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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事故發生經過 

1.1 事故說明 

  臺鐵局第 4548 次車（玉里→臺東）依時刻表預定於池上站 2 股

道（東副正線）交會 3 股道（主正線）的第 611 次車（臺東→花蓮）。 

  110 年 8 月 29 日 18:48 許，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故障，

18:51 調度員交由池上站就地控制，經值班站長反覆操作就地控制盤

測試後仍無法建立自站外進入站內 2 股道之路徑與號誌，因第 4548

次即將進站，值班站長請轉轍工前往 11 號轉轍器現場將該轉轍器以

手動方式扳轉至反位，並由轉轍工顯示手作號誌讓第 4548 次車進入

2 股道。 

  第 4548 次依手作號誌進站進入第 3 股道，19 時 05 分司機員發

現 3 股道已有第 611 次停靠占用，立即停車並通報池上站。 

  因第 4548 次車進入未辦理閉塞之第 3 股道，本案屬鐵路行車規

則第 62 條（原 122-3 條）第 5 款違反閉塞運轉之行車異常事件。 

 
圖 1.1-1 事件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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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第 4548 次經轉轍工顯示手作號誌進入池上站 

 
圖 1.1-3 第 4548 次發現與第 611 次使用同一股道 

 
圖 1.1-4 第 611 次望見前方第 4548 次進入同一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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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故影響 

  本起事件無人員傷亡、無設備受損，列車延誤：4548/14 分、332/15

分、611/15 分、4553/15 分，共計 4 列次/59 分/旅客 300 人。 

1.3 事故發生與處置過程 

時間 過程 

8/29 約 18:53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故障，經反覆測試後仍無法

建立 2 股進站號誌，值班站長請轉轍工前往 11 號

轉轍器手動扳轉至反位。 

19:01 轉轍工趕到現場後，值班站長請轉轍工扳轉至反

位，轉轍工回報已轉至反位，後續值班站長請轉

轍工先取出搖把並通電，要測試 2 股進站號誌是

否能建立，經測試後仍無法建立號誌。 

19:02 第 4548 次車即將到達池上車站，值班站長下達請

轉轍工插上手搖把，並顯示手作號誌讓 4548 次進

站。 

19:04 第 611 次車進入池上站 3 股停車辦客。 

19:05 第 4548 次車司機員發現誤入 3 股道立即停車並

通報池上站。 

19:14 池上站值班站長請示調度員開具行車命令書，第

4548 次車退回下行進站號誌機外方。 

19:20 第 4548 次依照手作號誌進入池上站 2 股。 

19:21 第 4548 次池上站 2 股開車往臺東 

19:22 第 611 次車池上站 3 股開車往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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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調查過程 

2.1 依據 

一、交通部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一點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調查重大事故及其他經本部認定應調

查之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發生原因，特訂定本要點。 

二、交通部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點 

  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之方式，以審查會議為主，必要時得針對

個案辦理專案調查：……二、專案調查：由本部鐵道局進行調查，並

將結果提報審查會議，本部得視個案需要，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

若干人參與。 

三、交通部 110 年 11 月 8 日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8 次會議結

論第四點 

  「110/08/29 池上站違反閉塞運轉事件」有造成列車衝撞出軌之

虞，請依據「交通部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啟動專案

調查，並由鐵道局辦理相關調查作業。 

2.2 目的 

  對鐵路事故進行外部行政調查，針對重大事故除探究事故原因及

提出改善建議，避免類似事故再發生。 

2.3 專案調查工作分組 

  土建分組：調查軌道養護作業、工程等項。 

  機電分組：調查車輛性能、操作、速度與號誌運作等項。 

  運務分組：調查運轉規章、調度、行車人員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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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天候 

  當日天氣為晴天，中央氣象局池上測站（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 104

號退輔會臺東農場內）19 時觀測氣溫 27.7℃、降雨量 0mm、風速 1.7m/s、

風向度 51 度為東北風，無最大陣風。 

3.2 軌道 

3.2.1 軌道養護相關作業規定 

鐵路修建養護規則（摘要如下）： 

第 6 條第 1 項 鐵路機構應依規定經常檢查路線， 如發現異

狀應即時修復或適時施以防止事變之措施。 

 

3.2.2 池上站第 11號道岔近期檢查養護情形 

  路線養護係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辦理定期或不定期各項養

護巡查工作，臺鐵局依「1067 公厘軌距軌道橋隧檢查養護規範」規

定，軌道須辦理甲種（使用軌道檢查車）檢查正線 4 次/年、乙種（使

用人力）檢查轄區全部路線 2 次/年之路線檢查。 

一、 甲種檢查： 

  池上站主正線北側站端軌道電路區間之里程範圍為臺東線

K112+203~K112+567，檢視臺鐵局提供 110 年第 1 至 3 季共 3

次甲種檢查紀錄（如表 3.2-1 至表 3.2-3），發現 110 年第 3 季檢

查紀錄有 K112+601~K112+612 路段出現水平、高低與平面不整

之情形（表 3.2-3），經核查里程其不整路段為站內臨月台之路

段，非第 11 號轉轍器所在之站端軌道電路區間內。第 11 號轉

轍器 110 年第 1 至 3 季甲種檢查紀錄無軌道不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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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110 年第 1 季甲種檢查紀錄 

110 年第 1 季甲種檢查一級及二級不整值 

 線別： 臺東線  軌道別： 單(西)線  
 

檢查起迄點： 70.500 ~ 155.998    

起點 終點 長度 參數 
最大 

不整處所 
最大值 路況 

整修等

級 

108.891 108.821 0.070 水平 108.867 36.3 曲線 1 

110.372 110.370 0.002 平面性 110.371 24.4 直線 1 

110.398 110.395 0.003 右軌高低 110.397 25.0 曲線 1 

115.013 115.008 0.005 水平 115.013 25.3 曲線 1 

117.778 117.741 0.037 水平 117.754 25.3 曲線 1 

118.374 118.320 0.054 左軌方向 118.331 -46.5 曲線 1 

118.375 118.321 0.054 右軌方向 118.330 -42.8 曲線 1 

118.404 118.369 0.035 水平 118.387 24.0 曲線 1 

118.724 118.702 0.022 平面性 118.714 27.6 直線 1 

118.868 118.856 0.012 右軌方向 118.862 -24.3 曲線 1 

表 3.2-2 110 年第 2 季甲種檢查紀錄 

110 年第 2 季甲種檢查一級及二級不整值 

 線別： 臺東線  軌道別： 單(西)線  
 

檢查起迄點： 70.500 ~ 155.998    

起點 終點 長度 參數 
最大 

不整處所 
最大值 路況 

整修等

級 

117.654 117.649 0.005 水平 117.651 -23.3 曲線 1 

117.741 117.722 0.019 水平 117.734 -27.5 曲線 1 

118.647 118.601 0.046 水平 118.641 -26.9 月台 1 

118.720 118.698 0.022 平面性 118.714 -29.3 直線 1 

118.904 118.902 0.002 平面性 118.904 -23.8 S 1 

125.424 125.423 0.001 平面性 125.424 23.5 S 1 

155.427 155.419 0.008 右軌方向 155.427 25.3 曲線 1 

155.431 155.430 0.001 平面性 155.431 29.9 曲線 1 

155.436 155.419 0.017 左軌方向 155.431 28.6 曲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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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110 年第 3 季甲種檢查紀錄 

110 年第 3 季甲種檢查一級及二級不整值 

 線別： 臺東線  軌道別： 單(西)線  
 

檢查起迄點： 70.500 ~ 155.998    

起點 終點 長度 參數 
最大 

不整處所 
最大值 路況 

整修等

級 

108.072 108.067 0.005 平面性 108.071 -24.8 曲線 1 

108.073 108.066 0.007 水平 108.071 -25.3 曲線 1 

112.606 112.601 0.005 平面性 112.605 29.5 曲線 1 

112.610 112.607 0.003 左軌高低 112.608 25.9 曲線 1 

112.612 112.605 0.007 水平 112.611 -27.4 曲線 1 

112.612 112.608 0.004 平面性 112.611 -28.3 曲線 1 

117.399 117.397 0.002 平面性 117.399 24.8 曲線 1 

118.330 118.327 0.003 平面性 118.329 -25.6 直線 1 

 

二、 乙種檢查： 

  檢視臺鐵局提供池上站第 11 號道岔 110 年 4 月 6 日、7 月

19 日乙種檢查紀錄（如圖 3.2-1 與圖 3.2-2），該道岔之水平、高

低、方向值均在容許值範圍內，無平面不整情形。 

 
圖 3.2-1 110 年 4 月 6 日第 11 號道岔乙種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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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110 年 7 月 19 日第 11 號道岔乙種檢查紀錄 

