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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鐵定期檢查應行改進事項彙整表 

類別 事項內容 

A01-1.1.1-運 

全面檢視行車人員訓練及檢定並提出辦理情形及檢視結果，

建立內稽制度並專責統籌管控： 

依鐵路法及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鐵路機構應對

行車人員施予專業訓練及技能檢定，最低專業訓練時數及技

能檢定項目應報交通部核定。臺鐵局於該局行車人員技能體

格檢查實施要點訂定相關事項報經交通部核定，爰該局應據

以辦理行車人員相關訓練及技能檢定。然今年抽查行車人員

訓練及檢定相關紀錄，仍有未辦理檢定、補辦錯誤(項目及合

格基準)、各單位辦理方式及對規定認知不一致等情(詳 A08-

1.1.3-運～A22-1.1.7-運各項應行改進事項)；鑑於上開事項近

年已多次開立類似應行改進事項要求改善，事涉行車人員適

職適格，臺鐵局應重視並全面檢視後提出辦理情形及檢視結

果，並應建立內稽制度且專責統籌管控，以符合法令規定，

確保行車安全。 

A02-1.1.2-運 

– 行車人員體檢不合格者未暫停或調整職務： 

抽查宜蘭運務段、臺東工務段駕駛，臺北工務段、臺北電力

段行控人員，臺中、宜蘭、臺北、高雄運務段、花蓮工務段

乘務人員，宜蘭、臺北、臺中運務段站務人員，體檢不合格

者(含毒品檢測、視力、聽力)未依法暫停或調整其職務，應改

正。本項 110年定期檢查已開立應行改進事項要求改正(110-

A05-1.1.2-運)，請全面清查後確實改正。 

A03-1.1.2-運 

行車人員體格檢查表未依新修訂格式致漏進行毒品檢測： 

本年度定檢抽查臺東工務段工程維修車駕駛人員 110年 3月

及花蓮工務段工程維修車指揮員 109年 10月體格檢查時，未

使用 109年 9月新修訂體格檢查表(增加「毒品檢測」)，致漏

進行毒品檢測，請改正。 

本項 110年定期檢查已開立應行改進事項要求立即改正(110-

A04-1.1.2-運)，請全面清查後確實改正。 

A04-1.1.2-運 
客貨動力車駕駛及運務以外行控人員之定期體格檢查(毒品檢

測)及不定期尿液檢測未依法分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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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駕駛及行控人員之「毒品檢測」除依「鐵路行車人員技

能體格檢查規則」應每年辦理外，另依「陸運特定人員尿液

採驗實施要點」尚需每人每年不定期採驗１次，爰每年定期

體檢及每季不定期之尿檢應分別辦理；惟經抽查 110年臺

北、彰化機務段客貨動力車駕駛及工務、機務、電務行控人

員僅有辦理 1次紀錄，並未分開辦理，請改正。 

A05-1.1.2-運 

檢討定期體格檢查及不定期尿檢之「毒品檢測」實施方式並

納入規章予以明訂，俾據以依法辦理檢測： 

查臺鐵局依「陸運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要點」規定訂定

「尿液採驗實施計畫」報部實施；請檢討定期體格檢查及不

定期尿檢「毒品檢測」實施方式並納入規章予以明訂，俾據

以依法辦理毒品檢測。 

A06-1.1.2-運 

機務行控及高雄電務段指揮員未執行勤前酒測： 

依「鐵路行車規則」規定行車人員執行勤務前，應實施酒精

濃度檢測；惟本年度定檢抽查綜合調度所機車調度員(行控人

員)及高雄電務段工程維修車指揮員(教導駕駛人員兼任)執勤

前未依「鐵路行車規則」實施勤前酒測，請改正。 

A07-1.1.2-運 

以燈號顯示之酒測檢知器無法確認酒精濃度為零： 

依「鐵路行車規則」規定鐵路機構行車人員執行勤務前，應

實施酒精濃度檢測；行車人員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零毫克者，鐵路機構應停止當日勤務。惟本年度定檢抽查各

單位行車人員勤前酒測所使用之麥克風式快速酒測檢知器，

檢測合格係顯示綠燈，惟其酒精濃度含量範圍為 0.00-

0.04mg/L並非代表唯一酒精濃度為零，與鐵路行車規則第 8

條規定不符，請改正。另查無快速酒測檢知器需定期校正之

規定，確保其準確度，請改正。 

A08-1.1.3-運 

高雄電務段駕駛人員技能檢定合格基準不符報奉交通部核定

之合格基準： 

依「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

點」規定術科各項合格基準均為 80分，經抽查高雄電務段工

程維修車駕駛之技能檢定術科檢定成績，發現術科檢定各項

目僅合計為一個分數(總分 100分)，與規定不符，請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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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已就合格基準不符合規定開立應行改進事項，請全面清

查並加強宣導訓練檢定相關規定。 

A09-1.1.3-運 

高雄電務段未依駕駛執照許可車種核派合格駕駛： 

查高雄電務段部分駕駛人員取得維修工程車駕駛執照僅有

「電搖車」車種，惟現場操作之車種卻係「工程維修車」，請

儘速完成該等人員「工程維修車」之轉換車種訓練後，向鐵

道局申請新增車種註記，並依法核派合格駕駛。 

A10-1.1.3-運 

工務處及電務處未落實局外駕駛管理： 

臺鐵局外廠商及工程代辦單位具鐵路列車駕駛執照（工務處

工程維修車及電務處電力維修車）之人員，因其性質仍屬臺

鐵局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惟未依規定確實辦理該等駕駛人員

勤前檢查、體格檢查及技能檢定等事項。請依「鐵路行車人

員值勤作業規定」建立局外駕駛相關管理機制並確實執行，

俾符鐵路法第 56-4條之規定。110年度定期檢查已開立應行

改進事項(A14-1.1.4-運)。 

A11-1.1.4-運 

機務行控新進人員未依法施予技能檢定合格即派任： 

查新進機務行控(機車調度員)接受司機員訓練檢定及機車調度

員實務見習後，即為合格機務行控人員。惟查駕駛與行控人

員檢定項目不同，僅經駕駛人員之技能檢定合格，未辦理機

務行控人員規定之技能檢定項目，不符合法令規定，應改

正。 

A12-1.1.4-運 

工務行控新進人員檢定項目不符報奉交通部核定之檢定項

目： 

110年定期檢查發現部分類別新進行控人員未依「交通部台灣

鐵路管理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規定辦理檢

定，已開立應行改進事項(110-A15-1.1.5-運)，經查工務新進行

控人員雖於 111年補辦理檢定，惟檢定項目及辦理方式(術科

檢定採筆試)不符合法令規定，應改正。(嗣後經 111年在職技

能檢定合格，其檢定項目符合規定。) 

