雲之基本架構之上，所有的硬體設備、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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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介面、軟體上的資料交換介面、資料存取方法等，均須符合
以上所定義之規範，其乃為目前國際上主要基於物聯網、雲端平
台及應用軟體、行動 APP、網路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服
務之標準，以達到資料訊息的透明化、存取方法的標準化，以及
各功能模組、元件、系統架構等於設計、開發、測試、部署等於
軟體工程之效率、效能及監控和系統最佳化等。
(2) 檔案格式
端與網傳輸檔案格式之規範，以端設備之物聯網設備透過
MQTT 或 CoAP 等通訊協定與網路層介接，以 MQTT 為例，其
基於 IP 通訊之 TCP/IP 協定，資料格式必須遵守與 MQTT 中介
層（MQTT Broker）的協議，透過發布（Publish）與訂閱（Subscribe）
以及權限管理等方法，來完成資料的傳輸（如圖 6.10）；故因而
透過 MQTT 中介層所收集到的資料將上傳至網路層，來完成後
續於雲端平台的相關運算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6.10 資料傳輸示意圖
至於應用服務項目，其可與雲端平台和功能模組等，透過
RESTful API 介接（例如 JSON 格式或 Protocol Buffer 格式等）
以存取原始資料（Raw Data）、運算和統計資料（Statistical Data）
和人工智慧分析的結果；另外亦可透過 Node-RED API 等物聯網
標準介面，與雲端平台部署之雲端執行個體（Cloud Instance）所
提供的 Node-RED 端口介接，以及直接搜尋設備和感測器等資
料並與其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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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資料交換、通訊協定與加解密規範

依照本專案之資安規範，包含以 IEC-62443 中所提到的自動化、
端點與系統、傳輸安全、資安分析以及政策教育規範等，檢核其資訊
安全等相關規範；系統介接的規範上，目前主要以國際標準之 HTTPS、
SSL、帳號管理（Authentication & Authorization 或 AA）、數位版權
管理（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或 DRM）防護、多媒體金鑰管理等
方法，提供資訊系統的防禦措施，此外，亦可透過網關系統（Gateway
System）、虛擬專用網（VPN）和防火牆（Firewall）等防禦機制，提
供運算程序中之安全規範。
3.

其他相關技術規範

基於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近年來的網路平台架構，已經逐漸從
本專案所探討的「端、網、雲」架構，發展至「邊、霧、雲」之系統
架構（如圖 6.11），其主要乃是基於端設備從原本單純的資料收集功
能，轉變為功能性較強、具有運算資料和人工智慧分析等功能，此即
為「邊」所探討的「邊緣運算」，其主要以「邊緣設備」和「邊緣伺
服器」為運算資源；此外，原本我們所探討的「雲」則細分為「雲」
與「霧」之「霧運算」的運算資源，其功能之區別主要在於將雲端運
算所需要的資源做區分，依據資料所需的保護措施，以及是否需要更
貼近用戶等，提供相關的資料存取、搜索以及人工智慧模型建立等運
算資源。
因此，「智慧鐵道平台」的目前發展亦可能涵蓋更多的設備、元
件、伺服器等運算資源，這些亦必須符合相關之本專案所建議規範，
包含資料交換、介接、格式、軟體架構、韌體及硬體規格、資訊安全、
運算和可分散式處理之人工智慧模型等，及其相關的「協同運算」
（Collective Computing）、迭代方法（Iterative Method）、系統最佳
化（System Optimization）以及與將來之「鐵研中心」的培訓、驗證、
認證、標章之多方考量的相關規範，更多的是，包含技術以外的「安
全」和「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相關、和未來智慧化後所需擬定的相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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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6.11 邊、霧、雲示意圖

6.7.6 智慧監理規範
6.7.6.1

監理政策

政府基於公共運輸安全之需求，得要求鐵路營運機構，須於必要
之時間提供相關監理資料；例如，交通部民航局所擬訂之「我國飛安
監理制度」，其基於國內飛航安全，針對國內航空業者，必須提出定
期之航空器、航空器使用人員、服務人員、維修人員、維修資訊以及
相關之航運設備場域等，執行督導與管理之監理權責。所以基於國內
鐵道運輸相關的「公共安全保障」，制定我國「鐵道監理制度」乃為
刻不容緩之需求，建議之具體作法，大致可以分為四類鐵道監理規範：
1.

鐵道客貨運輸。

2.

鐵道行車人員。

3.

鐵道設備檢修。

4.

鐵道安全管理。

「鐵道監理規範」期望於民國 109 年起，由鐵道局著手進行研擬
與制定，為國內發展「未來鐵道」及「智慧鐵道」等極為重要的基礎
規範。
6.7.6.2

監理標準

依照本專案目前所建議的七類「鐵道監理規範」，其監理之標準
如下列要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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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運輸組員

主要針對組員、管制員和其他相關人員等總體「正常」參數，包
含體檢、藥檢、心理、疲勞、精神狀況等個人健康因素，提出定期與
不定期監理報告，此外，亦可針對組員與管制員的訊息溝通、作業程
序、情報處理以及緊急應變能力等，提出相對應之監理監察標準，目
的在排除人為危險因素，提高鐵道運輸的公共安全。
2.

鐵道交通運輸管理

鐵道運輸主要可以分為人員操作、半自動與全自動等管理機制，
監理標準之訂定可依據其人員、硬體設備等的運輸效能、運行效率、
安全分析與事件結果等，建立其監理標準之期望值。
3.

鐵道車站場域管理

車站管理包含人員於車站進出、上下車等管理，以及車站相關設
備管理等，場域管理主要涵蓋鐵道所有運輸場域，例如軌旁、邊坡、
隧道、橋樑等，計測標準值與容錯範圍，以建立監理標準行督察之責。
4.

鐵道車輛、設備、號誌、通訊、機電等性能

主要針對車輛、設備和通訊號誌等之效率、耗損率、故障率、事
故率以及電力等參數，建立行車運行觀測標準，並依據監理結果進行
督察與督導之責。
5.

鐵道後勤維修紀錄

依據車輛、設備和通訊號誌等之後勤維修紀錄，監督其作業流程、
維修進廠比率、維修再故障率以及維修人員效率等，並同時建立維修
之領域知識已制定鐵道維修之監理標準。
6.

鐵道運務管理作業

鐵道管理除了上述的運輸組員、維修機廠以及車站場域的營運單
位外，更重要的是相關內勤運物管理人員、系統（例如資訊化之 MMIS
系統等）、作業流程（SOP）以及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等
相關之作業管理，本制度所建立的監理標準，可以提升國內鐵路營運
機構之作業資訊化、標準化、以及可監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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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工程認證標章管理制度

旨在建立鐵道相關的認證標章管理制度所訂定之標準，從訓練機
構、人才培訓、產品設備、工程建設、機電檢測等，依照相關之認證
作業流程辦理，並依此標章管理制度為規範標準。
6.7.6.3

監理需求與範圍

政府基於監理上的需求，必須依據需求及分析提出定監理的範圍，
因此相關受監理的「公、民營鐵路營運機構」，可以根據其擬定之監
理範圍提出「可接受監理資料」，目前所規劃的監理範圍可分為四個
類別如下：
1.

人員：須提供人員體檢、訓練、操作、應變等範圍之監理資訊。

2.

設備：須提供鐵路相關運輸、產品、器材、車輛、機電及相關場
域等設備為範圍之監理資訊。

3.

維修：須提供基於人員、設備以及其他相關維修後勤為範圍之監
理資訊。

4.

營運：須提供運輸、安全、系統等範圍之監理資訊。

6.7.6.4

監理時程與方法

監理時程可以分為「定期」與「臨時」，目前規劃主要以「定期」
監理為主，其為各個受監理單位必須於「固定的時間」內，提出規範
所擬定的資料格式、大小、處理、交換、以及資訊介接的方法，提交
可受監理之相關資訊；監理的方法則依照行政機關所制定的相關規範，
以「數位化」、「資訊化」、「標準化」為其方法之目標。其他不定
期的監理時程、需求、範圍和主動與被動之查核，則依據主管機關的
「考量條件」以及時空環境等「客觀因素」，針對受監理之單位所提
出的監理需求。
6.7.6.5

監理稽查與審核

監理之稽查與審核乃基於接受監理單位所提出之「定期」監理資
料，或者是監理單位基於其需求，所提出之「不定期」監理資料所進
行的查核作業，依據資料的分析與結果之研判而訂定之查核標準，主
要在建立稽查標準、審核標準以及後續相關作業標準，此部分主管單
位可以依據其專業考量，訂定查核「標準指標」，亦可以依據時空條
件與其他客觀因素「動態」調整觀察指標，同時，基於本平台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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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數據、雲端運算與人工智慧的輔助，建立一套「客觀性」、「公
正性」、「可預測性」以及「與時俱進」之「人工智慧預測模型」之
查察標準，以利「監理稽查」與「審核制度」的建立。例如，以「政
府鐵道雲」與各個「鐵路營運機構」的「混合雲」之監理需求為例。
制定基於雲端監理的時程、標準與方法等相關規範。執行監理稽查與
審核，並同時建立「智慧化」查核機制。

6.7.7 其他規範
目前國內之智慧鐵道發展尚處於早期萌芽階段，相關的資源例如
「鐵道驗證研究中心」（簡稱「鐵研中心」）則預計於民國 109 年以
後才會正式掛牌運作，其基於國內鐵道相關之系統和設備等，提供鐵
道驗證以及訓練相關服務。有鑑於此，相關作業程序所需要構建的規
範，亦必須及早規劃，包含人員「體檢」、「授課」、「培訓」、「證
照」、「升降級」等，以及產品設備之「檢驗認證」，和相關訓練中
心之「督導」、「核可」與「發照」等，必須於民國 109 年左右完成
其規範之擬定。
待完成其相關規範之建構後，除了對於國內鐵道及智慧鐵道等發
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之外，對於國內產業界投入鐵道相關的研發投資、
研發能量的提升、「採購作業」的透明化（例如，現階段可以參考交
通部於民國 108 年頒布之「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產業「國產
化」與「自主化」、「創新服務」和「經濟發展動能」等，亦會有著
顯著的影響，亦提升我國於鐵路營運發展、運輸服務、產業發展和資
通安全的研發與技術能量。

6.7.8 法規修正建議研析
為強化智慧鐵道推動之具體可行方案及相關配套措施，本計畫在
透過專家座談以及工作會議後，對鐵路相關法規進行研析，考量鐵路
與捷運營運機構之管理制度及現行狀況不盡相同，本計畫先從鼓勵的
角度提出意見，讓鐵路營運機構能朝智慧鐵道之方向邁進，茲將可行
之修正方向提供建議如下，供後續修法時參閱。
6.7.8.1

鐵路法

茲將「鐵路法」建議修正方向說明如表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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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鐵路法建議修正方向
鐵路法原始條文

建議修正方向

無。

法令之外
建議可參照「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
引」，另定「智慧鐵道發展指引」，
明訂鐵道營運機構與政府架設的鐵
道公有雲端系統互相聯繫，完成資
料分享的里程碑，同時亦依據鐵道
營運機構數位化較佳以及不足者，
訂出適合之短、中、長發展策略。

「鐵路法」第 32 條

法令層面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應依左列 1.

可鼓勵鐵道營運機構將智慧鐵

規定，向交通部報備：

道之願景、行動方案及每季進

一、籌備或施工期間之工程進行狀

度等規劃一併納入正常營運時

況及經濟情形，每月報備一次。

期的報備內容內。

二、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每三個 2.

建議依據擬發展之「智慧鐵道

月報備一次。

發展指引」
，請鐵道營運機構均

三、每年應將全路狀況、營業盈虧、

透過雲平台方式提送相關資

運輸情形及改進計畫於年度終結

料。

後，六個月內報備一次。
專用鐵路於工程時期之進行狀況及
經濟情形，應每月報備一次。
「鐵路法」第 56-5 條

法令層面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 1.

參考交通部運研所「鐵路安全

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及調查

之風險管理推動研究－發展鐵

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

路系統之安全管理實務與報

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查驗。

告」研究成果之「年度安全報告

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

撰寫指引」，可於指引建議「其

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並視調查

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

需要，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

項」之章節中，納入智慧鐵道於

說明，及配合提出行車紀錄、設施、

安全面向之規劃及年度重要里

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程碑。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 2.