3.3 人員  

3.3.1 相關法令規定 

一、 「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規定，駕駛人員每年至少

需實施體格檢查一次；乘務及站務人員至少每三年檢查一次；

至於技能檢定部分，則至少每三年對行車人員實施一次檢定。 

二、 「鐵路行車規則」規定，行車人員應辦理勤前酒精檢測；「陸運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要點」規定駕駛及行控人員應辦理不定

期尿液檢驗（濫用藥物抽檢）。 

 

3.3.2 查察結果 

  經就本案池上站副站長（值班站長）及轉轍工、第 4548 次與第

611 次司機員之資料施予查察及核對，其各項檢查結果及基本資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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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池上站值班站長 

姓名 王○儀 職稱 值班站長 

單位 花蓮運務段 年齡 38 

進入臺鐵日期 106 年 03 月 30 日 

進入目前部門日期 110 年 01 月 07 日（池上站到任） 

取得工作證照日期 110 年 01 月 26 日（甲類站務人員） 

技能檢定 
學科 109 年 05 月合格 86 

術科 109 年 05 月合格 88 

勤前檢測 酒精檢測：正常 

其他 

109 年 6 月 30 日分發花蓮運務段擔任替班值班

站長，惟甲類站務人員工作證照遲至 110 年 1

月 26 日方取得。 

二、 池上站轉轍工 

姓名 吳○益 職稱 站務佐理 

單位 花蓮運務段 年齡 26 

進入臺鐵日期 109 年 11 月 23 日 

進入目前部門日期 110 年 03 月 23 日（派任池上站） 

取得工作證照日期 無需證照 

技能檢定 
學科 110 年 05 月合格 90 

術科 110 年 05 月合格 88 

勤前檢測 酒精檢測：正常 

其他 

吳員 110 年 3 月底到職，基於場站環境熟悉因

素，於 110 年 5 月經花蓮運務段補辦檢定且合

格。 

三、 第 4548 次司機員 

姓名 吳○強 職稱 司機員 

單位 臺東機務段 年齡 59 

進入臺鐵日期 77 年 9 月 12 日 

進入目前部門日期 78 年 7 月 28 日 

交通部 取得日期 107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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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

照 

許可操作車

輛 

柴電機車、柴油客車、電力機車、電車、推拉

式電車組 

技能檢定 
學科 110 年 05 月合格 100 

術科 110 年 05 月合格 88.8 

勤前檢測 酒精檢測：正常 

四、 第 611 司機員 

姓名 張○強 職稱 司機員 

單位 花蓮機務段 年齡 45 

進入臺鐵日期 97 年 7 月 31 日 

進入目前部門日期 98 年 9 月 11 日 

交通部

駕駛執

照 

取得日期 107 年 11 月 21 日 

許可操作車

輛 

柴電機車、柴油客車、電力機車、電車、推拉

式電車組 

技能檢定 
學科 110 年 05 月合格 100 

術科 110 年 05 月合格 87 

勤前檢測 酒精檢測：正常 

  依臺鐵局提供運務處池上站副站長行車人員履歷表，查該員 106

年 3 月 30 日到路，擔任車長；109 年 6 月 30 日調任花蓮運務段替

班值班站長，惟未見職務轉換訓練時數證明與訓練成績，至 110 年

1 月 26 日始取得甲類站務人員工作證照。該員職務轉換訓練過程與

檢定方式不符臺鐵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規定。 

 

3.4 車輛 

  第 4548 次車為 EMU500 型（EP541）1 組 4 輛，第 611 次車為電

力機車 E412 牽引 8 輛 SP20000 型復興號編組，本次事件列車均正常

運轉無設備異常情形，事件發生原因與車輛狀態尚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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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號誌 

3.5.1 電動轉轍器 

一、 池上站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構造與性能諸元 

  電動轉轍器用於第一種繼電連鎖的站場，或需要遙控轉轍

器的地方。通常使用繼電器來控制馬達轉動方向，轉換尖軌的

位置。電動轉轍器的鎖錠有「進路鎖」及「轍查鎖」。電動轉轍

器的動作程序為：控制→解鎖→轉換→鎖錠→表示。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為日本信號公司生產，型號為

「KA1211T」，臺鐵局使用於基隆、七堵、臺北（22A/B、24A/B）、

新竹、談文南~彰化、嘉義、西勢~佳冬、枋寮~蘇澳新、內灣線、

六家線、沙崙線、富岡基地與潮州基地，其性能諸元如表 3.5-1，

構造如圖 3.5-1 與圖 3.5-2。 

表 3.5-1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性能諸元 

製造國 日本 NS 

 

型號 KA1211T 

馬達電源電壓 DC100V 

控制店員電壓 DC24V 

動作桿動程 165mm 

重量 430kg 

轉換時間 約 3.5 秒 

過載時間 約 10 秒 

最大推力 600kg 

過載電流 7.5A 

啟動電流 20A 

工作電流 5.5A 

手搖圈數（約） 28 轉 
（臺北雙交叉 28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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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電動轉轍器組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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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轉轍器安裝及安裝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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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動機（馬達）：可用 AC 或 DC 電動機帶動齒輪，推動「動

作桿」。 

2. 動作桿：電動機旋轉經「離合器」驅動動作桿，推動尖軌使

與基本軌靠密於定位或反位之連桿裝置。 

3. 鎖錠桿：轉轍器尖軌靠密後，經「鎖錠桿」加以鎖錠，使尖

軌不會因震動而離開本軌，若尖軌與本軌間之間隙超過

5mm 以上時，該鎖錠桿不得落鎖，3mm 以下則可以落鎖（不

妨礙行車安全）。 

4. 轍查桿（臺鐵局通稱查核桿）：連接於尖軌尖端，用於轍查

尖軌是否與基本軌靠密，並頂住尖軌尖端。尖軌開口 1mm

時應有 100kg 的壓力。 

5. 離合器：當動作桿完成轉換程序，或轉換過程中有異物卡住，

而電動機電源尚未切斷時，利用離合器的摩擦來消耗動能，

保護電動機及齒輪。離合器太鬆會導致推力不足，太緊則尖

軌會反彈，於每年季節交替時要加以調整。 

6. 過載保護：轉換過程中如卡到異物，經過一段時間（8~12 秒）

即切斷電源。 

7. 控制電路：由 CTC 或 EP（就地控制）執行進路控制或單獨

扳轉。於准調車時，可在現場就地操作。 

8. 顯示電路：轉換至定位或反位，經鎖錠並查核尖軌靠密後，

則顯示電源經查核接點使定位或反位繼電器動作。 

9. 手搖裝置：轉轍器不能以電動控制轉換或維修時或手作號誌

時，可以插入手搖把來扳轉，手搖把插入後會切斷馬達電源，

以免發生危險。 

二、 轉轍器控制及顯示特性 

(一) 電動轉轍器現場扳轉步驟 

  電動轉轍器打開搖孔蓋後，撥動圓環（手搖把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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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準搖孔對轉轍器馬達斷電，再插入搖把搖轉至落鎖即完成

扳轉。扳轉完畢後避免列車通過時轉轍器馬達因通電而作動，

故須維持轉轍器馬達斷電狀態。（如圖 3.5-3 至圖 3.5-7） 

 

 
圖 3.5-3 圓環未對準時轉轍器馬達電源為通電狀態 

 
圖 3.5-4 圓環對準搖孔時切斷馬達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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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 插入搖把搖轉即可扳轉轉轍器 

 
圖 3.5-6 搖轉至落鎖即扳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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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 使馬達維持斷電避免行車室扳轉轉轍器 

(二) 電動轉轍器特性 

1. 手搖把插入後切斷馬達電源，但不切斷顯示電路。 

2. 經詢問臺東號誌分駐所，池上站為電子聯鎖系統站場，馬達

電源只在扳轉轉轍器時才送電，因此搖把抽出後，不會自動

扳轉仍保持原狀態。 

三、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保養與維修紀錄 

(一) 保養情形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由花蓮電務段臺東號誌分駐所依

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之附表 1-例行檢查主要項目及檢

查次數表之規定（圖 3.5-8）每月檢查 1 次。110 年 1 月至 8

月檢查該轉轍器之轉轍機能（密著、電路查核、鎖錠）均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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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8 電動轉轍器檢查次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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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9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 110 年保養紀錄 

(二) 報修紀錄 

依臺鐵局花蓮電務段臺東號誌分駐所紀錄，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 110 年通報故障與查修計 5 筆，均集中於 8 月，紀

錄如表 3.5-2。自 8 月 29 日通報之故障完修後，至 12 月該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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轍器皆無通報故障紀錄。 

表 3.5-2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 110 年通報與查修紀錄 

日期 110.8.14 110.8.17 110.8.28 110.8.29 110.8.29 

地    點 池上站 池上站 池上站 池上站 池上站 

值日/夜班 

發生事項 

11 號轉轍器

顯示故障 

11 號轉轍器

反位顯示異

常 

11 號轉轍器

反位故障 

11 號轉轍器

反位故障 

11 號轉轍器

反位故障 

報告者 池上站 池上站 池上站 池上站 池上站 

受報者 梁○文 趙○維 陳○雄 陳○明 陳○雄 

發生時間 06:25 06:25 13:30 06:30 18:50 

受報時間 06:30 06:30 13:40 06:31 18:55 

到達時間 07:40 07:31 17:20 09:40 20:21 

修復時間 08:00 08:25 18:00 11:40 22:40 

故障原因 查核桿位移 
查核桿接點

鬆動 

基本軌流潰

過厚，軌距

拉桿需調整 

基本軌流潰

過厚，軌距

拉桿需調整 

C.C.接點接

觸不良 

處理情形 
調整後測試

正常 

調整接點間

隙後測試正

常 

通知工務後

待週一處理 

更換動作

桿、調整軌

距拉桿 

清潔及調整

後測試正常 

備註 

(影響行車

程度) 

4507-21. 