A13-1.1.4-運 

電務行控新進人員檢定項目不符報奉交通部核定之檢定項

目： 

查 110年新進電務行控人員學科檢定項目(電力調配員班)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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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臺鐵局報奉交通部核定之檢定項目，應改正。(惟該等人員

於訓練及實務見習後，適值 111年在職技能檢定辦理時程，

業另經在職學術科檢定合格，其檢定項目符合規定。) 

A14-1.1.4-運 

機務行控術科檢定審查員自行檢定自己無法達成檢定成效： 

機務行控(機車調度員)111年在職技能檢定之術科檢定，審查

員自行檢定自己是否能達到實質檢定成效，請檢討。 

A15-1.1.5-運 

電務處乘務人員(指揮員)在職學、術科技能檢定項目不符報奉

交通部之規定： 

抽查電務處所轄臺南電力段 111年補辦之 109年指揮員在職

人員技能檢定試卷，學科、術科檢定項目不符規定(誤用運務

乘務人員檢定項目)，且試卷未註明檢定日期。為落實人員訓

練及管控俾符合實務操作技能，請電務處全面清查(含 111年

度技能檢定項目)並改正。 

A16-1.1.5-運 

電務處乘務人員(指揮員)在職術科技能檢定合格基準不符報奉

交通部之規定： 

抽查彰化電力段指揮員術科檢定，係將 1.設備檢查及故障處

理、2.列車防護及號訊控制作業 2項檢定項目合併計分(總分

100分)，然依臺鐵局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之合格基準，各

檢定項目應分項計算分數，且各項目均達 80分以上方為合

格，爰其評分標準不符規定，應改正。  

A17-1.1.5-運 

運務處新進乘務列車長(第 54、55期運輸班) 於員訓中心完成

訓練後未辦理學科檢定： 

經查員訓中心 110、111年列車長新進人員訓練未辦理學科檢

定(學科檢定成績係採學員平時測驗成績之總合成績)，應改

正。 

A18-1.1.6-運 

運務處新進值班站長班於 111年員訓中心值班站長班完成訓

練後未辦理學科檢定： 

經以員訓中心 111年值班站長班訓練資料檢視，學科訓練項

目及時數符合臺鐵局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規定，惟未於完

成訓練後辦理學科檢定，各學科項目檢定成績(已按檢定項目

分科)係採學員平時測驗成績之總合成績，與前揭要點第十四

點經技能檢定合格之意旨有違，應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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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1.1.6-運 

一等站之站長未能確認是否從事值班站長職務，並查有部分

未辦理技能檢定情事，請依實務盤點清查需進行技能檢定之

人員範疇並明訂於相關規章： 

有關值班站長工作可能分由站長、副站長、段內幹部擔任，

其中特等站長已經臺鐵局確認未納入行車人員範疇，其餘一

等站以下之站長需有辦理行車工作職務(有替班需要)始認定為

行車人員，參加技能檢定，惟此規定未見明確規範、各車站

認定不一，難以明確界定行車人員身分，恐有部分人員未及

時辦理檢定作業即從事行車工作，請依實務盤點清查需進行

技能檢定之人員範疇並明訂於相關規章。  

註：經抽查一等站之宜蘭站站長未參加檢定、新竹站站長參

加 111年檢定。 

A20-1.1.6-運 

運務處新進適任人員(第 20期運轉員班)之學、術科檢定項目

不符報奉交通部核定之檢定項目： 

經以員訓中心第 20期運轉員班訓練資料檢視，新進適任人員

學科訓練項目及檢定項目，查與臺鐵局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

點規定不符，且實務訓練後未辦理術科檢定(員訓中心之結業

成績未見術科測驗成績)，亦未符合規定。 

A21-1.1.7-運 

工務及電務處新進維修人員(含契約人員)未依法施予行車人員

專業訓練及技能檢定即派任： 

依據臺鐵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第十二點規定維

修人員新進人員訓練時數為：電力不低於 50小時、號誌不低

於 20小時、電訊不低於 15小時、工務不低於 30小時。工務

及電務處新進維修人員均未接受行車人員專業訓練(僅維修技

能訓練)，以其從事職務內容歸類為行車人員，查無行車人員

檢定合格資料。另臺鐵局近年招募從事現場維修工作之契約

人員，除未接受行車人員專業訓練外，亦無規劃維修專業訓

練。110年定期檢查發現未依規定施予專業訓練及技能檢定合

格即派任之情事，已開立應行改進事項(110-AO3-1.1.1-運)。 

A22-1.1.7-運 

電務處維修人員在職術科檢定項目不符合行車人員技能體格

檢查規則： 

電務處維修人員技能檢定學科科目依據電務處行車人員技能

檢定作業要點規定分為(1)運轉規章、(2)檢查維修與(3)作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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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科。術科項目僅「設備檢查與故障處理」，缺少「列車防

護及號訊控制作業」以及「緊急應變」，不符行車人員技能體

格檢查規則規定。 

A23-1.2.3-運 

總體檢1607項未按原計畫如數辦理： 

經查臺鐵總體檢 1607項「將特殊或重大事故案例納入人員回

訓課程或在職訓練」追蹤辦理情形，110年原定辦理五場次演

練，臺鐵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僅辦理 2場次，花蓮區、臺中

區及路局總隊未辦理。為強化相關人員遇有特殊或重大事故

之緊急應變處理能力，臺鐵局於下(112)年度應如數辦理完成

演練。 

A24-1.3.5-運 

111年 6月鐵路法修訂，應變計畫內容新增危險物品之排除、

鐵道淨空安全與器材備置，新修訂項目請臺鐵局儘速納入應

變計畫。 

A25-2.2.1-工 

基隆車站，有與竣工圖不符之違規使用情形（包括二樓會議

室與南側相鄰之儲藏室新增分間牆、一樓哺乳室新增分間

牆、一樓樓梯 B至商業空間新增 1樘木門……等），其涉該特

種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或其他與原許可不合之變更，應全面清

查檢討，並依交通部 111年 7月 5日訂頒「交通部審議特種

建築物申請案處理原則」第九點規定補正程序。 

A26-2.2.1-工 

新左營車站，有與竣工圖不符之違規使用情形（包括車站辦

公區有分間牆變更、內部牆面裝修及商業空間變更及裝修行

為……等），其涉該特種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或其他與原許可不

合之變更，應各站全面清查檢討，並依交通部 111年 7月 5

日訂頒「交通部審議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理原則」第九點規

定補正程序，應改善。 

A27-2.2.1-工 
基隆車站，北站之斜鋼柱結構，未符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第 203.2.6規定，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應改善。 

