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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1

2015.03.09

邀請濟州島泰迪熊擔任親善大使，在車站月台及

配合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輕軌前鎮之星站舉辦

車廂與乘客拍照合影。

「高雄環狀輕軌 C1-C14 車站站名票選活動」抽獎，

Teddy bear was invited from Jeju as goodwill
a m b a s s a d o r, h a d t a k e n a p h o t o g r a p h w i t h
passengers at the platform of station.

公布輕軌 C1-C14 各車站命名票選結果。
Announced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ons C1-C14 name
voting of Kaohsiung LRT".

2015.02.14
於鹽埕埔站舉辦「高捷甜心合影會」，現場約
第三位虛擬人物 - 維修工程師婕兒也首度亮

2015.04.01

相，共同行銷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公司建置之電子商務平台「高捷市集」上線

有 2,000 名粉絲與小穹及艾米莉亞歡樂互動，

“ K . R . T. G I R L S p h o t o e v e n t ” w a s h e l d i n
Yanchengpu station, around 2,000 fans attend to
promote K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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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賣。
KRTC e-commerce platform "GOJET" would be operated
online from the date of April,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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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17

2015.07.22

舉辦「捷伴親子樂」親子共遊行程，以捷運車站為

與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及一卡通票證公司，共同推出

出發點，串連周邊親子型遊玩景點，打造親子輕旅

智慧電子旅遊票券「高屏澎好玩卡」，舉行記者會

行，全年共舉辦 25 梯次。

及銷售破萬張慶功儀式。

KRTC hold the activity of “family tour” 25 batches, started
from MRT station to connect with each travel sight.

KRTC、iPASS and Kaohsiung Tourism Bureau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to celebrate the sales of K.P.P. PASS
over 10,000 sets.

2015.06.30
2015.05.08

首創捷運小小站長活

為進一步形塑高雄捷運特色，以「一站

設計及專業站長的帶

一曲」的構想，更新列車離站警示音，

領，讓小朋友實際體

邀請享譽國際的「十鼓擊樂團」，為高

驗在車站服務台執

雄捷運量身打造結合車站特色的主題音

勤、賣票、巡邏、旅

樂。

客服務等勤務。

In order to develop feature of MRT station,
KRTC cooperated with Ten Drum to create
unique warning tone of each MRT station.

KRTC station master lead children to experience immersive missions at
the MRT station.

動，透過擬真的任務

2015.06.30
高雄捷運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經驗證機構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6 月 29、30 日正式評鑑驗證合格，並獲其推
薦。
TOSHMS was adopted in KRTC, and had been
verified by SGS.

06

2015.09.23

2015.09.25

高雄捷運通車營運屆滿七週年，舉辦「穹頂

高雄輕軌履勘作業，營運公司進行 2 項模擬演練

光炫秀首映記者會」，將美麗島站光之穹頂

( 輕軌列車行經路口時，號誌系統失效與輕軌列車

由原來的靜態呈現，搭配定時絢麗燈光與悠

於路口發生出軌，復軌後失去動力 )；履勘委員檢

揚樂章，成為動態「光之穹頂」2.0 版。

視營運 / 機電 / 土建等設施後，提出 10 項通車前

KRTC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Dome of
Light” at 7th anniversary. Present the beautiful
of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along with colorful
lights and melodious music.

須改善事項。
KRTC performed two simulation situations at Kaohsiung
LRT reconnaissance and 10 items should be improved
before operations.

2015.10.16

2015.10.31

高雄輕軌舉辦試乘活動，開始試營運。

三多商圈站及巨蛋站分

Kaohsiung LRT held free ride event and
started trial run.

