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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中文摘要
本報告書分為「關於臺北捷運」、「守護捷客」、「綠色運輸」、「關懷生活圈」、「和諧職場」等5

大章節，揭露臺北捷運於經濟、環境、產品責任、社會參與、勞工照顧與人權關注面等永續發展指標的努

力與成果，各相關面向重點摘要如下：

精進經營管理
2014年臺北捷運總收入174.93億元，稅後純益7.09億元，稅後純益率4.21%、每股盈餘0.76元。本

公司雖屬公營營運機構，惟須財務自主及自負盈虧。2014年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

及板南線準點率99.83%，文湖線準點率99.73%。2014年較2013年總車站數成長7站、營運里程數成

長7.9公里、年度總運量與平均日運量成長7%。

守護捷客安全
臺北捷運系統之多重災害演練需求，已明訂於「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以及臺北捷運公司「災害

防救業務執行計畫」。每年臺北捷運系統應辦理超過13場次，2014年總計辦理33場。並結合警政署

（防爆小組）、環保署（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以及地方消防、警察、衛生等單位，執行爆裂

物、毒性氣體洩漏、犯罪攻擊等危安事件演練，促進應變能力與合作默契，落實保障乘客之安全。

永續綠色運輸
臺北捷運以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為己任，將環境議題融入企業營運及管理之中。我們期望在

能源與氣候變遷議題上，扮演更積極角色，提升能源效率。2014年能源強度較2013年降低1.9%，用

水量亦較2013年降低2.43%。另於北投機廠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截至2014年底，總發電量為

168,644千瓦小時，二氧化碳減量89,030公斤，實質效益顯著。臺北小巨蛋於2013年導入能源管理

系統，同年12月獲得ISO 50001驗證，成為臺灣第一家經國際標準組織驗證具能源管理系統的體育場

館。

社會社區共榮
臺北捷運配合政府政策，2014年延續過去回饋社會之主要支出，包含捷運悠遊卡票價8折優惠減少

收入18.79億元及捷運與公車雙向轉乘費用11.88億元，合計30.67億元，其中，轉乘優惠平均每日

約49.4萬人次享受。另2014年本國供應商決標金額比例達98.35%。捷運全系統車站共有5間庇護工

場。2014年12月6日至14日共8天（12月10日休園）兒童新樂園開園邀請弱勢族群兒童、里民、花博

志工、學校團體、媒體記者及其家眷入園進行體驗，約50,612人次參加。

傾聽利害關係人
臺北捷運鑑別6類利害關係人，回收之利害關係人問卷共計390份，並針對供應商進行CSR評鑑，以資

訊揭露的方式實施，受評鑑之供應商計有10家。2014年度民眾對臺北捷運系統整體滿意度為95.8%

，較2013年成長3.6個百分點。未來將持續強化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並針對CSR永續政策的管理方

針（Disclosure of Management Approach, DMA），以PDCA-P計畫（Plan）、D執行（Do）、C

查核（Check）及A處置（Action）四大步驟，訂定目標，追求改善的行動。

照顧員工和諧職場
臺北捷運2014年員工申請育嬰留停結束後之平均回任率為90.5%。2014年投入訓練發展相關費用高

達9,505萬元，總訓練時數為278,998小時，總參與人次為43,249人次。未來將持續營造安居樂業的

工作環境，並以全體員工零事故、零職災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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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introduces the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TRTC）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nclud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duct liability, social participation, labor care and human rights. The summary is as fol-

lows.

Advancements in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The TRTC’s total revenue in 2014 was NT$17.493 billion, and net profit after tax was NT$709 mil-

lion, with a net profit rate of 4.21% and earnings per share at NT$0.76. While the TRTC is a public 

operating agency, it has to be financially autonomous and self-financing. In 2014, Tamsui-Xinyi, 

Songshan-Xindian, Zhonghe-Xinlu and Bannan Lines shared a Punctuality Rate of 99.83% while 

that of Wenhu Line reached 99.73%. Compared to 2013, the total number of stations and op-

erating mileage increased by 7 stations and 7.9 kilometers respectively, while both the annual 

ridership and average daily ridership increased by 7% in 2014.

Transport Safety
The necessity for a multiplicity of disaster drills is stipulated in the Taipei City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Plan, as well as the TRTC’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Operation Plan. The 

TRTC is required to organize no less than 13 drills annually, and in 2014, it indeed organized a to-

tal of 33. The bomb squ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the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specialist 

team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fire, police and health authori-

ties jointly implemented drills for explosives, toxic gas leaks, criminal attacks and various other 

security incidents to improve responsiveness and tacit cooperation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 to 

passenger safety.

Sustainable Green Transport
The TRTC endeavors to evolve into a sustainable“green busin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therefore of central concern in our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e hop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issues, and in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2014, en-

ergy intensity ratio was reduced by 1.9%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while water consump-

tion was also reduced by 2.43% compared to 2013. As of the end of 2014, the Beitou Depot has 

generated 168,644 kilowatt-hours of electricity since the installation of solar power equipment 

on its roof, reducing CO2 emissions by 89,030 kg. In 2013, the Taipei Arena introduce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in December it received an ISO 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

tems Certification by the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making it Taiwan’s first 

sporting arena to receive such certification.

Prospering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n coordination with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TRTC has continuously contributed to society by 

bearing all discount expenses of the 20 percent fare discount that is given to EasyCar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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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bus-metro transfer discounts, respectively costing the company NT$ 1.879 billion 

and NT$ 1.188 billion in 2014, leading to accumulated losses of NT$ 3.067 billion. An average 

of 494,000 passengers make use of the transfer discount per day. Furthermore, the ratio of do-

mestic tender awarding value in 2014 accounted for 98.35%. There are also a total of 5 Sheltered 

Workshops at various stations across Metro system. And for eight days from 6-14 December 

（closed on 10 December）, the Taipei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was open to underprivi-

leged children, local residents, Flora Expo volunteers, school groups, reporters and families of 

the above for a special trial period. Approximately 50,612 visits were made during this time.

The Voices of the Stakeholders
A total of 39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from stakeholders in the six categories iden-

tified by the TRTC. Meanwhile, the supplier CSR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for information dis-

closure, in which a total of 10 suppliers were evaluated. In 2014, the overall annual passenger 

satisfaction of Taipei Rapid Transit System was 95.8%, a 3.6 percentage point increase compared 

to that in 2013. In the future, the TRTC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its stake-

holders, set targets for the Disclosure of Management Approach （DMA）, and follow the pro-

cedure of Plan-Do-Check-Action （PDCA） for improvements.

A Harmonious Workplace
In 2014, the average reinstatement rate of employees applying for parental leave was 90.5%. 

Investment i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mounted to a total of NT$95.05 million in the same year, 

with a total of 278,998 training hours and 43,249 person-time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future, the 

TRTC will continue working on creating a safe, peaceful and delightful workplace, with zero-ac-

cidents and zero-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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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是臺北捷運發行的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2014年是臺北捷運在永續發展的實踐上成果豐碩的一年，站在捷運2.0的起點，我們透過第一本報告

書發行，藉此向所有社會大眾及利害關係人分享臺北捷運永續經營之成果，並且展現我們追求永續發展的

決心。

2009年臺北捷運已正式加入全球已簽署「UITP永續發展憲章」之大眾運輸系統行列，承諾在發展大眾

運輸之同時，推動環境、社會、經濟三方面的永續發展與平衡。

環境面，我們成立節能委員會，從訂定作業方式、部門自主管理、設備設施改善、節能巡查稽核等處

著手，並藉由管理手法減少能源耗用，利用重置契機提升設備設施能源效率，亦持續蒐集業界節能手法，

以精進節能作為減緩環境衝擊影響程度。臺北小巨蛋更於2013年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同年12月獲得ISO 

50001認證。

經濟面，臺北捷運系統的興建及營運，正是紓解臺北都會區長期以來交通問題的一帖良藥，藉此改善

都市動線，活絡都市機能，並且促進都市與周邊衛星市鎮再發展。捷運文湖線、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

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等5條路線，建構出綿密交織的臺北捷運系統路網，配合其他接駁運具，使臺北都

會區民眾享受前所未有的交通便利，更為城市全面提升發揮卓著貢獻。

社會面，人力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我們將建立更開放多元的溝通管道及完善的人力發展機制，凝聚

員工向心力，透過更具激勵效果之升遷考核制度，為公司挹注新血，拔擢內外部優秀人才；而廣大的市民

及旅客是我們營運成長最堅實的力量，我們在持續提供優質運輸服務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讓捷運從單純運

輸功能再進化，開發新服務新市場利基，以捷運2.0的新角色融入民眾生活，並串起世界地球村的理念。

2016年，臺北捷運系統即將迎接20歲生日的里程碑，我們將謹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價值，落實

企業化經營，鞏固本業績效，提供高品質軟硬體服務，並投入附業、轉投資發展，及掌握臺北小巨蛋、貓

空纜車及兒童新樂園之營運契機，追求合理利潤，為公司及利害關係人創造更多機會及效益，進而結合商

業、休閒及文化等不同元素多角化經營，實現集團化發展目標，邁向捷運2.0，放眼永續經營的長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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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的話
臺北捷運自1996年通車以來，累計已提供超過70億人次之運輸服務。一路走來，在5,000多位同仁共

同努力之下，每日平安載運200萬人，為大臺北地區市民營造一個便捷幸福的城市生活。

人口稠密的大臺北地區，公共運輸系統具良好之整合及發展優勢。臺北捷運為都會公共運輸主幹，在

市區串連公車、YouBike及計程車等運具，城際則銜接臺鐵、高鐵、長途客運及即將通車之機場捷運，提供

旅客多元便利之轉運服務。通車營運至今，我們以穩健的步伐逐步踏實，持續為追求帶給旅客最便捷的生

活圈而努力，建立捷運與生活的信賴感與價值感。

我們配合市府各項災防、安全及救援政策，積極推動災害防救業務執行計畫、系統營運可靠度管理專

案、落實系統安全風險管理作業程序等，提供旅客安全可靠之乘車品質，同時，結合行銷策略，促進觀光

發展及消費，成功建立領導品牌形象，讓捷運系統成為城市發展的最重要環節。

遺憾的是，2014年5月21日，板南線發生旅客持刀隨機傷人之事件，為臺灣社會帶來極大衝擊。我們

除了對不幸遇難之旅客表達哀悼、對傷者及家屬表達關懷之外，為提升旅客乘車安全，我們透過增加巡查

人力及見警率、加強工作人員防護配備、提升警消單位無線通訊功能、強化維安處理訓練以及演練等精進

作為，為所有旅客安全做最嚴格的把關，提升全民對臺北捷運及社會治安之信心。

臺北捷運承載著整個大臺北地區每日的運行，與城市相依共榮發展，我們除了在運輸服務品質及行車

安全面向，不斷力求精進與強化外，亦結合社區資源與人文藝術，營造出活潑而優質的新捷運文化，未來

我們更自許深入民眾生活，發揮全方位服務效能，持續依政府交通政策，以整體運輸發展之觀點，透過跨

運具、跨區域與跨系統之整合，提升公共運輸運能及效率，全力配合市府打造臺北成為一個智慧低碳的綠

色城市。

7





報告書審核

本報告書由企劃處彙整編輯初稿後，邀集推動工作小組成員就相關內容與數據校閱與修訂，並由各單

位主管與總經理複核定稿。

報告書查證

為了提升組織報告的透明性與可信賴度，進一步發揮永續發展報告書作為推動組織永續發展管理重要

工具的作用，本報告書公布的所有資訊已由信譽卓著的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

完成查證，符合GRI G4 核心選項（Core）及AA1000保證標準第一類型的精神。BSI查證報告聲明書詳如

附錄四。

報告書發行時間

臺北捷運未來將每2年內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12月發行

聯絡方式

期盼藉由本報告書，讓一般民眾及相關利害關係人更瞭解臺北捷運推動永續發展的努力。如您對於臺

北捷運「2014年社會責任報告書」有任何疑問與建議，請您與我們聯絡。聯絡資訊如下：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處/陳志中 課長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

電話：02-25363001 轉 8632

傳真：02-25117945

電子郵件：chichon@metro.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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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痛的521
2014年5月21日下午一列板南線列車，行經龍山寺站至江子翠站間，發生兇嫌持刀傷害其他旅客事件，

造成4死24傷，震驚全國。對此不幸事件，臺北市政府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處理，竭力慰撫受害旅客及家

屬，希望往生者安息，也使家屬、受傷旅客及社會各界逐步恢復正常生活。

處理與回應
521捷運不幸事件雖為單一偶發的意外事件，卻造成社會動盪、人心惶惶，為此，本公司已進行一連串

軟硬體精進措施，包括建立捷運公司與警消直通專線電話、提升捷運系統內警方無線電通訊功能、增加

捷運系統巡查頻率、加強捷運車站工作人員訓練及演練、強化捷運車站工作人員防護配備與危安處理宣

導等作為，期讓全民逐漸走出此意外事件陰霾，重拾乘車信心。

本公司經檢討521捷運不幸事件處理程序，皆符合緊急應變處理作業，但是為了精進加速緊急通報消防

救護及警察單位，已於雙北市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增設無線電設備，以利接收捷運系統內相關訊息，針

對此不幸事件，本公司相關緊急處理及因應措拖如下：

1.緊急處理及因應措施

◆ 緊急動員慰問協助

本公司成立單一窗口進行探視及慰問，發給慰問金、濟助金及協助保險理賠，並結合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民政局及保險公司資源，協助家屬辦理醫療、喪葬、法律諮詢或心理輔導等善後事宜。

◆ 民眾心理諮商服務、被害人就業或勞工權益，及亡者子女及傷者就學等事宜

由衛生局、勞動局及教育局等單位，提供受傷旅客以外民眾心理諮商服務，協助被害人就業或勞工

權益事項諮詢追蹤，及協助亡者子女及傷者就學等相關事宜。

2.維安精進與預防性作為

◆ 增加巡查人力，提高捷運系統見警率

除增派車站保全人員、臺北市及新北市警察局加派警力加強維護外，役政署2014年9月撥派200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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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役男協助捷運維安勤務，警察局亦成立交通義勇警察大隊捷

運中隊，投入人力協助維護旅客安全。

◆ 加強車站工作人員防護配備

各車站值班站長、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

南線列車司機員及文湖線列車隨車站務員，皆增配防狼噴霧

劑，保全人員增配警棍。

◆ 提升與警察及消防單位無線電通訊功能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行控中心設置直通專線，直通捷運警察隊、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等單位，文湖線行控中心亦設置專線，直通捷運

警察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另於雙北市警察局勤務中心設置捷運無線電固定臺，並提供

警方使用捷運系統無線電手機。

◆ 加強維安處理訓練及維安演練

安排捷運警察教官對站務、保全人員、司機員及車站販賣店商家進行維安處理訓練，增加捷運系統

維安事件及大量傷患救護處理演練頻次，強化本公司與消防、衛生、警察等單位之協同應變能力及

合作默契。此外，各捷運站設置AED及急救箱，所有服務人員均完成「急救人員」與「CPR+AED

操作」訓練。

◆ 加強安全宣導

透過車站月臺電子多媒體顯示系統（EMDS）、旅客資訊顯示系統（PIDS）、海報及燈箱進行安全

資訊宣導。

3.走出傷痛，回歸平靜

◆ 辦理音樂會撫慰人心

自2014年6月14日至7月6日連續4個周末，陸續於忠

孝復興站、臺北車站等站舉行「傾心關懷 以愛相挺 — 

Love捷運音樂會」，透過音樂溫柔力量，傳頌人心互相

關懷的美好。

◆ 江子翠站關懷祈福卡片展

2014年7月6日至7月31日於江子翠站藝文廊，由熱心民

眾志工佈置展覽，展出近千張民眾自發撰寫之祝福圖文

小卡片，展現民眾彼此鼓勵的溫暖力量。

1111



1212



Highlights

1.關於臺北捷運 / 1.1臺北捷運簡介 1.4傾聽與回應利害關係人

1.2 營運概況 1.5供應商管理

1.3公司治理

13





1.1 臺北捷運簡介
臺北都會區繁榮發展，人口及車輛快速成長，如同其他國際大都會一般，面臨諸多交通問題亟待解

決，臺北捷運系統的興建及營運，正是紓解臺北都會區長期以來交通問題的一帖良藥，藉此改善都市動

線，活絡都市機能，並且促進都市與周邊衛星市鎮再發展。

2014年，松山線通車，臺北捷運系統回歸棕、紅、綠、橘、藍（捷運文湖線、淡水信義線、松山新

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5條路線，四通八達的捷運路網、分散多元的轉乘模式，讓大臺北公共運

輸邁入新的紀元。

臺北捷運以提供旅客「安全、可靠、親切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為使命，並以「顧客至上，品質第

