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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高鐵營運定期檢查 

應行改進事項彙整表 

項次編號 應行改進事項 

A01-2.1.3-OP 
依興建營運合約所規範應報部備查之安全訓練計畫(THSRC-BL1-

000-009，現行第 4 版)尚未報部，請儘速辦理。 

A02-7.5.4-CV 
目前規劃針對(#36、#35、#22)等 3 處緊急出口逃生門全面增設全框

止水材，應儘速完成改善工作。 

A03-7.5.7-CV 

高鐵車站與原許可不合之各使用空間應補正合法程序： 

彰化車站二樓星巴克門市未取得施工許可，現地已進行施工，應儘

速補正程序取得施工許可。 

A04-7.5.7-CV 
左營車站月臺南端增設整備空間案，未完成竣工使用程序，應儘速

補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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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次編號 建議事項 

B01-2.3.3-OP 
有關消費爭議申訴案件中以退/換票比例最高(110 年計有 40 件)，

建議高鐵公司研議減少產生爭議之相關作為。 

B02-2.3.6-CV 

高鐵車站之標示及引導設施建議提升旅客通行環境： 

1. 彰化車站 1 號出口戶外區建議增設一處自行車組裝區之引導標
示，俾利自行車旅客能清楚辨識方向。 

2. 五分車高鐵站將於 111 年 10 月通車啟用，建議於嘉義車站適當
位置，增設五分車月台引導標示。 

B03-2.3.6-CV 
嘉義車站及其他車站之無障礙廁所如空間足夠，建請增加人工肛門

污物盆及手洗器設備，創造更方便使用無障礙如廁環境。 

B04-6.1.5-EM 

總機廠 GI 大修檢修紀錄檔案列有完檢項目確認清單，惟於大修之

BI 檢修紀錄檔案無完檢項目確認清單，為避免有所遺漏，建議於該

檔案增列完檢項目確認清單。 

B05-7.1.3-CV 

CM 工單總數量由 109 年 683 件減少至 110 年 677 件，鋼軌 CM 工

單數量由 153 件減少至 140 件，雖略有減少，惟部分零件漸至生命

年限，建議預擬因應措施。 

B06-7.1.3-CV 
110 年度道岔更換數量統計僅列出總數，建議採臚列更換部件之統

計方式，例如：尖軌、岔心……等。 

B07-7.1.4-CV 

110年 12月之軌道線形不整量之HV40之剩餘容許裕度為 38.03%，

與 109 年定檢 35.27%比較已有提升，建議持續進行檢查及養護作

業提昇容許裕度。  

B08-7.1.5-CV 
高鐵 TK331 採用道版橫移工法及特殊基鈑進行線形調整於 111 年

2 月 17 日完工，建議持續監測線形狀況。 

B09-7.2.4-EM 

電車線系統高速型區分絕緣器 SI 移除作業配合接觸線更換排程進

行，預定移除數量為 49 組，目前已移除 39 組，建請針對尚未更新

之部分持續監控設備運轉情況，以維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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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編號 建議事項 

B10-7.3.1-EM 

於 111 年 3 月 24 日 25 日彰化車站道岔 4551 發生訊號異常事件，

係因轉轍器內部上下檢測桿機構卡阻，高鐵公司已訂定檢查精進機

制，如現場檢查發現轉轍器下偵測桿於推拉過程中凹槽外露及上、

下偵測桿間隙大於 1mm 以上(現有規範為大於 4mm)，即進行偵測

桿更換，且已頒布臨時指令，惟建議高鐵公司儘速完成相關工作說

明書(Task Card)及表單修訂作業。 

B11-7.3.2-EM 

SCD 於各站年度號誌及道旁相關設備之預防性維修排程表中(包含

營運時間與維修時間)，內容有關 2 年期設備維修排程之紀載「週

期年」部分，最末年已過仍尚未新增新排程年度，雖然相關設備新

年度排程週期未至，但建議於排程紀載最末到期年之次年即可重新

檢視後新增新排程年度。 

B12-7.3.4-EM 

「TCC 道岔控制機箱汰換案(E4-20-003)」計畫已於 111/02/10 起於

彰化車站正式進行現場安裝施工，先期汰換工作屬新設備安裝孰悉

階段，請高鐵公司特別注意人員施工安全，待汰換案施工人員針對

施工工作孰練後，建議後續工作排程能再做適度檢討調整，期望本

汰換案能提前完工，以減少道岔異常之發生率，增加可靠度。 

B13-7.5.3-CV 

高鐡苗栗邊坡 TK126+072 永久修復工程已發包預訂 111.08 進場施

工，工期達 18 個月，目前處於颱風季節，部分坡面及搶修便道裸

露處，為避免因雨沖刷、漫流造成危害，在廠商未進場前，建議先

加強設置邊坡臨時導排水設施，並適時派員現場巡視。 

B14-7.5.3-CV 

神岡路段 TK147+135-335 東西側地錨護坡，經整體評估尚屬安全

穩定，惟西側護坡 43 及 44 號地錨殘餘荷重仍有增加現象，後續將

辦理地錨之養護與檢測及坡面變形之量測與監測等之預防性維護

工程，建議預防性維護工程之預定排程及辦理結果彙整成報告，便

於後續定檢追蹤。 

B15-7.5.3-CV 

苗栗路堤段 TK109+245 經評估採灌漿處理路堤下方軟弱土，為掌

控灌漿對結構安全之影響，建議施工期間加強道版變位隆起之監測

頻率及擋土牆側向變位量測。 

B16-7.5.3-CV 
TK130+350 及 TK130+580 兩處邊坡沖刷陷落，雖已暫蓋覆蓋帆布，

惟尚未發包施工，建議儘速辦理永久性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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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編號 建議事項 