405- 4. 

共 25 分 

4507-25 

共 25 分 

無 

406-10 

共 10 分 

611-15. 

4548-14. 

332-15. 

4553-15. 

共 59 分 

查修人員 

陳○明 

傅○星 

沈○佑 

溫○榮 

羅○隆 

溫○榮 

趙○維 

沈○佑 

羅○隆 

溫○榮 

梁○文 

陳○雄 

羅○隆 

溫○榮 

梁○文 

陳○雄 

羅○隆 

溫○榮 

梁○文 

陳○雄 

註：C.C.為轉轍器查核桿 

 

3.5.2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行車紀錄 

一、 事件路段號誌設備配置情形 

  池上車站相關設備如圖 3.5-10，包含如下： 

(一) 號誌機配置：北端下行進站號誌機 1R，南端上行進站號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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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上行出發號誌機包含第 1 股道 1LD、第 2 股道 1LC、第

3 股道 1LA 及第 4 股道 1LB。 

(二) 轉轍器配置：站場北端由外而內轉轍器包含第 11 號單動轉轍

器、第 13A/13B 號雙動轉轍器、第 15 號單動轉轍器；站場南

端由外而內轉轍器包含第 12 號單動轉轍器、第 14 號單動轉

轍器、第 18A/18B 號雙動轉轍器，共 8 組電動轉轍器；另站

場北端第 17 號轉轍器及站場南端第 16 號轉轍器，共 2 組電

鎖轉轍器。 

(三) 軌道區間配置：站場北端轉轍區間為 11T，站場南端轉轍區

間為 12T，站內第 1 股道為 1RDT，站內第 2 股道為 1RBT，

站內第 3 股道為 1RAT，站內第 4 股道為 1RCT，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為 111-3T，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為(2L)-1T。 

 
圖 3.5-10 池上站站場軌道佈置圖 

二、 號誌系統顯示情形 

(一)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CTC）行車紀錄 

  事發當日該站之 CTC（中央行車控制系統）之紀錄如附

件所示，紀錄內之時間皆為訊號回傳後，CTC 行車紀錄器接

收訊息之時間。如操作動作與前次相同，則不重複記錄。自

該紀錄還原 4548 次列車進入池上站前號誌設備控制及顯示

狀態摘要如表 3.5-3 所示。 

海
端(

S) 

富
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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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CTC 行車紀錄池上站號誌設備控制及顯示狀態摘要 

時刻 資訊名稱 站名 情報 說明 

18:48:35 手動控制 池上 
signal route home signal 1R A 2  

0→1 

此時為 CTC 調度員控制北端

下行進站號誌機 1R→2 進路

A 區控制成立 

18:48:41 手動控制 池上 
signal route home signal 2L D 3  

0→1 

此時為 CTC 調度員控制北端

下行進站號誌機 2L→3 進路

D 區控制成立 

18:48:46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1→0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判斷轉轍器反位故障 

18:48:48 表示 池上 

signal aspect home signal 2L   

0→1 
2L 進站號誌顯示進行 

route locking area D  0→1 D 區進路鎖錠 

18:50:46 手動控制 池上 
signal route cancellation signal 

area A 0→1 CTC 調度員控制 A 區取消號

誌 
18:50:53 表示 池上 

signal aspect signals area to stop 

A  0→1  

18:51:03 表示 池上 emergency control E  0→1 
緊急控制功能啟動，由 CTC

模式改為就地控制模式 

18:51:13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0→1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 

18:51:27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1→0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18:52:05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0→1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 

18:52:12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1→0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18:52:54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0→1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 

18:55:05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1→0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18:57:49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0→1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 

18:57:56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1→0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18:58:26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0→1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 

18:58:26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line track 

circuit A  0→1 

北端 A 區站外軌道有車進入

（4548次進入池上站管轄區） 

18:58:31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1→0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18:58:51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11N  0→1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 

18:58:58 表示 池上 switch machine switch normal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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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 資訊名稱 站名 情報 說明 

11N  1→0 此時未有反位顯示狀態紀錄 

19:01:13 表示 池上 line track n 111-3T  0→1 
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佔用，

4548 次列車開始進入該區間 

19:03:41 表示 池上 line track s (2L)-1T  0→1 
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佔用，

611 次列車開始進入該區間 

19:03:52 表示 池上 

signal aspect home signal 2L   

1→0 

2L 進站號誌顯示險阻，611 次

列車通過號誌機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circuit 12T  0→1 

南端轉轍區間 12T 軌道佔用，

611 次列車開始進入南端轉轍

區間 

19:04:02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track circuit 1RAT  0→1 

站內第 3 股道 1RAT 軌道佔

用，611 次列車開始進入站內

第 3 股道 

19:04:14 表示 池上 line track s (2L)-1T  1→0 

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開通，

611 次列車完全進入南端轉轍

區間 

19:04:33 表示 池上 route locking area D  1→0 D 區進路解鎖 

19:04:33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circuit 11T  0→1 

北端轉轍區間 11T軌道佔用，

4548 次列車開始進入北端轉

轍區間 

19:04:33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circuit 12T  1→0 

南端轉轍區間 12T 軌道開通，

611 次列車完全進入第 3 股道 

19:04:53 表示 池上 line track n 111-3T  1→0 

北端站外第 1軌道區間開通，

4548 次列車完全進入北端轉

轍區間 

19:05:06 設定列車 池上 
車次[4548] 窗[10487] 色[] 方

向[] 延誤[] 

調度員手動設定第 2 股道車

次視窗號碼[4548] 

19:10:39 表示 池上 line track n 111-3T  0→1 

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佔用，

預判為 4548 次列車退行開始

進入該區間 

19:11:01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circuit 11T  1→0 

北端轉轍區間 11T 軌道開通，

4548 次列車開始完全進入北

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 

19:14:24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circuit 11T  0→1 

北端轉轍區間 11T 軌道佔用，

4548 次列車重新開始進入北

端轉轍區間 

19:14:57 表示 池上 line track n 111-3T  1→0 

北端站外第 1 軌道區間開通，

4548 次列車完全進入北端轉

轍區間 

19:15:22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track circuit 1RBT  0→1 

站內第 2 股道 1RBT 軌道佔

用，4548次列車開始進入站內

第 2 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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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 資訊名稱 站名 情報 說明 

19:15:40 表示 池上 
track circuit occupied switch 

track circuit 11T  1→0 

北端轉轍區間 11T 軌道開通，

4548 次列車開始完全進入站

內第 2 股道 

  依據上開表 3.5-3 紀錄摘要顯示： 

1. 18:48:46 發現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非處於定位，又無反位

顯示狀態，判斷為反位故障。 

2. 18:51:03 由中央控制變更為就地控制。 

3. 18:51至 18:58期間，值班站長多次測試扳轉第 11號轉轍器，

皆為定位正常、反位故障。值班站長最後操作動作為扳轉反

位。 

4. 19:04:33，4548 次依手作號誌越過進站號誌機進入站內。 

5. 19:05:06，因池上站站端軌道電路區間係人工手作號誌允許

4548 次車進站並非系統授權進入，故系統無法判斷跳過無

授權區間之列車車次，因此調度員重新給定池上站 2 股道會

出現列車之車次。 

6. 19:10:39，4548 次退行回到進站號誌機外 

7. 19:14:24，4548 次重新進站。 

8. 19:15:22，4548 次進入站內 2 股道。 

 

(二) 池上站運轉紀錄器號誌重演紀錄 

  檢視池上站運轉紀錄器號誌重演紀錄影片，查該紀錄器

無自動校時功能，與上節 CTC 行車紀錄及行車調度無線電話

紀錄之時間均不一致，同時影片亦非等速重演播放，該紀錄

器係車站內記錄各次進路操作指令與設備回應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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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49:50紀錄為CTC控制，第 11號電動轉轍器方位未顯示，

且顯示轉轍故障，18:51:44 改為 LOCAL 控制。 

 
圖 3.5-11 池上站 18:49:50 為 CTC 控制，第 11 號轉轍器故障 

 
圖 3.5-12 池上站 18:51:44 為就地控制 

  