一」為經營理念，更堅持以「人本運輸精神」，結合其他運輸工具，推廣大眾運輸服務，達成完整的交

通運輸網。此外，建立高品質的企業管理制度、健全財務規劃與管理、積極經營附屬事業與其他轉投資

事業等工作，都是公司朝向全方位發展的努力。

臺北捷運除了在運輸服務品質不斷力求精進外，亦結合社區資源與人文藝術，營造出活潑而優質的

新捷運文化。未來，將配合民眾需求，持續提升服務品質與改善軟硬體措施，藉由積極參與國際學會活

動，建立標竿學習管道，提供全方位優質服務，致力達成零事故率目標，實現「臺北捷運、世界一流」

願景，並藉此促成臺北民眾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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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設立日期 1994年7月27日

董事長 賀陳旦

員工總數 5,644人（不含工讀生）

總部位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

1.1.1 業務內容
運輸本業

捷運系統營運

臺北捷運松山線（西門站-松山站）於2014

年11月15日通車，營運長度增加7.9公里，

營運總長度為129.2公里、營運站數為116

站。2015年7月6日頂埔站-永寧站通車後，營

運長度增加1.9公里，目前臺北捷運營運總長

度為131.1公里、營運站數為117站。

附屬事業

廣告

地下街

車站販賣店

轉乘停車場

移設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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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事業

貓空纜車

臺北小巨蛋

兒童新樂園

轉投資事業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捷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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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參與組織與簽署憲章

參與組織
本公司積極參與軌道運輸相關學協會組織與活動，汲取營運、管理及技術面最新資訊引領企業發

展，並進而提升能見度，包括以下組織：

■ CoMET/Nova國際聯盟活動

臺北捷運自2002年起加入國際組織Nova軌道運輸標竿聯盟，2010年運量達5億人次以上，2011

年9月晉升至CoMET會員，聯盟會員包含全球重要捷運系統如倫敦地鐵等，透過聯盟活動進行交

流學習，與世界各重要城市地鐵營運單位進行經驗分享，互相學習與追求卓越。交流方式包括重

要績效指標之標竿學習、營運經驗交流問卷、個案研討及年度會議等。

■ 參與學協會及國際交流活動

透過參加國內外學協會年會、研討會、演說及參訪，增進主管及同仁專業知能，並與軌道同業或

交通運輸專業人士進行交流，汲取寶貴經驗，提升維修技術水準及經營管理效率，作為營運發展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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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運概況
1.2.1 財務表現

2014年監察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財務查核後，總收入174.93億元、總支出166.51億元，稅後純

益7.09億元，與2013年稅後純益7.18億元約當，稅後純益率4.21%、每股盈餘0.76元，而盈餘主要來自

於附屬事業及業外利益的挹注。另配合政府政策，2014年延續過去回饋社會之主要支出，包含捷運悠遊

卡票價8折優惠減少收入18.79億元及捷運與公車雙向轉乘優惠費用11.88億元，合計30.67億元。

公司財務資訊摘要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4年較2013年增幅

營業收入 14,938,455 15,797,463 16,845,239 6.6%

營業成本 11,933,535 12,839,094 14,141,055 10.1%

營業毛利 3,004,920 2,958,369 2,704,184 -8.6%

營業淨利 542,044 459,659 214,058 -53.4%

稅前純益 885,073 844,456 842,353 -0.2%

本期純益 708,972 717,962 709,156 -1.2%

繳交政府稅款 661,164 625,267 671,138 7.3%

註：1. 政府稅款為各年度營業稅及稅捐與規費之合計數

        2. 2014年與2013年營業淨利差異較大主要係因2014年重置租金較2013年高約4億元。

雙向轉乘優惠
配合臺北市政府鼓勵大眾運輸政策，本公司持續實施捷運與公車雙向轉乘優惠措施，2014年平均

每日約49.4萬人次享受轉乘優惠。自2002年起雙向轉乘優惠費用由本公司全額負擔，2014年支付

11.9億元，累計已支付130.3億元。

財政補助
本公司屬公營營運機構，政府投入股本佔99.64%，捷運本附業經營須財務自主及自負盈虧，惟受

託經營事業之貓空纜車及兒童新樂園，2014年營運虧損77,142仟元及83,779仟元，係由臺北市政

府進行補貼，2014年另享有投資抵減稅額648仟元。多年來我們穩定經營，除了持續獲利及財務健

全外，也依法誠實納稅。雖然未來的經營環境充滿挑戰，但我們仍將持續專注本業，並強化多角化

經營，創造新市場利基，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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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運輸本業

車站總數與營運里程
2014年較2013年總車站數成長7站，營運里程數成長7.9公里。

整體運量
2014年較2013年年度總運量與平均日運量成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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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水準
2014年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準點率99.83%，文湖線準點率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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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空纜車運量

1.2.3 受託事業
臺北捷運受託營運事業中，貓纜2014年虧損較2013年減少2,145萬元，臺北小巨蛋結餘較2013年

成長636萬元。兒童新樂園於2014年開園，年度總收入為1,387萬元。

受託事業財務表現
單位：新臺幣仟元

貓空纜車 2013年 2014年

貓纜營業總收入  122,303  143,407 

貓纜營業總支出  220,897  220,549 

虧損 98,594   77,142 

虧損補貼數  98,594   77,142 

臺北小巨蛋 2013年 2014年

臺北小巨蛋營業總收入  371,443  374,449

臺北小巨蛋營業總支出  316,270  312,918

結餘  55,173  61,531

契約繳納數  106,557  111,886

兒童新樂園 2013年 2014年

兒童新樂園營業總收入 --  13,874

兒童新樂園營業總支出 --  97,653

虧損 --  83,779

虧損補貼數 --  8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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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使用狀況
2014年臺北小巨蛋使用率93.42%，較2013年成長1.37個百分點。

兒童新樂園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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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轉投資事業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實收資本額為8億8,000萬元，本公司持股27.49%為最大股東。其主要營業項目為一般投資業，轉

投資公司有悠遊卡公司（持股100%）、捷邦管理顧問公司（持股6%）、點鑽整合行銷公司（持股

40%）、群信行動數位科技公司（持股13.3%）、臺灣行動支付公司（持股1.1%）。2014年稅後

純益約為1億5,156萬元，本公司依股權認列投資收益約4,166萬元。

捷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實收資本額為5,000萬元，本公司持股20%為最大股東。該公司為專業之大眾運輸管理顧問服務公

司，成立以來已提供國內外軌道系統業者多項技術顧問服務。2014年辦理蘇州市軌道交通集團、瀋

陽地鐵集團、西安市地下鐵道集團及無錫地鐵集團等培訓服務案。

1.3 公司治理
1.3.1 組織架構與運作

本公司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7條規定，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由董

事會推選具交通運輸或企業管理之專業人士擔任，並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公司董事會為業務經營決策機構，決定經營決策，並負監督執行及經營成敗之責。本公司總經理

為業務決策之負責執行人，並對市府所核定之經營目標、政策、計畫及董事會所決定之經營決策暨法定

預算負有效執行之責。

臺北捷運公司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機構，由產、官、學各界專業人士組成。董事會為業務經營決

策機構，決定經營決策，並負監督執行及經營成敗之責。2015年本公司特於董事會下獨立成立「組織及

考評委員會」及「策略委員會」等兩功能委員會，並由董事兼任委員，針對公司組織及策略發展等重大

議題先行討論後，再提送董事會議審議，以強化董事對公司營運發展之參與與監督，健全公司治理，目

前董事會設有15席董事（男性13名，女性2名），任期為3年，分別具有交通運輸、財務及人事管理、

建築景觀等專長，以確保董事會決議之專業性及客觀性。另因臺北捷運公司相當注重員工權益，為使董

事會所作決議亦能獲得員工支持，故設有2席勞工董事，由臺北捷運公司企業工會選舉代表擔任，使員

工代表對於公司重大議題之形成均有一定了解且能參與決策，成為員工與公司間溝通之橋梁。臺北捷運

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之規定設有5名監察人，負責公司業務與財務狀況之審查，以及對公司會計之審計

等。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由董事會委任之，下轄18個處室，包括企劃處、站務處、行車處、車輛處、系統

處、電機處、工務處、財務處、事業處、資訊處、人力處、供應處、工安處、中運量運輸處、行政處、

法務室、會計室、及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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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職責
臺北捷運公司董事會必須監督公司是否依法行事、財務資訊公開並即時揭露重要訊息等。公司董事

會主要責任為監督及指導經理部門之重大策略方向。經理部門必須每季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公司營運

狀況、重要經營課題（如預算編修訂、公司組織調整、票價優惠政策、年度事業計畫及其他重要議

題等）及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並對董事會研提公司未來之策略方向，董事會則負責評估策略成

功的可能性、檢視執行進度以及策略調整建議。

臺北捷運公司董事會具選任與提名高階經理人的職責，並授權經驗豐富的經理部門發展企業社會責

任及永續發展等策略議題，以及執行涵蓋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面向的行動計畫，並負責每年最終

的成果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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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與股東結構
臺北捷運系統係由本公司向財產所有機關臺北市政府以訂定租賃契約方式承租經營，資本額與股東

結構詳下表。

資本結構及財務狀況：

依臺北捷運公司章程第5條規定，登記資本額新臺幣100億元，分為10億股，每股票面金額為新臺

幣10元，分次發行，實收資本額為93億5,410萬元，其中臺北市政府出資73.75％，其他股東出資

26.25％。

董事會

職稱 性別 姓名 單位

董事長 男 賀陳旦 臺北捷運公司董事長

董事

男 黃台生 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系副教授

男 張勝雄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教授

男 蘇建榮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

女 林麗玉 臺北市政府參事

男 張澤雄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男 懷  敍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處長

男 詹宏志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公司董事長

男 林盛豐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男 顏邦傑 臺北捷運公司總經理

男 簡志安 臺北捷運公司助理工程師（勞工董事）

男 簡宗宏 臺北捷運公司股長（勞工董事）

男 周永暉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

女 吳慧玲 交通部總務司司長

男 王聲威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監察人

男 陳武正 開南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榮譽講座教授

男 脫宗華 臺北捷運公司監察人

男 陳錦村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授

男 羅孝賢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副教授

男 趙紹廉 新北市政府顧問

董事會成員：30~50歲2人；50歲以上18人

資料日期：2015年9月15日

29



資本額與股東結構
股東名稱 總投資金額（元） 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 6,898,247,860 73.75

交通部 1,603,560,000 17.14

新北市政府 818,483,750 8.75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3,407,500

0.3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3,6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3,630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3,630

合計 9,354,100,000 100

1.3.2 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管理

內部控制制度
一、本公司依據行業特性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修訂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將經營活動劃分為10大循環及2項作業。

二、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管理階層所設計、董事會通過，並由董事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

過程，其目的為合理確保下列3項目標之達成：

（一）營運之效率及效果（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二）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

（三）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三、於風險管理方面，本公司除逐一評估各控制作業之風險等級外，針對具中高級風險之作業加強

查核與管理，據以確保控制作業之有效性。

氣候變遷防汛管理
每年於防汛期間內（5月至11月）針對所屬防颱防洪設備（風速儀、水密門、檔板及搶修用具）進

行檢查，並於接獲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豪大雨警戒及相關防範之簡訊通知時，維修人員應進行相關設

備檢視。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臺灣北部或東北部海上颱風警報或臺北地區超大豪雨警報時，各防颱防洪設備維

護管理單位針對所屬防颱防洪設備須進行相關功能測試。

風險控制管理與遵守法規
本公司採用全面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以清楚辨認、衡量並控制本公司所有各種風險：

金融面：包含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現金流量風險。

硬體設施：有系統安全管理制度、系統安全風險管理。

資訊安全：有關網路防火牆和網路設備監控機制，以及全面性的防毒軟體佈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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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險管理
有關資金調度、匯率、利率等可能產生之風險，本公司財務處以專案小組形式定期追蹤討論，並依

「資金管理與運用要點」及相關投資原則規範各項財務操作之授權及管控機制。

本公司為能有效控管各種市場風險管理目標，以達到最佳化之風險部位、維持適當流動性部位及集

中管理所有市場風險，係經適當考慮經濟環境、競爭狀況及市場價值風險之影響下，達到最佳化之

風險部位、維持適當流動性部位及集中管理所有市場風險。

目前本公司關鍵風險為營運風險，本公司2014年捷運本業收入占總收入84%、支出占總支出94%

，平均每延人公里收入2.64元、支出2.80元、每延人公里虧損0.16元，2014年本業部分仍延續過去

收支趨勢：每延人公里收入增幅低於其成本增幅，故營運路線越長其虧損數就越大。其他如信用風

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等，為了達成風險管理之目標，本公司採取

之控管策略，於本公司定期年報有細部的說明。

硬體設施風險管理
一、系統安全管理制度：

臺北捷運系統之興建，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負責，在嚴格的系統安全規範下，透過完整的

安全測試驗證，並依法經交通部履勘後，由本公司接手負責營運管理；惟本公司仍須面對各種

系統安全可能發生危害之風險，主要包括系統設施設備故障（如列車、號誌系統、軌道設施

等），天然災害（如風災、水災、地震、雷擊等），人為蓄意破壞威脅（如縱火、爆裂物、持

械傷害等）。因此，本公司已設置專責處室，由本公司工安處綜理品質、災害防救與系統安全

管理相關事務；本公司之系統安全管理，即係奠基於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深化各項預防性

與矯正性安全管理機制，並以PDCA作業循環，持續精進改善。

二、系統安全風險管理：

臺北捷運系統安全風險管理，始自興建期間之系統保證作業，進行各類危害分析；捷運通車營

運後，本公司依營運環境特性訂定系統安全風險管理作業程序。內容專注於系統安全相關危害

之控制，並符合品質政策中「安全」之承諾。

另就設備維修安全關鍵項目、設備變動管理等預防性作法均制定相關作業規定以作為維修單位

作業之依據。定期召開技術會報，就運轉異常事件進行檢討、對有影響營運風險之維修及工程

進行風險控管。此外，規劃每年的多重災害模擬演練計畫規範各項演練主題，以減低災害發生

的影響。並制定事故通報流程及事故檢討報告規範，以作為運轉單位之依循。

資訊安全風險管理
本公司每年訂定「資訊安全宣導計畫」，就資訊安全之法令規定、人員操作與管理、硬體與網路防

護、駭客防治、資料保護、軟體使用等主題進行宣導，以淺顯的說明搭配實際案例，宣導最即時的

資訊安全防護重點。為求落實個人資安防護，每年亦遵循公司要點訂定「電腦保密及資訊安全稽核

作業實施計畫」，以稽核手法強化各單位資訊安全管理，防範公務機密洩漏及人為破壞，確保資

料、系統、設備及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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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行建置的網路防火牆和網路設備監控機制，以及全面性的防毒軟體佈設，還特地委由專業資

安廠商提供「系統及網頁弱點掃描」、「社交工程演練測試」以及「網頁瀏覽過濾」之管理服務。

為有效落實資安作為，由資訊處處長每季召開「資訊安全管理會議」，針對公司電腦系統之網路

流量監測、入侵偵測、病毒報告、弱點掃描及社交工程演練結果分析檢討，藉以加強同仁之資安

意識，確保資訊安全作業環境。每年則由資安長主持「資訊安全管理會報」，審視公司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及各項資安工作執行情形。本公司「系統電腦及機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亦年年通過

ISO 27001標準之驗證。

1.3.3 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積極反貪以弊絕風清
本公司採購案適用政府採購法，透過公平公開之程序，杜絕圖利特定廠商、不法利益輸送之可能發

生，同時對易滋生廉政風險之業務加強監督查核：

一、事前預防機制

依金額級距或廠商提出異議、調解、申訴等易生爭端之採購案件加強監督機制，並專案辦理不

定期履約狀況查核，實際瞭解現場執行情形。

二、事中追蹤查證

積極查察不法並慎密蒐集貪瀆案件資料，俾求勿枉勿縱。定期追蹤重大工程案件之辦理進度，

針對上級交查或檢舉之案件進行調查，經查如涉貪瀆刑責或一般非法案件，函移檢調機關偵

辦；查察結果僅涉行政責任者，依公司人事規章辦理。

三、事後分析宣導

將採購發生之錯誤態樣、現場查核結果等政風工作狀況彙整後，於廉政會報議程報告，作為案

例宣導。2014年已辦理廉政會報供各單位改善參考，俾利採購作業流程改善，抑制貪瀆不法之

情事發生。

諮詢與舉報管道
本公司設有政風室，辦理政風法令宣導、貪瀆預防及肅貪、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機關安全維護、公

務機密維護等事項，員工如遇與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人請託關說、受贈財物、飲宴應酬及政風相關問

題，可透過內部文件管理系統查詢或來電政風室詢問。

如欲檢舉公司人員涉有貪瀆不法，得以傳真（02-25117956）、郵寄方式（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

2段48巷7號5樓 政風室）向政風室舉報。

為確保公司之採購承攬廠商有公開適當之溝通管道，於招標採購案之投標須知中公開敘明檢舉及申

訴方式；公司設置之客服中心供民眾來電，亦可透過臺北市政府設置專線1999、市政信箱陳情檢

舉。

落實廉能誠信-從業倫理
本公司依據「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要求從業人員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依法執行業