B17-7.5.3-CV 
目前邊坡總體檢評估工作，第 II 類 48 處邊坡路段規劃分九年度

計畫內逐段完成維修工程，建議檢討縮短期程。 

B18-7.5.4-CV 
本年度已完成全線隧道段淨空變位初始值量測，建議於規章內增訂

隧道淨空變位管理值，以利風險管控。 

B19-7.5.4-CV 

為長期追蹤隧道結構穩定性與異狀變化，建議高鐵公司將隧道影像

掃描作業納入規章，並按各隧道目視檢查、監測數據、風險等級等

條件，據以研訂各隧道啟動頻率與檢測範圍，納入年度檢查計畫辦

理。 

B20-7.5.4-CV 

隧道段頂拱曾發生混凝土剝落之虞路段，建議高鐵公司加強巡檢頻

率並持續完成修繕，必要時，輔以隧道影像掃描進行襯砌裂縫與異

狀變化比對。 

B21-7.5.4-CV 

西湖二號隧道 TK114+875(E)側壁留有水漬挟帶黃褐色鏽水痕跡，

建議高鐵公司查明發生原因，確認混凝土襯砌背填是否有空洞，適

時辦理必要性處置。 

B22-7.5.5-CV 

110 年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已有進行修正，新城、彰化、旗山斷

層之高鐵結構耐震性能提升雖已依序完成設計並進行施工，建議進

行比較分析是否有符合最新規範規定。 

B23-7.5.5-CV 

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22 年新增車瓜林第一類活動斷層，建議先行

檢視現況之設計標準是否符合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如有必要應

先行進行補強，後續請再儘速依所提規劃期程辦理監測、安全影響

評估及細部設計並儘早發包施工。 

B24-7.5.7-CV 

左營基地主倉庫及車輪鏇削廠之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燈箱已老舊變

色，未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46-5 條之標示

面光度應在 25 燭光（cd）以上規定，建請更換，並檢視其他車站及

基地之燈箱。 

B25-7.5.7-CV 
彰化車站東側雨遮迴廊及站體西南側室外太陽能板屋簷漏水數處，

以及大廳 1F 地坪花崗石顏色變色數片，請速修繕。 

B26-7.5.7-CV 
嘉義車站北上月台屋頂側牆板與玻璃百葉窗交接處及月台屋頂天

溝處漏水，以及北上月台欄杆末端生鏽，請速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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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編號 建議事項 

B27-7.5.7-CV 

左營車站停車場臺鐵側鋼構防火漆剝落、臺鐵側停車場樓梯 1 處地

磚破損，建請修繕，及臺鐵側車道轉彎處路幅較窄行車不易（多次

民眾陳情本案），建議檢討加大外側轉彎半徑，以利車行避免擦撞。 

B28-7.5.7-CV 左營基地之主倉庫 1F 鐵捲門不銹鋼板外殼脫開未閉合，請速修繕。 

B29-7.5.12-CV 

TK227+875 處依監測數據顯示，角變量持續增大且有加速之趨勢， 

且本年度角變量風險等級已由C級提升至A級，另檢視 TK228+030

橋墩樁基礎補強工程辦理情形簡報沉陷量數據， TK227+875 應與

TK228+030 下陷無關，目前無針對該處角變量增大進行原因說明及

後續處置說明，建議啟動原因調查及評估預防性防護工程。 

B30-7.5.12-CV 

北港溪橋段(TK236+730、TK236+765、TK236+835)三處橋梁角變位

量超過設計標準(1/1000)，經高鐵公司說明係因北港溪河床變動所

致，另因北港溪於今年完成施作蛇籠等設施將河床恢復至興建期之

計畫河床高，預期將有改善，惟 TK236+835 未位於深槽段仍持續

沉陷，建議加強監測並啟動原因調查及評估預防性防護工程，避免

情況持續惡化。 

B31-8.1.2-CV 

臺南站之發電機房有發現水管經過，並於水管下方有設置排水盤，

但無銜接至排水管，建議排水盤與排水管銜接，避免水流至電氣設

備。 

B32-8.1.2-CV 

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可產生綠色能源，並降低建築物室內溫度減少

廠房空調耗能。建議在不影響車站及基地維修作業，檢討於適當空

間增設太陽能光電設施。 

B33-8.1.2-CV 
查「給水泵浦月檢」檢查紀錄表之檢查項目重複，建議統一檢討修

訂相關檢查紀錄表。  

B34-8.1.2-CV 
左營基地設置有高壓變壓器之電氣室無空調設備，建議設置空調設

備以利電氣設備之運轉正常。 

B35-8.1.2-CV 

因應北捷新埔站電扶梯失速倒退事件，高鐵公司於 111 年 3 月進行

緊急輔助煞車系統專案檢測，建議將輔助煞車系統電氣迴路列為定

期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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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編號 建議事項 

B36-8.4.2-EM 

因應 DIGI+小組基礎建設分組已由交通部自行列管，雖高鐵已完成

4G 行動通信服務品質改善及列車 WIFI 建置，惟為了解列車 WIFI

提供之服務品質及效益，請高鐵公司持續蒐集高鐵列車 WIFI 每月

平均上網人次、平均上網時間、每月旅客使用 WIFI 百分比等資訊，

另有關列車 5G 通訊服務部分，請高鐵公司持續了解高鐵沿線之涵

蓋率，對於涵蓋不足之處洽請行動寬頻業者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