建議依據擬發展之「智慧鐵道

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

發展指引」
，請鐵道營運機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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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法原始條文

建議修正方向

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

透過雲平台方式提送相關資

管理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

料。

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
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
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
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
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
項。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7.8.2

鐵路行車規則

茲將「鐵路行車規則」建議修正方向說明如表 6-3 所示。
表 6-3 鐵路行車規則建議修正方向
鐵路行車規則原始條文

建議修正方向

「鐵路行車規則」第 8 條

法令之外

路線之軌距、水平、高低、方向、鋼 「鐵路行車規則」於不同條文中，
軌接縫及橋樑、涵洞、隧道等與運 已有要求「路線、電車線、號誌、車
轉有關者，均應依鐵路路線養護檢 輛」系統要能定期檢查，建議鼓勵
查規則施行定期檢查。

鐵道營運機構能於系統汰換以及更
新時，依據智慧鐵道端、網、雲之

「鐵路行車規則」第 13 條

架構，將端末設備納入物聯網機制，

電車線路之高速遮斷機、第三軌條 能持續回傳設備狀態供資料蒐集、
聯繫線、隔電子、區分裝置、線路 分析與預測使用。
接觸點、饋電分岐裝置、線路支架
等運轉有關者，均應依電車線路檢 法令層面
修規則施行定期檢查。

建議可於「鐵路行車規則」內強化
各系統於既有設備於汰換或者新增

「鐵路行車規則」第 16 條

設備時，要能有自動檢測之機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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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行車規則原始條文

建議修正方向

號誌裝置，應依鐵路號誌養護檢修 入，同時該資料要能回傳到鐵道營
規則施行定期檢查。

運機構所建置的控制中心內。

「鐵路行車規則」第 20 條
動力車、客貨車均應依鐵路機車車
輛檢修規則施行定期檢查。
排雪車、起重車、空氣調節車、暖
氣車、搖車等，應按其構造及性能，
參照前項規定施行定期檢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7.8.3

鐵路運送規則

茲將「鐵路運送規則」建議修正方向說明如表 6-4 所示。
表 6-4 鐵路運送規則相關法規建議修正方向
鐵路運送規則原始條文
無。

建議修正方向
法令之外
鼓勵鐵道營運機構能將貨物運送之
整體流程智慧化，使貨物托運之相
關資訊能透明化，例如 GPS、溫度、
運送過程震動狀態、竊盜監測等，
使顧客能瞭解其托運情形。
法令層面
建議能於「鐵路運送規則」內，強
化對承攬貨物的監控，使貨物可在
全程運輸過程中更新顯示即時狀
態，提升可靠的運輸品質。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7.8.4

捷運相關法規

茲將「大眾捷運法」與「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
辦法」建議修正方向說明如表 6-5 所示。
表 6-5 捷運相關法規建議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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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相關法規原始條文

建議修正方向

「大捷法」28 條

法令層面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擬訂服務 依據「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
指標，提供安全、快速、舒適之服 全監督實施辦法」第 3 條，另明訂
務，以及便於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智慧鐵道發展之指標。
用之無障礙運輸服務，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核定，並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法令之外
備查。

大捷法 28 條所提到的指標，目前
是由各鐵道營運機構自行訂定，再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 送地方主管機關核定，故不同鐵道
督實施辦法」第 3 條

系統的指標計算方式可能不同。建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於開始營 議法令層級外，能明定各績效指標
業前，依左列項目，訂定服務指標， 的計算方法與公式，以便不同鐵道
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營運機構能有共同的比較基準。
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一、安全：事故率、犯罪率、傷亡
率。
二、快速：班距、速率、延滯時間、
準點率。
三、舒適：加減速變化率、平均承
載率、通風度、溫度、噪音。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
目。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 法令之外
督實施辦法」第 17 條

建議鼓勵鐵道營運機構能於系統汰

定期檢查每年一次，其檢查事項如 換以及更新時，依據智慧鐵道端、
左：

網、雲之架構，將端末設備納入物

一、組織狀況。

聯網機制，能持續回傳設備狀態供

二、營運管理狀況及服務水準。

資料蒐集、分析與預測使用。

三、財務狀況。
四、車輛維護保養情形。

法令層面

五、路線維護保養情形。

建議可於「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

六、行車安全及保安措施。

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內強化各系

七、其他有關事項。

統於既有設備於汰換或者新增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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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相關法規原始條文

建議修正方向

臨時檢查得視需要，就前項各款之 時，要能有自動檢測之機制導入，
一部或全部實施之。

同時該資料要能回傳到鐵道營運機
構所建置的控制中心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8 基隆南港通勤鐵道與智慧鐵道案例
6.8.1 基隆南港通勤鐵道與智慧鐵道發展
依據基隆南港通勤鐵道（或又稱為基隆輕軌）可行性研究報告，
基隆位於臺北都會區生活圈內，且具高度公共運輸使用率，爰基隆亟
需要一條高運量且穩定的軌道運輸服務，在基隆與花東有限容量的競
合之下，現有的臺鐵班次並無法滿足基隆的期待與需求，若基隆軌道
運輸服務能另循解決策略，除對基隆提供更好的服務之外，同時可提
升花東鐵路運輸容量，舒緩北宜直鐵計畫興建之壓力，對於軌道相關
計畫如捷運民汐線等均具有緩解之功效，為實現以低碳永續之軌道系
統做為運輸服務主軸之生活環境，爰檢討臺鐵第三軌運用狀況，以適
當之調整與改善提升運輸服務效能及檢討擴充路線容量方案，以下將
臺鐵樹林-七堵瓶頸呈現如圖 6.12 所示。

資料來源：「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及配合工作技術服務邀標書

圖 6.12 臺鐵樹林-七堵瓶頸示意圖
在「增強東幹線運輸能力」及「強化基隆通勤化軌道服務」等 2
大主軸方向下，研提有方案一之臺鐵優化第三軌以及方案二之臺鐵四
軌化共 2 方案，經評估無論第三軌優化或四軌化方案，均能滿足基隆
捷運化服務需求及紓解東部一票難求問題，尤以圖 6.13 之四軌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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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營運班次大幅增加，營運調度更有彈性，且亦能帶動基隆河谷
沿線地區發展，其益本比及經營比亦較佳，無論從工程、經濟、財務
及營運等各方面均具計畫可行性，因此行政院核定朝方案二之四軌化
為後續推動方案，沿線擬設南港展覽館、樟樹灣、汐科、汐止、五堵、
北五堵、六堵、七堵、八堵、三坑、基隆及延伸至基隆旅運智慧大樓，
共計 12 站，期許配合打造基隆南港間的軌道系統成為友善無縫、具
產業機會、安全可靠、悠遊易行、永續營運、以及具有觀光魅力的運
輸服務，茲將其規劃範圍展示如圖 6.14 所示。

資料來源：鐵道局

圖 6.13 基隆南港通勤鐵道車站月台示意圖

資料來源：「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及配合工作技術服務邀標書

圖 6.14 基隆南港通勤鐵道範圍示意圖
基隆南港輕軌預計 109 年會完成綜合規劃（該工程之規劃、設計
與興建作業不在本專案範疇內），建議可參酌本專案部分項目作為該
計畫之亮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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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納入本專案建議之短中長期策略發展，同時採端、網、雲架構和
資安平台，並遵循平台相關規範標準，使基隆南港輕軌於發包、
採購、建置、驗收及監理等相關細節均依照智慧鐵道的目標邁進。

2.

本專案依桃園捷運 108 年發包網路工程建設標案，整理出表 6-6
之「高雄輕軌、桃園捷運與基隆輕軌比較表」，在網路硬體建設
的相關工程中，可細分為「佈建光纜骨幹工程」、「備援骨幹乙
太網路設備建置工程」
、
「列車對地面大頻寬無線通信網路系統」
及「車站無線企業通信網系統」等系統，基隆南港輕軌可參考表
6-6 之細項，再依據本專案擬定之端網雲架構來規劃。

3.

建議以鐵道運輸為通盤考量，搭配「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之
規範，並參酌現行鐵路相關法令，於基隆南港輕軌初始規劃、設
計、興建時就納入智慧鐵道的精神，並持續推動國內智慧鐵道相
關產業之發展及應用。
表 6-6 高雄輕軌、桃園捷運與基隆輕軌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系統
比較項目

高雄輕軌
•

建設總經費

路線長度
車站數

路線特性

維修機廠

桃園捷運

通訊及網路等建 •
設總經費，估計
約新台幣二億二
千萬
總長度約 8.7 公 •
里

通訊及網路等建
設總經費，估計
約新台幣一億七
百萬
•
總長度約 51 多
公里（三條路線
規劃中）
• 14 站
• 21 站 （ 單 線
A1~A21）
• 考量都市特性， • 特殊條件上，考
部分沿用舊有臨
量國際機場、行
港線路線，連接
李轉運及上下坡
市區捷運站
度等。
• 前鎮機廠
• 青浦機廠(五級
包含維修、駐車、
廠)
洗車工作。另有營 • 蘆 竹 機 廠 ( 三 級
運維修管理資訊系
廠)
統軟體，提供下列 維修工作項目包含：
功能：
車體、轉向架、車輪、
1. 具備可擴充的 牽引馬達、機械組

基隆輕軌
•

•

評估通訊及網路
等建設之總經
費，可能約新台
幣七千萬左右
總長度約 19 公
里

•

約 9 站（預估）。

•

考量地狹、丘陵
地型及都市等，
連接市區至南港
捷運站。
尚未定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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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比較項目

高雄輕軌

2.

3.

4.

5.

•

ERP系統運行
平台
具備基本資料
管理、運量分
析、行控管
理、營收管
理、車務管
理、運務績
效、票務管
理、遺失物管
理等營運管理
功能
具備設備資產
管理、電聯車
維修管理、工
令管理、預防
性工單管理、
系統數據匯入
及設備履歷管
理等管理功能
提供車站巡簽
管理、工令管
理、預防性工
單管理及設備
履歷管理功能
具備行動化遠
端維修技術文
書檢閱服務功
能
駕 駛 面 板 有
TCMS 提供列車
情況資訊

桃園捷運

•
•

基隆輕軌

件、電氣組件、煞車
模組、空調、電池與
車輛連結器等

•

•

TCMS

網路服務
類型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TETRA 傳 遞 行 •
車資訊
採用計軸器啟動
路口優先號誌

提供數據顯示器 •
(DDU)操作介面
供駕駛控制
提供包含集電
靴、車門、緊急
出口裝置、牽引
動力、緊急剎車
等資訊
建置無線 AP、 •
Switch 等服務

計畫進行至綜合
規畫階段，車輛、
維修等資訊仍待
細部設計時定案

建置無線 AP、
Switch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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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基隆南港通勤鐵道智慧化之可行性技術規劃
基於上述討論之規劃中的基隆輕軌和資訊安全防護政策，以及本
專案所規劃建議之物聯網和資安平台，建議後續的「輕軌物聯網平台
系統」建置，可以朝本專案所研議之「混合雲」架構，規劃輕軌的「私
有雲」和「政府鐵道雲」的「雙層雲」建置且以另案規劃研發，並結
合鐵道智慧化項目、資通安全、政府鐵道雲以及其他創新服務之典範，
讓國內發展鐵道資訊化、智慧化，讓智慧鐵道及相關產業有參考依循
的規範、標準、監理等策略上之目標，如下圖 6.15 所示。
其中，在本專案所規劃建議的「端、網、雲」架構之智慧鐵道物
聯網平台上，須規劃建置「輕軌私有雲」為基礎，相關的軟硬體設備
(例如監視器、感測器等)、傳輸介面（例如 MQTT、CoAP 等）、智慧
化應用項目已基於相關研究團隊之建議(參考表 6-7)，並以 RESTful
API 等為介面標準，以及基於監理需求之「政府鐵道雲」間的資料轉
換等介面，其中可以 RESTful API、SOAP 等格式傳送監理、維修等
資料或索引，至於其他的中介軟體等，則亦必須符合建議之相關標準
與規範。
同時配合鐵道智慧化在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和資訊安全及法令、
寬頻專網等相關配套措施，發展國內產業之國產化，以及智慧鐵道乃
至於智慧運輸等跨領域資訊、應用及平台整合之基礎與願景。考量基
隆南港通勤鐵道進入規劃作業階段，可綜整本研究報告所述，挑
選合適項目於基隆南港通勤鐵道中實施，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舉例來說，以表 6-7 所建議之基隆輕軌可行之應用項目「端設備
資訊系統」，如果以 20 組列車約 40 台電車其中的 5 台來說，主要建
置之硬體設備可能包含車載運算伺服器，其需內建圖形加速器(GPU)，
其他如影像辨識攝影機、感測裝置、車用網路通訊設備、車廂顯示器、
電力與溫度調節設備、邊緣運算設備以及較精密之紅外線和雷達等偵
測設備。軟體上則需搭配車載運算伺服器作業系統、影像分析辨識系
統、攝影機管理系統、感測器數據分析系統、邊緣運算框架系統以及
基於其可擴充之精密元件軟體模組。另外，需要安裝資安防護白名單
系統，以提供資安平台等學習、分析、防護與資訊安全整合等機制。
硬體設備須符合本專案所建議之規範（例如 EN50155、MQTT、NodeRed 等），在軟體上亦必須符合所建議之傳輸介面標準與格式（例如
RESTful、JSON、XML 和 MPEG 等），以完成與其雲端運算之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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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平台（如「輕軌私有雲」）之介接和運算整合，及監理機制上與「政
府鐵道雲」之公有雲作資料的傳輸與交換，以達到政府監理之目的以
及
後
續
相
關
的
監
理
應
用
。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6.15 建議之輕軌於智慧鐵道物聯網平台及資安防護平台與政府鐵
道雲示意圖
表 6-7 國內輕軌建議之應用項目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可行之應用項目