務，以確保民眾對公司從業人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本規範之重點內容包括請託關說、受贈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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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飲宴應酬等，另針對因公務目的舉辦餐敘或其他活動、避免涉足不妥當場所、避免與有職務上利

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等亦訂有明確規定。

本公司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落實要求員工遵守下列規範，並皆按月依規定辦理獎懲，如有

具體績效或貢獻者，皆核予適當獎額並加發獎金，以資鼓勵；如有違反者，予以適當懲戒，並減發

獎金，以資惕勵：

■ 致力提升系統可靠度，以提供高品質運輸服務

■ 落實車站服務作業規範，以提供面對旅客之優質服務

■ 檢舉並協助偵破犯罪案件或當場逮捕現行犯，以確保旅客安全，並避免公司遭受損失

■ 戮力完成交辦業務，為公司爭取榮譽，提升企業形象

■ 不從事任何可能造成公司損害或損及公司形象之行為

廉潔教育訓練
新進員工及新任主管須接受有關員工操守及廉潔相關之訓練課程，強化員工廉潔守法之觀念，避免

因法令認知不足而誤觸法網。每年定期舉辦「政風法令宣導訓練班」，並利用電子公佈欄系統、海

報與車站跑馬燈，持續進行廉政議題之宣導，以提升員工及社會大眾之法紀知能。2014年開辦新進

人員訓練班、新任主管訓練班、政風法令宣導訓練班等共計14個班期，參訓人數904人次。另舉辦

採購法令宣導暨廠商座談會，以增進法令知識、建立良好溝通互動，並回收不記名問卷，調查廠商

意見提供公司採購暨廉政業務參考。

遵守法規
為建立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之內部機制，透過公司設立公告系統宣導，本公司設有獨立之法務部門

提供員工承辦業務涉及法律爭議時之徵詢管道，以強化組織合法行為及誠信機制，此外，員工生活

法律問題，也透過電話或面洽方式之徵詢機制，提供員工面臨法律不知所措之解決途徑，有效促進

員工工作之穩定性，而法務部門對於徵詢內容予以保密。

臺北捷運系統之經營管理主要是依據「大眾捷運法」來辦理，各項涉及經營績效、旅客服務等事

宜，則依據該法另訂有「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來管理實務運作及各項旅客

服務品質之監理。臺北捷運各項服務措施，依據大眾捷運法第28條規範，本公司須擬定服務指標，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另依「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每年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

會邀集學者、專家及府內相關單位等定期檢查，檢查本公司經營績效及服務水準。各項指標目標值

亦會每年檢討，提送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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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傾聽與回應利害關係人
1.4.1 CSR永續發展管理

2014年臺北捷運以「提供安全、可靠、親切的高品質運輸服務」為使命，並以「臺北捷運、世界一

流」為願景，秉持「顧客至上、品質第一」的經營理念，兼顧「經濟面」、「環境面」及「社會面」之

各項政策及作為，致力完成系統穩定營運及永續經營之目標。

1.4.2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本公司訂定「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重大考量面鑑別計畫」，評估利害關係人議題關注度及議

題對公司營運衝擊之影響程度。

藉由CSR報告書推動工作小組各部門主管及同仁內部討論與回饋，並參考同質性機關CSR報告書所

鑑別出之利害關係人群體，鑑別出員工、商業夥伴（供應商）、政府/主管機關、旅客、社區居民、股

東等6類別利害關係人。在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部分，本公司透過「問卷發放」瞭解其議題關注度，而

旅客/社區居民類別，則由直接面對旅客及社區居民之相關處室指派代表開會討論，就其平日顧客關係

管理經驗，累積對旅客與社區居民之了解，共同評估旅客/社區居民之議題關注度。而營運衝擊之影響

程度部分，則由公司高階主管填寫問卷進行評估，整合兩者分析結果，將關注度高且衝擊度高之考量

面，於本報告書揭露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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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重大考量面分析與回應
臺北捷運把溝通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先建立完整對外溝通資料，第二階段則回歸到影響內部策

略，擴大多元性、包容性進行意見收集，望能轉化為互動性利害關係人溝通，將對外部意見進行更細緻

的收集，並藉由分析優先順序，以期能逐步協調出內外共利的模式。

本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中導入重大性分析，希望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模式，鑑別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興趣的永續議題及公司經理人對該議題衝擊公司永續經營的程度，作為報告書資訊揭露的參

考基礎，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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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重大性排序
重大考量面

1. 產品與服務標示 8. 反貪腐 15. 法規遵循（社會面）

2.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9. 勞資關係 16. 採購實務

3. 法規遵循（產品責任） 10. 法規遵循（環境面） 17. 勞僱關係

4. 職業健康與安全 11. 當地社區 18. 教育與訓練

5. 顧客隱私 12.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19. 保全實務

6. 經濟績效 13. 行銷溝通 20. 排放

7. 間接經濟衝擊 14. 能源

次要考量面

21.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30. 水 39.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22. 廢污水及廢棄物 31. 原住民權利 40. 評估

23. 強迫與強制勞動 32. 不歧視 41.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24.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33. 交通運輸 42. 原物料

25. 市場形象 34.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43. 投資

26. 整體環境投入情況 35.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44. 童工

27.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36. 產品及服務 45. 供應商人權評估

28. 女男同酬 37. 供應商環境評估 46. 生物多樣性

29. 反競爭行為 38. 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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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後之重大考量面排序、管理方針揭露章節與邊界分析

註：符號☉代表重要（material）、有實質影響，且有揭露於本報告書；○代表重要、有實質影

響，規劃揭露中

排
序

重大考量面
管理方針
（DMA）
揭露章節

組織內 組織外

臺北
捷運

貓空
纜車

臺北
小巨蛋

兒童
新樂
園

供應商
旅客
社區
居民

政府 
機關

股東

1 產品與服務標示 2.守護捷客 ☉ ☉ ☉ ☉ ○ ○ - -

2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2014年重大事件
回應

2.守護捷客
☉ ☉ ☉ ☉ ○ ○ - -

3
法規遵循

（產品責任）
1.3.3廉潔誠信，
         恪守法規

☉ ☉ ☉ ☉ ○ ○ - -

4 職業健康與安全
5.和諧職場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 ☉ ☉ ☉ ○ - - -

5 顧客隱私 4.關懷生活圈 ☉ ☉ ☉ ☉ ○ ○ - -

6 經濟績效 1.關於臺北捷運 ☉ ☉ ☉ ☉ ○ - ○ ○

7 間接經濟衝擊 4.關懷生活圈 ☉ - - - - - ○ ○

8 反貪腐
1.3.3廉潔誠信，
         恪守法規

☉ ☉ ☉ ☉ ○ - ○ ○

9 勞資關係 5.和諧職場 ☉ ☉ ☉ ☉ ○ - - -

10
法規遵循

（環境面）
3.綠色運輸 ☉ ☉ ☉ ☉ ○ - - -

11 當地社區

2.守護捷客 

3.4降低環境衝擊之
      持續努力

4.關懷生活圈

☉ ☉ ☉ ☉ ○ ○ - -

12
環境問題
申訴機制

3.綠色運輸 ☉ ☉ ☉ ☉ ○ - - -

13 行銷溝通
1.3.3廉潔誠信，

         恪守法規
☉ ☉ ☉ ☉ ○ ○ - -

14 能源 3.綠色運輸 ☉ ☉ ☉ ☉ ○ - - -

15
法規遵循

（社會面）
1.3.3廉潔誠信，
         恪守法規

☉ ☉ ☉ ☉ ○ - - -

16 採購實務 1.5供應商管理 ☉ ☉ ☉ ☉ ○ - ○ ○

17 勞僱關係 5.和諧職場 ☉ ☉ ☉ ☉ ○ - - -

18 教育與訓練
5.和諧職場

5.5.1訓練系統
☉ ☉ ☉ ☉ ○ - - -

19 保全實務 5.8保全訓練實務 ☉ ☉ ☉ ☉ - - - -

20 排放 3.綠色運輸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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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管理政策

在供應鏈管理體系中，本公司希望透過與往來供應夥伴的承諾及緊密合作，有效管理往來物流、資

訊流、金流等各項工作，創造服務價值，取得顧客及供應商信賴，創造公司、顧客及供應商三贏利

基。

一、 供應商應依勞基法及相關法令落實、保障其員工之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等之勞工權益。勞務契

約訂有供應商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落實勞工權益相關規定，如：訂定勞動契約、休

假、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或違反勞動基準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之相關規定。另於履約階段，契約亦訂有抽訪供應商勞工機制，以保障供應商勞工之權

益。若本公司發現供應商未依契約執行或違反「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情節重大者，通知

供應商限期改正並依契約規定計罰，同時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經通知改正而未改

正，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以書面通知供應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

二、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與我國「勞動基準法」均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滿15歲之童工；我國勞基法

更進一步規定15歲以上未滿16歲之童工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若供應商有違反法令

或契約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以書面通知供應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必

要時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三、 本公司所簽訂之勞務派遣採購契約中，均規範廠商應遵守相關勞動法令，確保勞動派遣員工確

實享有勞動法令之保障。

採購管理
本公司為公營事業，在新建及修建設施設備之工程採購、材料、設備及機具財物採購或專業服務、

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營運管理、維修服務之勞務採購等供應商選擇，均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

理招標，經審查皆為合法設立、依法納稅、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及非拒絕往來戶之供應商。

本公司於2014年度決標案件如下表所示。本公司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採購，2014年本國供應商決

標金額比例達98.35%。

2014年供應商案件及金額

供應商類別 採購案件數 採購金額 採購占比

工程 54件 46,665萬元 8.21%

勞務 607件 376,101萬元 66.17%

財物 374件 145,643萬元 25.62%

合計 1,035件 568,41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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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CSR評鑑結果分析
本公司依據採購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與上級機關（臺北市政府）之各類採購契約範

本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訂定契約範本，且履約過程中納入供應商評鑑、定期查核作業；另

屬勞動派遣及類似勞動派遣之採購案件，本公司亦依契約規定定期訪談供應商員工，若查有勞工權

益受損時，則限期請供應商改正，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以強化企業社會責任。2015

年臺北捷運首次導入供應商CSR自評問卷，先期了解供應商是否能自發性的持續改善，負起企業社

會責任。

本公司將供應商區分為工程、財物及勞務供應商三種類別；2015年首先針對2014年10家進行供應

商自評問卷評核，評核結果依獲得分數分為優良、合格、待改善三個等級，10家供應商之整體CSR

評鑑結果中，優良的廠商20%，合格的為60%，待改善的供應商約20%。自評之10家供應商中，計

有2家已發行CSR相關報告。本公司將參酌評分結果，做為未來供應商管理、改善之參考，與供應

商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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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2.守護捷客 /  2.1安全與管理

2.2災害管理應變及演練

2.3其他捷運安全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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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與管理
內部安全管理

內部安全管理，包括事故災害的事前預防與事後矯正相關作業，奠基於ISO 9001品質管理環境，持

續運作改善。2014年10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至捷運系統、纜車系統、臺北小巨蛋、附屬事業及北

投會館進行評鑑，評鑑結果均符合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驗證標準。

在事前預防管理，本公司已訂定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對外，促使本公司得以融入政府總體防救

災體系內配合支援運作；對內，作為營運事故災害的整體防救應變作業綱領。實務上，以辦理多重

災難模擬演練方式作為精進手段。各場站除每年上、下半年辦理消防自衛編組演練外，並因應系統

故障、天災、人為破壞等情境，辦理複合型災難模擬演練。本公司並推動系統安全風險管理作業，

經由辨識登錄營運過程可能潛藏的危害（Hazard）進行風險評估，推動各項風險處理措施。

在事後矯正管理，本公司依法規要求辦理事故通報、檢討、改善、呈報與統計分析，並自2004年

起，每年推動「系統營運可靠度管理」專案，以國際通用代表系統營運可靠度之指標「每發生一次

延誤5分鐘以上事件之平均行駛車廂公里數」（mean car-kilometers between service-delay fail-

ure of more than 5 minutes（MKBF），此數值越高，代表系統營運可靠度越高），訂定公司總

管理目標，並分配到線上作業部門責任管理目標，自本公司決策管理階層、專案管理部門以及各線

上作業部門，循「督」、「管」、「辦」分層分工貫徹專案，每周定期檢討專案目標達成狀況，務

求落實執行。2014年系統營運可靠度指標MKBF為416萬3,734車廂公里，為歷年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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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臺門建置
臺北捷運初期路網，除原木柵線12個車站採全罩式的月臺門設計外，其餘淡水線、新店線、中和

線及板南線系統車站均未設置，考量月臺門可增加旅客安全保障，並減少可能造成之系統延誤，讓

安全與品質皆向前邁進一大步，本公司自

2006年起針對未設置月臺門的58個車站辦

理月臺門增設工程，2014年陸續啟用古亭

站、中正紀念堂站、忠孝敦化站及龍山寺

等4個車站，累計已完成13個車站增設，並

規劃於2018年底前分階段完成全部車站之

月臺門建置作業。

優化電聯車
為提升電聯車服務品質，保障營運安全，2014年辦理以下電聯車升級作業：

一、 301型推進系統重要電路板預防檢修專案，降低板件故障率，提升運轉品質增進列車安全。

二、 301/371/381型電聯車車門導槽改善專案，有效提升民眾車門進出安全。

三、 371型電聯車之錄影系統進行系統功能擴充更新，於2014年規劃2015年開始更新24列電聯車

之列車錄影系統，預計2018年全數完成。列車更新後效益：

（一）提升列車安全防護：每車廂之車廂攝影機由2組增設為4組，使371型電聯車錄影系統可

全面全時監控及紀錄車廂內所有區域狀況，使司機員於列車發生事件時，可更迅速查看

現場狀況，無須再調整車廂攝影機角度，使列車車廂內安全防護範圍更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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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時反映突發事件：每車廂增設4組對講攝影機，當旅客按壓旅客緊急通話按鈕，使列車

錄影系統與旅客緊急通話器連動時，司機員可以清楚看到該名旅客及週遭環境，能充分

掌握現場動態，加速處理程序。

（三）清晰畫面釐清事故原因以利後續改善：藉由更新371型電聯車錄影系統，提升錄影影像解

析度，由原有34萬畫素提升至200萬畫素，使錄影影像更為清晰，可有效釐清事件發生

因素，以利後續改善措施。

四、 另文湖線電聯車每節車廂除配置有2具緊急對講機，及2具監看車廂內之攝影機，2014年並於

電聯車駕控臺增設新型行走輪胎壓偵測顯示器、增設全程同步錄影系統及VAL256型電聯車空

調及空壓機重置等，提升列車可靠度。

系統安全設備

註：本公司相關安全設備之使用資訊均公告於公司網站：http://www.metro.taipei/

行控中心運轉調度與監控
臺北捷運目前設立兩個行控中心，其一位於交九行控大樓，另一位於內湖機廠，為捷運系統運轉管

理核心，負責「運轉調度與監控」、「緊急處理與應變」及「訊息彙集及傳遞」等任務。行控中心

依任務不同設置多種席位控制員共同輪值，期能多方協調和安排運轉任務，異常時快速應變及通

報，以發揮系統運轉中樞管理效能，維持捷運高品質服務。

行控中心範圍及席位配置
單位位置 管轄範圍 席位配置

交九行控中心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

板南線、新北投支線、小碧潭支線
共有7種席位，
採三班輪值。

內湖機廠行控中心 文湖線
共有6種席位，
採三班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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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錄影系統監控平臺建立及設備更新
為有效整合捷運路網錄影監控系統，確保其更相容於數位影像處理之主流科技並兼顧後續建置之設

備擴充性，2012年完成各捷運車站開放式影像監控平臺之建置。另為提升整體錄影系統影像品質，

分階段進行捷運車站錄影系統與網路設備更新作業，截至2014年底已陸續完成38個捷運車站建置

作業。

緊急醫療設施
為創造安全衛生之搭乘環境，本公司各營運場站皆設置有急救箱及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設

備，強化到院前緊急醫療，並完成所有第一線服務人員急救訓練。2014年在職急救人員訓練班（含

AED）訓練人數1,369人。

旅客安全與貼心服務

博愛識別貼紙

搭乘捷運有座位需求的旅客，大多為老人、孕婦、身心障礙者或身體不適者，臺北捷運關心有座位

需求，但是又不好意思開口的旅客，設計製作溫馨又貼心的「博愛識別貼紙」供旅客使用；新版「

博愛識別貼紙」採圓形設計，上頭「您讓座 揪感心」6個字，替被讓座的人說出內心的感謝。

此外，也提供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針對懷孕婦女專用所提供的「好孕徽章」，本公司亦取得衛生局授