轉轍故障 CTC 控制 

LOCAL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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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51:49 值班站長就地扳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控制，

影像時間 18:52:00 運轉紀錄器紀錄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

顯示，且轉轍故障消失。 

 
圖 3.5-13 池上站 18:51:49 扳轉第 11 號轉轍器由反位至定位 

 
圖 3.5-14 池上站 18:52:00 第 11 號轉轍器定位正常 

  

11NR 動作定位控制 

定位顯示 

轉轍故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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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52:03 值班站長就地扳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控制，

18:52:19 運轉紀錄器紀錄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未顯示，

且顯示轉轍故障。 

 
圖 3.5-15 池上站 18:52:03 扳轉第 11 號轉轍器由定位至反位 

 
圖 3.5-16 池上站 18:52:19 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顯示故障 

  

11RR 動作反位控制 

11 轉轍器由綠穩

光轉換成黃閃光 

反位未顯示 

顯示轉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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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52:22 值班站長就地扳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控制，

因為原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未顯示及轉轍故障 2 狀態

未消除，故本次扳轉後狀態不變，且 CTC 系統不會記錄此

次控制。 

 
圖 3.5-17 池上站 18:52:22 再次扳轉第 11 號轉轍器至反位 

  

11RR 動作反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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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52:41 值班站長就地扳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控制，

18:52:45 運轉紀錄器紀錄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位顯示，且

轉轍故障消失。 

 
圖 3.5-18 池上站 18:52:41 扳轉第 11 號轉轍器由反位至定位 

 
圖 3.5-19 池上站 18:52:45 第 11 號轉轍器定位正常 

  

11NR 動作定位控制 

定位顯示 

轉轍故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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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8:52:48 值班站長就地操作 1R→1 號誌控制，此時第 11 與

15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控制，18:52:59 運轉紀錄器紀錄 15 電

動轉轍器反位顯示黃色穩定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仍為黃

色閃光表示尚在扳轉中，影像時間 18:53:19 運轉紀錄器紀錄

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未顯示，且顯示轉轍故障。 

 
圖 3.5-20 池上站 18:52:48 操作建立下行機外至 1 股路線 

 
圖 3.5-21 池上站 18:52:59 第 15 號轉轍器反位正常 

11RR 動作反位控制 

15RR 動作反位控制 

1R 控制 

15 轉轍器 

反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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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2 池上站 18:53:19 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顯示故障 

7. 影像時間 18:53:31 值班站長就地扳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

位控制，影像時間 18:53:32 運轉紀錄器紀錄第 11 號電動轉

轍器定位顯示，且轉轍故障消失。 

 
圖 3.5-23 池上站 18:53:31 扳轉第 11 號轉轍器至定位 

反位未顯示 

顯示轉轍故障 

11NR 動作定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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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4 池上站 18:53:32 第 11 號轉轍器定位正常 

8. 後續動作因影片有關操作時間畫面解析不佳，故未截圖說明，

惟檢視號誌重演影片所紀錄值班站長之操作動作，比對表

3.5-3CTC 號誌紀錄結果相符。 

  綜整前述號誌重演影像內容，號誌系統由 CTC 控制改為

LOCAL 控制至 4548 次列車進入站內 2 股道，期間第 11 號電

動轉轍器定位控制 6 次均正常顯示，反位控制 12 次（包含 2 次

號誌進路控制及 6 次因原狀態未消除之控制（扳轉後狀態不

變））。 

三、 池上站相關號誌控制紀錄情況綜整 

  CTC 調度員操作 1R→2 進路控制後，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

未顯示反位而系統顯示轉轍故障，行車室運轉人員切換為就地

控制，由就地控制裝置多次試扳轉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定、反位

控制，當轉轍器定位控制時顯示均正常，於反位控制時均未顯

示且系統顯示轉轍故障警告；當 4548 次列車要進站前，第 11

號電動轉轍器反位仍維持故障未顯示情形。 

  CTC 系統行車紀錄於 19:04:33 時間 4548 次第 1 次無號誌

定位顯示 

轉轍故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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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鎖錠駛進北端轉轍區間，於 19:10:39 時間又退行至進站號

誌機外，於 19:14:24 時間 4548 次第 2 次無號誌進路鎖錠駛進

北端轉轍區間，於 19:15:40 時間 4548 次列車完全進入站內第 2

股道。 

  綜上，此次事件由相關紀錄判斷，號誌部分池上站第 11號

電動轉轍器反位確實故障且於就地控制盤上不顯示，事故列車

4548 次以無號誌狀態用人員引導方式進入池上站站內，爰事件

發生前雖有號誌故障但非屬本次違反閉塞運轉事件之主因。 

 

3.6 運轉 

3.6.1 人員訪談摘要 

一、 值班站長 

1. 本站有 9 個站員輪班擔任調車及轉轍作業（兼辦），本事件

轉轍工是 109 年 10 月分發至本站並接受訓練。 

2. 一開始是由調度員發現號誌無法建立，因 EP 面盤第 11 號

轉轍器反位顯示燈閃爍，經向調度員回報改就地控制，並通

報號誌人員查修。在號誌查修人員到場前，曾嘗試透過 EP

面盤的操作（反覆切換正、反位）修復，但反位仍無法正常

運作。 

3. 轉轍器一但落鎖後，轉轍器的查核桿會偵測是否有靠密，若

有且正常則 EP 面盤轉轍器顯示燈會恆亮，若沒靠密（例如

夾到雜物）則閃爍。為讓 4548 次依運行計畫進站並停留 2

股，經測試無法以 EP 面盤切換第 11 號轉轍器至反位後，考

量當時距 4548 次進站還有 7~8 分鐘，於是派轉轍工前往現

場處理。 

4. 接獲轉轍工回報第 11 號轉轍器已扳轉至反位後，請轉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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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手搖把取出（通電還給車站方得以操作面盤），經測試，

EP 面盤上的轉轍器反位顯示燈仍然閃爍，無法建立號誌，

只好請轉轍工以代用手作號誌方式引導 4548 進站（2 股道）。 

5. 4548 次進站前，EP 面盤旁邊的 TID（列車資訊顯示系統）

顯示 611 次在 3 股、4548 次在 2 股，曾懷疑是不是 4548 次

開得很慢，後來接獲 4548 次司機員通報，該車次進錯股道

（3 股道），經確認後確實進錯股道，但 TID 仍顯示 611 次

在 3 股、4548 次在 2 股，隨即請 4548 次司機員停車並等候

指示。 

6. 為重新設定進路，以電話（非行調無線電）聯繫調度員因路

線開通錯誤需申請行車命令，俾 4548 次倒退，取得行車命

令後，通知司機員退行出站，以手機聯繫轉轍工將第 11 轉

轍器扳轉反位並以視訊確認後，4548 次重新進站順利進 2股

道。 

7. 事後發現 TID 有異常，所以無法正確顯示列車位置，當下也

沒告知調度員，也不知調度員知不知道 TID 故障。 

8. 晚上以代用手作號誌引導列車進站時，引導人平舉白燈即可

（無須晃動），因為轉轍工前面剛好有轉轍房怕不明顯或被

擋到，所以請轉轍工左右搖晃，以確保司機員看到。 

9. 事後 611 次順利出站，顯示轉轍器正位是沒問題的。無法透

過 EP 面盤確認轉轍工有沒有把通電還給我，也無法確認轉

轍器之手搖把是否有無取出，平常只能以無線電告知對方方

式，訓練亦然。 

10. 本事件轉轍工具備運轉員資格，也參與過好幾次池上站調車

作業，值勤上亦不曾出過問題，所以當下認為給的訊息（手

搖把取出、轉轍器已扳轉至反位）是對的。但經過 4548 進

路錯誤後，為確保路線開通正確讓 611 次能順利發車（轉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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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需切換正位），於是改以手機聯繫並視訊方式與轉轍工確

認。 

11. 本事件過程自認為已盡力避免此事件的發生，與轉轍工之間

也確認好幾次，仍會發生此事，應該是當事人過於緊張慌亂，

平常訓練都辨別的出正位還是反位。為減少同仁因緊張情況

下而犯錯且能更精準確認，爾後遇到類此案件於斷電之前

（可由面盤得知現場轉轍器情形），同仁應該要先建立觀念

的認知與確認，也就是先利用 EP 面盤，雙方確認現場轉轍

器的正、反位情形是否與面盤顯示一致，是否靠密，甚至是

否指的是同一個轉轍器或位置。因臺鐵目前沒有設備可看到

現場的畫面，認為爾後需要視訊就視訊、該親自去現場就去，

都是處理問題的方法之一。 

12. 第 11 號轉轍器已故障一段時間了，陸續都有報修，但修復

後使用一陣子又會故障，且幾乎都是上午發生。本事件轉轍

工是輪值常日班故沒遇過，事件當時剛好是輪到該名轉轍工

上班。 

13. 當時第 11 號轉轍器雖然反位異常，但定位正常，如果安排

611 次進 2 股、4548 進 3 股，則 611 次會因 2 股出發號誌無

法顯示變成要變更閉塞為嚮導通信式。但若維持 4548 次進

2 股、611 次進 3 股，則僅 4548 次因進站號誌無法顯示需手

作號誌就可以，無需變更閉塞。 

 