別榮獲高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04 年度交通類
績優公廁獎」第一、二
名。
Sanduo Shopping District
station and Kaohsiung Arena station were awarded the 1st and 2nd place in
“The award of Best public toilets-traffic category in 2015”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2015.11.15
在大寮機廠舉辦「愛心處
處飄～ 2015 希望、愛高雄
捷運公益路跑」活動。
“Run with hope and love with
KRTC in 2015” event was
held in Daliao depot (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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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9
榮獲高雄市政府舉辦第
16 屆金暉獎「企業團隊
志工獎」。
KRTC won the “Corporate
Volunteer Team”, awarded
by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2015.11.24
高雄捷運公司吉祥物 HAPPI 和 U!Fu 參加
「高雄城市吉祥物 PK 賽」活動，獲得第

2015.12.10
於美麗島站展示多卡

三名及「雄萌天團」榮銜。

通整合閘門收費硬體

HAPPI and U! Fu, the mascots of KRTC,
participated in the "PK tournament of
Kaohsiung’s mascot campaign", and won the
third place.

設備以及多卡通加值
查詢軟體系統測試。
Displayed and tested
the hardware devices
and the software of
Multi-Card Electronic Ticketing a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2015.12.23
與高雄市政府及 So-net 公司合作，將高捷少女

2015.12.31

置入手機遊戲「魔法使與黑貓維茲」，在美麗

配合 2016 高雄夢時代跨年晚會，加密班距並延長營運

島站舉辦簽約記者會。

時間至凌晨 2 時，當日運量約 28 萬人次。

KRTC cooperated with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nd So-net company, put the K.R.T. GIRLS into
mobile game, and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In light of the 2016 New Year’s Eve Countdown Party in
Dream Mall, KRTC provided more runs to take the crowd
and extended the operating hours to 2 AM. There were
280,000 passengers on tha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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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高雄捷運公司 2000 年成立至今，歷經 15 年淬煉，在全體同仁胼
手胝足共同努力下，公司業務持續穩健成長，為高雄都會區提供安全、
可靠、便捷、舒適的大眾運輸環境。高雄捷運累積旅客人數在 2015 年
11 月正式突破 4 億人次，高雄捷運系統已與全 體市民、旅客建構了緊
密的互動，成為國內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之一，建立優質的品牌形象。
2015 年我們持續深耕本業，並以「加速事業開發及跨域服務」為
目標，輔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升服務品質」及「維持
系統安全」為經營主軸。透過多項開源節流措施，深化成本意識，妥善
規劃公司財務支出，並全面辦理制度規章精實，打造有效率的組織，強
化體質，讓公司具備面對外在環境變動時的各種能力。
2013 年修約改變財務結構後，全體同仁齊心朝永續經營的明確目
標邁進，持續衝刺運量、提高票收，同時有效整合各方資源及靈活運用，
配合附屬事業及土地開發收入穩定成長，並爭取高鐵磨軌、桃園機場捷
運顧問服務，及經營公共腳踏車等各種對外服務等勞務收入，虧損已較
修約前大幅降低。2015 年受惠平準基金挹注，財務帳面上呈現盈餘，
實際上本業營收尚不足以支應營業成本及費用，仍需持續提升運量，開
拓附業開發及對外服務收入，才能實質轉虧為盈。
「人不能改變世界，只能改變自己。」我們將會隨著時間、環境持
續改變自己。邁向 2016 年，我們將不斷創新求變，整合內外部資源，
發揮合作綜效，戮力完成全閘門多卡通建置，做好高雄輕軌第一階段的
營運維修工作，並充份運用我們的通路及品牌優勢，結合綠色運具、商
業活動、休閒文化等不同元素多角化經營，持續強化營運安全、提升經
營效率，創造更好的營運績效，實現轉虧為盈，厚植永續經營之基礎。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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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Massage from Chairman