權，將徽章印製成輕巧方便的「好孕貼紙」，有需要的準媽咪們，除了「博愛識別貼紙」外，也可

以選擇向車站索取「好孕貼紙」。

近3年急救訓練班期人數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班期名稱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期數 人數

急救人員訓練班 9 214 10 267 13 205

在職急救人員訓練班
（含AED）

18 823 25 1,156 32 1,369

臺北小巨蛋AED設備 兒童新樂園AED設備 臺北捷運AED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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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站安心

一、 各捷運車站備有「計程車叫車電話資訊」小卡片，提供旅客索取使用。

二、 如有特殊情況，在車站人力許可下，可派員陪同旅客至車站出口候車，並協助記錄計程車號資

訊。

志工隊

為確保服勤品質，新進志工須接受訓練課程，包含基礎訓練和特殊訓練，課程內容包括捷運公司簡

介說明與標準作業程序、志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含電梯扶梯安全）、禮貌服務與無障礙服

務、安全衛生規定及案例，捷運志工隊組織說明、志工理念、工作項目及倫理守則等，並於訓練當

日依志工服勤地點之不同，進行實作演練。

臺北捷運志工隊透過正式的組織運作，讓志工可以永續發展，並結合社會資源，加強維護捷運系統

及兒童新樂園之安全，提升服務品質。

本公司於2001年12月16日成立「臺北捷運志工隊」，捷運志工隊人數由2012年308人成長至2014

年349人，發展至今團隊涵蓋3類志工，簡述如下：

■ 一般志工：

主要是提供旅客服務及協助，如諮詢、購票協助、引導進出閘門及列車、協助上下電梯、電扶

梯、人潮管制及緊急狀況協助等；捷運車站內、外周遭安全或秩序協助維護；重大節慶或活

動，支援車站協助旅客相關服務。

■ 月臺志工：

為因應旅運量成長，故自2011年7月開始設置月臺志工並進行招募，其任務主要為注意月臺層

人潮擁擠可能發生旅客上下車時遭月臺門夾傷或陷入車廂與月臺間隙之情形；注意防範旅客於

電聯車關門警示音響起後，搶進列車發生危險意外；協助提供月臺層人潮進出列車管制服務；

於月臺層引導年長者及行動不便之旅客往來月臺層電梯（或電扶梯）至電聯車廂間之服務。

計程車叫車小卡內容，左為正面，右為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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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捷運安全統計數據

註：1. 輕傷率：系統內每百萬人旅次所發生之輕傷人數。

        2. 犯罪率：系統內每百萬延人公里所發生影響系統運作或旅客人身及財物安全經報案並作筆錄之刑事案件數。

針對捷運系統輕傷率改善，本公司乘車安全改善作為如下：

一、 於重點車站離峰時段加強電扶梯安全宣導及引導：持續透過旅客資訊顯示系統、車站電子多媒

體顯示系統、車站及列車廣播、海報宣導等方式，提醒旅客注意搭乘電扶梯安全。

二、 增加人員月臺管制時間，提醒旅客列車即將關門，避免旅客因強行進入列車而遭月臺門夾

傷：2014年4月配合捷運文化節「關懷禮讓、便捷幸福」主題，宣導「年長者、行動不便的旅

客請搭電梯」，製作宣導短片、車站海報、及重點週人員現場宣導。

輕傷率及犯罪率統計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輕傷率 0.83人/百萬人旅次 0.77人/百萬人旅次 0.90人/百萬人旅次

犯罪率 0.03件/百萬延人公里 0.03件/百萬延人公里 0.03件/百萬延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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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3.綠色運輸 / 3.1節能與減排 3.3污染防治現況

3.2溫室氣體管理策略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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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節能與減排
能源使用與減排

本公司涵蓋區域有臺北捷運、貓空纜車、臺北小巨蛋、兒童新樂園，各區域使用之能源以電能為

主。能源密集度之計算則以旅運、來客數之分攤能耗為準（兒童新樂園於2014年始受託營運）。

對環境造成衝擊主要係能源間接溫室氣體CO2排放，因應措施自2006年成立節能委員會，藉由設備

設施改善及管理手法減少能源耗用，並利用設備設施重置契機提升能源效率，亦持續蒐集業界節能

手法，以精進節能作為，減緩環境衝擊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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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節約
本公司節能措施之執行，對於電聯車系統、照明設備、空調系統及電扶梯系統等用電，節電成效如

下表歷年節電成效彙整表所示，並實施下列主要措施：

空調：按旅客尖離峰時段調控空調供給量、調整機房通排風時間、月臺下排風機改為溫控、臺北

小巨蛋冰機冰水管路修改及監控節能改善工作等。

照明： 部分公共區照明更換為LED燈，依照度規範減少開燈數量。

電扶梯：無人使用電扶梯自動降速，離峰時段關閉無使用需求電扶梯。

電聯車：調降第三軌電壓提升再生電力利用率、降低列車調度里程、車廂照明改採LED燈。

以上表計算結果，臺北捷運由2012年至2014年，對節能所採取的改善措施，對臺北市的減排之環

境貢獻，約相當於48座的大安森林公園CO2之吸收量（以一座大安森林公園1年CO2之吸收量為389

公噸計算，依據2011年7月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報導內容摘錄之）。

延車公里用電量
2006年捷運總用電量約為4億2,653萬度，總計約1,088萬營運延車公里，平均延車公里用電量為

39.2度/延車公里，至2014年度用電量達約為6億9,908萬度，總計約2,133萬營運延車公里，平均

延車公里用電量為32.77度/延車公里，降幅約16.4%。

歷年節電成效彙整表

年度
節電量（萬度）

CO2減量（公噸） 
臺北捷運 貓空纜車 臺北小巨蛋 總節電量

2012 年  1,431  18  85 1,534 8,161

2013年  997  13  5 1,015 5,298

2014年  984  2  10 996 5,189

註：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各年度電力係數為計算基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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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
於北投機廠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自2010年7月10日開始並聯發電，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止，總發電量為168,644千瓦小時，二氧化碳減量89,030公斤，實質效益顯著。同時，太陽能板亦

對辦公室發揮遮蔭蔽日之效果，有效降低室內溫度，減低空調系統熱負荷，發揮節能減碳效能。

（註：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各年度電力係數為計算基準。）

註：用電度數不含各路線通車前測試用電。

地下街節電措施
地下街通道照明控制方式配合店舖營業時段，原設計採四模式方式控制（中山地下街以計時器自動

控制，東區地下街則由監控室手動控制，出入口則與車站出入口控制方式相同），於2013年調整部

分照明模式。

另地下街冰水主機重置及緊急照明燈更換為LED燈具亦達節能之效。

北投機廠太陽能發電量
年度 發電量

2012年 33,926度

2013年 41,653度

2014年 42,374度

地下街照明調整模式
模式 時段 說明

預備營運模式 05:30~11:00，原時段05:30~10:30
僅 開 啟 部 分 照 明 ， 平 均 照 度 調 降 為

150LUX（原250LUX）。

店舖營運模式 11:00~22:00，原時段10:30~22:30
開 啟 全 部 照 明 ， 平 均 照 度 調 降 為

300LUX（原350LUX）。

結束營運模式 22:00~01:00，原時段22:30~01:00
僅 開 啟 部 分 照 明 ， 平 均 照 度 調 降 為

150LUX（原250LUX）。

地下街關閉模式 01:00~05:30 關閉所有照明，平均照度約0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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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街照明節能減碳統計表
年度 用電量（度） 較前年度節省電量（度） 減少碳排放量kgCO2e

2012年 12,421,031 1,093,369 581,672

2013年 12,181,880 239,151  124,837

2014年 11,477,500 704,380 366,982

合計 1,073,491

註：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各年度電力係數為計算基準。

停車場2012-2014年用電度數一覽表
年度 用電量（度） 較前年節省電量（度） 減少碳排放量kgCO2e

2012年 5,463,426 - -

2013年 5,359,717 103,709 54,136

2014年 4,929,803 429,914 223,985

註：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各年度電力係數為計算基準。

停車場節電措施
停車場節電措施花費成本：

一、 海山站：燈具重置（330盞），另再檢討迴路並關閉69盞LED燈具（剩261盞），以重置成本

約28萬元估（使用年限4年），每年成本攤提約7萬元。

二、 新店站、南勢角站、劍南路站及動物園站等停車場照明：傳統T8（40W）螢光燈管（3,400

盞）改為T8 LED（18W）燈管，以重置成本約265萬元估（使用年限4年），每年成本攤提約

66萬元。

2012年至2014年平均年節能政策花費成本約73萬元/年，每年節能效益約65萬元。停車場2014年

較2013年節電達429,914度，1度電以3.22元（場站平均用電）計算，約可節省138萬元/年。

臺北小巨蛋能源管理系統
本公司自接管後每年戮力執行各

項 節 能 計 劃 ， 自 2 0 1 0 年 起 陸 續

於電力、空調及照明設備，力行

實施各項節能措施，故用電量逐

年減少。2013年更獲第六屆「臺

北市金省能獎」優等榮譽肯定及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2 0 1 3 年 節 能 績 優

「節能菁英 卓越創新」獎項，同

年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獲得ISO 

50001驗證，成為臺灣第一座國

際標準組織驗證具能源管理系統

的體育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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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溫室氣體管理策略
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採自願性揭露方式，在本次報告書之排放量計算內容，以間接能源用電量為主

計算；並檢討、規劃未來年度相關節能改善措施，降低對環境之衝擊。整體之排放量以能源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量（範疇二）資料呈現：

年度 項目 臺北捷運 貓空纜車 臺北小巨蛋 兒童新樂園

2012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kgCO2e）  346,547,706  1,881,329  8,069,802 -

服務人數（人）  602,199,342  2,304,735  1,047,219 -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0.575 0.816 7.706 -

2013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kgCO2e）  351,024,704  1,991,891  7,940,246 -

服務人數（人）  634,961,083  2,520,701  1,119,683 -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0.553 0.790 7.092 -

2014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kgCO2e）  369,887,413  2,083,570  7,994,641  190,086 

服務人數（人）  679,506,401  3,059,173  1,056,283  142,683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0.544 0.681 7.569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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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污染防治現況
3.3.1水污染防治

總用水量
本公司之水源均取自於臺灣自來水公司翡翠水庫，為間接取水，亦無抽取地下水之措施，因此，無

影響水源之因素；本公司為推動各項省水對策，包括加裝省水器材、調整出水壓力、減少澆灌及定

期檢修用水設備等措施，致2014年用水量1,851,044度較2013年1,897,219減少46,175度，節省

2.43%用水。

雨水回收使用
本公司於臺北小巨蛋及兒童新樂園設有雨水回收設施；臺北小巨蛋設有1處雨水回收處，容量約為

6,000立方公尺；兒童新樂園建置有3處雨水回收處，總計容量約為166立方公尺，自2014年12月

16日開始營運，因此，報告書揭露時實際回收利用水量並無統計資料。

臺北小巨蛋於2012年總用水量為134,264立方公尺，其中雨水回收使用量為26,759立方公尺，所佔

比例為總用水量19.9%。2013年總用水量為127,739立方公尺，其中雨水回收使用量為18,260立方

公尺，所佔比例為總用水量14.3%。2014年總用水量為134,440立方公尺，其中雨水回收使用量為

20,966立方公尺，所佔比例為總用水量15.6%，主要用於馬桶與小便斗沖水。

水污染處理及流向
一、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86個車站及2座文湖線機廠之廢污水，已接用

公共污水下水道；目前31個未接用公共污水下道之車站，主要係因臺北市或新北市公共衛生下

水道系統尚未佈設至站體週邊，故暫無法接管，現採以站體化糞池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

放，並定期抽肥至迪化污水處理廠，維持各站化糞池沉澱分解效能，以進行周遭資源保護。其

他受託事業皆為民生用之廢污水，皆採用自然放流之方式至公共污水下水道。

二、 另5座未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機廠，皆設置

污水處理設備將廢污水處理至符合許可證核定放流水質標準後，再排放至附近水體，以避免對

鄰近水域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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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廢棄物污染防治

再利用、應回收類
工安處會定期鑑別環保署所公告之最新修訂法規，提供相關部門，檢視其供應商是否有配合相關規

定施作。工程契約訂有供應商應配合本公司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相關規定，優先採購政府認

可之環境保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例以上再生資源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品。

有關工地環境清潔與維護，契約中亦規範供應商應切實遵守「臺北市政府工程施工規範」第01572

章「環境保護」及第02323章「餘土（棄土）」、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空氣污染防制法、

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理法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等法令規定，隨時負責工地環境保護。

本公司集中處理之廢棄物區分為，第一類公告再利用類（廢鐵、廢鋁、廢油），第二類公告應回收

類（廢燈管、廢電纜、廢電池），及第三類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倉儲作業

產生之廢棧板、木箱及無法回收或再利用之廢棄物），第一、二類廢棄物販售給有許可證的合法廠

商回收處理；第三類廢棄物委託合法處理業者清除處理。此三類廢棄物之處理契約亦於契約中明

三、 貓空纜車4個車站，其中3個車站之廢污水，已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目前1個未接用公共污水

下水道之場站，則採化糞池抽水肥方式運送至迪化污水處理廠排放。

2014年未發生重大洩漏事件；依法定期檢測放流水水質，檢測結果均符合放流水水質標準。

2014年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機廠廢水排放標準
及排放水質檢測結果

設計規範 北投機廠 南港機廠 新店機廠 土城機廠 蘆洲機廠
核定最大日放流量CMD 264 69 70 80 304

核定
放流
水質

化學需氧量
COD（mg/l）

＜84.66 ＜12.57 ＜66.83 ＜46.08 ＜64.13

生化需氧量
BOD（mg/l）

＜40.53 ＜2.21 ＜44.06 ＜20.27 ＜25.09

懸浮固體物
SS（mg/l）

＜49.04 ＜2.58 ＜45.26 ＜29.51 ＜16.93

油脂 ＜10 - - ＜10 -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1,000,000 - - - ＜30,000

PH值 6~9 6~9 6~9 6~9 6~9

實際
放流
水質

化學需氧量
COD（mg/l）

43.4 10.2 34.4 34.4 27.5

生化需氧量
BOD（mg/l）

3.9 2.0 3.9 2.6 8.4

懸浮固體物
SS（mg/l）

15.5 2.5 11.8 11.3 8.9

油脂 0.5 - - 0.5 -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7,000 - - - 8,500

PH值 6.7 8.0 7.4 7.4 7.5

流向終點 淡水河 基隆河 新店溪 大漢溪 淡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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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廠商於執行時應依環保法令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有關於本報告書揭露期間，其計量及處

理方式採累計、堆積集中處理，因此會有跨年度之計量，本次揭露原則以2012年至2014年3年之年

平均量計算之。

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種類
類別 項目 年平均回收量

公告再利用類

廢鐵 360公噸

廢鋁 11公噸

廢油 26公秉

公告應回收類

廢燈管 5.7公噸

廢電纜 2.3公噸

廢電池 3.4公噸

其他類 廢棧板、木箱、其他 141公噸

近3年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類廢棄物處理量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處理量 176.81公噸 119.90公噸 163.86公噸

一般生活垃圾
對於本公司之各機廠、車站與受託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皆為一般生活垃圾，於本報告書揭露期

間，並未實施計量之方式，係依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進行分類後，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理廠商

進行運送處理。其中貓空纜車以觀測、計量之方式計算推估2014年所產生之一般生活垃圾數量，其

餘皆以廢棄物清理廠商提送之清理量統計：

一、 捷運車站：約3,362噸。

二、 臺北小巨蛋：約426噸。

三、 貓空纜車：約30噸。

四、 兒童新樂園：約80噸。（兒童新樂園自2014年12月16日開始營運）

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類
臺北捷運重視廢棄物資源化作業，針對維修保養或改善工程所產生之「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

ㄧ般事業廢棄物」，已於機廠廠區內設有廢棄物存放區將建築廢料或其混合物分類收集。另委託有

許可證的合法廠商配合將廢棄物載運至合法處理場，有效執行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化管理，以達資源

回收再利用目的，且減少廢棄物對生活環境衝擊。2012年至2014年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類廢

棄物處理量月平均約12.79公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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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投入相關環境監測及處理項目及費用列表
單元：萬元

項          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鋼軌研磨費用 5,446 6,020 6,244

鋼軌更換費用 3,084 2,058 3,112

環境監測及室內空氣品質監測費用 235 280 315

噪音振動量測費用 76 94 88

文湖線垃圾處理費用 110 110 127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垃

圾處理費用
612 646 718

臺北小巨蛋垃圾處理費用 74 70 76

貓空纜車垃圾處理費用 22 22 22

兒童新樂園垃圾處理費用 0 0 4

臺北小巨蛋查證費用（ISO 50001） 　0 6 　4

合計 9,659 9,306 10,710

備註：臺北捷運近3年投入相關環境監測及處理項目及費用依實際結算金額為主。

3.3.3環境保護支出
本公司為減少臺北捷運行駛噪音對沿線居民或旅客之影響，本公司除透過Nova&CoMET聯盟了解

各地鐵會員之改善措施，亦辦理振噪會議研議最佳改善策略，目前已採用鋼軌研磨、更換方式，有效解

除量測噪音不合格點位之列管及降低陳情件數，並持續執行環境監測、鋼軌維護、室內空氣品質監測、

噪音振動量測、及垃圾處理等環境改善工作。2014年度並無重大違反環境法規的事件。

3.4 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努力
3.4.1 臺北樹蛙繁殖地監測

捷運新路線設計及興建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皆依環境法規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確保捷運系