A28-2.2.1-工 
基隆車站，北站之公共藝術銹蝕嚴重，應有整體之安全維護

措施及計畫，應改善。 

A29-2.2.1-工 
新左營車站與停車場結構伸縮縫上方滲漏水，致伸縮縫蓋板

濕滑，應改善。 

A30 -2.2.1-工 交通部「自行車業務目標管控表」，應改善事項如下: 



7 
 

1.現已完成自行車牽引道設置之車站(計有 76站)，應定期維

護保養，俾維持良好狀態。 

2.大湖及岡山 2站目前僅增設有自行車牽引道，應再增設自行

車引導標誌及打氣維修等友善設施。 

3.隆田、豐富、龍井、苑裡等 4座車站附近均有自行車道，應

再增設自行車導覽圖。 

A31-2.2.2-工 

本次定期檢查現場勘查，竹東大橋、大安溪、第一筏子溪及

基隆河西橋等橋樑基樁裸露嚴重，依據臺鐵局「鐵路橋梁檢

測作業手冊」，倘短期內無法完成維修及補強促施，工務段應

擬訂監測機制，報工務處同意後據以實施，應改善。 

A32-2.2.2-工 

依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橋樑檢測作業手冊」，跨河橋

防汛檢測進行之時間為每年1月1日~4月30日，並於5月31日前

提出防汛檢測報告。查本年度辦理有未符合「鐵路橋樑檢測作

業手冊」規定之情形，應改善。 

1. 花蓮工務段轄管跨河橋共47座，屬B1類基礎有裸露情形4

座，應每年辦理1次防汛檢查，屬B2類橋梁47座應每2年辦

理1次防汛檢查，惟依臺鐵局所提送110年度資料僅有3座橋

梁之河床斷面高程，110年度B1類僅檢查木瓜溪，B2類僅檢

查舞鶴鐵橋、新加濃濃溪橋，檢查日期為7月23日汛期間。

綜上，檢查數量及日期未符合前揭規定。 

2. 高雄工務段轄管跨河橋共103座，屬B1類基礎有裸露情形1

座，應每年辦理1次防汛檢查，屬B2類橋梁102座應每2年辦

理1次防汛檢查，惟所提送審查110年度文件，查無檢查資

料。 

3. 臺東工務段轄管跨河橋共51座，屬B1類基礎有裸露情形9

座，應每年辦理1次防汛檢查，屬B2類橋梁42座應每2年辦

理1次防汛檢查，惟所提送審查110年度文件為39座橋梁之

目視檢查，且為同1人於2日內完成檢查(6/22~23汛期)。 

4. 防汛檢測進行之時間為每年1月1日~4月30日，並於5月31日

前提出防汛檢測報告，惟抽查110年度僅臺北工務段及臺中

工務段有防汛檢測報告。 

A33-2.2.2-工 濁水溪橋大梁混凝土白華情形嚴重，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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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2.2.2-工 大安溪 p14墩柱混凝土劣化鋼筋裸露，應改善。 

A35-2.2.3-工 

三義隧道 K162+600之主隧道與橫(斜)坑交界處積水嚴重(因橫

(斜)坑匯集水流無法排入主隧道中央下方排水溝，而淹沒主隧

道電纜槽並兩側延伸)，長期將泡軟路基影響行車，請儘速完

成改善。 

A36-2.2.4-工 
縱貫線新豐竹北 K97東側邊坡因處理影響木造成部分上邊坡

裸露無植被，應立即改善。 

A37-2.2.4-工 
總體檢 3201項臺鐵局 26處異物入侵之告警系統預定 111年

底要設置完成，目前僅花蓮工務段正式啟用，應儘速完成。 

A38-2.2.5-工 

總體檢 1302項宜蘭線暖暖至雙溪間每半年增加 1次小型軌檢

儀檢查，宜蘭工務段報請 111年起改以 EM80軌道檢查車辦

理，查上半年度尚未辦理，應落實執行。 

A39-2.2.5-工 

依 1067mm軌距軌道養護檢查規範 2.2.24「鋼軌及其配件，應

實施精密檢查……。……隧道內接頭處，每年應用超音波金

屬探傷器或解體實施檢查一次」，惟查無精密檢查表單文件，

應改善。另依據行政院臺鐵軌道安全問題檢討改善事項應辦

理鋼軌超音波探傷作業，請併同檢討。 

A40-2.2.6-工 

光復變電站發電機因部分組件異常，110年 12月~111年 6月

每月定期保養測試均無法試機起動，應儘速完成修復作業，

以維持功能正常。 

A41-3.2.2-機 

現場抽查相關廠段檢修紀錄表發現，有部分檢修項目之標準值

及實際量測值有明顯不一致(如下)，亦經核章確認，應釐清為

標準值誤植或量測值填列錯誤，若為通案，請加強稽核，應改

善。 

(1) 富岡機廠-EMU578 4B軸箱檢修紀錄表（111.3.25），軸箱固

定螺栓標準扭力值為(內 6)190Nm，實際值卻為 88Nm、(外

5)標準值為 40&50Nm實際填寫值卻為 35Nm；分配閥最大

軔缸壓力基準值為 3.7±0.05bar，實際值卻為 370bar。 

(2) 富岡機廠-TEMU2033 4A檢修紀錄表(集電弓)（110.3.25）

之最低升起高度標準值 (250mm)劃掉，實際數值(207mm)

亦與劃掉之標準值不符。 

(3) 彰化機務段-貨車檢修紀錄表(111.7.6)3CK1537 雙環簧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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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標準值為<220mm，實際量測值為 220mm，不符標準。 