二、 轉轍工 

1. 事發前約 1 月，EP 盤上顯示 11 號轉轍器反位時就常出現問

題，但經值班站長敲敲打打切換後都還能正常運作，所以事

發前沒有指派過轉轍工前往現場扳轉的情況，但值班副站長

有告知同仁，要有轉轍工親往處理之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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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號轉轍器有報修，當班期間有一次聽到值班副站長向維

修人員表示今天車會很多，結果維修人員沒修理就離開了；

有時維修人員來檢查一下說沒問題就又離開了，確定是否有

真正修過，事後也不知道故障原因。 

3. 當天約 18 點 50 幾分接獲值班站長電話指示，攜帶保安袋等

工具火速趕往 11 號轉轍器協助扳轉，因對方語氣急促、匆

忙連帶也影響了自己的心情緊張，平常由車站走路到該轉轍

器地點約需 10 分鐘，當時只花 3 分鐘就趕到。 

4. 抵達現場發現 11 號轉轍器在定位，立即插入手搖把斷電後

扳轉至反位並指認呼喚確認後，立即以無線電向值班站長回

報。值班站長接獲通報後指示將轉轍器通電還給站方，他想

和之前一樣，嘗試利用 EP 盤切換定位後再轉成反位。 

5. 依值班站長指示將起手搖把拿起後通電還給站方，過程中因

為緊張所以沒注意周遭發生的事物及聲音（沒有聽到轉轍器

馬達運轉的聲音），過沒多久又再接到指示，將手搖把插回

去不要動。因為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加上現場非常黑暗，非

常緊張，依指示做完後就趕快退後，也沒再確認軌尖有無移

動，接著依值班站長指示以手作號誌讓 4548 次進站。 

6. 平常就辦理池上站晚上 7601 次的調車作業（但調車過程都

不需經過 11 號轉轍器），已有 20 到 30 幾次的調車經驗，不

可能分不清楚轉轍器定、反位。但第二次插上手搖把後因為

緊張，確實沒有再確認軌尖有無閉合。 

7. 知道 4548 次要進 2 股，但當下只注意 4548 次平安經過轉轍

器，並不知道 4548 次進錯股，是司機先發現的。 

8. 在池上站平常大部分由老師傅教導及訓練，也依計畫課程參

加段訓、回訓，上課內容大部份係在確認扳轉反位或定位。

訓練時間都是白天舉行、沒受過手作號誌訓練，課程內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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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本事件之情節需在某時段內（列車即將進站前）以手

搖把完成轉轍器扳轉作業。知道有手作號誌 SOP，但不清楚

其具體內容，當天是任職以來第 1 次且晚上以手作號誌引

導，才會問值班副站長燈要如何搖。 

9. 4548 次進錯股道後，值班副站長指示雙方以手機視訊聯繫，

逐一確認 4548 次依行車命令退出 3 股、11 號轉轍器手搖扳

轉至反位及閉合、4548 次重新進入 2 股等步驟，且過程中

均有依規定指認。 

10. 4548 次進錯股道後以及退行過程沒有印象是否有抽離轉轍

器手搖把，但按規定列車通過前是不可以拔起的。手搖把需

繞 20 幾圈才會完成反位，若將手搖把拔起軌間有可能會鬆

動，此時值班副站長若在測試 EP 盤，轉轍器就可能會成被

切換成定位。 

11. 事發當天晚上轉轍器就修復，至今也沒再出問題，其他轉轍

器也都沒問題。 

12. 除手作號誌外，自認平常的訓練可以擔任轉轍器轉轍工作，

但因本事件過於緊急，且又是晚上值勤，下次遇到類似事件，

仍會以手機視訊確認會比較保險，在人力不足情況下而非只

由自己一人確認扛責任。 

 

三、 第 611 次司機員 

1. 611 次進站時依號誌顯示注意而進站（車速約 30~40 公里/

時），池上站停車辦客時，於行調聽到池上站下行進站故障，

轉轍工正在現場扳轉轉轍器讓 4548 次列車進站。當時看到

4548 次列車前進一下後立刻停止，而後於行調聽到 4548 次

司機員表示進錯股道，需要退回去重新進站。 

2. 當日 611 次頭燈照射位置似有偏高（或偏低），進站時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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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照射位置是否有問題，當時並無特別注意 4548 次與站

方的作業流程。 

3. 當日 611 次出站時，係依號誌機顯示出站並非手作號誌，611

次司機員通過該轉轍器時保持警覺，將車速放慢並確認軌尖

靠密，惟並不清楚是用 EP 盤或手動控制轉轍器的，並有注

意到轉轍工在旁觀察。 

4. 當日 611 次司機進站前並不知道自己該進哪一股道（但依經

驗判斷可能停在 3 股），僅知道停靠有月台的股道，完全係

依號誌顯示行車、進站。 

5. 611 次司機認為本事件屬違反閉塞運轉之規定，不應發生扳

錯轉轍器這種錯誤，建議站方站務人員平常的教育訓練應要

落實。 

 

四、 第 4548 次司機員 

1. 當日 4548 次司機員將列車開到 ATS 標外看到進站號誌機是

紅燈，即在標外停車，經池上站站長以行調通知進站號誌機

故障，改以手作號誌進站。於是 4548 次司機員啟動 ATP 越

過險阻模式，確認站員有使用手作號誌及轉轍器後進站。 

2. 進入後發現 611 次正在進站且以強光照射，受強光影響視線

不直視 611 車次，而是看著列車前方路線前進，當 611 次切

成暗光後，才發現進到同一股道，馬上停車並詢問池上站情

況，池上站表示打錯股道，要求 4548 次退行，司機當下表

示退行要有命令，請站方向調度員申請命令。取得命令要退

行時，司機有打電話告知調度員因進錯股道將關閉 ATP 退

行再重新進站，但不清楚站方與調度員聯繫情形。 

3. 4548 次司機員認為當時他先進站，611 次列車才正要進站，

且認為本事件屬違反閉塞運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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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548 次司機員表示一般情況下，車站會告知司機員要停靠

哪一股道，按以往經驗在池上站會停 2 股道，但當日號誌故

障而改以手作號誌進站，爰司機事前並不知道車站是要給原

來的股道或有變換股道，僅知道要停靠有月台的股道。而運

轉時刻表中，僅有註明需停車辦客的站，並沒有註明與其他

列車交會的資訊。 

5. 當日 4548 次司機員由行調中有聽到站方站長與轉轍工在討

論手動扳轉轉轍器的事情，且站員疑似不熟悉手作號誌的操

作方式，但並未仔細聆聽該對話內容。 

 

3.6.2 轉轍器扳轉情形查證 

  依據第 3.6.1 節人員訪談摘要所述，池上站值班站長與轉轍工，

兩人皆對該轉轍器插入手搖把改現場扳轉後，曾於拔起搖把後送電

測試扳轉至反位是否正常，後於再插入搖把並示以手作號誌之方式

允許列車進站之說詞一致。 

  兩人均認為當下第 11 號轉轍器係處於反位狀態，然而列車卻駛

入定位方向進入 3 股，爰本節從值班站長與轉轍工之說法，對轉轍

器為何處於定位之情形進行討論。 

一、 轉轍器故障原因：依據臺東號誌分駐所查修紀錄，該轉轍器反

位轍查桿查核接點因接觸不良無法確認尖軌靠密，故顯示轉轍

器故障訊號。 

二、 號誌系統紀錄、轉轍器開通狀態與是否插入手搖把斷電之關聯： 

(一) 號誌系統記錄項目包含有調度員或值班站長操作扳轉定、反

位之指令，以及現場轉轍器查核定位、反位接點之顯示電路

是否正常通電兩種情形。 

(二) 號誌系統沒有記錄轉轍器是否有插入手搖把之狀態及時間，

以及手搖把插入後搖轉扳轉定、反位之情形。號誌系統未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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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否有斷電及插入手搖把。 

(三) 當電動轉轍器插入搖把後，轉轍器馬達斷電，但不切斷顯示

電路；調度員或值班站長下達扳轉指令後，號誌系統記錄調

度員或值班站長操作之指令，但是現場馬達沒通電不扳轉，

系統一樣記錄現場轉轍器查核定、反位接點顯示電路是否正

常之情形。故以本事件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查核故障之

情境為例，當轉轍器插入手搖把斷開馬達電路後，如值班站

長再於就地控制盤扳轉轉轍器時，系統回應情形如表 3.6-1、

表 3.6-2。 

表 3.6-1 本事件轉轍器可能情境-開通定位時 

轉轍工動作 

值班站長動作 
插入手搖把斷電 

未插入手搖把且 

圓環未對齊(通電) 