統對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程度。在捷運信義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載，路權範圍外鄰近於中強公園北側象

山區域有保育類野生動物臺北樹蛙繁殖地（屬公園路燈管理處處理之公園），在施工階段，捷運局有設

置一生態池，以利臺北樹蛙生長及繁殖，並監測臺北樹蛙生長情形。

捷運通車營運後本公司依據信義線環評所載，於2014年至2015年期間針對臺北樹蛙進行為期1年的

監測調查，調查結果臺北樹蛙之繁殖狀況，多年來均保持持平穩定狀態，且平均分佈在園區內（2014年

4月至2015年4月，共調查9次，每次連續3天之夜間時段）。

根據進行生態調查之臺大研究團隊研究結果顯示：保育園區在2014年移除區內植被後，由於植被生

長緩慢，使得入夜後路燈光線直接照射水池造成嚴重的干擾，使得臺北樹蛙的繁殖數量相當低。經加裝

擋光板改善路燈照射情形後，在2015年初臺北樹蛙的數量不但回穩並紀錄到高達7隻鳴唱個體且也發現

有築洞與卵泡，顯示其在園區內有成功之繁殖行為。在2015年4月時也觀察到多達數十隻剛離開水域生

活的臺北樹蛙幼體，顯示保育園區在2015年度成功達成臺北樹蛙之繁殖棲地保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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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項目：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監測地點：中強公園

3.4.2 松山線通車
2014年11月15日松山線通車，路網及系統運作依棕、紅、

綠、橘、藍整併為5條路線。除橘線往來棕線外，其餘各路線之

間最多1次轉乘即可到達目的地。信義線班距由原6分鐘縮短為3

分鐘，新店線尖峰加密班次，班距由原6分鐘縮短為4至5分鐘。

松山線通車後，轉乘車站已增至13站，原「集中轉乘」狀

況，分流後轉變為「分散轉乘」型態，使原有轉乘車站人潮擁擠

狀況獲得明顯紓解，以轉乘運量較大之臺北車站及忠孝復興站

而言，2013年信義線通車前，每日轉乘人次臺北車站約為19.9

萬、忠孝復興站約13.1萬，至2014年松山線通車後，每日轉乘

人次臺北車站已降為約11.3萬、忠孝復興站約10.0萬，降幅分別

達43.2%及23.7%。

隨著松山線通車，臺北捷運整體路網回歸原始設計，數個L

型路線環環相扣，讓捷運車站與路線資源均獲得更有效的運用，

也讓整體運輸效能及品質獲得更好的發揮。而依捷運系統的高效

率、低污染特性，四通八達的綿密路網，安全可靠的運輸環境，

締造每日近200萬的搭乘人次，間接減少對地球環境造成的負

擔，更對大眾運輸的推動與發展發揮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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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噪音
目前捷運營運階段主要可能影響鄰近環境之衝擊為捷運行駛之噪音及振動，而本公司於2001年起

逐年編列預算執行隔音牆施作，以降低噪音振動對鄰近環境之影響，於2014年止已完成41,119公尺隔

音牆施作（淡水信義線部分：共計26,708公尺，文湖線部分：共計14,411公尺）。除此之外也採取一些

減低噪音改善措施（包括電聯車輪緣潤滑、電聯車鋼輪車削、鋼軌研磨、基鈑抽換、更換新式道岔及視

狀況調整營運模式等）；2014年計已完成淡水信義線26,708公尺，工程金額約新臺幣8.3億元；文湖線

14,411公尺，工程金額計2.2億元，改善成效最大環境音量平均可降低6~10分貝。

目前旅客可由本公司24小時客服專線或市政府之市政信箱、1999市民當家熱線等方式反映噪音振

動等環境衝擊事件，2014年噪音振動陳情共計236件，由跨單位組成之噪音振動改善小組會議研議相關

噪音振動改善方案。相關陳情案件經各單位了解情形後，如為設備異常狀況導致，將由設備管轄單位進

行維修保養作業。如為超出法規案件，將提列噪音振動改善小組進行改善措施，由營運管理、維護保養

及工程改善三方面著手改善。如該噪音振動為捷運系統運行無法避免之情形，將委婉向陳情人說明，取

得其諒解。相關陳情案件辦理情形，如2014年噪音振動相關陳情件數及處理解決件數列表所示。

淡水信義線（高架段及平面段）隔音牆完成實景

文湖線隔音牆完成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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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噪音振動相關陳情件數及處理解決件數列表
陳情類型 2014年噪音振動陳情案件數 處理件數 解決件數

行車振動 31 31 31

行車噪音 57 57 57

車站噪音 11 11 11

車廂內噪音 100 100 100

施工及維護噪音 32 32 32

機廠噪音 5 5 5

總計 236 236 236

臺北捷運經多年的改善周邊設施，以降低噪音、振動，惟2014年因噪音、振動陳情件數，仍有236

件，本公司仍秉持初衷持續努力來改善本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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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文化節

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

臺北捷運通車以來，在所有旅客支持下，已形成隨

處可見之「禁止飲食」、「排隊乘車」及「禮讓博

愛座」等特有文化，2013年將首條捷運通車日3月

28日訂為「捷運文化節」，2014年第2屆活動延續

「關懷禮讓‧便捷幸福」主軸，透過博愛電梯繪畫比

賽、捷運清潔人員表揚、捷客好young宣導大使徵

選、億載捷客等活動，持續傳遞捷運優質文化。

為紀念捷運盃街舞大賽已開辦10年之里程碑，邀集

歷屆代言人與宣傳大使、知名舞蹈教室等代表，錄

製「10載舞夠讚齊祝福」短片。並由知名舞蹈老師

組合歷年代言人經典舞步，於捷運廣場聚集喜愛舞

蹈朋友進行「舞俠快閃活動」。本屆活動由金鐘影

帝「潘瑋柏」與性感舞后「溫嵐」代言，共吸引262

組隊伍參加。

4.1 樂活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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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之旅
為增進民眾對捷運系統之基本常識及各項設備的認識，開放機關團體或學校報名參加捷運

之旅活動，由專人帶領參訪對象至民眾平時無法進入的管制區內參觀與解說，各類行程包

含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行控中心、北投車輛維修廠駐車區及車

站介紹，民眾可依據欲參訪時間長短感興趣的參訪點選擇行程，或搭配逃生體驗營及北投

會館自費安排一日完整探索捷運之行程，對捷運系統有更深的了解與體驗。2014年全度共

有83團（3,627人次）參加捷運之旅訪活動。

出口音樂節
2014年11月8日起於士林站等8個捷運站，透過小型

音樂會方式，以「出口遇見回憶」、「出口遇見歡

樂」、「出口遇見夢想」與「出口遇見青春」等4大

主題，讓好音樂貼近人群，並成為人們心中快樂幸

福的出口。

公共自行車
至2014年底，配合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於捷運車站周

邊共設置65處公共自行車租賃站，較2013年增加21

站，並於劍南路站增設1座會員服務中心（原僅有忠

孝新生站1座）；另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亦於2014年開

始進行公共自行車系統建置工程，本公司亦配合完

成7處租賃站及1座會員服務中心（三重站）。

兒童新樂園開園
兒童新樂園開園2014年12月16日開園，開園前於2014年12月6日至12月14日共計8天

（12月10日休園），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政局及社會局邀請弱勢族群兒童、里民、花

博志工、學校團體、媒體記者及其家眷入園進行體驗，約5萬612人次參加。並建置園區內

遊客等候時間顯示系統，遊客可透過捷運車站月臺電視及園區出入口顯示器獲知遊客等候

時間即時資訊，便於安排休閒遊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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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便民服務與設施

廁所改善

哺集乳室

為提升臺北捷運系統如廁環境之服務品質，因應車站運量特性、旅客排隊使用需求等，逐

年辦理車站廁所更新改善工程，除營造明亮、乾淨、安全及大方的空間主軸外，並衡酌建

築空間、結構與管線狀況，進行男女廁所配置最佳化設計，盡最大努力增加女性廁間設備

數量，並規劃設置獨立式無障礙兼親子廁所，以提供旅客享有人性化及舒適的如廁空間。

至2015年7月已完成36個車站廁所改善（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

25個站、文湖線11個車站），總計完成女廁358間、男廁104間、小便斗202座、獨立式親

子廁所兼無障礙廁間36間、獨立親子廁間1間及獨立無障礙廁間1間等廁所更新改善，以提

供旅客優質的如廁環境。

民眾若有使用車站付費區廁所之需求時，或旅客乘車途中，有使用車站非付費區廁所之需

求時，均可洽站務人員協助經由公務門進出站免費使用廁所。

累計至2014年共設置34處哺集乳室（含貓空纜車、臺北小巨蛋及兒童新樂園等），旅客可

洽服務人員開啟使用，每月使用人次約2,900人；其他未設置哺集乳室之車站，有需求的旅

客亦可洽站務人員引導至車站站務人員休息室使用。哺集乳室除靠背沙發椅、求助鈴、洗

手臺等標準配備外，亦提供飲水機、尿布臺、衛生紙等貼心服務。每日由專人進行反針孔

攝影機偵測，以確保旅客隱私安全。

78





列車入站廣播
為便利視障、年長者於月臺候車時正確辨識列車行駛目的地，自行研發列車入站廣播，當

列車入站時，月臺會廣播該列車之目的地2次，並採上行月臺（往北/東）女聲、下行月臺

（往南/西）男聲之播報方式，提升廣播辨識度，讓旅客聽得更清楚。

建置轉乘設施
本公司於捷運車站周邊設置轉乘停車設施，包括小汽車停車位（4,230格）、機車停車位

（9,465格）、自行車停車位（12,708格），以便利旅客使用各種運輸工具轉乘捷運；另

為提高周邊自行車停車空間使用效率，持續改良自行車停車架之設計型式，將車架間距由

45公分縮短為35公分，提供更多自行車轉乘停車空間；此外，亦持續協助公司行號或機關

團體，於捷運車站設置免費接駁車停靠站，至2014年底止計有35條免費接駁路線，方便旅

客搭乘捷運。

視障優先椅
本公司於29個車站月臺設置共44張「視障優先椅」，供視

障旅客候車時使用，亦讓服務人員能容易辨識需要導引服

務之對象，此外，年長者或其他行動不便旅客有就座需求

時亦可使用。

提供民眾電動車及電動機車免費充電服務
配合政府電動車推廣專案政策，自2012年12月14日起，淡

水、新店、南勢角等10處停車場設置電動車充電座，及淡

水、動物園2處租賃服務據點，提供24座電動車充電座免費充

電服務。另目前淡水站、紅樹林站、竹圍站等13處機車停車

場亦設置電動機車充電

站，共32座充電站提供

免費充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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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會公益
臺北捷運不僅發展運輸業務，亦努力為提供民眾食衣住行育樂全方位生活做出貢獻。本公司對社會

關懷的直接成果，展現於捐贈活動、協助偏遠地區學校、敦親睦鄰補助等實績，未來亦將持續努力，以

創建和諧環境及共融社會為己任。

遺失物捐贈 
捷運每日載客量高，經常發生旅客不慎遺失物品狀況，且遺失物種類繁多，本公司為協助民眾尋找

遺失物品，設有「遺失物服務中心」，專責統籌管理旅客之遺失物及招領作業。本公司處理遺失

物，依民法第803條至第807條之1，及「臺北巿政府各機關學校處理歸屬臺北市所有拾得物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公告、招領，及處理逾保管期滿、無人認領之遺失物品作業。遺失物服務中心對經公

告、保管等程序期滿無人認領之遺失物，如物品涉及個人隱私及無使用價值之物品將以銷毀方式處

理；一般物品類除雨傘優先提供車站作為愛心傘外，其餘物品以捐贈方式處理，通知臺北市立陽明

教養院、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及臺北市政府各區公所知悉，受贈單位得加以處理、義賣等供公益使

用。

提供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
捷運轉乘停車場依法規定設置足額之身心障礙專用車位數量，並提供臨停（計時、計次）及月票半

價停車優惠。近3年（2012-2014年）身障優惠金額分別為910萬元、914萬元及1,00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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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客戶滿意度
捷運系統及貓空纜車之滿意度調查均以公開招標方式委託公正客觀之民意調查公司或顧問公司，以

問卷調查方式辦理，而調查方式、問卷內容均會邀請3名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推薦之民意調

查學者專家，與本公司主管共同組成之審查小組協助審查。另外，臺北小巨蛋（冰上樂園及主場館）及

北投會館滿意度則以問卷自辦方式調查滿意度。

捷運
臺北捷運為了解旅客對各項服務及設施設備之滿意程度，臺北捷運系統於每年第4季進行旅客滿意度

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區分為「系統服務」、「車站空間與設施」、「列車搭乘感受度」3大指標，包

含25個調查項目。2014年度臺北捷運系統「整體滿意度」為95.8%，較2013年成長3.6個百分點，另

25個服務項目中屬於「服務卓越」項目者有11項，「優先努力重點」有5項，「後續精進方向」8項，

「維持現狀」1項。

另為維護捷運服務品質並提供民眾或顧客暢通意見

管道，本公司提供包含24小時客服專線、公司電子

信箱、市政信箱（含1999市民熱線）及各捷運車站

內旅客意見表，作為外部利害關係人針對本公司環

境面、社會面、營運管理等意見之多元化諮詢及反

映管道。

2014年全年度共計處理顧客意見達347,807件，包

含顧客意見表共8,789件、公司電子信箱3,902件、

市政信箱（含1999市民熱線）4,126件及客服專線

330,990件（來電通數）。

本公司遵守「個資法」，對於顧客隱私保密原則，顧客以客服專線、公司電子信箱、市政信箱

（含1999市民熱線）及各捷運車站內旅客意見表反映之事件，凡署名事件者，對外不可洩漏個

資；2014年無發生顧客資料外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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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
為了解冰上樂園遊客對各項服務與管理措施之滿意程度及相關建議，每年實施顧客滿意度調查，瞭

解遊客需求，進而做為本公司服務品質檢討精進之參考，調查內容涵蓋｢營運服務｣、｢人員服務｣及

｢場地設施設備｣等。2012年至2014年之整體滿意度分別為98.4%及98.6%及97.8%，2014年整體

滿意度雖較2013年略減0.8個百分點，惟其中非常滿意由2013年27.6%提升至29.8%，增幅2.2個百

分點，另遊客再度前來冰上樂園意願，亦由2013年98.2%提升至98.9%，增幅0.7個百分點，顯見

遊客對冰上樂園提供之各項服務給予高度肯定，另針對滿意度低於95%項目且較2013年滿意度下降

項目，亦提出改善對策以作為後續服務品質精進之參考。

貓空纜車
貓空纜車部分於每年第4季進行旅客滿意度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區分為「系統服務」、「車站空間

與設施」、「纜車搭乘感受度」3大指標，包含13個調查項目，同時亦對周邊觀光遊憩設施，如休

閒遊憩區、貓空纜車服務中心、水舞區等蒐集旅客滿意度及相關意見。調查採「分層系統隨機抽

樣」設計，於旅客進站發給問卷填寫，出站時回收問卷。2014年度貓空纜車調查結果，整體滿意度

為95.9%。

2012年-2014年顧客意見總數

年度 顧客意見表 
市政信箱

（含1999市民熱線）
公司電子

信箱 
客服專線
來電通數

合計

2012年 7,832 2,960 3,391 219,826 234,009

2013年 8,776 3,207 3,443 303,914 319,340

2014年 8,789 4,126 3,902 330,990 34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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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5.和諧職場 / 5.1員工結構 5.5員工教育訓練

5.2勞資關係 5.6人權教育訓練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管道 5.8保全訓練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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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員工結構
截至2014年年底，臺北捷運公司之員工總數（含工讀生）為5,882人，其中包括40位一級以上主

管人員、1,669位行政非輪班人員、3,935位線上輪班人員及工讀生238人。女性同仁約佔員工總數的

21.0%；線上輪班人員男性比例佔83.0%。在年齡分布上，目前介於21歲至40歲之同仁約佔全體員工

66.8%。一級以上主管100%為本國國民，共進用157位身心障礙員工（未加權）及95位原住民員工。

另本公司截至2014年年底，派遣人員計有639人。

2014年依職務、年齡、學歷、分類統計分析

類別 組別

女 男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該組
別比例

人數
佔該組
別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

比例

職務
一級主管以上人員 4 10.0% 36 90.0% 40 0.7%

行政非輪班人員 435 26.1% 1,234 73.9% 1,669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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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女 男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該組
別比例