(4) 花蓮機務段 EMU500型二級(2A)檢修表單內（111.2.9）-「軔

機試驗」-自動軔機-例:全緊軔 BP(>3.0±0.1)，基準及限度標

準值錯誤。 

(5) 花蓮機務段 TEMU2000型 2A檢修表單內（111.2.9）-附表

一「軔機系統」之軔機試驗 3-5電空(EP)軔機 BC(T/M)標準

值(0.51/0.76±0.3)標準值錯置(其他 2~6段亦同)。 

(6) 台東機務段 EMU3000 型二級 (2A)檢修紀錄表車號：

3012(110.12.22)之「電瓶檢測」標準值為(106.1V≦充電電壓

≦117.3V 負載電壓 92.4V 以上 )，實際充電電壓值為

105.4V，明顯與標準不符(24V亦同)；EMU3011+3012編組

2A(110.12.22) 「 暫 停 軔 機 」 之  BC(T/M) 標 準 值

(1.82/1.88±0.15)，實際量測值卻僅 1.6(其它段位亦同)。 

A42-3.2.3-機 

富岡機廠-TEMU2033 4A檢修紀錄表(組件-主風泵)

（110.3.25） ，檢修欄位均未勾選，經現場表示本項為委外

業務，誤認不需勾選導致未勾選 (序號 120014、130032)，應

改善。 

A43-3.2.3-機 

富岡機廠-電聯車工廠區車輪組使用橡膠圈防止車輪溜逸，依

台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 2章第 5節第 92、93條規定使用阻輪

器執行作業，應改善。 

A44-3.2.3-機 
富岡機廠、臺東機務段-應就各車種電池分區擺放標示牌加以

區隔告示，避免誤用，應改善。 

A45-3.2.3-機 

彰化機務段-E200-400型(車號 E333)電力機車二級(2C)檢修紀

錄表（110.1.18），重要事項紀錄為:「前端警鐘待料」，惟未見

後續辦理情形，應改善。 

A46-3.2.3-機 

臺東機務段 EMU3010、DR3076、DR2095、R136機車檢修履

歷卡填表人簽名未落實，請統一版本格式及填寫內容，應改

善。 

A47-3.3.1-機 

富岡機廠-「外徑測微規用-標準測試長棒」，110年及 111年均

有辦理外校且有合格證明文件，惟測試長棒上檢驗僅黏貼 109

年合格標章，應改善。 

A48-4.2.2-電 截至檢查(111年 8月 11日)止，尚未完成導電軌專屬維修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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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應儘速作業並頒布實施，俾做為現場維修指引，應改

善。 

A49-4.2.4-電 

抽查宜蘭電力段和平分駐所 110年 12月 22日漢本~崇德派工

單，其一工作內容紀錄登載「開關角 A有燒損現象但仍勘

用，將於下次保養時一併更新」，續經追查無相應後續處理作

為，為有效掌握設備瑕疵改善狀況，爰應建立完善事件改善

追蹤管考機制。 

A50-5.3.1-電 

經檢視所提供電訊設備故障統計表，行車調度無線電系統故

障主要為車上台(財產權屬為機務單位)，部分原因為電池、端

子鬆脫、卡板故障，為行車通聯所需，機務單位與電務處應

儘速辦理採購並提出預計採購期程。 

A51-6.2.6-電 
新烏日車站繼電器機房，ＯＴ架部分纜線出線段未確實以防

火填塞固封，應請改善。 

A52-6.2.6-電 
登寺巷「平交道遠端監視傳輸光纖化設備」器具箱內部有螞

蟻築巢，應請改善。 

A53-6.2.6-電 
登寺巷新設之「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設備」器具箱未接

地，應請改善。 

A54-6.2.6-電 

登寺巷平交道之「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及自動告警裝置保

養紀錄表」(置於 OD器具箱內)，電源設備之電流欄位 111年

1及 2月填寫 4.2A，惟 3~7月填寫 0.4A，8月填寫 4A，數值

差異過大，填寫似有錯誤，應請改善。 



11 
 

111年度臺鐵定期檢查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次編號 事項內容 

B01-1.1.3-運 

建議機務處檢討未能實施模擬機/ATP模擬器訓練之原因： 

依「動力車駕駛模擬機暨ATP駕駛模擬器使用管理規定」規定

機車長、司機員每人每年至少須辦理模擬機訓練1次，惟111年

度檢查員赴各機務段執行現場檢查時，發現部分機務段因人力

不足或模擬機報廢導致未依規定實施訓練；另查機務處規劃

114年底前購置50套駕駛模擬器供司機員訓練使用，建議配合

駕駛模擬機更新計畫通盤檢討因前述未能實施模擬機/ATP模

擬器之原因，並提出後續訓練計畫。 

B02-1.1.3-運 

建議機務處檢討ATP交叉考核之機制： 

客貨動力車駕駛之ATP交叉考核(各段交叉考核)之結果，缺乏

明確處理機制，致考核結果未提供給被考核之機務段僅由機務

處存查，亦未有後續追蹤改善之機制，請檢討交叉考核之機制。 

B03-1.1.3-運 

建議宜蘭運務段、臺東工務段及花蓮電力段檢討學科檢定試卷

公平及公正性： 

抽查宜蘭運務段、臺東工務段及花蓮電力段之駕駛人員學科檢

定試卷，發現皆有不同檢定日期/時段使用相同考卷情事，為維

護考試公平及公正性，建議檢討改進。 

B04-1.1.3-運 

建議臺東工務段檢討檢定評分表之分數核算品質： 

經抽查臺東工務段工程維修車駕駛之技能檢定術科成績時，發

現有許多檢定紀錄給分不實之情事，請加強檢定紀錄核閱品質

外，亦請增加閱卷覆核人員並核章，以避免影響檢定結果。若

有人員經重新修正成績後需補考時，亦請補辦該年度該項的補

考。 

B05-1.1.3-運 

建議花蓮電力段修正術科檢定評分表中錯誤之合格基準資訊： 

查臺鐵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規定現任行車人

員術科檢定合格基準為80分，惟查花蓮電力段辦理術科檢定之

評分總表上備註文字說明合格分數為70分，與現行規定不符且

易造成評分人員誤判，建議更正該總表之說明文字。 

B06-1.1.3-運 

建議電務處檢討駕駛人員換段訓練機制： 

查花蓮電力段辦理換段人員訓練時，雖有落實相關訓練後再由

該員正式駕駛車輛，惟尚未訂有換段訓練規定及訓練合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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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建議電務處通盤檢討駕駛人員換段相關訓練機制。 