值班站長扳轉定位 顯示正常 顯示正常 

值班站長扳轉反位 顯示故障 顯示故障 

表 3.6-2 本事件轉轍器可能情境-開通反位時 

轉轍工動作 

值班站長動作 
插入手搖把斷電 

未插入手搖把且 

圓環未對齊(通電) 

值班站長扳轉定位 顯示故障 顯示正常 

值班站長扳轉反位 顯示故障 顯示故障 

三、 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開通方向之查證： 

(一) 值班站長之說法與查證： 

1. 池上站值班站長表示：轉轍工第 1 次回報已扳轉反位後請轉

轍工拔起搖把，在已知定位正常之情況下，僅只有嘗試重複

扳轉反位，但 CVDU 仍顯示轉轍器故障，故再請轉轍工插

回搖把將轉轍器扳轉在反位。 

2. 檢視池上站號誌重演影像，19:02 當 4548 次已於進站號誌機

外停車等候時，池上站值班站長最後操作動作確實為扳轉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如圖 3.6-1 與圖 3.6-2），此後直至為開通

第 611 次出發進路前，皆沒有操作第 11 號轉轍器扳轉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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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動作。值班站長說法應屬可信。 

 
圖 3.6-1 值班站長請轉轍工拔起搖把後，嘗試扳轉反位 

 
圖 3.6-2 第 4548 次依手作號誌進站時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顯示故障 

(二) 轉轍工之說法與查證： 

1. 池上站轉轍工說法： 

(1) 初至現場發現轉轍器處於定位狀態，第 1 次插入搖把將轉

轍器由正位扳轉至反位。 

第 11 號轉轍器 

反位顯示故障 

第 4548 次於進站號誌

機外方等候 

值班站長最後嘗試扳

轉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 

4548 進站時 

佔用第 11 號轉轍器 

4548 進站時 

11 號轉轍器仍反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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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扳轉反位後，依值班站長指示拔起手搖把將控制權交還給

行車室控制。 

(3) 依值班站長指示第 2 次插入搖把時並未扳轉轉轍器，主觀

認為轉轍器應該仍處於反位，故而未再次確認轉轍器是否

仍開通在反位方向。 

2. 轉轍工說法查證： 

(1) 第 1 次插入搖把扳轉至反位。 

A. 號誌系統無記錄手搖把插入時間，因值班站長僅嘗試

扳轉反位，故無論轉轍工有無插入搖把扳轉，由表

3.6-1 與表 3.6-2 之邏輯得知 CVDU 僅會顯示反位故

障。 

B. 承上，自 CTC 號誌紀錄得知轉轍器扳轉定位且顯示正

常之時間為 18 時 58 分 51 秒，故依表 3.6-1 與表 3.6-2

邏輯推測，如果轉轍工確實有插入搖把，插入手搖把

時間應在此時間點之後，但無法查證是值班站長扳轉

反位之前轉轍工即插入搖把搶先自定位扳轉反位；或

值班站長完成扳轉反位後，轉轍工插入搖把誤將轉轍

器扳轉至定位。 

(2) 扳轉反位後，依值班站長指示拔起手搖把通電。 

A. 號誌系統對於轉轍器是否有插入手搖把斷電過程並無

紀錄，插入手搖把斷電後之扳轉過程亦無紀錄。 

B. 自第 4548 次車前影像紀錄因夜晚環境缺乏光線致解

析度不足，無法辨視轉轍工於現場之任何動作過程。 

C. 綜上，無法查證轉轍工是否有拔起轉轍器手搖把或拔

起手搖把後有撥開圓環將轉轍器馬達恢復通電。 

(3) 第 2 次插入搖把時並未扳轉轉轍器，主觀認為轉轍器應該

仍處於反位，故而未再次確認轉轍器是否仍開通在反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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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A. 檢視 CTC 紀錄與池上站號誌重演紀錄，值班站長指示

轉轍工拔起搖把後確實僅操作扳轉反位，未有扳轉定

位之動作。 

B. 號誌系統無記錄手搖把扳轉情形，無法查證第 2 次插

入搖把後，轉轍工是否有擅自搖轉搖把將轉轍器扳轉

至定位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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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4.1 事證分析 

  綜整中央行車控制系統紀錄、池上站號誌重演紀錄、行車調度無

線電話通聯紀錄與人員訪談，釐清當日事發過程如下： 

時間 轉轍工 值班站長 第 4548 次 

18:51  第 11 號轉轍器反位

故障，遵循調度員指

示變更為就地控制 

 

18:53 

| 

18:55 

 1. 請轉轍工至現場

待命 

2. 通報臺東號誌分

駐所查修 

 

18:57 

| 

18:58 

 再多次嘗試扳轉第

11號轉轍器至反位，

仍顯示異常 

 

19:00  呼叫第 4548 次車，

告知進站號誌機不

能使用 

 

19:01  詢問轉轍工是否已

到轉轍器旁 

第 4548 次行駛至機

外停車 

1. 至現場發現轉轍

器為定位，插入搖

把扳轉反位 

2. 回報值班站長轉

轍器已扳轉反位 

  

 請轉轍工取出搖把  

依值班站長指示拔

出手搖把 

  

 再次扳轉轉轍器反

位仍顯示異常 

 

19:02  請轉轍工插回搖把

並手作號誌 

 

插入手搖把依指示

不要扳動，直接呼叫

4548次車可以進站 

 

  

無法查證轉轍工是否正確扳轉反位 

無法查證轉轍工是否落實指示拔出

搖把並通電 

1.無法查證轉轍工是否擅搖轉搖把至定位 

2.轉轍工自承未扳動及再次指認呼喚確認

開通方向 

值班站長未要求轉

轍工將列車進路上

每組電動轉轍器插

入手搖把與確認開

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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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轉轍工 值班站長 第 4548 次 

19:03   告知並未見到有人

顯示手作號誌 

 告知轉轍工應顯示

手作號誌 

 

以手作號誌示意列

車進站 

  

19:04   依手作號誌慢速進

站 

19:05   發現路線前方已有

車，回報車站股道開

通錯誤 

19:06  確認路線開通錯誤，

請 4548 次退行 

 

  請求退行之行車命

令 

19:07  告知 4548 次車第

102 號行車命令准

許退行 

 

19:10   4548 次車開始退行 

用 Line 與值班站長

聯繫，開啟視訊 

以Line呼叫轉轍工，

要求視訊 

 

19:11   退行至進站號誌機

外 

4548 退行到機外

後，搖轉手搖把、扳

轉轉轍器至反位，經

值班站長視訊確認，

隨即手作號誌 

以視訊確認轉轍器

開通反位 

 

19:14   依手作號誌再次進

站 

20:21 臺東號誌分駐所人員抵達池上站 

22:40 修復第 11 號轉轍器 

  依第三章事實發現與上開事發經過，事件發生時池上站第 11 號

轉轍器處於定位致 4548 次車駛入 3 股道：疑因轉轍工抵達現場第 1

次插入搖把扳轉時即誤認開通方向，將轉轍器由反位扳轉至定位；

後依值班站長指示拔出搖把時並未撥回圓環（手搖把斷路器）位置

使轉轍器馬達通電，故值班站長於行車室就地控制盤操作扳轉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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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作無效；復於第 2 次插入搖把之時雖未扳轉，但轉轍器仍處於

定位位置。然 CTC 號誌系統與池上站號誌重演均無記錄轉轍器是否

插入手搖把與手搖把扳轉之過程，無法查證轉轍工當下所進行之各

項動作為何。惟轉轍工自承第 2 次插入轉轍器搖把後，並未確認開

通方向即回報車站已開通反位，並依指示手作號誌允許列車進站。 

 

4.2 主要事故原因 

一、 轉轍工於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插入搖把後，未確認尖軌是否正

確開通反位方向即回報值班站長已開通反位，導致第 4548 次車

遵循手作號誌進站後與對向第 611 次車同時進入相同股道。 

二、 值班站長未要求轉轍工將第 4548 次車進路上有關電動轉轍器

均插入手搖把並確認開通方向。 

 

4.3 次要事故原因： 

一、 進站號誌不能使用時，站、車間缺乏開通進路交叉確認機制。 

 

4.4 違失事項 

4.4.1 監理法規違失事項： 

一、 違反閉塞運轉 

(一) 違反法規：鐵路行車規則第 44 條「同一閉塞區間，不得同時

運轉二列以上列車。但鐵路機構就特殊之情事，於無影響運

轉安全之虞，另定其運轉方式者，不在此限。」 

(二) 違規情形：池上站於就地控制期間，使第 4548 次與第 611 次

車均進入第 3 股道到站，兩列車同時間使用同一閉塞區間。 

二、 人員訓練不足 



47 

 