人數
佔該組
別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

比例

職務
線上輪班人員 668 17.0% 3,267 83.0% 3,935 66.9%

工讀生 126 52.9% 112 47.1% 238 4.0%

年齡

11-20 41 65.1% 22 34.9% 63 1.1%

21-30 391 36.1% 693 63.9% 1,084 18.4%

31-40 527 18.5% 2,319 81.5% 2,846 48.4%

41-50 217 13.0% 1,452 87.0% 1,669 28.4%

51-60 55 26.4% 153 73.6% 208 3.5%

61-70 2 16.7% 10 83.3% 12 0.2%

最高

學歷

博士 0 0.0% 4 100.0% 4 0.1%

碩士 144 19.8% 584 80.2% 728 12.4%

學士 717 22.8% 2,433 77.2% 3,150 53.6%

副學士 13 20.0% 52 80.0% 65 1.1%

專科 165 13.4% 1,067 86.6% 1,232 20.9%

高中職 194 28.0% 499 72.0% 693 11.8%

國中 0 0.0% 10 100.0% 10 0.2%

人員

分類

不定期人員 1,107 19.6% 4,537 80.4% 5,644 96.0%

定期人員 126 52.9% 112 47.1% 238 4.0%

性別小計 1,233 21.0% 4,649 79.0% － －

總計 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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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依居住地統計分析

地區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 其他縣市 合計

人數 2,189 3,029 206 198 260 5,882

比例 37.2% 51.5% 3.5% 3.4% 4.4% 100.0%

類別 組別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比例

原住民

阿美族 47 0.80%

泰雅族 23 0.39%

排灣族 10 0.17%

布農族 6 0.10%

太魯閣族 5 0.09%

卑南族 2 0.03%

魯凱族 1 0.02%

賽德克族 1 0.02%

總計 95 1.62%

資料日期：2014年12月31日

進用與關懷族群
■ 本公司依「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第4條，針對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工級職

務，其進用總額每滿50人至少應進用原住民1人，且進用原住民總額達3人以上者，進用原住民任

一性別人數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2015年1月1日依法應僱用71人，實際僱用86人）。

■ 另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4條，針對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務，

其僱用人員總額每滿100人應有原住民1人（2015年1月1日依法應僱用14人，實際僱用63人）。

■ 本公司係屬市營事業機構，均符合原住民進用比例原則規定，2014年無侵犯或違返原住民人權事

件。

■ 本公司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公營事業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3%。第2、3項規定員工總人數計算方式係以每月1日參加勞保、公

保人數為準，且部分工時工作者，進用2人得以1人計入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第5項規

定進用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用一人以二人核計（2015年1月1日依法應僱用170人，加權後

實際僱用186人）。僱用人數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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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進人員分析

類別 年齡區間
女 男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比例

年齡別

20（含）以下 42 68.85% 19 31.15% 61 1.04%

21-30 169 35.36% 309 64.64% 478 8.13%

31-40 23 10.90% 188 89.10% 211 3.59%

41-50 6 17.65% 28 82.35% 34 0.58%

51-60 0 0.00% 3 100.00% 3 0.05%

總計 240 30.50% 547 69.50% 787 13.38%

2014年離職人員分析（含退休人員）

類別 年齡區間
女 男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比例

年齡別

20（含）以下 8 50.00% 8 50.00% 16 0.27%

21-30 79 33.62% 156 66.38% 235 4.00%

31-40 16 11.51% 123 88.49% 139 2.36%

41-50 5 14.71% 29 85.29% 34 0.58%

51-60 0 0.00% 11 100.00% 11 0.19%

61-70 0 0.00% 4 100.00% 4 0.07%

總計 108 24.60% 331 75.40% 439 7.46%

族群（身障）分析

類別 組別
組別小計與比例

人數 佔全體員工比例

身障

極重度 7 0.12%

重度 22 0.37%

中度 43 0.73%

輕度 85 1.45%

總計 157 2.67%

資料日期：2014年12月31日

5.2勞資關係
人才留任

本公司恪遵勞動基準法規執行，嚴禁任何強制勞動或脅迫工作；明訂凡年齡低於16歲者概不錄用，

於應聘人員報到時亦須核對個人身分證件，以識別童工否。截至2014年底為止，本公司尚未誤用任

何童工、亦無歧視事件之發生。2014年底，當年度新進787人（含工讀生），進用比例為13.38%

，離職439人，離職比例為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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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績效考核
公司員工績效表現，不但影響內外部顧客滿意度，也是個人在公司職涯規劃與發展的評鑑依據，故

公司對員工的績效管理，包含提供個人充分的職能訓練、具鑑別度的績效考評與獎懲，及促進個人

成長與發展等3構面。

本公司對個人的績效考評指標，除著重工作目標達成外，也注重個人問題意識、應變力、溝通協調

力、團隊概念及研究創新等能力的表現，藉以促進個人發揮潛能與自我成長，並在秉持「公司視員

工為最重要的資產」理念下，為有效激勵與惕勵員工，本公司是按年進行單位及個人的績效考評，

並依考評結果，作為年度個人薪資調升（降）、年度各項獎金差異發給依據及列為參與職務升遷的

甄選條件之一。對於符合一定程度績效表現員工，給與增加歷練或升遷機會；對於表現不佳員工，

則強化訓練或調整工作，再視其後續工作表現，依法令規定執行淘汰機制。

由於個人績效要求，應建構在適任的基礎上，故本公司對於第一線服務旅客員工，除提供職務必要

訓練，以供取得值勤所需證照外，並定期安排溫故知新訓練；對於後勤行政幕僚員工，每年皆安排

至少8小時與職務相關訓練，另並提供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相關課程。

本公司無約聘僱人員，定期績效考核之對象為正職員工，未滿半年之員工亦需接受定期績效考核。

企業工會
本公司支持員工結社自由及保障集體協商權利，本公司設有企業工會；另為保障勞資雙方權益、加

強合作，促進事業之發展，勞資雙方並簽訂團體協約，充分展現員工之結社權與協商權。並設有福

委會，其成立的宗旨，便是讓員工在辛苦工作之餘，身心靈得到健康且正向的成長，並定期提撥福

利金，採鼓勵之態度，由員工自組社團或舉辦相關聚會等有益身心之活動，達到「健康職場」的目

的。

依工會法規定，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本公司向來均遵循法令規範，於不影響公務之前

提下，提供必要之協助及公假，使工會會員得順利參與集會，並提供適當場所供工會作為辦公之

用，以利工會會務之推展，截至2015年11月30日止，本公司工會會員人數已達5,685人，佔全公司

之97.10%。

本公司與工會間簽訂有團體協約，各項委員會均邀請勞方共同組成，並定期舉辦勞資會議，針對各

項議題進行雙向溝通，以確保勞工應享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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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制度與計畫
董事長及總經理退離係參照「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退離及撫卹原則」所訂定退離及撫卹原

則，以其最後在職所支薪給為計算基數，每服務1年給與1個基數，未滿6個月者，給與0.5個基數，

滿6個月以上者，給與1個基數。

其他從業人員則係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訂定退休辦法，屬適用「勞動基準

法」者，以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為計算基數，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

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屬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者，以每月工資6%提撥至個人退休金專戶。

營運變更作業
本公司與工會間訂有團體協約，藉以保障會員同仁合法勞動權益，除團體協約外並建立各種溝通管

道，為鼓勵員工共同參與，遇有與營運相關事項，實施前於各單位內部會議先行溝通，俾利訊息正

確及推展順暢，並於實施後適時接受同仁意見回饋，保留雙向交流彈性，共同確保營運成果。

員工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同仁對公司滿意度情形，作為管理改善參考，故針對員工對公司各項管理構面進行「員工滿

意度調查」，全案於2014年9月16日至9月29日間，針對所有在職同仁（5,283名，不含試用期人

員）進行調查（普測）。為使調查結果更具公信力，本公司員工滿意度調查案，調查題項包含工作

滿意度調查、組織公民行為、工作投入及工作壓力等4份量表，總計88題。

經調查後，2014年員工整體滿意度3.74分，較2013年3.59分提升0.15分，顯示員工對於目前工作

狀況較去年感到滿意，並藉由該調查，針對同仁不滿意政策及意見進行檢討改善，以提升工作滿意

度。

5.3 員工薪酬與福利
薪給管理制度

臺北捷運公司依法為全體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使同仁自報到日當天起便得到充分保

障。以2014年本公司招募技術員、站務員、司機員為例（學歷要求為高中或高職），試用期滿後平

均月薪資約為3萬元，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與勞動部公布2014年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統計資

料，就公司所屬運輸及倉儲業，及要求高中或高職學歷，其平均經常性薪資約為2.3萬元，顯示公司

薪資基於照顧基層員工，在市場上有一定競爭力。

本公司係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所設立公營營運機構，依該條例第9條規定：

「公司人事規章有關薪給、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由地方主管機關訂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故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員薪給部分係由臺北市政府訂定並報交通部備查，董事長及總經理薪

給標準則依該條例第10條規定由臺北市政府核定並報交通部備查。另公司將視營運績效及人員服務

貢獻發給獎金，有關發給規定依從業人員薪給要點第6點規定需報請臺北市政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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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包括每月發給薪給、交通補助費及每年核發獎金，皆不因性別、宗教、種族、籍貫、黨派之差

異而有所不同。其中薪給部分係依各職位標準核給，每年並依考核結果予以升等晉級或降級，交通

補助費係採每月定額制，另獎金部分分為年終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2014年配合行政院提出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制度檢討方案，一併進行檢討修正，修正後除年終獎金係固定核發1個

月薪給外，其餘需視營業績效及工作表現而定。

依就業服務法第5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

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

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對外公告招募職務均無限制及差異，秉持就業平

等原則。

本公司女性及男性員工皆採相同之薪資敘薪標準，相同職位每月領取之基本薪資，不因性別不同而

有差異。本公司員工薪酬除每月支領薪資外，每年亦依法規領取年終、考核、績效等3種獎金，依

個人工作表現、考核、差勤及獎懲狀況而有所不同，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育嬰福利
女性同仁亦依法享有生理假、產假、產前假；男性同仁則有陪產假的權益。因公致傷亡發放慰問

金，員工因公致受傷、殘廢或死亡，依本公司「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要點」發給1至300

萬元不等，致力照顧全體員工及其家屬。2014年共有68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回任率為

90.5%，而留任率為95.0%。

完善的職工福利委員會
為增進員工福利，本公司依法提撥職工福利金，並由勞資雙方共同組成職工福利委員會，除自員工

薪資內每月提撥0.05%外，本公司並按月自營業收入提撥0.15%作為職工福利金用，以提供員工結

婚、生育、子女教育、進修、傷病、急難及眷屬喪亡等互助之用。本公司為提倡員工業餘正當社團

2014年育嬰留職停薪情形

項目 男性 女性 總計

2014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26 42 68

2014年育嬰留職停薪在同年度原應復職人數（A） 15 6 21

2014年育嬰留職停薪在同年度原應復職且復職人數（B） 14 5 19

回任率（B/A） 93.3% 83.3% 90.5%

2013年育嬰留職停薪在同年度復職人數（C） 15 5 20

2013年育嬰留職停薪在同年度復職且於2014年在職滿一年

之人數（D）
14 5 19

留任率（D/C） 93.3% 100.0% 95.0%

註：本表育嬰留停相關統計數據，統計期間為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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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別 件數
1 獎懲考核與升遷 4

2 工作分配與調動 1

3 勞動條件、管理規章及措施、工作分配與調動 1

4 性騷擾 1

5.4 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管道
本公司現有溝通管道多種，可選擇適當管道表達個人意見，其各別之適用情形如下：

一、 公司：凡有個人或團體意見欲表達，均應先循行政管道向直屬主管反映，各級主管應協助其洽

詢有關單位處理；倘認為未獲得適當的處理，則可提下列如：勞資會議、工會、職福會、面對

面座談會、申訴制度等方式尋求解決。

二、 勞資會議：凡屬全公司性且先經溝通而未能適切解決者： 

（一）有關改善工作條件事項。

（二）有關增進福利措施事項。

（三）有關提高工作效率事項。

（四）有關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事項。

三、 企業工會：會員同仁可將訴求事項提案送工會依適當之管道處理。

四、 職工福利委員會：關於同仁之福利事項。

五、 申訴制度

（一）員工申訴機制

同仁在公司內之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性騷擾、言語/心理等職場暴力、不當/違反規定之處

置、冤抑，或在執行業務上遭到困難，經循行政管道仍無法獲得合理解決時提出，公司內

部設有專責受理申訴單位、專線及電子信箱：

1、受理申訴單位：人力處勞資課。

2、受理申訴專線：02-25363001轉8544。

3、申訴電子信箱：5134@metro.taipei。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通報及申訴機制：公司派遣人員及其他受公司指揮、監督或管理

從事勞動之人員，如工作中遭受任何第三人職場暴力（含肢體、言語、心理暴力及性騷

擾），可透過以下方式進行通報或申訴：

1、涉及肢體暴力者：向工安處進行通報，依職業災害相關程序辦理。

2、涉及性騷擾者：向人力處進行申訴，依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規定辦理。

3、純屬心理、言語暴力：向人力處進行申訴，依申訴處理規定辦理。

（二）申訴案件處理

公司同仁如有不循正當途徑表達意見或提出建議者，其行為若已構成「任意謾罵」、「藉

端聚眾、非法煽動風潮」、「虛構或傳播不妥言論，足以影響人心」等事實，公司將依工

作規則等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同仁在公司內之合法權益遭受侵害、職場暴力、不當/違反規定之處置、冤抑，或在執行業

務上遭到困難，經循行政管道仍無法獲得合理解決時提出，公司內部設有專責受理申訴單

位、專線及電子信箱，經調查後，必要時將提請申訴委員會進行審理決議。2014年共計受

理、處理並結案7件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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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員工教育訓練
企業要達成自己的使命、願景與經營目標需要有健全、效能的營運流程來運作，而營運流程除了資

金、設備、資訊配合外，最重要且無可取代還是人力資源。而優質人才則須透過完善的「臺北捷運訓練

體系」不斷地提供養成、強化、提升等訓練活動淬煉出來。

5.5.1訓練系統
臺北捷運公司訓練為了符合組織需求，訓練工作依照5項策略方向進行：

一、 發展捷運本業及附屬事業之核心能力

二、 培訓公司各職位需求人力

三、 提高在職員工能力素質

四、 因應各年度績效達成之訓練需求

五、 傳達企業組織文化與價值

臺北捷運公司對員工教育訓練極為重視，除訂有「員工訓練作業要點」規範各項訓練，另為達成

公司使命、願景及經營理念，每年依訓練品質評核系統之規劃（P）、設計（D）、執行（D）、查核

（R）與成果（O）等5個構面及19項指標進行分析。俾使員工透過系統化設計與發展，充實工作知識與

技術，並激發工作潛能，進而提升組織績效。另為同時兼顧從業人員自我成長及發展之訓練需求，亦訂

定「從業人員訓練進修補助要點」，提供同仁利用公餘進修，並酌予補助進修費用。

臺北捷運公司職能體系規劃
臺北捷運系統運轉能力及品質一直受到國際同業好評及大臺北旅客信賴，主要因素係本公司為了各

專業人員養成的職能品質能一致化，特制定「訓練標準規範」做為訓練規劃、執行與評估的實施依

據。「訓練標準規範」是訓練體系具體化的產出，上可連結公司使命、願景、經營目標所產生的訓

練需求，下則連結技能合格證證照管理，訓練發展價值鏈的地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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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培訓
透過完整的學習發展路徑，員工明確瞭解直向及橫向發展必需具備的各項技能，並透過必修課程的