B07-1.1.3-運 

建議運安處檢討酒精濃度測定管理規定： 

查花蓮電力段、高雄電務段及臺東工務段工作報到現場皆僅配

置快速酒測檢知器，未依臺鐵局酒測管理須知規定備置微電腦

式酒精測定器以執行複驗機制，建議運安處通盤檢討酒精濃度

測定管理規定並改善。 

B08-1.1.4-運 

檢討新竹機務段行車控制人員歸類，並據以辦理訓練檢定： 

按臺鐵局簡報機務行控人數為23人，其中5人則為新竹機務段

行車控制人員，經查部分新竹機務段行車控制人員係依臺鐵局

行車特定事項第3條之1「行控室控制員……需具有本局員工訓

練中心運輸班訓練合格之機廠或機務段人員，始得指派充任

之。」規定(非依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參加值班站長訓練

及檢定合格，取得資格，後續在職技能檢定則係依行控人員檢

定項目辦理。另僅具客貨動力車駕駛資格者定期返段參加司機

員段訓，其餘則無相關在職訓練。請就新竹機務段行車控制人

員之職責，檢討認定究屬何類行車人員，並據以辦理相關訓練

及檢定。 

B09-1.1.5-運 

建議強化列車長對各車型安全設備與操作程序之行車應變技

能並納入訓練： 

有鑑於110年0402太魯閣事故，建議強化列車長對各車型安全

設備與操作程序之行車應變技能並納入訓練。 

B10-1.1.5-運 

建議檢討列車長新進及在職術科檢定各科之評分方式與評分

基準： 

經查列車長新進及在職人員技能檢定情形，並未明訂術科檢定

各科之評分方式與評分基準，恐致檢定成績未能充分反應訓練

成果而流於形式，且各單位執行無統一標準，爰建議檢討改善。 

B11-1.1.6-運 

建議檢討「運務處行車人員職務轉換訓練規定」之訓練項目與

時數，納入「臺鐵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規範： 

108年(50期運輸員班後)已將乘務人員與值班站長分別開班受

訓，爰自108年後任列車長轉任值班站長人員，應於員訓中心接

受值班站長訓練方得擔任；查108年以前參加運輸班訓練合格

之現任列車長多按「運務處行車人員職務轉換訓練規定」完成

職務轉換訓練，據以取得值班站長資格，惟前揭訓練課程、時

數及檢定項目，與「臺鐵局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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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一致，建議臺鐵局應統籌檢討相關規定，納入前揭實施要

點中規範。 

B12-1.1.6-運 

丙類站務行車人員(臺鐵局修訂中) 建議按其職務類別(如轉

轍、調車、號誌等)分別辦理技能檢定： 

適任人員以外之站務類行車人員多有身兼數職現象，其技能檢

定未按其從事職務類別(如轉轍、調車、號誌等)分別檢定，且

學科檢定之測驗卷與運務乘務人員(列車長)相同、術科檢定未

訂定統一之評分表，建議站務類行車人員應按其從事之職務類

別分別施以技能檢定，俾使職能相符。 

B13-1.1.7-運 

工務處臺中、臺東、高雄工務段與工務總隊，電務處臺北、彰

化電力段維修人員在職學科檢定應與駕駛或乘務人員分開辦

理： 

人員兼任多類行車人員應分別檢定，在職維修人員之技能檢定

應與駕駛或乘務員分開辦理，並依工作性質分別出題。例如維

修工程車駕駛，倘兼任維修人員與指揮員(乘務人員)，應分別

完成各類行車人員技能檢定。 

B14-1.1.7-運 

工務及電務處在職訓練除維修專業科目外，應納入行車人員專

業科目，且應有效控管參訓人員、時數與內容，並將在職訓練

制度化： 

工務及電務處在職訓練課程多屬維修專業訓練，行車人員專業

課程(如行車運轉、列車防護、號訊控制)僅有部分時數提及 

且工務處及工務段未規定在職回訓時數，訓練計畫亦未依原

排定應受訓課程落實受訓，經現場查察臺東工務段表示 110

年度相關訓練紀錄已多數無法取得，顯見對於文件保存制度

鬆散。 

在受訓人員人數方面，未確實統計應到訓人數與實際到訓人

數。因此建議在職訓練除維修專業科目外，應納入行車人員專

業科目，且應有效控管參訓人員、時數與內容，並將在職訓練

制度化。 

B15-1.2.1-運 

查臺鐵局行車運轉規章階層體系表區分為法規及部頒規定、該

局報部奉准(備查)施行、局層級核定發布施行、處長核定發布

施行共四階層規章，其中第四階層規章僅列有1個規章，惟查實

務上有許多「管理須知」及「指引」等，以及行車人員訓練檢

定及值勤管考等相關規定未納入規章體系表（例：交通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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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管理局鐵路行車人員值勤作業規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行車人員酒精濃度測定管理須知、臺灣鐵路管理局機務處機