A Word from the Chairman
Kaohsiung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With all the joint efforts from my colleagues,
the company's business continues to grow steadily after 15 years of refinement. We provide safe, reliable,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transit service in the Kaohsiung metropolitan area. The accumulative ridership
of Kaohsiung Metro surpassed 400 million trips in November 2015. Kaohsiung Metro has got a close
interaction with citizens and travelers, an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We keep focusing on core business in 2015, and set the goal of "accelerat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combined with "cost down", "increase revenue",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system", We need to face all kind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by costs
down activities, and plan the company's financial expenses properly. We also need to build an efficient
organization with strengthen physique.
All staff work for the goal of increasing ridership and fare revenue after the finance restructured in 2013. We
have been reduced the loss after finance restructured by integrating all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use it with
flexibility, and with the revenue growing by affiliated business and land development, several labor service
income by taking over the rail grinding operation for THSR Corporation, Taoyuan metro consulting services,
the public bike operation, etc. We are benefited from the stabilization fund in 2015, and show the result
of surplus in financial account. But in fact, the income of core business can’t fulfill the operating cost and
expense; we still need to keep increasing ridership and income from affiliated business and external service,
to reach the surplus status in real terms.
"We can’t change the world, but ourselves " Forward 2016, We’ll change ourselves over time and keep
innovate and change,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complete the setting of Multi-Card
Electronic Ticketing system, operate the first phase of Kaohsiung LRT, and full use the advantages of our
channel and brand, combine with the green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elements of business, leisure and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We’ll als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n core operations, bring
out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future, turn deficits into surpluses, and make the company achieve the statu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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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的話
2015 年高雄捷運總運量達 6,020.3 萬人次，配合高雄市政府「永
續綠交通」 政策，整合全市陸、海、空、軌道運輸系統，建立整體運
輸服務的施政願景，身為大眾運輸系統的一環，如何持續發展各項公共
運具轉乘規劃，成為高雄捷運公司提升運量的重點之一。
2015 年除了持續學生 75 折票價優惠及捷運與公車、捷運與公共
腳踏車之雙向轉乘優惠，亦與交通局、觀光局、文化局及其他運輸業者
合作發行旅遊套票，並與工研院合作建置「高捷市集」電子商務平台，
結合觀光局推展「高屏澎好玩卡」，達「以捷運一卡通作城市行銷、從
城市行銷推升捷運及一卡通」之目的，同時舉辦多項別出心裁的行銷活
動，包括引領鐵道「萌」力新潮流的高捷少女、動漫主題「痛車」、小
小站長體驗營、捷伴親子樂及光之穹頂聲光秀等，成功拉抬運量及商品
銷售成績。
為及早達成損益兩平的目標，高雄捷運公司積極拓展對外服務收
入，將既有人力資源作最大化運用，並多方開創公司財源，不僅負責高
雄輕軌營運準備作業、與中鋼團隊合作淡海輕軌統包工程，並持續進行
高鐵磨軌、維運高雄 / 屏東公共腳踏車租賃系統，同時完成三菱磨軌案，
並為機場捷運營運前準備提供諮詢服務，總計創造 1.59 億元勞務收入。
在土地開發及附屬事業方面，南機廠大魯閣草衙道開發案興建工程
逐漸完工，2016 年上半年正式開幕營運，依其緊鄰捷運站的優勢，預
估多數旅客將搭乘捷運前往，可望為捷運運量及票收帶來助益；附屬事
業除既有站內廣告及販賣店租借收入外，為了活化車站空間，高雄捷運
公司陸續調整了 5 座車站非付費區範圍，擴大商業利用空間，並藉由主
題車站的設置，期望增加車站人潮，創造更多收入。高雄捷運公司亦爭
取行動業者於車站建置 4G 行動設備、提供列車到站警示音廣告託播服
務等，藉由多角化經營，拓展附屬事業商機。
高雄捷運公司將發揮民間企業的活力與創意，嘗試各種可行之創意
行銷來提升運量及票收，並加速土地開發招商、爭取更多對外服務收
入，期許 2016 年能自力獲利，並彌補累積虧損、實質轉虧為盈。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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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的話
Massage form president