應用項目內容說明

端設備資訊系統

車載設備、端設備等系統，配合
車載計算分析軟體，再將有用或
必須反應之資訊，反饋傳輸至雲
端及控制中心。

電車線檢測-車載攝影或雷射檢
測

1. 電車線水平/垂直位置
2. 電車線磨耗狀況餘裕線徑
3. 電車線/集電弓接觸面耦合
狀況。

道旁異物偵測

1. 月台界線異物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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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之應用項目

應用項目內容說明

2. 共用路權之道旁、平交道範
圍之異物偵測及列車接近之
警示
3. 偵測異常資訊傳輸至列車上
或反應至控制系統。
檢測動力系統
輔助動力系統
煞車系統
廣播系統等設備狀態。

車載車輛設施監控裝置

1.
2.
3.
4.

道旁車輛設施偵測裝置

1. 包含影像、紅外線或雷射偵
測設備。
2. 偵測車輪及車身狀況、車輛
異常晃動。

檢測軌道之軌距、水平、高低、
車載軌道路線狀況及軌道設施檢
方向、平面性的不整值，鋼軌、
測裝置
扣件及相關設施異常判讀。
互動式轉乘資訊查詢機或 APP

查詢與其他運輸系統轉乘資訊。

營運維修管理資訊系統

1. 具備可擴充的ERP系統運行
平台。
2. 具備基本資料管理、運量分
析、行控管理、營收管理、
車務管理、運務績效、票務
管理、遺失物管理等營運管
理功能。
3. 具備設備資產管理、電聯車
維修管理、工令管理、預防
性工單管理、系統數據匯入
及設備履歷管理等管理功
能。
4. 提供車站巡簽管理、工令管
理、預防性工單管理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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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之應用項目

應用項目內容說明
履歷管理功能。
5. 具備行動化遠端維修技術文
書檢閱服務功能。

在其「輕軌私有雲」的運算資源上，可以規劃以具有大數據儲存
之資料庫、分散式系統、高效能運算伺服器等之數據中心為參考方向，
如果初期以成本效益為主要考量，則建議在雲端管理平台（Cloud
Management Portal）和邊緣運算管理平台(Edge Management Portal)，
以新增相關人工智慧框架模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amework)和軟
體之商業解決方案，例如可以考慮訂閱亞馬遜 (AWS)、微軟(Azure)、
谷歌(Google Cloud)或工研院雲端運算(ITRI Cloud)等之 PaaS 和 SaaS
方案，以提供初期較無資料機敏顧慮之數據收集、分析和人工智慧模
型之訓練和建立等。
在「監理機制」上，需要於分散式系統建立相關之資料索引，例
如，可以依據時間、空間和關鍵字等建立多維度、多顆粒度之資料結
構，並提供可被搜索之介面（例如 RESTful API 等）以及彈性之資料
傳輸加解密機制。在與「政府鐵道雲」之監理運作流程上，必須確保
其自動化之整合性監理提報，以及資料轉換模組之一致性，並可透過
主動（push）與被動（pull）之例行性報告產出與對應之資安機制，與
政府鐵道雲定期或不定期（on-demand）交換訊息。
於「監控管理平台」（Managing Monitoring Portal）之開發與佈
署上，需要在資安和鐵道領域知識的基礎上，建立監控回覆報警機制、
系統可靠性以及多面向之監控評估指標，並針對 IT/OT 及行控中心系
統等之整合性資安（Integrated Security）提出自我學習、彈性調整與
動態配置之應變措施。
最後，在人工智慧模型之最佳化上，可以考慮多車廂之車載伺服
器上之交互式轉移學習模型（Transfer Learning Model），藉由不斷地
自我學習、相互訓練和情境演練，於行車安全和資訊安全等建立人工
智慧最佳化模型，提供旅客即時透明之旅運資訊（例如 MaaS）以及
智慧型及高效率之運轉輔助，同時降低人為和環境等災害之發生機率，
以提高有效應變措施之可行性及改善方法（詳細可參考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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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輕軌端設備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項目

硬體設備

軟體框架

雲端平台

系統建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車載運算伺服器
影像辨識攝影機
網路通訊設備
感測裝置
車廂顯示器
精密偵測設備
資料傳輸介面框架
資料轉換格式框架
分散式資料索引框架
監理資訊整合框架
資訊安全防護框架
整合性資安框架
人工智慧運算框架
雲端管理平台
分散式系統平台
邊緣運算管理平台
網管資訊平台
監理資訊管理平台
資安防護平台
監控通報管理平台
人工智慧模型系統平台

6.8.3 後續中長期發展策略
6.8.3.1

中期策略

中期採基隆南港輕軌於營運初期階段為期程擬定以下策略。
1.

基於規劃設計階段之策略，營運初期在軌道/電車線/車輛/基礎設
施等數據均能自動回傳至中心，待運轉達一定時間累積足夠資料，
即可進行劣化模型與人工智慧的構建，往智慧維修精進。

2.

基於前述資料之持續蒐集與劣化模型構建，將由定時維修策略逐
步往狀態維修策略邁進，同時所因應的標準作業程序也一併的進
行修正。

3.

維修物料管理系統及安全管理系統應能動態即時預估設備故障
之機率，進而安排預檢維修作業。

4.

規劃善用 3D 列印技術，減少備品存放與加入維修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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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料蒐集、大數據分析、以及數學模式之構建，發展時刻表
回復作業系統、通勤延誤預報系統，提供以人為本之旅客服務。

6.8.3.2

長期策略

長期採基隆南港輕軌於營運開始進入第一次大修階段為期程擬
定以下策略。
1.

完成物聯網/車聯網之應用，消除鐵路列車與公路車輛於 B 型路
權平交道或 C 型路權混合車流中碰撞的可能性，以確保所有運
具之行車安全。

2.

在各子系統進行更新時，精進朝無人監督自動駕駛（GoA4）系統
之目標進行升級，增加營運之彈性、運轉安全以及減少司機員人
力之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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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 資通安全分析
鐵道系統智慧化，為廣義物聯網應用的一環，然因智慧鐵道的管
理為渉及生命安全的運輸，除了物聯網應用整合外，更需要積極強化
可靠性與安全性及佈署具備可對抗網絡攻擊之自我防禦能力。而由於
鐵道系統隸屬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中的一環，並且屬於直接關係乘客與
用路人安全的大眾運輸項目，其資安防護之需求層級與面臨之攻擊威
脅相較於一般主機/應用程式將更為嚴峻，鐵道系統幾乎無法承受任
何的網路攻擊，首先，一旦防護疏漏而成為了惡意攻擊的突破口，相
較於經濟層面損失更須面對民眾生命的危害，再者，關鍵基礎設施所
面對不僅是一般惡意軟體或是駭客社群的攻擊，其所需面對的將是國
家層級的系統化攻擊戰。

7.1 資通安全防護之上位政策及相關資安規範
鐵道智慧化除了面臨傳統網路攻擊(cyberattack)，還會面臨遺失
(theft)、人為蓄意破壞(human intrusion)、難以監控大規模之分散式佈
署(large-scale distributed deployment)設備。此外，還必須考量 IT/OT
之 整 合 系 統 對 於系 統 可 靠 性 (dependability) 、 監 控之 容錯 率 (faulttolerance)、大眾隱私權 (privacy)等評估，並滿足將來智慧鐵道監控系
統的動態重新可配置(dynamic reconfiguration)、人工智慧及物聯網、
整合性資訊安全（integrated security）等。
智慧鐵道資訊安全部份之需求，除了傳統資訊系統(IT)之設計、
開發、驗證與佈署外，同時還必須考量上位（high level）之資安政策、
規範以及營運科技(OT)等面向之整合性資訊安全，尤其以智慧鐵道之
資訊安全，與傳統資訊安全有許多顯著的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必須保
障「行車公共安全」，並且須盡可能地完全排除其危險值，尤其在設
計與建置智慧鐵道資訊及安全系統上，需要特別重視之必要基礎。於
此之上，再行考慮其他可能的變因，例如，開放網路(open network)環
境之入侵與損壞、異種裝置(heterogeneous device)的佈建與整合、實體
安全(physical security)的監控通報、情境與防護應變措施，以及環境、
氣候及災害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等(參考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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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 智慧鐵道之資訊安全與傳統資訊安全比較示意圖
因此，推動智慧鐵道須以大眾安全之考量為基礎，並且首重必
要之資安防護建置，於此同時，安全防護之上位政策與規範必須先
行擬定，以利相關的系統安全等規範，可以陸續在後續的建置過程
中逐步落實，進而達成鐵道智慧化之完整的資訊安全防護與行車安
全保障。擬就資安防護之上位政策，提出以下之具體規範要點(請參
考圖 7.2)，實際之系統設計、整合與建置佈署，建議另行以專案完
成相關細部之實務工作。建議相關的資安防護上位政策與規範如
下：
1.

建立鐵道資訊設備盤點政策：包含本體儲存(ontology repository）、語
意模型(semantic modeling)、可擴展標記語言模型(XML model)、可被
搜尋化(discoverability)以及區塊鏈等結構化盤點系統。

2.

建立物聯網設備監控解決方案：涵蓋監控平台、監控資料、格式、資
料結構、監控頻率、監控通報機制與通報流程，以及監控應用程序開
發和時間同步等機制。

3.

建立監控、健康值與警戒值指標：主要有設備（IT/OT）關鍵性評估
(critical equipment)、定義正常值、警戒值與嚴重值（例如於 CBTC 和
PTC 等鐵道資訊系統等），並制立資安通報預警指標與機制。

4.

建立系統容錯值、備援及回復機制：評估設備可容錯值(fault-tolerance)，
設計備份(backup)、備援(redundancy)、回復(restore)與彈性(resilience)
機制。

5.