盤點與資格要求，嚴格掌握人力素質的養成。可經相關訓練之履歷了解員工之學習發展情形。新進

員工報到之後，由需求處室提供新人引導訓練及介紹工作上所需的基本概念與技能，使員工能縮短

適應期，穩健的一展長才。每年由各級主管承接公司願景、策略，配合組織調整、職位要求、個人

能力等因素，提出訓練需求送各單位人事承辦彙整分析並研訂年度訓練計畫。若配合業務需要，各

單位有臨時訓練需求者（不在年度訓練規劃中），得專簽簽陳至督導副總經理核准後執行。

一、多元訓練進修資源

本公司除自行辦理之新進訓練、專業訓練、知能補充訓練、管理及人文訓練、安衛訓練、及服

務訓練6大類訓練外，亦積極鼓勵同仁參與公司以外之各項進修研習課程，如委請外部訓練機

構或推薦同仁至市府公訓處參加訓練（委外及薦送訓練），並鼓勵同仁利用公餘時間進修以充

實自我知能。統計2014年度委外訓練、薦送訓練及訓練進修補助執行情形簡要統計如下：

（一）委外訓練：開辦147班期，共遴派2,408人次參訓。

（二）薦送訓練：開辦193班期，共遴薦583人次參訓。

（三）訓練進修補助：共補助133人次，費用合計117萬元。

二、內部講師培訓

本公司致力於知識、技術傳承及人才培育之工作，設計了具捷運經營特色之講師管理制度及養

成訓練，以培養內部所需之講師人選。內部講師係以「講師遴選及管理作業規定」為主要管理

依據。

講師授課過程由訓練中心依訓練品質查核作業說明書辦理查核作業。對於講師所講授課程之教

學品質，若未達本公司訂定之訓練班期滿意度品質目標，次數累計3次（含）以上者，應撤銷

講師資格，惟仍得依本規定重新申請講師資格審查。經統計捷運公司目前共有68項專業基礎訓

練共1,995個科目，並配置833名專屬講師。

三、標準訓練課程培訓

標準訓練課程來自於系統化的工作分析，精確地透過專業職能分析手法，分析出養成該工作職

務所需的知能，依此規劃出標準的訓練科目、基本時數及訓練方式，此一標準提供各期的學員

能接受此一職務訓練，都有一致性職務所需的知識、技能及態度。經統計2014年度共計5大類

61項證照，授證人數高達5,316人。另委外取證訓練共34項，派訓123人次、獲證88人次，外

部證照取證率達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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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委員會、職工福利委員會、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定期針對升遷、考

核、工作權益、工作條件、員工福利、勞工退休及職業安全等各事項進行審議及溝通。

除上述之委員會外，並配合工會不定期舉辦總經理與各處室工會會員代表座談會進行勞資雙方意見

交流，以積極改善員工權益事項，達到完善溝通。

依據「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落實性別觀點於本公司業務當中，由總

經理擔任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召集人，成員外聘民間委員2人、處室一級正副主管10人及性別議題聯

絡人3人。主要任務訂定本公司性別主流化各年度實施計畫、增修性別統計指標、執行性別影響評

估及性別預算事宜、提供本公司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等工作。每年年底針對當年度完成成果，

經本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討論通過後，於本公司網站上公告。

2014年度性別意識培力情形，薦送訓練16人次，自辦訓練239人次，臺北e大5,578人次。

人權維護宣導
2014年性別主題訓練5,831人次、11,686人時；人權主題訓練20人次、93人時。新進訓練男、女

合計435人次，佔全公司訓練人次百分比為1.47%。

公司皆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辦理，近5年來接受多次勞動檢查均無違反法令之情形，僅於

2014年11月兒童新樂園同仁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政策辦理各項開園籌備趕工作業，導致超時工作14

個小時情形，被處以4萬元行政罰鍰。

為避免再發生超時工作情形，公司已依實際需求增加人力進行因應，目前情況已獲改善，除由公司

人事單位每月不定期抽查出勤狀況外，同時要求各級主管落實管控加班情形，以維護同仁身心健

康。

同仁在公司內之合法權益遭受侵害、職場暴力、不當/違反規定之處置、冤抑，或在執行業務上遭到

困難，經循行政管道仍無法獲得合理解決時提出，公司內部設有專責受理申訴單位、專線及電子信

箱，經調查後，必要時將提請申訴委員會進行審理決議。另，訂定有「性騷擾防治措施」：

一、 針對旅客之宣導：

（一）車站及車廂內設置宣導海報。

（二）旅客如遭遇性騷擾事件：可透過車站、車廂內對講機，廁所內求助鈴，或直接向捷運警

察、本公司服務人員反映，相關工作人員將立即因應處理。

二、 針對工作人員之宣導

（一）針對員工、工讀生及派遣人員，新進時，均簽署「臺北捷運公司禁止性侵害暨性騷擾聲

明啟事」，由公司每年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宣導課程，並於工作場所公告性騷擾防治及

申訴管道之相關規定。

（二）針對廠商人員，於開工前皆由廠商進行性騷擾防治之相關課程宣導，並於工作場所公告

性騷擾防治及申訴管道之相關規定。

（三）工作人員申訴管道：申訴電話：02-25363001轉8544。申訴傳真：02-2522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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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工作安全與健康
臺北捷運公司依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工安處）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規劃、推動安全衛

生有關業務，並依據「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建立適合本公司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供各單位依循P-D-C-A管理循環執行，藉由自主管理持續改善，以達到保

障全體工作者安全與健康之目標。

員工健康安全
臺北捷運公司設有全公司與線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定期每季召開會議討論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其中依法推舉勞工代表佔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提供管理者與員工面對面溝通安全衛生議題的

正式管道，藉以審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相關事項，以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本公司依據「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第5條規定，每年辦理現職行車人

員體格檢查作業，以確保系統及行車技術人員運轉作業及大眾乘車安全。2014年行車人員部分共計

執行1,896人之體檢檢查，每人執行金額約2,380元。另外員工健檢每2年實施一次，醫護人員會同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執行臨廠健康服務，實際了解作業環境審視健檢資料，嚴密監控工作群組健檢異

常比例，依健檢結果異常比例追蹤檢討，預防職業病之發生。

2010-2014年行車人員體檢執行情形（不含員工健檢）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預算金額（萬元） 391 435 435 500 538

執行金額（萬元） 371 380 406 432 451

執行人次 1,615 1,652 1,767 1,819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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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臺北捷運公司職業災害統計分析資料，係依勞動部所公佈之重要失能傷害統計指標，選擇失能傷害

頻率（FR）、失能傷害嚴重率（SR）為主要統計依據（統計數字不含上下班交通意外事故）。臺北

捷運公司2014年同仁受傷失能件數共3人次，損失日數178天，失能傷害頻率（FR）為0.27，失能

傷害嚴重率（SR）為16，無任何職業病及因工死亡案例。

國際勞工組織ILO「記錄和報告職業事故和疾病」行為準則統計
項目 計算規則

工傷率（IR） （總計失能傷害件數/總經歷工時）X200,000 0.055

職業病比率（ODR） （職業病總數/總工作時數）X200,000 0

誤工率（LDR）損失天數比例 （總計損失工作日數/總經歷工時）X200,000 3.246

缺勤率（AR）

總缺勤天數/（員工人數*全年工作日數） *100%

（公傷假468日+病假3,782日+生理假740日）/

（5,644人*2014年工作天數251天）

0.35%

女 性 缺 勤 天 數 / （ 女 性 員 工 人 數 * 全 年 工 作 日

數）*100%

（公傷假2日+病假900日+生理假740日）/

（1,107人*2014年工作天數251天）

0.59%

男 性 缺 勤 天 數 / （ 男 性 員 工 人 數 * 全 年 工 作 日

數）*100%

（ 公 傷 假 4 6 6 日 + 病 假 2 , 8 8 2 日 ） / （ 4 , 5 3 7

人*2014年工作天數251天）

0.29%

年死亡人數 ─

備註：2014年度臺北捷運公司工傷率（IR）、職業病比率（ODR）、誤工率（LDR）損失天數比例，因公受傷

之人員皆為男性。

備註： 失能傷害嚴重率 （SR）=失能傷害損失日數 X 1,000,000/總經歷工時

失能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次數（人次）X 1,000,000/總經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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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保全訓練實務
有關保全人員篩選，皆經由安全調查及廠商訓練，方能擔任執勤任務。目前保全相關契約有要求應

符合「勞動基準法」，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相關教育訓練。

公司保全人員規定及訓練內容列表

項目 人數 規定 訓練內容

捷運車站保

全（含捷運

、貓空纜車

及地下街）

350人

■

■

契約明訂每人每班連同延長

工時不得值勤超過12小時，

且須至少休息8小時以上，

方得值勤下一班保全勤務工

作，另每月休假日數不得少

於4日，2個月併同計算不得

少於12日，以維護人員身心

健康。

廠商應提送勞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證明及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等資料

備 查 ， 以 保 障 保 全 人 員 權

益。

■

■

捷運系統車站設備功能介紹及

值勤技巧訓練（含應對技巧、

滅火急救、月臺管制動作、

違規事件勸導、狀況回報及處

理、遺失物處理程序、人潮管

制等課程），以熟悉車站環境

並正確處置各種狀況。

介紹性騷擾防治概要，以警惕

謹言慎行及拒絕性騷擾。

臺北小巨蛋

保全
12人

■

■

契約明訂每人每班連同延長

工時不得值勤超過12小時，

且須至少休息8小時以上，

方得值勤下一班保全勤務工

作，另每月休假日數不得少

於4日，2個月併同計算不得

少於12日，以維護人員身心

健康。

廠商應提送勞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證明及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等資料

備 查 ， 以 保 障 保 全 人 員 權

益。

■

■

小巨蛋營運管理中心設備功

能介紹及值勤技巧訓練（含

F M 2 0 0 、 電 梯 困 人 、 A E D

等），以熟悉臺北小巨蛋營運

管理中心環境並正確處置各種

狀況。

保全人員自身勤務專業訓練包

括：執行勤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人因性危害預防及防災、

防盜、警衛要則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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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全人員規定及訓練內容列表

項目 人數 規定 訓練內容

兒童新樂園

保全

休園日5人

營運日18人

■

■

契約明訂每人每班連同延長

工時不得值勤超過12小時，

且須至少休息8小時以上，

方得值勤下一班保全勤務工

作，另每月休假日數不得少

於4日，2個月併同計算不得

少於12日，以維護人員身心

健康。

廠商應提送勞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證明及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等資料

備 查 ， 以 保 障 保 全 人 員 權

益。

■

■

兒童新樂園園區設備功能介紹

及值勤技巧訓練（含應對技

巧、滅火急救、門禁管制、違

規事件勸導、狀況回報及處

理、遺失物處理程序、人潮管

制等），以熟悉園區環境並正

確處置各種狀況。

介紹性騷擾防治概要，以警惕

謹言慎行及拒絕性騷擾。

捷運各機廠

保全
54人

■

■

契約明訂每人每班連同延長

工時不得值勤超過12小時，

且須至少休息8小時以上，

方得值勤下一班保全勤務工

作，另每月休假日數不得少

於4日，2個月併同計算不得

少於12日，以維護人員身心

健康。

廠商應提送勞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證明及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等資料

備 查 ， 以 保 障 保 全 人 員 權

益。

有關捷運各機廠、交九行控大

樓及捷運行政大樓週邊所屬區

域之門禁安全，藉由巡視安全

防護工作，以防止區域內任何

災害或不法情事發生，或於發

現災害或不法情事時，及時通

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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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境及供應鏈是未來企業經營發展的趨勢，而綠能產業的興起，低耗能之綠色運輸受到重視，

亦為全球基礎建設關切議題。自穿梭城際區間的臺鐵路網、都會區運輸主幹的捷運路網、快速串連南北

的高鐵路網、以及連結臺北地區與桃園機場的機場捷運等軌道建設，逐漸提升臺灣大眾運輸之可及性，

加上軌道運輸效率高、低污染的特性，讓軌道運具在臺灣的綠色運輸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臺北捷運透過第一本報告書發行，向各界展現本公司對環境、經濟及社會面議題的重視，並對永續

發展的自我期許，期望藉此帶動軌道運輸產業鏈的全面提升。

經濟面，我們仍將以提供安全可靠之優質旅運服務為首要任務，發揮企業化經營的活力與創意，形

塑專業品牌，提供高品質軟硬體服務，並秉持相同態度與標準，以豐富的營運經驗及專業，投入貓空纜

車、臺北小巨蛋及兒童新樂園等受託事業營運，達成臺北市政府交付任務與市民期望，提供民眾高品質

的休閒育樂空間。

環境面，由於全球氣溫升高，高溫下造成企業營運成本（例如：電力、水源等）增加。身為國內運

輸服務業者一員，我們以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為己任，將環境議題融入企業營運及管理之中，

期望在能源與氣候變遷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升能源效率。

社會面，我們對內提升核心技術，追求公司及員工成長，注重人才培育，以強健經營體質，提升企

業整體競爭力，對外秉持綠色理念，致力推動公共運輸，強化節能減碳觀念，並傾聽利害關係人聲音，

為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提出回應及努力。

迎向更長遠的未來，我們將深化「環境+治理」之綠色理念，強調企業在追求營利同時應兼顧環境

治理，尋求穩定發展、低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的永續經營發展模式。定期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發

行，開放而透明的揭露公司各項CSR管理績效，並藉此自我檢討，找出經濟、環境、社會各層面努力方

向，為公司凝集永續經營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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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對照表
                           以下內容經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通過，查證結果如保證意見聲明書所示

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1.策略與分析

核心 G4-1
組織的最高決策者對其組織與策略的永續性
之相關聲明 

董事長的話
總經理的話

6
7

全面 G4-2 組織對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之簡單陳述 

董事長的話
總經理的話
1.3.2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
        管理

6
7

30

2.組織概況

核心 G4-3 企業的名稱 1.1臺北捷運簡介 15

核心 G4-4 主要品牌、產品和服務 1.1.1業務內容 16

核心 G4-5 企業總部所在位置 1.1臺北捷運簡介 15

核心 G4-6
公司營運所在國家數及國家名。（包括主要
營運的所在國或與永續經營有關的所在國須
包含在內） 

1.1臺北捷運簡介 15

核心 G4-7 所有權性質與法律形式 
1.1臺北捷運簡介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15
27

核心 G4-8
提供服務的市場。（包括地理位置圖，服務
的部門和旅客、消費者／受益人的類型） 

1.1.1業務內容 16

核心 G4-9

報告公司之規模（包括 1.員工人數、 2.營
運活動、 3.銷售淨額 —私人公司、營業淨
額 —公營公司、 4.總資本額細分為負債和
權益 —私人公司、 5.提供產品或服務之品
質）

1.1臺北捷運簡介
1.2營運概況

15
22

核心 G4-10

a. 

b. 

c. 

d. 

e. 

f.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員工總數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正式員工總數

依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及性別分類的
總勞動力

依據區域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組織的主要職位是否大部分由法律上認
定為自聘的人員擔任，或由非員工及非
正式員工的個人（包括承包商的正式員
工及非正式員工）擔任

聘僱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如旅遊業或
農業，聘僱人數會隨著季節有所變動）

5.1員工結構 88

核心 G4-11 受勞資雙方共同協議保障之員工比例 5.2勞資關係 91

核心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1.5供應商管理 39

核心 G4-13

報告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架構、所有權
或供應鏈之任何重要改變，包括：
–營運據點的改變或操作變更，包括設施啟

用，關閉和擴展

–股本結構變動及其他資本形成，維護和變
更業務（私營機構）

–供應商營運據點，供應鏈的結構，或與供
應商間關係的變化，包括選擇和終止

1.1臺北捷運簡介 
1.1.1業務內容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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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核心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1.3.2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
        管理

30

核心 G4-15
列出經公司簽署或認可，由外部產生發起的
經濟、環境和社會憲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1.1.2參與組織與簽署憲章 20

核心 G4-16

列出公司參與協會（如商業協會），和全國
或國際性擁護機構的會員資格：
–在協會治理單位擔任之職位

–參與專案或委員會

–提供除了常規會費外的贊助基金

–將參加會員資格做為策略性考量

1.1.2參與組織與簽署憲章 20

3.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核心 G4-17

a.

b.

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所
包含的所有實體

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
文件中的實體未包含在此報告書中

關於本報告書
1.2營運概況

8

22

核心 G4-18
a.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b. 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1.4.3重大考量面分析與
        回應

36

核心 G4-19
列出定義報告內容的流程中所鑑別的所有重
大考量面

1.4.3重大考量面分析與
        回應

36

核心 G4-20

a.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
量面上的邊界，如下：
說明考量面在組織內部是否重大

如該考量面並非對組織內部所有實體都具
重大性（如G4-17所述），選擇以下之一
方式報告：
–對G4-17中所包含的，該考量面不具重

大性的實體或實體群

–對G4-17中所包含的，該考量面具有重
大性的實體或實體群（Groups of en-
tities）

說明組織內關於該考量面邊界之特殊限
制

1.4.3重大考量面分析與
        回應

36

核心 G4-21

a.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考
量面上的邊界，如下：
說明該考量面在組織外部是否重大

如該考量面在組織外係屬重大，鑑別出該
考量面對那些實體、實體群（groups of 
entit ies）或元素（elements）重大，
並描述這些實體的地理位置說明組織外部
關於該考量面邊界之特殊限制

1.4.3重大考量面分析與
        回應

36

核心 G4-22
報告在以前報告中所提供資訊任何重編的影
響及重編原因

關於本報告書 8

核心 G4-23
報告與前個報告期在範圍和考量面邊界的顯
著改變

關於本報告書 8

4.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核心 G4-24 提供與組織參與之利害關係人的群體列表 
1.4.2利害關係人鑑別與
        溝通

34

核心 G4-25 報告鑑別和選擇利害關係人的基礎
1.4.2利害關係人鑑別與
        溝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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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核心 G4-26

報告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法（包括參
與頻率，依形式及利害關係人群體），並
表明是否有任何參與作為報告編製過程中
的一部分

1.4.2利害關係人鑑別與
        溝通

34

核心 G4-27

報告經由利害關係人參與所提出之關鍵議題
和關注事項，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議題
和關注事項，包括透過本報告書的方式。報
告提出每一項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的利害關
係人群體

1.4.2利害關係人鑑別與
        溝通

34

5.報告基本資料

核心 G4-28
所提供資訊的期間。（即會計年度或日曆
年度） 

關於本報告書 8

核心 G4-29 最近一次報告的日期。（若有的話） 關於本報告書 8

核心 G4-30 報告週期（每年或每兩年） 關於本報告書 8

核心 G4-31 針對報告書及其內容有問題時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8

核心 G4-32

a.

b.

c. 