務段分組指導及分區督導抽查須知、……等），請通盤檢討並

納入規章體系表中。 

B16-1.3.1-運 

「臺鐵局行車運轉規章階層體系表」與「行車運轉規章彙編」

所臚列之規章不一致，「臺鐵局行車運轉規章階層體系表」臚

列之規章究為臺鐵局全部規章、安全規章、或為行車運轉規

章？其規章架構應檢討釐清。 

B17-1.3.1-運 

「臺鐵局運轉規章編修作業須知」所規範之範圍為「臺鐵局行

車運轉規章階層體系表」或「行車運轉規章彙編」規範之規章，

請釐清。 

B18-1.3.1-運 

現有規章或作業程序尚待修定前之臨時措施，已試辦MTI機制

（維修臨時指示)，該臨時措施之作業程序應納入規章，並擴大

至維修以外之臨時指示。 

B19-1.3.1-運 

作業程序為員工執行業務應遵循之重要規定，爰應按規章編修

作業須知及規章階層架構納入規章，以利文件標準化及制度

化。 

B20-1.3.2-運 

安全風險矩陣及危害風險因子之評估及作業程序不完整，本次

檢查所提供之風險因子與111年安全管理報告亦有不一致(如

衝撞及火災)之情形，爰請就風險矩陣之訂定原則、風險控管方

式及高風險之減輕對策檢討改善，並納入年度安全管理報告修

正。 

B21-1.3.2-運 

經抽查臺鐵局目前自主通報系統之通報案件內容廣泛多元(非

皆運轉安全事項)，且通報後僅轉送相關業務單位即結案，並未

追蹤後續處理結果。建議應訂定相關規章或作業流程，並就涉

及安全之案件納入安全管理系統處理，以達預防之目的。 

B22-1.3.2-運 

新竹機務段修繕股勤前教育訓練宣導事項紀錄表，其中111年3

月4日至111年3月14日只辦理4次勤前教育，且宣導內容均相

同，恐流於形式；建議勤前教育應每日辦理，併就每日工作重

點與作業安全事項進行宣導。 

B23-1.3.2-運 
新竹機務段段未將運安處辦理110年度稽核缺失事項改善情形

納入文件，建議改進。 

B24-1.3.3-運 
臺鐵局採用ATP系統車上設備模擬台，模擬車輛運轉情形(熱機

測試)篩檢出故障模組，惟經檢視該局所提供之檢測資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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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僅記錄於筆記本，建議建立統一檢查表單以利統計分

析。 

B25-1.3.4-運 

建議臺鐵局應系統性調查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針對發生

高頻率或有影響行車安全之虞者，深入探討發生原因，提出有

效改善作為，並建立列管追蹤機制。 

B26-2.2.1-工 
基隆車站，月台排氣窗之玻璃造型天花及側牆玻璃有長年髒汙

之情形，建議維護改善。 

B27-2.2.1-工 
基隆車站，一樓主入口外之電梯牆外側植栽槽，宜恢復植栽美

化，以避免旅客丟棄垃圾。 

B28-2.2.1-工 

基隆車站主體為玻璃帷幕構造，現地帷幕玻璃清潔度不足（站

方表示囿於人力及管養經費不足），以及車站之主要商業空間

位於站內深側，其商業經營能見度不佳，建議思考站方得與商

家合作，例如商家得利用玻璃帷幕設置廣告(例如玻璃網點貼

方式，不影響內外視線及光線穿透)，該玻璃帷幕範圍則由商家

負責清潔維護，共創雙贏。 

B29-2.2.1-工 

新左營車站立體停車場（由臺鐵局出租予台灣高鐵公司委託經

營）之上下車道轉彎半徑雖符合法規，惟該處多次民眾陳情易

擦撞路緣石，建議配合台灣高鐵公司檢討削減部分緣石，擴大

內外側轉彎半徑，以利車行。 

B30-2.2.1-工 新左營車站之鋼構樓梯銹蝕嚴重，且油漆剝落，建議全面改善。 

B31-2.2.1-工 

臺鐵目前計有23個特種建築物車站，自108年起迄今之定期檢

查現勘各車站使用，皆有與原許可不合之情形，並列為應行改

進事項在案，建議全面清查各車站之使用是否依「交通部審議

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理原則」第九點規定，以確實維護臺鐵各

車站之公共安全。 

B32-2.2.2-工 

有關全線10公尺以下之單孔30年以上結構物，僅進行定期檢測

不足以反應實際之安全狀態，惟因劣化破壞造成之營運安全影

響甚大，建議進行詳細之檢測。 

B33-2.2.2-工 

下七結橋梁於110年10月24日地震應辦理特別檢測，惟按臺鐵

局補送「特別檢測表」顯示，該次檢測報表審核完成期限，超

出臺鐵局「鐵路橋梁檢測作業手冊」特別檢測於災害發生

後……..14天工作天完成特別檢測報表……之規定，請改善。 

B34-2.2.2-工 
南方澳大橋斷落事件發生後，為策進各級橋梁維管制度，行政

院於109年7月21日頒布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由各級橋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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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確實執行，維護公眾通行安全。查臺鐵局103年「全線橋梁

總檢查及耐震補強延壽規劃案」之成果針對安全初步評估需進

行補強之284座橋涵，在105年提報行政院「耐震及耐沖刷能力

不足橋梁改善計畫」、所需經費約63.26億元，後納入目前辦理

之「橋梁安全提昇計畫」，均尚未核定執行，進度嚴重落後，

惟橋梁老化，耐洪耐震能力不足風險與時俱增，依本年所報全

線跨河橋B1類基礎有裸露情形53座，另橋梁30年以上有745座，

以及橋涵檢測作業發現之劣化現象，利用六年計畫之標頙款約

7.45億及臺鐵局營業基金約1.05億進行橋涵改善，恐緩不濟急

且杯水車薪，應請加速進行「橋梁安全提昇計畫」之報核。 

B35-2.2.3-工 

依據「鐵路隧道檢查作業要點」，定期檢查依「定期檢查之隧

道等級判定基準」(表三)判定各隧道之等級，並將結果填列於

「隧道檢查彙總紀錄表」(表五)，惟表三之檢查項目與表五之

表列項目並不一致，表五之「排水設施」，除「積水」外，尚

有「側溝破損」及「錯動」等子項，以及尚有「洞口段」(含4

項子項)等，未見於表三，建議整合一致，以利檢查人員查填。 

B36-2.2.3-工 

銅鑼隧道110年第2季及第3季平時檢查紀錄表，均有等級II之狀

況，惟110年度隧道彙總紀錄表之整體等級為I；另查三義隧道、

三義隧道斜坑及三義隧道橫坑之平時檢查紀錄表，其中斜坑及

橫坑110年前3季均有等級II之狀況，惟110年度隧道彙總紀錄表

之三義隧道(隧道彙總紀錄表並無斜坑及橫坑等項目，臺鐵局

表示係併入三義隧道)，其紀錄之整體等級為I。前述隧道平時

檢查為等級II，惟彙總紀錄表卻為等級I之不一情形，建議於彙

總紀錄表註明其考量理由，以利接續之承辦人員瞭解。 

B37-2.2.3-工 

查台鐵三義隧道長7,728公尺，為營運逃生避難安全，建議參考

修建養護規則第125條辦理，並完成相關安全措施(如橫坑與主

隧道間之防火門設置、緊急通風及相關安全措施及設備等)。 

B38-2.2.3-工 

鐵路隧道養護手冊已於111年3月8日由臺鐵局核定並報請交通

部(已於111年10月13日核定)，經檢視有部分工務段有依手冊，

或依隧道檢查作業要點所訂期程辦理定期檢查，建議在手冊尚

未核定頒布前，各工務段需有統一一致性要求。 

B39-2.2.3-工 

目前臺北地下段臺鐵、高鐵共用緊急出口部分防洪閘門預定連

同華山引道防洪閘門依契約規定陸續將於111年10月底全部完

工，建議臺北工務段訂定緊急出口部分之防洪閘門作動機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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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整備訓練及維護。 