建立系統可靠性及安全性改善方法：建立系統安全(safety)、整合性資
安、隱私(privacy)與系統可靠性(dependability / QoS)等評估指標，並定
期針對各個系統，提出指標性的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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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軟硬體設備動態可配置性:針對系統作配置調查，管理政策組態
(policy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以及針對軟體、硬體、韌體和網路
等，確認其動態可配置性(dynamic reconfiguration)，同時考量環境氣
候變因其相關之情境模擬所採取的應變配置措施。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 智慧鐵道考量上位政策與其延伸指引，於 IT/OT 以及可靠
性、監控、容錯與動態配置示意圖
在資安防護之上位政策上，除了上述要點所提到的項目，其在
考量設計智慧鐵道資訊安全，此外，例如物聯網分散式運算的特性
(如軟體、韌體和硬體及網路等)，監控平台、系統可靠性、系統容錯
與動態配置、系統之可擴充性(extendibility)、以及可被搜索、諮詢
等(discoverability)特性，其結構化(structured format)資訊也必須即時
地得到確認、監控、管理與保障，目前許多相關參考指引與案例亦
提到設計、規範與監控管理辦法，將於本章後段介紹。
舉例來說，於智慧鐵道相關參考指引[1]中所建議之「如何確保
智慧鐵道監控設備之資訊安全」中即強調(圖 7.3)，歐盟在目前的智
慧鐵道研究計畫中，針對資安在保障其安全性之考量上，必須同步
確認 SPD 設計指標，此為資訊安全、隱私權及資訊與營運系統之可
靠性(Security/Privacy/Dependability)等參考值之建立；因此，相關的
伺服器或端節點（node）、網路設備與配置、韌體、系統軟體、中
介軟體(firmware)、資料庫、儲存設備、邊緣設備(edge equipment)、
霧運算(fog computing)以及其他雲端平台等，可依據需求建立本體儲
存模型（ontology repository model），搭配前述智慧鐵道資安政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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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設備監控解決方案」、「動態可配置性」、「系統安全與
可靠性」與「可搜索式回覆」等策略擬訂與建置之軟硬體工程，完
成系統資訊安全防護與安全風險的有效控管，並以此為其建置基
礎，執行此系統的可擴充性與彈性(resilience)；在國內營運單位的實
作上，可依據相關正在進行或未來規劃的系統，提出整合性之解決
方案，因此，建議監理單位及營運機構可參酌相關的系統設計、資
安規範、建置指引(例如，本章 7.10「智慧鐵道資訊安全相關參考指
引」之[1]~[7]等)，以作為建置資安防護系統之際可參考與遵循的依
據。

資料來源：智慧鐵道資訊安全相關參考指引[1]、本團隊整理

圖 7.3 智慧鐵道考量涵蓋整體設施及設備之設計示意圖

7.2 智慧鐵道弱點分析
近年來自動駕駛技術發展成為國際主流趨勢，根據美國矽谷獨
立智庫 CB Insights 研究與研究機構 BI Intelligence 預計，未來四
年，自動駕駛汽車的年複合成長率將達到 134%，全球目前亦有超過
三十間系統大廠投入無人駕駛技術發展行列。而而當我們持續移除
方向盤、油門等傳統載具物件時，其先決條件是確保各式載具在無
人操控的狀態下能夠同時保護載具內乘客以及周圍用路人的安全，
但現階段眾家廠商的研究資源都集中於載具本身的行駛安全，對於
載具的資通訊軟體防護部分尚未成熟，但伴隨無人載具技術發展益
加成熟，各項智能應用整合服務將讓民眾對於無人載具資通訊安全
的要求大幅增加。鑒於目前針對資通訊產品惡意攻擊的盛行程度，
可想而知未來擁有龐大市場以及配備高運算資源的無人載具必然是
駭客下一個攻擊溫床，載具上運行的所有電子系統都有可能成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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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攻擊的目標或是攻擊媒介，試想近年掀起軒然大波的勒索軟體
(Ransomware) 發作於行駛中的無人載具，失去控制的電車或是無人
機將會是民眾身邊最嚴重的威脅。
與現有的資安威脅相比，未來智慧鐵道的安全性影響範圍與嚴重
性可能會因為多種因素而有所差異。例如，資安事件發生後受影響的
用戶人數、事件鑑識以及相關服務復原時間、受影響的服務類型 (包
含公共安全、緊急服務、政府活動、相關電力供應等)、災損程度等。
智慧鐵道系統為我國關鍵基礎運輸設施，影響一般民眾之生命財產安
全，與社會和經濟的依賴程度高，任何服務的中斷都會產生巨大的影
響，除了現有的機密性和隱私要求之外，其相關服務之可用性將成為
主要的問題。
未來智慧鐵道所面對的攻擊者類型可依行為驅動原因與攻擊模
式分為 (1)意外事件 (2) 個人駭客 (3) 駭客集團 (4) 組織犯罪集團
(5) 內部人員 (6) 企業。詳情請見下表。
表 7-1 攻擊者類型
攻擊者類型

敘述

意外事件

由人為錯誤、自然現象或系統故障所引起的事
件。

個人駭客

業餘的駭客或業餘的犯罪，其動機與經濟利益
有關或是出於對惡名的渴望。

駭客集團

有計畫性的的攻擊，製造公開攻擊以利達成組
織的目標。動機可能是為了政治或其事業利
益。

組織犯罪集團

通常其目標是為了經濟利益。

內部人員

內部人員可以為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駭客集團
或政治相關背景者工作，但不排除個人動機。

企業實體

網路恐怖份子的動機可能是以政治為目的，而
且可能與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有相似能力。企業
實體則會透過網路攻擊竊取商業機密，使競爭
對手造成聲譽或經營損失來獲得技術領域的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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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未來智慧鐵道應用以及傳統鐵道設備皆存有遭惡意攻擊突破風
險，相關設備與轄屬應用系統包括運營控制中心（OCC）伺服器、門
禁系統、業務系統、票務金流系統、虛擬內網管理系統、電子郵件伺
服器、網頁服務伺服器、身份驗證系統、單位訪問控制系統、入侵偵
測系統、乘客訊息系統、廣告看板與閉路電視攝影機等設備/系統皆可
能成為惡意攻擊的突破口。其中於端點設備/系統服務於智慧鐵道方
面可能的弱點風險如下：
➢ 缺少存取控制: 不當的權限分配，導致控制系統的機密性、完整性
或可用性遭破壞。
➢ 低質量的設備: 不良的軟體工程或不良的漏洞管理而導致的設備故
障或漏洞。這些漏洞可能來自編碼問題、有問題的產線或是不符合
智慧鐵道相關標準化安全功能的實踐，造成產品的質量下降。未被
發現的潛在漏洞會危及智慧鐵道相關系統之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
➢ 依賴關係: 若從單一供應商取得大量的網路服務，碰到供應商的供
應量不足時(例如遇到貿易制裁或是其他商業環境)，該設備的可用性
和更新性會被大量的降低。
➢ 中斷電力供應系統或其他支援系統: 不論是因為自然災害或是由惡
意攻擊者造成的系統運作中斷，都很可能導致網路的大規模故障，
其影響的範圍包含健康、自駕車、電力、燃氣、水資源供應、國防
系統等。
而各項端點設備與中控系統伺服器的密碼安全性看似傳統 IT 議
題卻仍是惡意攻擊發起的重要關鍵點，2015 年一項鐵道蜜罐計畫
HoneyTrainy 在執行的六週時間內觀察到近三百萬筆攻擊行為，其中
超過六成皆集中於伺服器與防火牆的字典檔攻擊，使用者透過遠端連
線至系統端進行維運或控制管理及系統授權過大等也是常見的資訊
安全脆弱點，因此密碼管理在智慧鐵道資安規劃項目中仍是至關重要
的一環，包含強密碼檢定，定期更換密碼，不使用重複密碼避免帳密
填充攻擊（Credential Stuffing）等，並透過使用者帳號管理、限制遠
端存取及無線網路設施之存取進行限制，並防止未經授權之存取行為。
而過往於 2017 年德國鐵路運營商 Deutsche Bahn 受到勒索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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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naCry 攻擊影響，導致其電子看板無法正確顯示相關乘車資訊與
廣告資訊，顯見資訊攻擊可確實影響鐵道服務運行。
網路環境建置上可採封閉內網傳輸以提高安全性，但過往智慧製
造的案例已顯示封閉內網仍可挖掘出突破口，包含資產盤點外之弱點
設備或是使用者攜帶之移動裝置，甚至零件修繕時未經安全掃描之更
換零組件與測試系統，皆有可能繞過封閉內網環境進行攻擊。而未來
若需要設備供應商進行技術服務支援時，技術專家也無法第一時間對
於異常狀況進行故障排除，若因此造成數小時甚至數天的交通運輸延
宕，將會對於民生公共資源造成顯著影響。再者，隨著列車信號和控
制系統從基本封閉的系統轉向基於移動通信和 IP（互聯網協議）技術
的開放系統，以及未來趨勢朝向透過巨量資料分析提供行駛決策判定
依據，智慧鐵道的未來應用面絕非侷限於封閉內網傳輸環境，封閉內
網將會錯失未來許多智能應用的便利性，網絡安全變得越來越重要。
而隨著 5G 技術的發展進程，未來智慧鐵道發展勢必扣核 5G 技
術之相關應用，也意味著 5G 所衍生的安全性問題亦會納入智慧鐵道
之影響範籌，包含了硬體、軟體或不同安全流程的潛在漏洞。舉例來
說，設備供應商內部軟體開發流程不良，使開發出來的產品有安全性
漏洞，這項漏洞讓攻擊者有機會將惡意的後門程式植入產品中並且難
以察覺，讓惡意程式能夠嚴重且廣泛地對智慧鐵道相關使用群眾造成
機敏資料洩漏等資安攻擊事件。此外，5G 網路基礎設施的分散化使
得容錯服務更難實踐，特別是未經授權存取重要系統的風險更讓管理
系統的安全性面臨很大的挑戰。隨著 5G 網路的引入，複雜的技術解
決方案將會需要不同類型的供應商來提供額外的支援，這些支援會在
現場或是透過遠端操作的方式提供，若供應商有遠端存取系統的權限，
則惡意攻擊者很可能透過供應商所建置的合法服務繞過安全審查機
制，隱匿攻擊資訊於正常傳輸流量當中而不易察覺。其中於網路傳輸
於智慧鐵道方面可能的弱點風險如下：
➢ 網路配置錯誤: 攻擊者利用配置不當的系統和架構滲透攻擊至 5G 網
路中，導致網路核心功能受到損害，或者利用邊緣運算節點來損壞
訊息機密性並破壞分散式服務。
➢ 犯罪集團針對終端用戶攻擊: 製造大規模的網路釣魚攻擊，或透過
網路散布錯誤資訊，竊取使用者的敏感資訊以獲得更多利益。
➢ 關鍵基礎設施或服務的重大破壞: 惡意的攻擊者可以透過鐵道專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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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頻段來危及緊急服務，損害服務的可用性以及該服務數據的
完整性。
➢ 物聯網應用: 未來物聯網設備數量與種類大量增加，例如工業自動
化控制設備、運輸容器、氣候傳感器以及智慧載具。攻擊者可以透
過大量同時訪問網路的方式，攻擊網路造成網路超載。
另一方面，智慧鐵道於資安管理面上所面臨之嚴重問題是缺乏問
責制，當鐵道控制系統與轄屬場域發生資安事件時，若缺少完整的系
統資料與相關事證，將無法進行後續之資安事件處理，後續將可能導
致相同或是後續衍伸之資安事件持續發生。基於此問題點，政策管理
面須要求使用稽核機制，相關日誌需包含稽核事件、稽核紀錄內容、
稽核處理失效之回應、事件發生與稽核時間等，以符合稽核的需求。
再者，資安管理使用者面對的資安事件或是服務異常事件繁多，但缺
乏對於事件處理流程的評比，例如事件延遲或是災損控制等，智慧鐵
道資安管理將應該採取更嚴厲的管理措施，對負責確保資訊安全的使
用者採取高級別的問責制，以期透過壓力改善資訊安全方面因應作為
與效率。而於鐵路行業中有數個項目的責任分配面向需考慮，透過各
項目之管理責任切割明確界定資安管理使用者，避免相關事件發生時
出現責任無法釐清的狀況，例如鐵道系統實際運營者將負責鐵路管理，
風險運營以及網路管理的責任; 系統服務商將負責系統管理，技術評
估和系統架構的設計; 產品/設備供應商將負責產品安全設計，系統安
全設計和整體軟體安全開發流程控管。
除資安管理之問責制，使用者資安意識不足往往容易導致資安事
件發生，多數人為因素來自於無法堅守標準作業流程或是缺乏合規的
管理配置，並且由於多數單位缺乏專職的資安管理單位，或是人力無
法應付單位內資安事件，導致無法即時辨識與處理相關異常狀況，進
而發生嚴重的攻擊事件。智慧鐵道運營單位將需要定時針對轄屬使用
者進行資安管理訓練，並且定期進行社交工程演練確保使用者對於相
關網路攻擊具備足夠警覺心。
智慧鐵道系統中，智慧服務應用之執行平台可分成雲（行車控制、
營運系統）、網（VPN、行動專網、感測控網路）、端（閘道器、智
慧感測器）三個層次，根據上述智慧鐵道弱點分析結果，資訊安全的
防護除需考慮傳輸過程的加密傳輸等傳統 IT 相關作法之外，對智慧
鐵道各層應用執行面更需積極佈署合適防禦安全強化解決方案，本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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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針對鐵道基礎設施弱點分析與資安「防護政策」防禦作為如圖 7.4
所示，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4 資安防禦解決方案