(一) 違反法規：鐵路法第 56-4 條第 1 項「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

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業、作業安全、維安應變及

衛生防疫輔助技能，並確切瞭解及嚴格遵守鐵路法令。於新

進機車車輛或涉及安全之行車設備、維安輔助設備、衛生防

疫輔助設備或技術投入營運前，亦同。」 

(二) 違規情形：池上站值班站長未要求轉轍工確認進路上所有轉

轍器開通方向與插入手搖把，轉轍工未落實指認呼喚確認第

11 號轉轍器開通方向且未熟悉手作號誌顯示方式，顯有人員

訓練不足情形。 

 

4.4.2 違反鐵路機構規章事項： 

一、 池上站轉轍工並未落實確認轉轍器開通方向。 

(一) 違反規章：轉轍器人員呼喚應答確認須知「二、辦理轉轍器

人員，應依下列各款從事工作，並呼喚應答切實確認：-(二)

一般轉轍器-(6)電動轉轍器-以人力扳轉時」。 

(二) 違章情形：池上站第 11 號轉轍器經值班站長通告現場人員開

通反位，轉轍工未指認呼喚確認是否正確開通反位，即回復

值班站長第 11 號轉轍器已開通反位。 

二、 第 4548 次自池上站外至站內 2 股需行經第 11、15 號電動轉轍

器，第 15 號轉轍器並未以手搖把插妥搖孔。 

(一) 違反規章：行車特定事項第 139 條「須顯示代用手作平安號

誌（包括手作號誌代用器之平安號誌）使列車進站或出發時，

設有電動轉轍器之站，應對進路上有關電動轉轍器以手搖把

插妥搖孔，使電源切斷後行之。」 

(二) 違章情形：池上站值班站長指示轉轍工逕至第 11 號轉轍器採

手動扳轉與顯示手作號誌，對於第 4548 次進路上第 15 號轉

轍器則未指示應亦以手搖把插妥搖孔切斷電源，致轉轍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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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認列車進路開通方向是否正確無誤。 

  池上站轉轍工疏於對轉轍器進路開通方向進行指認呼喚確認、

值班站長未落實要求進路上有關電動轉轍器均以手搖把插妥搖孔確

保進路，致使列車違反閉塞運轉，以及第 4548 次司機員發覺進路錯

誤並即停車，請分別依交通事業人員獎懲標準予以處置，以建立組

織文化，敦促員工落實執行規章與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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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事故預防與建議 

5.1 預防事故再發生應採取措施 

一、 請於 3 個月內完成檢視規章與標準作業程序，確保號誌系統、

轉轍工、值班站長（或調車員司）、司機員等各層面可交互查核

進路開通方向，以防止類似事故再發生，敦促員工落實執行。 

二、 請檢討進站號誌機無法使用時轉轍工手動扳轉電動轉轍器標準

作業程序，增加交叉確認機制，減少人為錯誤發生。 

三、 轉轍工訓練、考核請納入夜間扳轉電動轉轍器確認及手作號誌

訓練。 

 

5.2 建議事項 

一、 池上第 11 號轉轍器 8 月 14、17、29 日均發生相同轍查桿（查

核桿）電路問題，請加強人員檢查與維修能力，減少轉轍器故

障發生提升系統設備可靠度。 

二、 轉轍器運作於受列車衝擊的振動環境，無法避免組成元件走位，

如頻繁檢查與調整頻率將增加維修人員負荷，建議導入智慧化

監控裝置，在轉轍器設備相對距離或角度發生偏移，於不落鎖

故障尚未發生之前即通知維修單位事先調修。 

三、 電動轉轍器無正反位標示燈，夜間缺乏照明不易辨認開通方向，

建議可研議增加標示設備顯示開通方向（參考案例如圖 5.2-1、

圖 5.2-2），俾利司機員或轉轍工確認進路是否正確。 

四、 池上站值班站長 109 年 6 月 30 日調任花蓮運務段替班值班站

長，109 年有施予技能檢定且合格，但至 110 年 1 月 26 日始取

得甲類站務人員工作證照，請加強內部行政程序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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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轉轍器進路標示參考案例-1 

 
圖 5.2-2 轉轍器進路標示參考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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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鐵局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聯紀錄 

時分秒 電話 ID 發話人 發話內容 

19 00 53 14150 值班站長 4548車長，4548機車長，那個進站號誌目前

無法建立喔，請在機外稍後，謝謝 

19 01 21 14150 值班站長 ○益，○益，你到 11號轉轍器了嗎? 

19 01 24 12061 轉轍工 師傅，我轉好了，反位 

19 01 28 14150 值班站長 來，確定反位喔?你先把手搖把取出，通電先

還給我看看 

19 01 33 12061 轉轍工 把手搖把取出就好嗎? 

19 01 40 12061 轉轍工 池上副座，把手搖把取出就好嗎? 

19 01 44 14150 值班站長 對，手搖把取出，然後先通電還給我，我試試

看 

19 01 51 12061 轉轍工 手搖把已取出 

19 02 05 14150 值班站長 【無聲】 

19 02 07 14150 值班站長 【無聲】 

19 02 10 14150 值班站長 ○益，○益，你手搖把插回去好了，依手作號

誌引導那個 4548進站這樣子 

19 02 43 12061 轉轍工 4548司機員，池上站呼叫 

19 02 48 73038 4548司機員 無聲 

19 02 49 73038 4548司機員 收到 

19 02 51 12061 轉轍工 11號轉轍器已轉成反位，可以進站 

19 03 17 73038 4548司機員 那邊有沒有人做手做? 

19 03 22 14150 值班站長 ○益，○益，你要搖綠燈給他看 

19 03 33 12061 轉轍工 左右搖嗎? 

19 03 36 14150 值班站長 【雜音】 

19 05 17 73038 4548司機員 池上站，你怎麼可以進這股呢?? 

19 05 29 76100 611機車長 池上，你是不是搞錯啊?? 

19 05 34 14150 值班站長 【無聲】 

19 05 35 14150 值班站長 4548 你先停車一下好不好，謝謝喔，我先確

認一下 

19 06 02 14150 值班站長 4548機車長，可以麻煩你先退行一下嗎?路線

開通錯誤，開成定位去了 

19 06 11 73038 4548司機員 有命令嗎? 

19 06 13 14150 值班站長 好，收到，我跟調度員要一下 

19 06 37 76100 611機車長 師傅，你可能還要再退囉，重來一次了 

19 07 08 14150 值班站長 4548機車長，命令 102號，退行一下謝謝 

19 07 14 73038 4548司機員 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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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秒 電話 ID 發話人 發話內容 

19 10 41 12061 轉轍工 4548再 3車 

19 10 45 12061 轉轍工 4548再 2車 

19 10 49 12061 轉轍工 4548再 1車 

19 10 55 12061 轉轍工 4548請停車謝謝 

19 10 56 12061 轉轍工 4548請停車謝謝 

19 11 40 12061 轉轍工 4548，2股開通，請前進，謝謝 

19 13 29 12061 轉轍工 4548 司機員，2 股開通依手作號誌進站，謝

謝 

19 14 20 14150 值班站長 4548機車長，池上站呼叫 

19 20 16 14150 值班站長 611車長，請先上車，謝謝 

19 20 22 14436 611車長 好，收到 

19 20 27 14150 值班站長 611，池上請開車，謝謝 

19 20 30 76100 611機車長 收到，謝謝 

19 28 32 100 富里站 611列車長，富里站呼叫 

19 28 37 14436 611車長 收到，請說 

19 28 41 100 富里站 師傅你好，要在富里站待避 445，大概 33分

左右開，謝謝 

19 28 48 14436 611車長 好，收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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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鐵路機構運轉規章（摘錄） 

一、鐵路行車規則 

第 47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依手作號誌顯示號誌： 

一、進站號誌機或出發號誌機發生故障，不能顯

示號誌時。 

 依前項第一款之規定，顯示平安號誌或依前項第

四款之規定，顯示慢行號誌時，應將要旨通知有

關人員後始得顯示之。 

第 98 條  施行自動閉塞式或中央控制行車制區間所使用之

號誌機，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依其自動作用，

顯示險阻號誌： 

二、閉塞區間內有關轉轍器未開通正當方向時。 

 

二、行車實施要點 

第二節 常用閉塞方式 

第二目 自動閉塞式及中央控制行車制 

第 134 條 中央控制區間因故障或其他情事（包括就地控制

設備不能使用），致進站號誌機、出發號誌機或掩

護號誌機不能使用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單線及雙單線運轉區間： 

(一) 進站號誌機不能使用時，除另有指定者外不

變更閉塞方式。但延長線號誌站之進站號誌

機不能使用時，應變更閉塞方式。 

(二) 出發號誌機不能使用時，應變更閉塞方式。

但同一進路上設有二具出發號誌機之站，第

一出發號誌機不能使用，第二出發號誌機仍

能使用時，不變更閉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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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5 條 中央控制區間，不能由控制總機控制進站、出