B40-2.2.3-工 
為有效提升臺鐵局地下車站之防洪效益，建議各車站委外經營

之地下停車場廠商，配合車站共同辦理防洪演練。 

B41-2.2.4-工 
各工務段對「鐵路邊坡養護手冊」特別巡檢所述之「優先關注

邊坡」認定並未有一致性，建議改善。 

B42-2.2.4-工 

經查各工務段所使用之經常巡查之邊坡徒步巡查記事簿不一

致，有臺北工務段使用「鐵路邊坡養護手冊」舊版表格，建議

各工務段使用版本要一致性。 

B43-2.2.4-工 

目前花蓮工務段針對邊坡異物入侵之監視系統已設置完成，

111年7月開始運作後，建議依「鐵路修建養護規則」6-1條規定，

所有危險偵測相關文件及紀錄等資料應妥善保存，建議資料儲

存除工務段外要有備份資料。 

B44-2.2.4-工 

臺鐵局26處異物入侵之告警系統預定111年底要設置完成，目

前僅花蓮工務段有試辦系統啟動暨解除處置辦法，建議後續統

一訂定頒布作業要點，以利據以執行。 

B45-2.2.5-工 

工務處工4-路30 程序規定軌溫達55°C(含)以上時應紀錄巡查

結果並存查，查宜蘭工務段係以通訊軟體回報巡查結果，建議

填寫巡查記錄表(記事簿)留存紀錄。 

B46-2.2.5-工 
查宜蘭工務段無道碴軌道每月檢測紀錄表，未填列檢查判定結

果，請改善。 

B47-2.2.5-工 
查110年宜蘭線7處斷軌事件，多位於山區多雨及臨海路段，鋼

軌較易銹蝕，建議檢討銹蝕狀適時抽換鋼軌。 

B48-2.2.5-工 

現地查察中里站道碴置換工程，現場開挖機械於動作時仍有人

員於迴轉半徑內同時作業，應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指派責

指揮人員協調現場工作。 

B49-2.2.6-工 
查七堵調車場部分簡易式高桅桿燈未裝置避雷器，若有雷擊恐

造成設備及電力系統損壞，建議適度增加，以為防護。 

B50-2.2.6-工 松山車站月台部分列車接近警示燈故障，建議改善。 

B51-2.2.6-工 
臺北車站辦公大樓西側電梯機房冷風機冷凝水飛濺，恐影響下

方電氣設備，建議改善。 

B52-2.2.11-工 查「電梯故障標準作業程序」之(四)現場作業流程，有關乘客

受困流程，維保廠商於完成人員脫困關閉電梯，後續還要依無

乘客受困受傷流程，再請現場運務人員關閉電梯及通知維保廠

商前來維修，顯然不符現場實際情形，建議討論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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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2.2.11-工 因應北捷新埔站電扶梯失速倒退事件，建議定期檢查輔助煞車

系統電氣迴路是否功能正常。 

B54-2.3.4-工 
「鋼軌裂縫快篩系統」目前為測試階段，檢查結果須由人員自

行上線查詢，建議採可自動通知(分駐所)方式辦理。 

B55-3.2.1-機 

機務處-「車輛檢修及運用編組管制會議」目前機車車輛維修計

畫執行檢討由各廠自行召開，且年度計畫允許修正，建議提升

至機務處層級統一辦理整體修車進度追蹤及年度計畫管控機

制。 

B56-3.2.3-機 

彰化機務段提供DR1000型柴油客車檢三級(3A)檢修紀錄表

(110.4.26)，表單內量測值有塗改未蓋修正章，其他各廠段亦均

有同樣的問題，建議機務處加強要求及宣導。 

B57-3.2.3-機 

請臺鐵局辦理EMU900、3000型交車及整備測試時，建議先確

認廠商所提供軟體是否為最新版本；另建議於測試後下載

TCMS異常訊息，由台鐵局會同IV&V廠商與車商檢視，以確認

TCMS異常訊息均有獲致解決。 

B58-3.2.3-機 
動力車交接簿機務處各段司機員填寫內容均不一致(例：動力

正常、正常、動力好、同上……)，建議統一用詞。 

B59-3.2.3-機 
台東機務段與彰化機務段提供「倉庫日誌」為同一版本表單內

容格式卻不相同，建議機務處統一格式及填寫範本。 

B60-3.2.3-機 

總體檢3406項機務處提供TCMS紀錄之車輛於2A級保養(含進

廠前)以上及遇有行車異常事件時，所屬段應下載故障紀錄與

分析保存並同步上傳至機務處雲端，經查各段上傳雲端時間並

不一致，建議訂定相關作業規定（含上傳時機）。 

另建議TCMS大數據資料委外進行分析，亦可對設備長期運轉

數據追蹤，執行預測性的檢修。 

B61-3.2.3-機 

花蓮機務段EMU549 110年度機車檢修履歷卡登載內容為「待

修」，似與機車檢修履歷卡用途不符，且未有後續辦理情形，

建議機務處統一律定填列內容，俾與定期檢修表單有所區別。 

B62-3.2.3-機 

富岡機廠所屬TEMU2000型部分隨車配件總成陳列於花蓮機

務段已擺放6年，建議若有類似非屬機務段之設備總成，統一由

機廠集中保管以利活用。 

B63-3.2.7-機 

機務處辦理車體拱勢分析已蒐集資料3年，卻仍為蒐集資料階

段，尚未訂定相關基準限度，建議儘速訂定蒐集資料期限，俾

儘速訂定各車型之車體拱勢基準及限度值，以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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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4-3.3.1-機 
富岡機廠之風泵測試台經查目前僅有日檢紀錄，並無相關內外