7.3 安全自動化
安全自動化項目包括資安事件、管理系統異常等業務流程皆需透
過自動化流程自主或是輔助管理使用者處理，過往鐵道單位缺乏專職
資安使用者並缺乏足夠人力監管資安事件，並且多數 OT 環境皆採內
網隔離以進行資安防禦，缺乏相關事件處理程序，資安事件發生時僅
能要求服務/設備供應商至現場處理，時程往往超過黃金處理期間，造
成更大範圍之影響危害。
有鑑於此，資安政策作為上需根據鐵道專業領域知識訂定合規的
處理程序，並且透過事件關聯性判定風險係數，例如單一軌道訊號異
常可能不會影響列車運行，但若軌道訊號異常並且發生於列車交會處
時便須進行處理，以協助管理使用者對於異常事件做即時反應。而針
對各業務項目或是異常事件皆需建立個別之事件處理計劃對後續策
略，相關作為應採低容忍度原則，異常訊號產生時若判定對於行駛安
全造成風險則以乘客生命安全優先，停駛等待後續分析判定，有關系
統異常事件處理流程如圖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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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blogs.infoblox.com/security/how-to-make-your-securityinfrastructure-soar/

圖 7.5 系統異常事件處理流程
安全自動化之相關標準規範如下：

7.3.1 系統穩固性
➢ 須針對系統及服務部署監控機制，針對可使用資源進行管理並於相
關資源使用率高於警戒值時示警系統及服務管理使用者。
➢ 系統及服務如發生「異常中斷」、「異常傳輸」、「效能低落」或
「無法正常服務」等皆視為資安事件，須建立自動化管理機制，監
視重要應用系統以及於服務異常時自動化處理。
➢ 遭受資安攻擊事件時，將立即聯繫轄屬負責單位以及進行資安事件
通報，並視事件影響範圍根據規則自動/半自動關閉相關服務進行災
損管控。
➢ 系統需定期完整備份(含資料檔與參數檔)至指定磁碟路徑，進行並每
日差異備份將當日日誌記錄檔，備份至指定磁碟路徑。系統需依據
設定作業每日自動進行異地備份至其他主機，進行異地備份檔案存
放作業。
➢ 系統需根據服務中斷可容忍時間進行本地備援與異地備援機制演
練，確認演練時還原服務時間核符要求。
➢ 依據平均故障時間、維修與運作紀錄及產品生命週期等資訊，定義
系統使用期限，並自動化示警管理者以降低元件故障可能造成潛在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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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事件通報應變
➢ 確認事件影響範疇、維運功能及相關營運持續需求定義事件層級與
規則、並根據層級提供復原目標與定義事件復原優先順序。
➢ 當資安事件的規則被觸發時，根據定義層級建議系統需限制只能進
入安全模式操作。
➢ 當系統進入安全模式操作時僅允許在最低要求功能下提供服務。
➢ 須建立事件應變政策規劃，並根據後續資安事件狀況進行滾動式調
整。
➢ 根據事件應變政策，建議於事件類型允許條件下自動化處理相關應
變措施，降低人為處理延遲。
➢ 須定期根據事件應變政策規劃應定期進行事件應變演練與訓練。

7.3.3 系統復原
➢ 遭受資安攻擊事件時，應立即聯繫轄屬廠商以及進行資安事件通
報，並視事件影響範圍關閉相關服務。
➢ 確認資安事件修復後啟動相關還原機制，以回復系統服務正常運
作。
➢ 完成服務還原後視資安事件嚴重層級與相關單位進行後續檢討作
為，提報資安事件發生流程與相關日誌紀錄檔，確認資安事件發生
原因以及攻擊路徑，以確保相關資安解決方案與事件處理流程符合
預期目標。
➢ 若相關事件處理流程需要調整，則提出後續改善機制擬定，以滾動
式調整完備資安事件因應作為。
➢ 當資安事件發生時於服務允許條件下，須自動化暫停必要之 API 串
連服務，並且保存當時狀況下之資料庫與日誌資料，以及事發當下
所有系統狀態。
➢ 完成資安事件修復後，依據備援還原機制進行服務還原，完成應用
端資安事件事中緊急應變處理。
➢ 根據事件鑑識處理判定應用端服務漏洞以及攻擊成因並召開調查會
議，根據漏洞層級與災損狀況研擬系統設計流程或漏洞相關設計細
節之修正可能 (包含系統管理權限、防火牆規則、安全性漏洞修補
等具體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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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鑑識處理完成後，則就事件相關聯的脆弱點擬定補強方案，並
於 API 或是相關應用端服務相關修補作業完成後委請協力廠商進行
驗測確認。

7.3.4 安全更新
➢ 系統建置階段，須就應用程式/資料庫伺服器、網通設備、IoT 感測
設備及閘道器等資訊裝置之軟體/韌體，規劃自動化安全更新機制
（執行時機、資料來源、操作方式等）。
➢ 系統執行階段，須依上述規劃執行更新，以防堵新興漏洞及修正系
統錯誤，並於系統日誌登錄存查。
➢ 端點設備須內建安全的軟體/韌體更新機制，以進行漏洞修補，且應
有完善之稽核軌跡紀錄，整體架構須符合「可用性」與「可歸責
性」等安全特性。

7.4 端點設備/系統安全性
端點設備與系統安全性的標準制定上採納 IEC 技術委員會推動
警報和電子安全系統防禦規劃以及 ISO / IEC 聯合技術委員會所開發
之國際標準，皆明確限定透過授權認證限制使用者或是執行程式之存
取權限，以確保未經授權的連線無法登入並存取相關設備與系統，項
目涵蓋一般伺服器以及沿軌道的電子和控制設備。而於固定式服務之
端點設備與伺服器亦可透過行為標準化與資源存取限制限縮攻擊可
使用資源，標準化與資源存取限制可透過應用程式白名單達成，白名
單機制於系統架構上可分為三大執行項目：(1)掃描建立白名單資料庫、
(2)維護系統運行免於被攻擊與(3) 後端伺服器接收日誌並控制啟用
與關閉。首要步驟將建立白名單的資料庫，將目標系統未受感染狀態
下的所有可運行檔案做掃描記錄存入白名單資料庫供未來進行防護
判斷時之依據。在維護系統運行免於被攻擊時，應用程式白名單會將
所有欲執行的程式進行攔截檢測比對資料庫資料，如果與資料庫不相
符則阻卻其運行，如相符則允許其執行。後端伺服器接收日誌則可從
部署本系統的目標系統獲得反饋紀錄以了解被攻擊時的防禦狀況。另
外，後端伺服器可控制啟用、關閉或掃描端點所部屬之白名單，可供
端點系統機器進行可信賴之更新維護，如圖 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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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vicorpower.com/zh-tw/resource-library/videos/how-to-meeteuropean-standards-for-rail-applications、本團隊整理

圖 7.6 應用程式白名單監督鐵道各子系統示意圖
端點設備/系統安全性之相關標準規範如下：

7.4.1 資產識別盤點
➢ 應識別所有連接至鐵道控制系統裝置，包含裝置名稱、裝置類型、
系統版本、軟體版本、服務狀態以及其限制連線數量與規則等資
訊。
➢ 應識別所屬裝置歸屬，單位設備、個人裝置以及非個人裝置(如委外
廠商所屬裝置與行動裝置等)。
➢ 若因技術限制、系統設計、結構等因素而無法進行識別時，因根據
單位管理規則實作因應對策。
➢ 裝置識別所需相關資訊不可以明文傳輸。
➢ 建議整合單位資訊管理系統，以及資安監控中心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SOC) 進行合規檢視，並於資安事件發生時可進行即時資安
預警通報。

7.4.2 實體安全防護
➢ 實體安全監控範圍須涵蓋場域內系統設備以及遠端之備援系統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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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所在場域須建置進出管制，如果因場域限制無法建立進出管制
時須提出配套措施進行管控。
➢ 須建立系統所在場域之實體存取授權使用者清單，並定期審查存取
清單內是否有離職或是權限變動人員。
➢ 實體設備須建立安全開機驗證、通訊加密認證等安全防護機制，確
認設備上的軟體、韌體完整性，達到系統安全啟動。
➢ 單位須監控場域與轄屬系統的實體存取狀況，並針對實體資安事件
進行監控，當事件發生時須即時示警管理者。
➢ 實體設備資料如須經外部媒體如 USB 隨身碟等外接觸存取裝置交
換，應以加密格式儲存，並應限定僅特定經認證裝置或應用程式方
可讀取使用，並且須盡量減少相關設備上之可外接存取接口。
➢ 實體設備建議部署應用程式白名單機制，並檢驗確認僅可允許經過
授權之程式執行，阻擋不在白名單之內的應用程式，並且當未經授
權程式嘗試執行時通報管理者以及相關負責人員。

7.4.3 組態管理
➢ 系統相關組態異動須透過日誌紀錄，並保留系統組態控制變更紀
錄，根據單位規定相關日誌至少保留半年，建議保留一年以上。
➢ 組態控制的異動須納入稽核項目中。
➢ 系統應具有身分驗證管理機制，系統的組態設定須根據服務範疇與
使用者權限設定僅提供業務必要的功能。
➢ 系統應將單位或是轄屬供應商部署之程式納入應用程式白名單中
(如果系統運行環境允許)，僅於白名單中之程式才能夠獲得執行授
權。
➢ 單位應定期檢視相關系統內之白名單列表，移除逾期之程式。

7.5 傳輸安全性
傳輸安全性之資安政策規劃擬定部分，為確保端點設備與中控系
統間網路傳輸安全，智慧鐵道網路建議採用專網專用，與民間網路頻
段區隔，降低被入侵風險，並且可透過微網段隔離（micro segmentation）
限縮網路流量傳遞，可阻礙惡意攻擊者進行網路偵測時的橫向移動，
提供攻擊入侵成本。網路傳輸需透過 SSL（Secure Sockets Layer）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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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申請數位憑證進行加密傳輸，所採用之加密演算法可使用 MD5
以及 RSA 等加密演算法，雲網端間進行資料傳輸時皆會經過編碼處
理，將可有效協助系統/服務進行通訊時的資料完整性以及安全性，如
圖 7.7 所示。
而傳輸安全性部分需注意緊急通訊系統需要額外進行處理，與一
般系統通訊進行切割，並且為因應緊急事故需求應開放其可對於同地
區與轄屬管理進行通訊權力。

資料來源: Science and Education Publishing

圖 7.7 雲網端間資料傳輸皆經過編碼處理示意
傳輸安全性之相關標準規範如下：

7.5.1 傳輸安全性
➢ 系統如需透過網路傳輸，應採用 TLS1.2 含以上傳輸層通道加密設備
安全通訊協定進行保護為原則。
➢ 資訊系統、IoT 裝置及應用服務 API 進行資料儲存與傳輸時須透過
加密演算法如 RSA-2048、AES128、ECC-256 及 SHA-256 同級或
更佳的演算法進行加密、簽章與驗章。
➢ 傳輸資料前必須先建立溝通頻道並產生一次性金鑰來保護傳輸的資
料，傳輸的原始資料必須先以一次性金鑰進行加密再傳送，以確保
資料傳輸的過程中不被偷竊截錄得知原始資料內容。
➢ 邊界防護設備包含閘道器、路由器、防火牆、防護裝置、惡意程式
碼分析裝置、虛擬化系統或在安全架構防護內實作之加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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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導入業界主流之企業網路防火牆 (Enterprise Network Firewall)，
並建議導入次世代防火牆，以具備 IPS/WAF/IDS/ASP 等攻擊防禦與
入侵偵測機制。
➢ 邊界防護設備須定期檢視規則，移除不必要之規則，以最小服務開
放為原則。
➢ 邊界網路連線僅開放必須使用的 IP 及 Port，其餘皆關閉。
➢ 核心系統應設計合適之網段區隔，以避免駭客或惡意程式在各網段
間散佈或傳染，建議導入微網段隔離機制強化網路傳輸控管，以訂
立精準之傳輸規則並於攻擊發生時進行確實之災損管理。
➢ 遠端連線須透過加密通道，登入系統須採用安全的身分鑑別機制。
➢ 網路設備須定期完整備份(含設定檔與參數檔)至指定磁碟路徑，進行
並每日差異備份將當日日誌記錄檔，備份至指定磁碟路徑。