發、掩護號誌機或電動轉轍器時，設有就地控制

設備之站，值班站長應於接受調度員之行車命令

後，改以就地控制辦理，如有第一百十八條第二

項情事，變更為代用閉塞方式或閉塞準用法區間

兩端站之就地控制設備，均應置於就地控制位

置。但施行指令式時，不在此限。」 

第 136 條 中央控制區間因故障或其他情事以代用閉塞方式

或閉塞準用法代替時，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情況 

應變更之 

閉塞方式 

或準用法 

備註 

單線運

轉區間 

出發號誌機或

閉塞號誌機 

不能使用時 

嚮導通信式 對於自動閉

塞號誌機及

有關設備能

使用之一方

應與中央控

制行車制合

用。 

 變更閉塞方式時，自動閉塞號誌機除規定應與嚮

導通信式合用者外，應予停用。 

第 328 條 聯動裝置因故障或保修工作等，致失去機能不能

使用時，有關號誌機應停止號誌機之顯示，依代

用手作號誌辦理。 

第 334 條 列車依進站號誌機、手動閉塞號誌機或掩護號誌

機顯示險阻號誌停車，未能判明其原因時，司機

員應利用行車調度無線電話向車站洽詢，如行車

調度無線電話不通時，司機員應派機車助理或輔

助司機員（動力車單人乘務或推進運轉之列車為

車長）就近以電話或赴站洽詢，並依值班站長之

指示處理。中央控制區間，站端繼電室設有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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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之站，司機員（動力車單人乘務或推進運轉

之列車為車長）應至繼電室洽詢調度員並依其指

示處理。 

值班站長或調度員對前項之洽詢，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二、有關號誌不能使用時，值班站長（中央控制

區間調度員應通知值班站長） 應即依第三百

五十七條規定顯示代用手作平安號誌。 

第四節手作號誌 

第一目通則 

第 350 條 手作號誌，指號誌機不能使用或未設號誌機時，

依號誌旗或手提號誌燈顯示號誌者。 

第 351 條 手作號誌之種類如下：一、代用手作號誌，指進

站號誌機、出發號誌機、手動閉塞號誌機或掩護

號誌機不能使用或裝設各該號誌機之處所尚未裝

設時，代替使用者。 

第 352 條 代用手作號誌之顯示規定如下：一、險阻號誌，

晝間用紅色旗，夜間用紅色燈。二、平安號誌，

晝間用綠色旗，夜間用綠色燈。 

第 356 條 進站號誌機、出發號誌機、手動閉塞號誌機及掩

護號誌機以代用手作號誌顯示時，應將情事預先

通知司機員。 

第 357 條 進站號誌機、出發號誌機、手動閉塞號誌機或掩

護號誌機，因故障、燈光熄滅或其他原因，不能

顯示進行號誌時，應在列車前方司機員易於望見

之處所，顯示代用手作平安號誌。 

如已先將情事通知司機員時，可逕及顯示代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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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安號誌。但中央控制區間掩護號誌機及未派

值班站長處所之進站號誌機，出發號誌機不在此

限。」 

 

 

三、行車特定事項 

第 139 條 須顯示代用手作平安號誌（包括手作號誌代用器

之平安號誌）使列車進站或出發時，設有電動轉

轍器之站，應對進路上有關電動轉轍器以手搖把

插妥搖孔，使電源切斷後行之。 

 

四、中央控制區間就地控制設備使用須知 

第 1 點  中央控制區間就地控制設備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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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 

(一) 不能由控制總機控制進站、出發號誌機或電

動轉轍器時。 

第 3 點  各站所設就地控制軌道照明盤（以下簡稱就地控

制盤）上各種表示燈，無論是否施行就地控制，

與調度所控制總機盤面上各種表示燈，均為同一

之表示。依 C.T.C 控制系統運轉列車時，各站值

班站長，應藉就地控制盤上各種表示燈，確認列

車接近、號誌顯示、電動轉轍器開通方向、列車

停車位置是否適當（即列車前後端車輛是否越過

站端軌道電路區間）等，隨時作適宜之措置。 

第 4 點  施行就地控制之站，其進站，出發號誌機顯示號

誌及聯鎖條件，與 C、T、C 控制時相同，有關

閉塞、號誌、行車等事宜，仍照行車實施要點，

行車特定事項及有關辦法辦理。 

第 5 點  改用就地控制時，應由調度員以行車命令行之，

並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 共同辦理事項： 

1. 使用就地控制裝置時，應將切換鑰匙插入開

關內，由「中央」位置轉至「就地」位置，

其表示燈明亮時，即表示已改為就地控制。 

2. 恢復 C.T.C 控制時，應將切換鑰匙由「就

地」位置轉至「中央」位置，其表示燈熄滅

時，即表示已恢復 C.T.C 控制，然後取出鑰

匙。 

(二) 使列車進站或出發號誌機進路控制： 

1. 按起點按鈕（號誌表示燈開始閃爍）後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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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股道中間或欲進入站外正線之白色按

鈕，進路建立時號誌表示燈則顯示穩定燈。 

2. 手動取消號誌：同時按下「號誌取消按鈕」

及「起點按鈕」，進路則取消。 

(三) 欲單獨扳轉電動轉轍器時： 

1. 電動轉轍器：轉轍按鈕（不可鬆手），同時按

下轉轍控制之定位或反位按鈕。 

第 7 點  實施就地控制後，值班站長及調度員辦理有關閘

柄前，應注意同一進路相反方向之進站，出發或

掩護號誌機號誌之顯示狀態，並依下列各款切實

聯繫。 

(一) 兩站間一端站或站之一端改為就地控制，另

一端仍由 C.T.C 控制時，值班站長於辦理有

關閘柄前，應與調度員切實聯繫，決定列車

運轉方向及順序後，始得辦理。 

 

五、電動轉轍器、電鎖轉轍器使用須知 

第 1 點  電動轉轍器之現地扳轉依下列規定辦理： 

(五) 電動轉轍器發生故障不能以電力轉動，須用

手搖把搖轉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應將搖把插入搖孔內向開通方向搖轉之。搖

轉後，列車或車輛經過轉轍器時應將搖把保

持插入搖孔位置，如不繼續使用時不必搖回

原位置，即可取出搖把，設有電源切斷開關

者並應將搖孔內電源切斷開關扳回，覆蓋加

鎖。(設有電源切斷開關者如附表一、二）。 

3. 手搖把搖轉次數及有無靠密之表示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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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附表一  全線各區段現用電動轉轍器搖轉次數 

區間 
手搖把搖轉次

數（參考值） 

有無落鎖或 

靠密表示 

搖孔位

置 

有無電源開

關 

吉安-山里 

(臺東線） 
26 次 有箭頭表示 上面 有 

 

六、轉轍器人員呼喚應答確認須知 

二、辦理轉轍器人員，應依下列各款從事工作，並呼喚應答

切實確認： 

㈠共同事項： 

工作

類別 
工            作             要            領 

準 

備 

之 

前 

辦 

理 

及時出場並注意下列各點 

⒈立於轉轍器閘柄、手把或電鈕前方，易於操作之地點。 

⒉辦理加鎖之轉轍器時，留意攜帶鑰匙，（電動轉轍器改為手搖時，應

攜帶搖把）。 

⒊夜間於出場後，將白色燈向值班站長（包括調車員司、號誌員司、車

長、以下同）之方向顯示。 

⒋確認轉轍器狀態。 

⒌確認有關路線開通狀態。 

⒍確認有關路線車輛停留狀態。 

⒎確認止車楔有無開啟。 
 

㈡一般轉轍器： 

工作類別 工          作          要          點 

⑹

電

動

轉

轍

器 

在現場

以電力

扳轉時 

辦理 

方法 

⒈接獲開通進路之通告時，即予應答，並確認進路

無礙及表示燈之表示正當後，呼喚「○○號反位

或定位」。 

⒉押入電鈕，應押至定位或反位表示燈明亮為止。 

扳轉

後之

確認

及通

告 

⒈確認定位或反位表示燈明亮。 

⒉其他扳轉後之確認及通告，與附有手把標誌之轉

轍器同樣辦理。 

以人力

扳轉時 

辦理 

方法 

⒈接獲開通進路之通告時，即予應答，並確認進路

無礙後，呼喚：「○○號反位或定位」。 

⒉將搖把插入電動轉轍器之搖孔內，向尖軌應開通

方向搖轉（彰化、台南間者搖轉約二○○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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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者搖轉約三○次）。 

扳轉

後之

確認

及通

告 

⒈確認落鎖聲音，山海線者確認至搖轉不動時為

止。 

⒉其他有關扳轉後之確認及通告，與附有手把標誌

之轉轍器同樣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