A Word from the president
The overall ridership of 2015 reached over 60.2 million trips. We cooperated with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for the policy of "Sustainable Green Transportation", integrated the city's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land, sea, air and rail, to establish an overall transport services. As part of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how to continue with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metro and other public transport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KRTC to increase ridership.
Besides continue to offer iPASS students card 25% off fare discount, and discount between metro and bus,
public bike, We also launched travel packages by cooperating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Bureau, Tourism
Bureau,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nd other transport industry. We also
build e-commerce platform of "GOJET" by cooperating with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Tourism Bureau to launch the "K.P.P. PASS”, to approach the target of combining iPASS
with metro and city marketing campaigns. Meanwhile, we held a number of ingenious market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KRTC anime girls who leads railway trend, cartoon theme "ITASHA", little Master camp, KRTC
Family fun and Dome of Light, etc., successfully increase ridership and merchandise sales.
In order to reach the target of breakeven, KRTC expand external service revenue actively, and maximize
the use of existing human resources, to create multiple financial resources. We are not only in charge of
operating Kaohsiung LRT, but also cooperating with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for the project of “Tamsui LRT”
and continuing the rail grinding operation for THSR corporation,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Kaohsiung/Pingtung Public Bicycle System, completing the rail-grinding project for Mitsubishi, and
provide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Taoyuan metro, create 159 million revenue from labor service.
In the part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affiliated businesses, the Taroko Park construction is gradually
completed and will officially ope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Due to close to R4A stations, we estimated most
travelers will take metro to get there and will help for ridership and fare revenue. For affiliated businesses,
besides the station advertising and retail sales service, we had expended five free area into commercial use
in order to increase more revenue. We also hope to increase more passengers by setting the theme station.
By asking mobile operators to build 4G mobile equipment we also provide warning tone broadcast services
to exp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affiliated businesses.
Kaohsiung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will apply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from private enterprise to try a variety
of creative marketing to increase ridership and fare revenue, and to accelerate land development, attract
more external service revenue. We expect to b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ly and turn deficits into surpluses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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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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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與股東結構
Capitalization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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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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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Board Members
董事會成員共 11 位，由 9 位董事、2 位監察人共同組成，分別為中鋼公司、中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及遠東百貨等法人股東之代表人。
There are 11 Board members, including 9 directors and 2 auditors. They are on behalf of the corporate shareholders
of the China Steel Corp., China Prosper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Bank of Kaohsiung, Asia Cement Corp.,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Executive Yuan), and Far Eastern Department Stor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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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組織系統
Organ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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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概況
Workforce Overview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自有人力 1,379 人，外包派遣人力 41 人，合計 1,420 人。自有人力平均年齡 37.6 歲，
平均年資 7.7 年，大專程度以上人員達 95.8%，員工素質高、有活力，並具備專業能力及實務經驗，為公司最大無形資產。
The overall workforce of KRTC included 1,379 employees, 41 outsourcing staff, total number of the employee is 1,420
as of Dec. 31, 2015. Average age is 37.6 with average seniority of 7.7 years and over 95.8% employees own bachelor
degree. High-quality, young and vigorous staffs are precious intangible assets for K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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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概況
Opera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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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經營
Core Transport Business
高雄捷運營運路線為紅、橘線交叉之十字型路網，紅線南起小港站、北至南岡山站，橘線西起西子灣站、東至大寮站，
美麗島站為唯一轉運站，營運里程 44.695 公里，共設有 38 座車站、3 座機廠。高雄環狀輕軌籬仔內站 (C1)~ 凱旋中華
站 (C4) 站，於 2015 年 10 月 16 日開始試營運，營運長度 1.945 公里。
Kaohsiung Metro is a cros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ith the red line and orange line. The red line starts with Siaogang
Station in the south and ends at Gangshan South Station in the north while the orange line starts with Sizihwan Station
in the west and ends at Daliao Station in the eas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is the only one transfer station. The
network spanned 44.695 kilometers, including 38 stations and 3 depots. Kaohsiung LRT took trial operation in October
16, 2015 with length of 1.945 kilometers from C1 to C4.