7.6 資訊安全分析
智慧鐵道需建置專屬資訊安全分析中心，針對來自網絡，設備和
雲端各層級之的資訊安全相關訊息，以偵測可疑異常事件並提供對威
脅的洞察分析。資安分析中心可以通過即時的數據報告和有效的溝通
流程來改善攻擊態勢與感知。驅使智慧鐵道單位之安全負責人可以採
取預防措施來防範可能的攻擊和破壞，通過即時的風險資訊可以確定
流程的優先順序並改善資源分配，並利用通用網絡威脅框架動態改善
鐵道系統內之訊息傳遞方式與資訊控管。透過資訊安全分析中心整合
轄屬單位內設備/系統/服務之流程和功能，並可透過服務的可視化呈
現將可提高攻擊檢測數據的可分析性，並可透過安全處理的自動化立
即採取措施防止攻擊，協助降低攻擊發生的傷害範圍，如圖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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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資通安全處、本團隊整理

圖 7.8 資訊安全分析中心建構架構示意圖
資訊安全分析之相關標準規範如下：

7.6.1 系統安全性
➢ 系統/服務/應用程式上線前須對系統、網路及主機設備進行弱點掃
描，上線後應至少每半年執行一次，確保無高等級風險漏洞，中低
等級風險漏洞需有合理解釋，測試過程需編製報告經主管單位核
備。
➢ 系統/服務/應用程式若檢測出高等級風險漏洞時，須於一個月內修補
完畢，若是因為系統架構或是技術條件無法修補，須採行適當之補
償性措施經認可後予以豁免，改善成果需編製報告經主管單位核
備。
➢ 單位自行開發之系統/服務/應用程式 (含 API 及 APP) 上線或改版
前，應進行「源碼掃描」安全檢測，源碼掃描包含源碼及第三方程
式庫檢測，確保無高等級風險或是造成機敏資料外洩之漏洞，中低
等級風險漏洞需有合理解釋，測試過程需編製報告經主管單位核
備。
➢ 若有委外辦理資訊系統開發時，受託者應提供該資訊系統之第三方
安全檢測證明，包含但不限於程式源碼檢測、弱點掃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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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伺服器端採用 HTTPS 協定連線時，其加密憑證須採用符合國
際標準 Webtrust For CA 之憑證。
➢ 伺服器端應啟用本機防火牆進行雙向之防護（外對內、內對外）並
啟用漏洞防護(IPS\IDS)之弱點屏蔽或偵測功能。
➢ 應針對系統部署應用程式白名單機制，並檢驗確認僅可允許經過授
權之程式執行，阻擋不在白名單之內的應用程式，並且當未經授權
程式嘗試執行時通報管理者。
➢ 系統若因使用情境、系統架構或是技術條件等因素無法部署應用程
式白名單機制，須透過他項資安解決方案強化系統安全性 (如防毒
軟體、惡意程式偵防系統等)。
➢ 系統與相關軟體須定時確認是否有更新版本，建議系統須維持於最
新版本，若因系統設計或是技術限制而無法更新時，須透過他項資
安防禦作為降低相關漏洞被攻擊的可能性，並確實做好相關備援與
災損控制事宜。
➢ 系統進行版本更新或是漏洞修補後，須於上線前再次進行安全性測
試。
➢ 系統建議部署監控工具管理系統流量，並建議整合前述事件通報應
變進行自動化安全管理。

7.7 政策管理與教育訓練
政策管理與教育訓練面主要強化智慧鐵道轄屬場域相關操作系
統與管理人員之資安管理作為，其包含系統存取控制、隱私機敏資料
防護、相關資安事件處理原則、資安事件之稽核與可歸責性、以及管
理人員之教育訓練等項目。
政策管理與教育訓練之相關標準規範如下：

7.7.1 存取控制
➢ 建立帳號權限管理機制，包含帳號之申請、開通、停用、刪除及資
源存取之程序。帳號權限採用最小權限原則，只允許使用者 (或代
表使用者行為的程序) 依據任務與業務功能，完成指派任務所需之
授權存取。
➢ 系統帳號及權限應定期進行盤點，僅保留必要之帳號，員工離職
時，或是逾期的臨時帳號應於規定時間到期時禁止存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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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帳號並依照職務給予不同之帳號權限控管，使用者不得進入未
經授權之系統，所有系統必須記錄帳戶之登入紀錄、登入後執行之
所有工作內容及登出紀錄，系統應具有身分驗證管理機制。
➢ 須監控系統帳號使用狀況，若發現異常行為，於發現帳號異常使用
時回報管理者並視情況限制帳號使用權限。
➢ 依照單位所規定之情況及因素 (如上班時間或指定 IP 來源等) 設定
系統使用規範。
➢ 帳號登入逾越單位規劃預期閒置時間或可使用時間時，系統應具備
自動將使用者登出之機制。
➢ 系統及設備不得採用預設密碼或是硬編碼之密碼，應至少每三個月
進行一次密碼修改，並確認密碼長度至少涵蓋 8 個字符 (建議包括
14 個字符或更長)，由包括大小寫字母、數字和符號在內的組合。
➢ 系統應遮蔽在登入過程中之資訊 (如密碼等)，以防止未授權之使用
者可能之窺探或使用。
➢ 系統登入頁面需透過加密傳輸(如 HTTPS 傳輸協定)，並且需要具備
暴力破解防禦機制，當錯誤嘗試超過三次時須等待 30 分鐘後才能再
次進行密碼輸入 (可根據單位管理規則進行調整)。
➢ 遠端存取須先取得授權，遠端存取之來源應為組織預先定義與管理
之存取控制點，根據來源與其因應作為建立使用限制、組態需求、
連線需求並文件化。
➢ 採用加密機制來防護遠端存取連線的機密性。

7.7.2 隱私機敏資料防護
➢ 系統間資料傳輸應採用加密機制，以保障傳輸之機密性與完整性與
資料儲存之安全。
➢ 資料儲存須符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隱私規範與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
➢ 蒐集個人資料之需求條件消失或已超過約定保存期限時，須確實刪
除相關個人資料及其備份資料，並留下紀錄。
➢ 儲存個人資料或機密資料的裝置，於報廢或是維修時應確實刪除個
人資料或機密資料，並留下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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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稽核與可歸責性
➢ 針對系統服務對資料提取與運用，應確實留下不可抺除之日誌記
錄，以作為資料正當使用之操作稽核，日誌內容應包含人、事、
時、地、物等資訊。
➢ 應導入業界主流之安全性資訊與事件管理系統，用以整合本案之各
軟硬體系統、網路系統、安全防護系統、客製化應用程式及 API 服
務群集等元件之日誌、SNMP 紀錄、檔案及事件等各種資料源，並
進行彙整、過濾、分析、監視及異常告警，與其他相關之處理。
➢ 相關日誌的刪除須核符單位之系統資安規範至少保留半年，建議保
留一年以上。
➢ 系統需定期完整備份(含資料檔與參數檔)至指定磁碟路徑，進行並每
日差異備份將當日日誌記錄檔，備份至指定磁碟路徑。系統需依據
設定作業每日自動進行異地備份至其他主機，進行異地備份檔案存
放作業。
➢ 稽核類別需包含錯誤要求、存取控制、作業系統事件、控制系統事
件、檔案備份、組態檔變更及單位定義之異常事件等。
➢ 當單位規定之稽核事項未通過時，系統須立即通報規定之管理者，
以及該事項轄屬之負責人員知悉。
➢ 應對資訊與系統分級，且建立相關稽核分級政策。
➢ 稽核資訊與日誌資料建議使用額外且獨立之防護機制，以確保相關
資料的完整性。

7.7.4 教育訓練
➢ 建議單位須配置四名資通安全及資訊人員四名，須以專職人員配
置。
➢ 資通安全及資訊人員建議每年至少四名人員各接受十二小時以上之
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訓練。
➢ 資通安全專職人員建議每人應持有一張以上資通安全專業證照，並
於在職期間持續維持證照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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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使用者及主管每人建議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一般資通安全教
育訓練。

7.8 鐵道防護資安測試平台架構
傳統大眾運輸結合智能應用未來必是攻擊者眼中鎖定的高價值
目標，因此未來針對無人載具網路攻擊入侵及實體滲透攻擊行為將防
不勝防。無人載具的操控系統平台與其通訊服務除了被動防護做事後
偵測外，更需建立主動式安全防護技術，落實失效容錯可靠性機制，
方能確保無人載具安全無虞。目前全球各大廠商亦開始針對無人載具
資安議題投入研究能量， BlackBerry 於 2016 年底建置自駕車研究中
心並將推出無人載具用的資安服務平台，該平台預期將可遠端掃描檢
測載具內軟體是否感染病毒或遭受入侵，並且若在行駛當中發現異常
可能危及行駛安全時警告駕駛停車，而 BlackBerry 所開發的 QNX 更
是目前少數符合汽車電子系統安全國際標準 (ISO-26262) 的作業系
統，彰顯了資安防禦技術於車載平台上的重要性。Cisco 為多年來網
路設備的領導企業，也是目前網路安全的頂尖技術廠商，針對車載資
安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將針對各端點設備間資訊傳輸提供防護，將建置
一雲端防禦系統作為目標載具與網路的連線橋梁，任何通訊或是檔案
的下載都會在雲端系統經過檢測，雲端系統會不斷更新目前最新惡意
檔案或是攻擊行為特徵，此方式將可避免惡意載具透過網路通訊竊取
機敏資訊，也可以避免平台系統未更新而遭受零日攻擊的可能性。
Argus 則提出透過白名單防禦的方式濾除未經認證的程序，可在本機
或是遠端設定安全策略，廠商可採用產品原始設定或是根據客戶使用
習慣以及安全性要求進行調整，並且可根據過往受攻擊模式以及惡意
程序內容進行啟發式學習，自動辨識出攻擊型態與惡意程式，並不斷
隨著攻擊演進調整防禦策略，且有能力在系統遭受入侵或中斷時重新
啟動特定程式或是還原至安全模式。全球資安公司皆前仆後繼的投入
研發能量於無人載具資安議題，亦顯見此議題於國際市場的重要性。
先今常規的防禦惡意程式的方式多為使用防毒軟體的黑名單機
制，然隨著惡意軟體的發展快速，多樣且為數眾多的變種導致病毒從
釋出成災到被防毒軟體公司納入病毒庫具有一定之時差。有鑑於此，
為避免因黑名單更新之時間差造成防禦漏洞，勢必需要更為嚴格的端
點防護機制。此外，在平台中的中控系統與擁有足夠運算資源之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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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若屬於運作行為單純、更新頻率低的固定功能系統則極為適合
以白名單為基礎的防禦方式以保障其不被未認可的新入程式執行影
響系統。藉由應用程式白名單的防護功能，以保障除經掃描認可的智
慧鐵道系統運行所需程式外之未認可程式，皆無法被執行並影響智慧
鐵道系統。應用程式白名單將網路防火牆的白名單概念套用至應用程
式執行的過濾，預先將所符合固定功能系統所需之功能程式掃描並建
立名單，其後所有欲執行之應用程式皆會被應用程式白名單攔截並比
對資料庫紀錄，確認欲執行程式與資料庫內所認可程式編碼排列相符
且未被修改，若否則阻止其執行。
應用程式白名單機制於系統架構上可分為三大執行項目：(1)掃
描建立白名單資料庫、(2)維護系統運行免於被攻擊與(3) 後端伺服器
接收日誌並控制啟用與關閉。應用程式白名單首要步驟便是建立白名
單的資料庫，將目標系統未受感染狀態下的所有可運行檔案做掃描記
錄存入白名單資料庫供未來進行防護判斷時之依據。在維護系統運行
免於被攻擊時，應用程式白名單會將所有欲執行的程式進行攔截檢測
比對資料庫資料，如果與資料庫不相符則阻卻其運行，如相符則允許
其執行。後端伺服器接收日誌則可從部署本系統的目標系統獲得反饋
紀錄以了解被攻擊時的防禦狀況。應用程式白名單技術規格如下所示:
(一) 安全程式執行環境可支援 Linux-based 與 Windows-based 作業系統。
(二) 建構使用者帳戶白名單，可阻擋非授權用戶進入系統，並需明確定義
權限範圍，確保即使發生人為操作錯誤亦可控制災損有效範圍。
(三) 建構存取資源權限控管白名單，可阻擋使用者執行或使用未授權資源。
(四) 建構應用程式執行白名單，可掃描辨識系統所有可執行檔並驗證執行
程序的正當性，阻擋非原廠程序或命令的執行。
(五) 可阻擋系統執行方式包含 Executable、DLL / shared object、Script 以
及 Kernel driver。
(六) 可透過操作流程與系統呼叫的流程圖驗證執行流程的正當性，阻擋正
常程式執行非預期命令。
(七) 提供指令式設定介面(CLI)，可於部署端點設備上進行管理操作。
(八) 可進行二階段防護驗證，可透過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確認任何操作管理
修改動作皆由端點設備負責人員進行。
(九) 安全程式列表可透過中控伺服器進行新增、刪除、修改等操作。
(十) 安全程式服務可透過中控伺服器進行開啟、關閉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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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以兩部主機，一部模擬前端閘道器或智慧感測裝置，
執行 Windows IoT 作業系統輔以應用程式白名單防護機制，進行系統
執行環境的安全保護，可在開機階段還需要確認資料的正確性，而且
執行過程驗證應用程式的安全性，並強化前端閘道器或智慧感測裝置
的連線與管控能力。另一部模擬為中控系統主機，以 Linux 平台執行
後台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式，並佈署應用程式白名單來確保其即使遭到
入侵，平台亦不受惡意程式影響。其中鐵道防護資安測試平台雛形架
構如圖 7.9 所示：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9 鐵道防護資安測試平台雛形架構