報告組織選擇之“依循選項”

報告所選擇“依循選項”之GRI 內容對照
（請參考GRI G4 Part 1）

如果報告已經由外部查證，報告引用的
外部保證報告。GRI 組織建議使用，但
不是GRI 指南的強制要求

關於本報告書 8

核心 G4-33

a.

b.

c. 

d.

報告組織對本報告書尋求外部保證的政
策和現行作法

如果永續報告內未包含保證報告的範圍
和基礎，則需報告任何外部保證提供的
範圍和基礎

報告組織和保證方間的關係

在尋求永續報告的保證時，報告最高治
理單位和資深管理層是否參與

關於本報告書 8

6.公司治理

核心 G4-34
報告組織的治理架構，包括最高治理單位的
委員會。鑑別任何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負有決策責任之委員會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35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將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
授權委派給資深管理層和其他員工的流程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36
報告組織是否已任命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
議題之執行層職位或職位，及是否直接向最
高治理單位報告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38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
．獨立董事
．治理單位任期
．每位董事其他重要職位和承諾的數量，及

其承諾的性質
．性別
．少數社群團體的會員代表
．有關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之能力
．利害關係人代表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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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全面 G4-42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和資深管理層在制定、批
准 、 和 更 新 該 組 織 的 目 的 、 價 值 或 使 命 聲
明、策略、政策，以及相關的經濟、環境和
社會衝擊的目標之角色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45

a.

b.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鑑別和管理在經濟、
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和機會所扮演的
角色。包括盡職調查流程實施

報告利害關係人協商是否被用來支持最
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
擊、風險和機會之鑑別和管理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46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審查組織的經濟、環境和
社會議題之風險管理流程有效性的角色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48
報告正式審查和批准該組織永續報告之最高
委員會或職位，並確保涵蓋所有重大考量面

關於本報告書 8

全面 G4-49 報告向最高治理單位溝通關鍵問題的流程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全面 G4-50
報告向最高治理單位所溝通關鍵問題之性質
與總數，及用來處理和解決的機制

1.3.1組織架構與運作 27

7 道德與誠信

核心 G4-56
描 述 組 織 的 價 值 觀 、 原 則 、 標 準 和 行 為 規
範，如行為準則與道德守則

1.關於臺北捷運
1.3公司治理

12

27

全面 G4-57
報告尋求道德和法律行為意見及組織誠信相
關事宜之內部和外部機制，如服務熱線或諮
詢熱線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全面 G4-58
報告對不道德或非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事
宜關注之內部和外部機制，如透過線上管理
上報，舉報機制或熱線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經濟績效指標

經濟績效

DMA 經濟績效管理方針 1關於臺北捷運 12

G4-EC1
產生和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包括銷售額、
營運成本、員工薪資與福利、股利和稅捐支
出及保留盈餘等）

1.2營運概況 22

G4-EC2
氣候變遷導致組織活動對財務之影響及其他
風險與機會

1.3.2內部控制制度與風
        險管理

30

G4-EC3 組織界定福利計劃義務的範圍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93

G4-EC4 接受政府之財政補助 1.2.1財務表現 22

市場形象

DMA 市場形象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EC5
依性別報告組織的新進人員薪資與當地最低
薪資的比例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93

G4-EC6
重要營運據點當地資深管理階層雇用數量與
比例

5.1員工結構 88

間接經濟
衝擊

DMA 間接經濟衝擊管理方針 4.關懷生活圈 74

G4-EC7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服務所產生之發展和衝擊
4.1樂活臺北 
4.2便民服務與設施
4.3社會公益

76

78

82

G4-EC8 重大的間接經濟影響，包括衝擊程度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4.2便民服務與設施

6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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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採購實務
DMA 採購實務管理方針 1.5供應商管理 39

G4-EC9 對於重要營運據點當地供應商之支出比例 1.5供應商管理 39

環境績效指標

原物料
DMA 原物料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1 使用的原料之重量或體積 3.1節能與減排 60

能源

DMA 能源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3 組織內部之能源消耗量 3.1節能與減排 60

G4-EN5 能源強度 3.1節能與減排 60

G4-EN6 能源消耗量減量 3.1節能與減排 60

G4-EN7 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減量 3.1節能與減排 60

水資源

DMA 水資源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8 各來源別的總出水量             3.3.1水污染防治 66

G4-EN9 因取水而有重大影響之水源 3.3.1水污染防治 66

G4-EN10 水回收及再利用的總量及比例 3.3.1水污染防治 66

生物多樣性

DMA 生物多樣性管理方針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69

G4-EN11
在非保護區之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棲息地和保
護區、或在其鄰近地區，所擁有、租賃或管
理的營運場址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69

G4-EN12
描述活動、產品及服務對保護區多樣性生物
和保護區外高度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與衝擊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69

G4-EN13 保護或恢復的棲息地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69

G4-EN14
受 企 業 營 運 的 活 動 區 域 影 響 棲 息 地 中 有
IUCN 紅色名單種類與國家保育類生物清單
中依絕種風險程度別列出數量

3.4.1臺北樹蛙繁殖地監測 69

排放

DMA 排放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1） 3.2溫室氣體管理策略 65

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2） 3.2溫室氣體管理策略 65

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3.2溫室氣體管理策略 65

G4-EN19 溫室氣體減排量 3.2溫室氣體管理策略 65

污水與
廢棄物

DMA 污水與廢棄物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22 污水排放的污染程度及流向終點 3.3.1水污染防治 66

G4-EN23 廢棄物的總量，按種類及處理方式描述 3.3.2廢棄物污染防治 67

G4-EN24 重大洩漏的次數與數量 3.3污染防治現況 66

G4-EN25

視為具危險性的運送、輸入、輸出或處理的
廢棄物總重量，根據巴賽爾協定附錄之一、
二、三與八則條文，以及運輸至國外的廢棄
物百分比

3.3.2廢棄物污染防治 67

G4-EN26
明顯受組織排放水和徑流影響之水體和相關
棲息地的特徵，規模，保護狀況和生物多樣
性價值

3.3.1水污染防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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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產品環境
影響

DMA 產品環境影響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27 產品和服務的環境衝擊之減緩影響程度 3.綠色運輸 58

環保法規
遵循

DMA 環保法規遵循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29
重大違反環境法條規定的事件及所處罰款總
金額，或非金錢方式的處罰

3.3.3環境保護支出 69

交通運輸

DMA 交通運輸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30
商品、原料或人員的輸送所造成的重大環境
衝擊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69

整體環保
投入

DMA 整體環保投入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31 按種類揭露環境保護的總費用與投資 3.3.3環境保護支出 69

環境問題申
訴機制

DMA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管理方針 3綠色運輸 58

G4-EN34
藉 由 正 式 的 抱 怨 機 制 提 出 對 環 境 衝 擊 的 立
案、處理、並解決之數量

4.4客戶滿意度
3.4.3噪音

83

71

人權績效指標

相關投資與
人權

DMA 相關投資與人權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2
報告員工接受與營運相關人權考量面之人權
政策或程序訓練的總時數及接受訓練的員工
比例

5.6人權教育訓練 100

不歧視
DMA 不歧視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3 歧視事件發生之總數和已採取的矯正行動 5.6人權教育訓練 100

結社自由與
集體協議

DMA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議管理方針 5.2勞資關係 91

G4-HR4
已辨識可能造成危害或違反結社自由及團體
協約之營運據點及供應商，和支持這些權利
所採取之措施

5.2勞資關係 91

童工

DMA 童工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5
已辨識有顯著童工事件風險之營運據點及供
應商，和對有效廢除童工做出貢獻所採取的
措施

5.2勞資關係 91

強制與強迫
勞動

DMA 強制與強迫勞動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6
已辨識有強迫或強制性勞動風險的營運據點
及供應商，和對消除所有形式強迫勞動做出
貢獻所採取的措施

5.6人權教育訓練 100

保全實務

DMA 保全實務管理方針 5.8保全訓練實務 104

G4-HR7
接受與營運有關之人權政策或程序訓練之保
全人員比例

5.8保全訓練實務 104

原住民權利

DMA 原住民權利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8
侵犯當地原住民人權事件之總數量和已採取
之行動

5.1員工結構 88

人權評估

DMA 人權評估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9
受到人權審查或影響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和
比例

5.6人權教育訓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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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人權問題申
訴機制

DMA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提出對人權的立案、處理
和解決的數量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
     管道

96

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績效指標

勞雇關係

DMA 勞雇關係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LA1
按年齡、性別和區域區分計算新進員工總人
數、比例與員工離職總人數和離職率

5.2勞資關係 91

G4-LA2 在重要營運據點對全職員工提供之福利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93

G4-LA3 按性別報告育嬰假後恢復工作和留存率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93

勞資關係

DMA 勞資關係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LA4
針對不論是否在團體協約內容之營運變更的
最短預告期

5.2勞資關係 91

職業健康與
安全

DMA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86
102

G4-LA5
描述由勞資雙方代表參加的正式聯合勞工健
康安全委員會之勞工比例，藉以監督和指導
職業健康安全計畫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102

G4-LA6
依區域與性別分析傷害類型及工傷率、職業
疾病發生率、損失天數比例、缺勤率以及與
工作有關的死亡總人數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102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之作
業人員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102

G4-LA8
健康及安全相關議題被列於工會正式協議文
件中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102

訓練與教育

DMA 訓練與教育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5.5.1訓練系統

86
97

G4-LA9
依員工類別與性別計算單一雇員每年接受的
平均訓練時數

5.5員工教育訓練 97

G4-LA10
員工職能管理和終生學習計劃以協助員工持
續受雇之能力及其退休計畫

5.2勞資關係
5.5員工教育訓練

91
97

G4-LA11
依員工類別與性別接受定期績效及生涯發展
審查的員工比例

5.2勞資關係 91

多元化與
工作機會
平等

DMA 多元化與工作機會平等管理方針 5.和諧職場 86

G4-LA12
依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和其它多樣性指
標報告公司高階管理層和按員工類別的員工
組成

5.1員工結構 88

勞動問題申
訴機制

DMA 勞動問題申訴機制管理方針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
     管道

96

G4-LA16
藉 由 正 式 的 申 訴 機 制 提 出 對 勞 動 條 件 的 立
案、處理、並解決之數量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
     管道

96

社會績效指標

當地社區 DMA 當地社區管理方針

2.守護捷客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4.關懷生活圈

42

69
74

115



類別/考量面 GRI指標內容 相關章節 頁次

當地社區

G4-SO1
實施當地社區參與、影響評估和發展方案的
營運活動之比例

2.守護捷客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4.1樂活臺北
4.2便民服務與設施
4.3社會公益

42

69
76
78
82

G4-SO2
對當地社區具顯著實際和潛在之負面衝擊的
營運活動

2.守護捷客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
     努力
4.1樂活臺北
4.2便民服務與設施
4.3社會公益

42

69
76
78
82

反貪腐
DMA 反貪腐管理方針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G4-SO4 反貪污政策和程序上的溝通和培訓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一般法規
遵循

DMA 一般法規遵循管理方針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G4-SO8
不遵從法律及規定之貨幣罰款及非貨幣之重
大懲罰總量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社會問題申
訴機制

DMA 社會問題申訴機制管理方針 4.關懷生活圈 74

G4-SO11
藉 由 正 式 的 申 訴 機 制 提 出 對 社 會 衝 擊 的 立
案、處理、並解決之數量

4.4客戶滿意度 83

產品責任績效指標

顧客健康與
安全

DMA 顧客健康與安全管理方針
2014年重大事件回應
2.守護捷客

10
42

G4-PR1
健康和安全衝擊被評估改善的重要產品和服
務類別的百分比

2.1安全與管理
2.2災害管理應變及演練
2.3其他捷運安全統計數
     據

44
52

56

G4-PR2
依結果種類報告產品與服務在生命週期內違
反健康及安全法規和自願性規範的事件數量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產品與服務
標示

DMA 產品與服務標示管理方針 2.守護捷客 42

G4-PR3
依組織的產品與服務資訊和標示程序要求之
產品與服務資訊類型及需要這些訊息的重要
產品和服務類別之比例

2.1安全與管理
2.2災害管理應變及演練
2.3其他捷運安全統計數
     據

44
52

56

G4-PR4
依結果種類報告產品與服務資訊和標示違反
法規及自願性規範的事件數量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G4-PR5 衡量旅客、消費者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4.4客戶滿意度 83

行銷溝通

DMA 行銷溝通管理方針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G4-PR6 被禁止或有爭議的產品銷售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G4-PR7
依結果種類報告產品與服務違反市場溝通法
規及自願性規範，包括廣告、促銷、贊助等
活動數量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旅客、消費
者隱私

DMA 旅客、消費者隱私管理方針 4.關懷生活圈 74

G4-PR8
旅客、消費者抱怨關於隱私權侵犯，和資料
外洩等事件的總數

1.3.2內部控制制度與風
        險管理
4.4客戶滿意度

30
83

產品與服務
法規遵循

DMA 產品與服務法規遵循管理方針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G4-PR9
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違背法律與規定
導致重大罰款之金額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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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附錄三：ISO26000社會責任標準指南對照表

項次 條文 對應章節 頁次

1.人權部分

1 在企業影響所及範圍內，支持並尊重國際人權 5.1員工結構 88

2 企業應確保公司內不違反人權 5.1員工結構 88

2.勞工部分

3 保障勞工集會結社之自由，並有效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利 5.2勞資關係 91

4 消彌所有形式之強迫性勞動 5.2勞資關係 91

5 有效廢除童工 5.2勞資關係 91

6 消彌雇用及職業上的歧視 5.2勞資關係 91

3.環境部分

7 支持對環境挑戰採取預防性措施 3.綠色運輸 58

8 採取善盡更多的企業環境責任之作法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努力 69

9 鼓勵研發及擴散環保化的科技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努力 69

4.反貪腐部分

10 企業應致力於反貪腐活動，其中包含敲詐及賄絡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項次 條文 對應章節 頁次

1.組織治理

1.1 組織於執行目標時下決策與實施決定的系統 1.3公司治理 27

2.人權

2.1 符合法規並避免因人權問題造成之風險之查核 5.和諧職場 86

2.2 人權的風險處境 5.6人權教育訓練 100

2.3
避免有同謀關係—直接、利益及沉默等同謀關係（共犯的
避免）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管道 96

2.4 解決委屈（解決牢騷埋怨）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管道 96

2.5 歧視與弱勢族群 5.1員工結構 88

2.6 公民與政治權 5.6人權教育訓練 100

2.7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5.2勞資關係 91

2.8 工作的基本權利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93

3.勞動實務

3.1 聘僱與聘僱關係 5.2勞資關係 91

3.2 工作條件與社會保護 5.2勞資關係 91

3.3 社會對話 5.4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管道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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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文 對應章節 頁次

3.4 工作的健康與安全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102

3.5 人力發展與訓練 5.5員工教育訓練 97

4.環境

4.1 污染預防 3.1節能與減排 60

4.2 永續資源利用 3.綠色運輸 58

4.3 氣候變遷的減緩與適應 1.3.2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管理 30

4.4 環境保護與自然棲息地的保護與恢復 3.4降低環境衝擊之持續努力 69

5.公平的經營實務

5.1 反貪腐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5.2 負責任的政治參與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5.3 公平競爭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5.4 促進影響範圍內的社會責任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5.5 尊重智慧財產權 1.3.3廉潔誠信，恪守法規 32

6.消費者議題

6.1 公平的行銷、資訊與契約的實務 2.1安全與管理 44

6.2 保護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 2.守護捷客 42

6.3 永續消費 3.綠色運輸 58

6.4 消費者服務、支援、抱怨與爭議解決 4.4客戶滿意度 83

6.5 消費者資料保護與隱私 4.4客戶滿意度 83

6.6 提供必要的服務 4.2便民服務與設施 78

6.7 教育與認知 4.1樂活臺北 76

7.社會參與與發展

7.1 社區參與 4.關懷生活圈 74

7.2 教育與文化 4.1樂活臺北 76

7.3 增加就業與技術發展 5.和諧職場 86

7.4 科技發展 3.綠色運輸 58

7.5 增加財富與收入 5.3員工薪酬與福利 93

7.6 健康 5.7工作安全與健康 102

7.7 社會投資 4.3 社會公益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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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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