校正紀錄，建議台鐵局研議辦理委外校正作業。 

B65-3.3.1-機 

彰化機務段提供車輛維修設備檢修紀錄，多項相同設備於紀錄

表單上並無填列設備序號，僅填列段內所屬單位(股)，為利段

內維修設備之管理，建議對於相同之維修設備予以建立編號以

利管控。 

B66-4.2.2-電 

建議應建立所轄電力系統設備之維修規範、操作手冊及作業要

點定期盤點及檢討機制，以確保各規範、手冊及要點條文之適

用性，查"台鐵電化變電站開關操作"早於70年6月即已頒布實

施，期間歷經多次設備型式變革及功能演進，惟未就前述操作

程序檢討進版，建議檢討。 

B67-4.2.2-電 

建議應建立適宜各電力段參用之統一設備檢查表單(包含檢查

項目、週期、檢測機具、允收標準及容許誤差值、頒布日期及

版序等)，再交由各電力段視所轄區段設備特性差異檢討微調，

俾利管理；相關表單應隨附於須知或要點內整體呈現，俾利檢

查人員正確引用。抽查"電化變電站保養須知要點"即無敘明頒

布日期及版次，建議改善。 

B68-4.2.3-電 
為符合三級管考作業，各段設備年度檢查保養預定計畫及實際

完成紀錄建議提報電務處管控。 

B69-4.2.3-電 

經查電車線設備保養須知、程序要點及標準作業程序已於110

年1月19日修訂頒布實施，惟現場抽查宜蘭電力段電車線保養

紀錄表仍有部分採用108年12月19日修訂版本，雖經現場初步

比對兩版本僅排版差別，無實質內容差異，為利管理，爰應再

全面審視使用中之紀錄表單是否為最新版本。 

B70-4.2.4-電 

抽查中性區間電池組檢查總表雖顯示標準值，惟檢查紀錄表則

無納入各電池單元試驗允收電壓標準值與容差，建議檢討納

入，俾利判斷受測電池是否堪用。  

B71-4.2.4-電 

所提年度維修排程(含維修項目、週期、頻率等)難與維修紀錄

相互勾稽，以致無法確認各設備是否確實依年度維修排程落實

維修，建議檢討修正。 

B72-4.2.4-電 

宜蘭電力段雖依儀器校正週期完成實驗室校正作業，並取得儀

器校正報告，惟抽查設備維修紀錄表均未納入所需試驗儀器或

機具，致難以勾稽維修保養作業所需儀器是否已確實送校，建

議應於設備保養紀錄表單登載保養所需試驗儀器型號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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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確保儀器精準度及量測所得數據之準確性。 

B73-4.2.5-電 

總體檢2402項因應新購電力維修工程車陸續到貨分配使用，建

議應加強維修工程車駕駛員職能訓練，俾足以駕馭不同特性之

工程車，又工程車駕駛肩負工程車輛1級與2級保養作業，為避

免排擠保養作業，建議思考工程車駕駛採專任方式任派。 

B74-4.3.2-電 

總體檢2402項因應新購維修車陸續交付，維修車數量逐年增

加，後續養護作業日漸繁瑣增加，為落實工程車之保養作業(1-

4級保養)，建議可思考委由專業協力廠商負責保養作業，以確

保工程車可用度及可靠度。 

B75-4.4.1-電 

電力事故彙編內所列設備變異(無外力、金屬疲勞、設備老化)

原因所致事故，均為長時間累積衍生事故，非一時半刻造成事

故，為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建議請確實落實日常巡檢制度，

一旦發現設備有變異之情事，建議應優先排定更換時間進場更

換。 

B76-4.4.1-電 

針對須特別加強(高危害、高鹽害之特殊路段)巡檢之設備或元

件，建議應納入相應作業保養須知提醒，俾利各電力段依據轄

管區段環境特異性，檢討納入年度維修保養計畫落實執行。 

B77-5.2.1-電 

有關臺鐵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環島光纖傳輸網路系統更新工

程)(IP-MPLS)目前尚進行中、尚未完工，為臺鐵電務智慧化期

程考量，請確實掌握計畫時程。 

B78-5.2.2-電 

未來新設置之設備(如IP-MPLS系統) ，仍請檢視「電訊及照明

機電設備維護保養須知」內容，並定期或不定期增訂相關養護

說明及表單及納入，以完備保養維修程序，另於新版本發布後，

請宣導並加強同仁使用最新表格，以達原訂定之一致維護檢查

標準。 

B79-5.2.2-電 

「電訊及照明機電設備維護保養須知」之檢查週期表，已於108

年12月19日修訂及函頒各電務段執行，惟請就現有人力及設備

之重要性滾動式檢討，各項設備之檢查週期後，再予修訂。 

B80-5.2.2-電 

查「電訊及照明機電設備維護保養須知」之檢查週期及版本表

(1081219修正四版)之沿線電話箱保養卡一項，表格名稱該項備

註為(季)，然檢查規定為「半年」，兩者不一致，請修正。 

B81-5.3.3-電 

有關電務智慧化提升計畫(環島自動電話、有線調度電話及光

纖監測等系統更新工程)目前尚進行基本設計中，請確實掌握

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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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2-6.2.2-電 

查電務處標準作業「編號13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故障查修標

準作業程序」、「程序編號18電子聯鎖閉塞故障查修標準作業

程序」、「編號19電子聯鎖軌道電路故障查修標準作業程序」、

「編號20電子聯鎖號誌機故障查修標準作業程序」及「編號21

電子聯鎖轉轍器故障查修標準作業」（皆為109年6月核定），

流程圖中決策符號缺判斷條件，恐造成維修人員誤判，應請檢

討修正。 

B83-6.2.2-電 

經查部分新設設備「平交道遠端監視傳輸光纖化設備」、「平

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系統(雷達形式)」等設備，目前皆已建置

完成，惟電務處未訂定「保養紀錄卡」及「障礙查修程序」等

規定，應請電務處儘速核頒相關文件。 

B84-6.2.6-電 
彰化電務段轄區部分器具箱內部舊有廢棄設備，建議配合爾後

工程案件予以拆除。 

B85-6.2.6-電 
彰化電務段轄區多數電纜槽已有無法使用的情形。建議後續工

程案件予以一併列入調整。 

B86-6.3.3-電 

 

彰化電務段所執行之「號誌聯鎖系統更新統包工程」，目前尚

在辦理設計作業，預計111年11月進場施工，惟經查，本標案於

111年2月即開始呈現進度落後之情形，且截至111年6月，每月

落後進度皆逐步擴大（已落後2.51%)，建請彰化電務段全力趲

趕落後進度。 

B87-6.3.5-電 經查彰化號誌分駐所新設之「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測設備」，

有旗幟等干擾至使產生多次誤報等情形，建請責成相關單位

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