7.8.1 鐵道防護資安測試平台測試
(一) 初始應用程式白名單建立：需先準備一乾淨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執行
環境，以自動掃瞄建立初始應用程式白名單，並確認白名單服務確實
開啟(圖 7.10)、攔截(圖 7.11、圖 7.12)、或無法啟動(圖 7.13)畫面。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7 - 23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0 應用程式白名單於 Windows 作業系統啟動畫面
(二) 應用程式攔截：可支援 Linux Based (System Call Check) 與 Windows
Based (Minifilter) 系統程式檢測。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1 惡意程式正常執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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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2 白名單啟動後惡意程式遭攔阻畫面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3 白名單啟動無法擅自提權關閉畫面
(三) 應用程式白名單管控：支援遠端中央控管中心取得各裝置的相關所
需資訊，並在裝置運行過程中也要有能力對各種事件進行監控，必要
時要能夠發出警示(圖 7.14、圖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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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4 應用程式白名單中控系統畫面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15 應用程式白名單中控系統警示轄屬設備異常執行畫面
(四) 應用程式驗證：應用程式白名單可檢測類型涵蓋 :ELF、Script、
Executable DLL / shared object、Kernel driver，並可防堵內核 Rootkits
執行。應用程式白名單可查驗之程式撰寫語言包含 Power shell、
command shell、python、Java 等語言。

1.ELF 執行與攔截結果(圖 7.16～圖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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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f

圖 7.16 ELF 執行與攔截畫面

圖 7.17 DLL 執行與攔截畫面

圖 7.18 bash 執行與攔截畫面

圖 7.19 perl 執行與攔截畫面

資料來源：以上圖 7.16~圖 7.20 為本團隊整理

圖 7.20 Python 執行與攔截畫面

7.8.2 鐵道防護資安測試平台情境模擬測試
情境假設: 智慧鐵道系統中透過中央伺服器 (Linux 作業系統)
用以管控轄屬端點設備，設備為視訊監控機台 (Windows 作業系統，
用於執行閉路電視系統)。中央伺服器管理人員未按標準作業流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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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伺服器插入遭惡意病毒感染之隨身碟，存於該隨身碟之病毒感
染中央伺服器並執行相關惡意程式，並透過惡意程式執行感染轄屬端
點設備，中止於該端點設備上之閉路電視訊號傳輸(圖 7.21)。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1 攻擊事件情境模擬測試示意圖
(一) 若於白名單未開啟的情況下，Linux 伺服器會被 usb 攻擊，如下圖所
示(圖 7.22)。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2 USB 攻擊事件情境模擬測試示意圖
(二) 若於開啟白名單的情況下，Linux 伺服器會阻擋未經授權程式執行，
並警示管理人員，如下圖 7.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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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3 Linux 伺服器會阻擋未經授權程式執行示意圖
(三) 伺服器被感染後，擴散攻擊至其管控之 Windows 設備，該設備受攻
擊前可正常執行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如下圖 7.24 所示。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4 設備受攻擊前可正常執行閉路電視監控系統
(四) 若於白名單未開啟的情況下，Windows 設備上之監控畫面遭中止，如
下圖 7.25 所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7 - 29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5 Windows 設備上之監控畫面遭中止示意圖
(五) 若於白名單開啟的情況下，該主機之監控程式將會持續運行，並示警
管理者設備上有未經授權程式嘗試執行，如下圖 7.26 所示。

資料來源：本團隊整理

圖 7.26 白名單開啟的情況下警管理者設備上未經授權程式嘗試執
行

7.8.3 資通安全分析結論
具備資安防禦能力之智慧鐵道資安防護平台是未來實現鐵道運
輸智慧化過程當中最為關鍵的防禦核心技術，所提出之智慧鐵道平台
規劃在未來無人載具市場逐漸成熟後亦將可解決載具遭受機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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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取、惡意程式入侵等攻擊。此計畫規劃建立適用於智慧鐵道之資訊
安全防護系統，透過資料命令傳輸資安設計導入、智慧鐵道核心控制
系統邊界自我防護、以及通訊網路入侵威脅偵測，可以防範駭客可能
攻擊威脅。本計畫案透過智慧鐵道資安標準研析，以及實際建構一智
慧鐵道資安防護平台以擘劃鐵道運輸雲網端的安全，透過應用程式白
名單技術的佈署避免轄屬設備/系統執行任何未經驗證之應用程式，
防堵不同攻擊層級惡意軟體，提升平台系統安全容錯在任何形式攻擊
下仍需能持續運行。
針對目前全球科技大廠對於無人載具資安防護仍處於百家爭鳴
各自研發的階段，於此時投入發展將可與各家資安大廠站在相同的起
跑點上，我國將有機會於未來無人載具資安研究領域位於領先地位。
而市場上現階段對於平台的需求多以軟體運算層面為主，安全方面也
相對較重視車輛的行駛安全，對於軟體驗證與平台資安的防護尚未成
熟，因此未來規劃將於智慧鐵道資安防護平台其程序驗證、資安防護
等演算法與防禦技術提出專利申請，在無人載具資安防護部分尚未受
到普遍重視前，著手研發布局關鍵技術與相關資安標準擬定，可為我
國優先聚焦且領先全球之重要契機。

7.9 資安平台軟硬體規範
資安平台主要提供系統在遭受攻擊時之防禦功能，以保障乘客
和系統安全，以符合本專案所設計之資安相關規範為基礎。
1.

安全自動化之相關標準規範：包含系統穩固性、事件通報應變、
系統復原、安全更新等。

2.

端點設備/系統安全性之相關標準規範：涵蓋資產識別盤點、實體
安全防護、組態管理等範圍。

3.

傳輸安全性之相關標準規範：主要以傳輸安全性於智慧鐵道範疇
之相關規範。

4.

資訊安全分析之相關標準規範：針對系統安全性所做的規範。

5.

政策管理與教育訓練之相關標準規範：規範存取控制、隱私機敏
資料防護、稽核與可歸責性、教育訓練等。

6.

資源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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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體資源


端設備系統需安裝作業系統（Windows、Linux、嵌入式作業系統
Windows Embedded、IoT OS 或 Android 系統）。



系統需啟動登錄、認證、與授權之模式。



安裝本資安平台之白名單防禦程式。



安裝防禦程式相關套件（例如：端口監控程式、進程守護程式等）
。



須具有備用狀態（standby）以啟動維護模式（maintenance mode）
（可由白名單模組提供）。



須啟用人工智慧進程以啟動智慧學習與情境模式（可由白名單
模組提供）。

(2) 硬體資源


硬體之運算資源，需包含中央處理器（CPU）
，暫存記憶體（RAM）
，
以及相關之儲存空間（SSD 固態硬碟、網路磁碟等），電源供應
器須符合相關之國際規格。



系統需自備連網介面（WiFi 或 Ethernet），網路傳輸速率須大於
10Mbps，符合國際標準（如:IEEE 802.11a/b/g/n/ac 等）。

(3) 網路資源


資安平台系統須建置於防火牆防禦之企業內網。



資安平台系統與外網聯繫需透過相關之網關系統（例如 Gateway
System）。

7.10 智慧鐵道資訊安全相關參考指引
[1]. Priscoli, F. D., Giorgio, A. D., Esposito, M., Fiaschetti, A., Flammin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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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 with SH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Computer-Based
Systems, 7(2), 138-170.
[2]. Fraga-Lamas, P., Fernández-Caramés, T., & Castedo, L. (2017). Towards the
Internet of smart trains: A review on industrial IoT-connected
railways. Sensors, 17(6), 1457.
[3]. Hatzivasilis, G., Papaefstathiou, I., & Manifavas, C. (2017, June). Real-time
management of railway CPS secure administration of IoT and CPS infrastructure.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7 - 32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In 2017 6th Mediterranean Conference on Embedded Computing (MECO) (pp. 14). IEEE.
[4]. Ericsson, G. N. (2010). Cyber security and power system communication—
essential parts of a smart grid infrastructure.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Delivery, 25(3), 1501-1507.
[5]. Rautmare, S. (2011, December). SCADA system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2011 Annual IEEE India Conference (pp. 1-4). IEEE.
[6]. Groeneweg, Kevin K., and Christopher J. Rennie. "Integrated rail efficiency and
safety support system." U.S. Patent No. 10,352,779. 16 Jul. 2019.
[7]. Bocchetti, G., Flammini, F., Pragliola, C., & Pappalardo, A. (2009, August).
Dependable integrated surveillance systems for the physical security of metro
railways. In 2009 Third ACM/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Smart Cameras (ICDSC)(pp. 1-7).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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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交通部在民國 108 年之政策白皮書總論中提到，在國家政策推動
未來智慧運輸(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或 ITS)，以及依據其延
伸為整合性運輸服務(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的政策規
劃中，將智慧型運輸、鐵路智慧化等列入發展願景，以建立人本且永
續的智慧交通生活環境，和提供交通流暢、無縫服務、整合資訊、付
費及交通支援等服務為其發展目標。
本專案延續政策白皮書中對智慧運輸的定義，彙整國內外鐵路營
運機構發展智慧鐵道的趨勢後，針對國內的營運現況，擘劃智慧鐵道
的願景及短、中、長期之發展策略，並提出智慧鐵道平台架構、規範
草案。同時，專案以交通部規劃中之基隆南港通勤鐵道(或基隆輕軌)
為案例，規劃智慧鐵道可運用於基隆輕軌之應用項目。因而，本專案
由智慧鐵道的發展趨勢、未來願景至實行策略等，都具體提出相關研
究成果，詳細羅列說明如下。
1.

盤點國內鐵道智慧化技術與現況，分析國內外營運機構在發展智
慧鐵道的趨勢，並研擬智慧鐵道平台架構和發展目標。

2.

依據政府單位、鐵路營運機構、系統產業、資通安全以其他等面
向，研擬國內發展智慧鐵道的短、中、長期策略，並提出具體的
策略與方向，以利政府機構後續推動智慧鐵道之產業政策。

3.

本專案提出建議之智慧鐵道平台架構、規範草案等，可以推動國
內智慧鐵道產業之國產化，並同時帶動國內鐵道相關產業升級，
導入工業 4.0 的智慧製造之概念來發展鐵道 4.0，藉以提升國內
科技與產業的自主性，以及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4.

本專案透過智慧鐵道資安標準研析，實際建構智慧鐵道資安防護
平台，確保鐵道系統智慧化範疇內相關系統設備的安全性，智慧
鐵道資安防護平台透過應用程式白名單技術的佈署，確保設備與
系統內僅能執行經過預先規劃的合法應用程式，嚴峻的防堵不同
層級惡意軟體的攻擊，能大幅的提升鐵道系統智慧化的安全防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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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針對基隆南港通勤鐵道(或基隆輕軌)與後續相關的建置
案，可同時參考規劃相關智慧運輸服務之設備與應用項目，依據
國內智慧運輸、智慧鐵道等的時空條件和需求，在安全駕駛、自
動駕駛及無人載具技術以及人工智慧的應用與整合上，和新興金
融交易與支付等相關的資訊安全技術等，來發展國內全方位的智
慧型運輸服務，以及創新型應用服務和刺激國內產業之成長動能
等。

我們想像未來的智慧鐵道，除了交通安全上可以讓旅客得到更多
保障，交通運輸上可以更便捷、更有效率，經濟和科技產業上的發展
可以更創新、更具有自主性，以及國家發展上可以體質更強健、更具
有競爭力之外，還可以以人本和人性化為出發點，以使用者的需求為
最重要的考量點，讓將來的人工智慧和科技發展可以更貼近我們，創
造更安全、舒適、潔淨、便捷、效率以及更切合我們生活的智慧鐵道。

8.2 建議
8.2.1 智慧鐵道發展願景
智慧鐵道透過導入智慧化技術，如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
雲端運算以及行動及網路通訊等資通訊安全技術，結合鐵道領域知識，
利用 ICT 數位科技技術融合 OT 操作科技，針對鐵道環境進行大數據
蒐集、分析模型建立與未來趨勢預測，納入智慧運輸系統(ITS)，提供
鐵道加值應用服務，達成先進決策管理，藉以提升鐵道行車安全與營
運效能，完善旅運服務，透過智慧化資通訊技術與工業 4.0 智慧維修
工廠等的導入，提升鐵道營運品質，滿足其安全、準確、服務等核心
價值。未來國內鐵道導入智慧鐵道後，可預期使用者、營運者、監理
者三方面都會有重大轉變。
1.

使用者

旅客使用者在整體旅程的各種服務，可藉由智慧鐵道滿足。旅客
透過新型訂票系統提供更即時、迅速的購票服務，並以異業結合方式，
使旅客購買鐵路車票時，就能一併完成購買保險、飯店、紀念品等其
他旅行需求。旅途過程中，藉由行動載具掌握列車即時位置、誤點情
形；透過月台資訊顯示系統，提供仍有剩餘空位的車廂情形，旅客可
動態調整候車位置，提升旅客在月台上下車之效率；亦可透過車內的
動態資訊顯示系統，得知下一站列車停靠資訊。智慧鐵道車站則能提
供有免費且安全的 WiFi 熱點，並能提供站內智慧導引，使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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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透過載具輔助站內導引。車站售票窗口亦有人工智慧輔助系統，
透過人工智慧辨識旅客問題內容，並即時顯示相關資料給詢問櫃檯人
員，可縮短櫃檯人員與旅客的時間同時提高回覆品質。總體而言，智
慧鐵道提供空間、時間、資訊、服務之無縫服務，將旅客整體旅程所
需的各種需求透過媒合方式串連來提供整體服務。
2.

營運者

營運者面向而言，鐵道營運機構由智慧鐵道建立統整的決策輔助
系統，串連各鐵道子系統資訊，供決策者做正確的判斷。如運轉規劃
的部份，營運業者可透過智慧排點系統依旅客市場需求，自動調整時
刻表排點衝突，同時評估加/減班車的可行性；司機員可從平板電腦中
得知即時調度訊息，可因應延滯迅速調整列車排點。鐵路運轉即時回
報系統、無人駕駛之自動列車操作系統，提升整體營運效率及即時性。
另外，運用影像分析辨識技術、步態辨識、情緒辨識等 AI 技術，應
用在車站、月台，以協助提升安全與反恐作業的精進。
設備維修方面，由實行密集的狀態檢測，瞭解軌道、電車線等設
備的耗損主因，分析劣化模式並延長生命週期。從既有程序規章之定
時檢修（Time Based Maintenance, TBM），調整為狀態檢修（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CBM）策略，亦即根據劣化模式訂定維修門檻，
一旦發現狀態超過可容忍限界便會進行維修。未來營運業者可運用無
人機對鐵道路網進行監測與提供電子資料，進而提升鐵道運輸的準點
率，以及提升鐵道基礎設施的巡檢作業效率。
營運安全面向，業者可結合智慧平交道的障礙物偵測功能、影像
回傳至列車、定時警報、延時警報、車聯網/物聯網功能，確保鐵路列
車與公路用路者於平交道不會發生碰撞事故。於軌道、道旁、電車線、
山坡地、隧道、橋樑等處裝設感應器，透過衛星或光纖傳輸即時訊息，
同時結合氣象局的劇烈天氣監控系統，並套疊至地理資訊系統上顯示，
使其能偵測事故前兆、甚至找出過去未曾設想過的危險因子使風險最
小化。
3.

監理者面

監理者可藉由智慧鐵道端、網、雲的架構，建立一個公有的鐵道
雲即時獲得列車、路線及各項設施檢修養護之自動上傳資訊，與滾動
更新之儀表版預警提醒，提升整體行車運轉之安全，並於發生事故當
下能即時調出過去相關的養護保養與異常資料。鐵道雲內的資料，將
透過智慧分析機制，檢視各鐵道營運機構是否有異常情形發生，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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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的提出告警，減輕監理人員的負擔與人為判斷的錯誤。監理單位
跟營運機構資訊同步，能大幅提升監理作業的效率，同時落實執行各
項鐵道檢查，提升鐵路行車安全與服務品質。
另一方面，監理單位建立溝通平台，匯集交通運輸、資料科學、
巨量資料及物聯網等學者專家，使監理單位與產官學研間能有暢通的
管道。透過平台分享推動成果及現行法規不足之處，進而由監理單位
協助改善，並與現行交通政策相互配合。透過平台，亦可推動鐵道智
慧設備規格化、數據標準化，提高營運及維修效能，並透過軌道產業
推動策略，建立自主軌道技術及產業。

8.2.2 後續相關鐵道實務建議
於民國 108 年 1 月至 12 月，交通部鐵道局委託工研院進行「智
慧鐵道發展架構與策略研擬」之本專案，係針對國外鐵路發展情況、
國內現況以及項目進行調查與盤點，並分析國內發展智慧鐵道的可行
性。同時，提出智慧鐵道發展的架構，包含物聯網平台、雲端運算平
台、資訊安全平台以及人工智慧分析等技術，提出相關的建議規範以
符合政府在未來鐵道監理上的需求。本於研擬國內智慧鐵道發展的短、
中、長期策略，依據政府、鐵路營運機構、系統產業、資通安全等面
向，本專案已提出具體的策略與方向，然而，詳細的軟硬體規格、與
平台介接與系統整合、以及產品設備驗證及相關規範等，建議另案透
過產業圓桌會議之研議討論以達成共識，與此同時，交通部業已籌組
國內鐵道單一溝通平台 R-Team，對國家鐵路發展提出建言，其具有
長久且深遠之影響。
其他如「鐵道驗證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鐵研中心」），也已
於民國 108 年 10 月 29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財團法人鐵道技術研究
及驗證中心設置條例」，將最快於民國 111 年後陸續開始運作，其更
有助於未來國內發展鐵道技術、產品驗證與測試等服務，以利我國鐵
道產業發展。因此，有鑒於鐵道發展與智慧化發展之不斷進步，例如
正在籌備之基隆輕軌建設，亦可同步規劃以邁向智慧化發展，建議可
以採專案著手進行相關規範、監理與驗證等將來的運作機制，整合國
內研發能量，並參考國外相關驗證中心之發展趨勢，在其研究、規劃
與建置基礎之上，持續提升鐵道智慧化發展的設備產品驗證、認證標
章、人才培訓等制度之建立與順利推動，亦可以讓相關之智慧鐵道發
展平台、策略與項目於明後年的「鐵研中心」運作和推動過程更加的
圓滿順利。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8- 4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8.2.3 智慧鐵道建設時程建議
綜上所述，民國 109 年起之短期 1~2 年內，為智慧鐵道推動之關
鍵時程，本研究團隊認為主要可以分為四大方向並規劃相關時程，作
為政府監理單位在未來短期內，推動國內鐵道智慧化的起始，其要點
將分別討論如下：
一、

輕軌採購指引與相關規範 (民國 109 年下半年)

參考鐵道局擬定「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中各項智慧鐵道之方
向與建議，納入刻正執行「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之綜合規
劃，並將產業圓桌會議所討論之結果彙整，一併作為標準規範擬定之
參考，另外亦評估 109 年下半年「鐵研中心」進駐時，所需採行之規
範制定、設備驗證標準、安檢基準以及相關測試、驗證等審核機制。
此部分必須於民國 109 年八月至十月前完成制定相關採購指引與相
關規範，以供後續於十月份綜合規劃完成以後，基隆輕軌之發包、建
置、測試、分析以及驗證和技術解決方案等，以利監理單位和鐵研中
心等相關監理平台建置與作業流程之後續推動。
二、

鐵路通訊專網與資訊化評估 (民國 109 年至 110 年)

由於鐵道運輸即將邁入智慧化，需導入 AIOT 智慧鐵道物聯網，
從列車通訊、大量感測器搜集巨量資料和雲端運算與人工智慧建模等，
需回傳供決策應用，此大量資料傳輸需要大寬頻無線支援。因此，可
先行評估目前鐵路通訊品質、資訊化程度等，並與電信業者商討基於
其成本效益和「5G 企業專網」等相關應用，同時建請政府保留部分
頻段，以作為後續智慧鐵道應用於寬頻專用網路通訊上之推動項目。
期望於民國 109 年上半年起陸續推動進行，並於 110 年六月前完成相
關政策與法令等之推動與進行。
三、

資訊安全測試場域 (民國 109 年至 110 年)

資訊安全為鐵道運輸與資訊化之根本，傳統資訊安全於鐵道智慧
化後仍不敷需求，主要在於智慧鐵道需整合運輸安全、行控系統以及
大規模物聯網和異質系統上之資訊安全，基於 IT 與 OT 系統上之整
合性資安(Integrated Security)，必須完整地於測試場域得到驗證，以作
為後續推動智慧鐵道以及創新應用之基礎。目前可先行規劃於桃園捷
運測試場域進行相關的資安平台驗證，可為其他鐵路營運機構於鐵道
智慧化後之資安防護示範，相關事項可於民國 109 上半年開始進行，
並期望於下半年後可以開始測試驗證。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8- 5

交通部鐵道局

智慧鐵道發展架構及策略研訂

8.2.4 總結
鐵道系統作為提供客運及貨運之運輸服務，其核心價值包含安全、
準確、服務等面向。智慧鐵道透過導入智慧化技術，如人工智慧、物
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以及行動及網路通訊等資通訊安全技術，結
合鐵道領域知識，利用 ICT 數位科技技術融合 OT 操作科技，針對鐵
道環境進行大數據蒐集、分析模型建立與未來趨勢預測，納入智慧運
輸系統(ITS)，提供鐵道環境安全監控、預警維修、列車巡檢與旅運服
務等雲端系統和人工智慧之應用服務，達成先進決策管理，藉以提升
鐵道行車安全與營運效能，完善旅運服務，同時透過智慧化資通訊技
術及工業 4.0 資訊與維修系統的導入，提升鐵道營運品質，滿足其安
全、準確、服務等核心價值。
鐵道發展已從傳統的自動化、資訊化邁向智慧化的發展趨勢，在
追求更安全、更便捷以及更有效率的運輸服務之同時，亦須同時注重
環境永續、以人為本、以及社會關懷等核心價值來發展國內智慧鐵道，
在交通部所規劃的的智慧鐵道和運輸相關政策議題上，更期望與國內
產業緊密的結合，於國內鐵道智慧化的短、中、長策略發展上，以及
系統架構與規範等奠定良好的基礎，並期望未來可與國人分享鐵道智
慧化的豐碩成果。
交通部以「建立人本、永續發展與智慧交通生活環境」為目標，
在結合產業國產化的智慧鐵道發展，並以貼近民眾交通生活便利為出
發點，逐步建構符合國內發展特色之智慧交通與創新型整合服務，創
造安全、便捷、永續、節能、潔淨的運輸環境，一起為更美好、更蓬
勃的鐵道智慧化、智慧鐵道和智慧運輸產業的願景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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