高雄捷運營運系統圖 Kaohsiung Metro System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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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概況
Operation Overview

高雄捷運 2015 年旅運量為 6,020 萬 3,473 人次，平均日運量為 16 萬 4,941 人次，較 2014 年減少 3,026 人次，2015
年跨年夜單日運量為 27 萬 9,871 人次。2015 年高雄捷運公司持續推動各項提升運量方案，配合捷運沿線大型活動延長營
運時間，亦尋求外部協力，與環保基金、交通局共同補助「捷運 - 公車」「捷運 - 公共腳踏車」之轉乘優惠，並試辦社區
型接駁公車 - 高捷小巴「河堤線」，期望在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努力下，提供民眾更便利「行」的選擇，進而提升大眾運
輸使用率。
The passenger volume of 2015 reached 60,203,473 trips. Average daily ridership was 164,941, decrease of 3,026
compared to 2014. The total passenger volume for the last day of 2015 was 279,871. KRTC continuously implemented
various favorable programs in 2015 and extending operation time for major activities held along metro network. KRTC
also sought for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worked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s, Transportation Bureau to jointly
subsidize the transfer between "metro-bus" and "metro-public bike", and community-based shuttle bus–Kaohsiung Metro
mini-bus “Heti line”. In cooperation with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KRTC hopes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choice of
transport, and to upgrad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2015 年度各月平均日運量 2015 Average Daily Ridership by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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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跨年夜人潮 2015 New Year’s Eve Countdown Crowd

歷年總運量 Total Ridership by Year

歷年平均日運量 Average Daily Ridership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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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概況
Operation Overview

附屬事業
Affiliated Business
高雄捷運公司持續附屬事業的開發與創新，透過目標客群之需求分析與物業資源管理，提升附屬事業競爭力。
2015 年附屬事業除持續開發捷運車站及列車廣告、車站販賣店及攤商、場地租借、跳蚤市場、紀念商品、車站金融、
行動通訊、多媒體服務與自助服務設施外，亦逐步開通 4G 行動通信服務，並結合高雄輕軌試乘、光之穹頂 2.0 燈光展演
及高捷少女動漫熱潮等，推出相關周邊商品並舉辦販促活動。
KRTC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innovate for the affiliated business. Through the needs analysi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 KRTC is able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We continue to promote advertising
programs, shops, flea markets, souvenirs, financial servic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selfservice facilities in 2015, but also gradually providing 4G mobile services, combining Kaohsiung LRT free ride, Dome of
Light 2.0, K.R.T. GIRLS, etc., to hold some promotion activities.

高捷少女一卡通 The K.R.T. GIRLS iPASS

高捷少女一卡通在台北轉運站銷售之盛況
The K.R.T. GIRLS iPASS selling at Taipei Bus Station

捷運商品館光之穹頂系列商品專屬櫃位 Dome of Light series merchan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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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少女新品上市、繪師簽書之排隊人潮 ( 鹽埕埔站 )
New products of the K.R.T. GIRLS, the crowds lining up for author’s autograph. (Yanchengpu Station)

熱銷聯名商品 - 高雄捷運 X 廣富號 Hot joint selling merchandise-KRTC X Guang Fu Hao.

2015 年新開發商品 - 輕遊高雄系列 2015 new merchandise - LRT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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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發商品 - 列車微型積木 New merchandise - miniature train blocks

紀念商品自動販賣機 Souvenir vending machine

高雄捷運網路商城平台 KRTC network shopp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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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
Land Development
2015 年持續辦理南機廠大魯閣草衙道開發案，以及大寮機廠舊振南文創園區開發案與合溫馨大型餐飲開發案，並新增
北機廠小樽餐飲宴會廳開發案。
We continuously undertake the plan of Toroko Park at south depot, Jiu Zhen Nan Cultural Park and large banquet halls
at Daliao depot and Otaru Dining Ballroom development projects at north depot in 2015.

南機廠大魯閣草衙道開發案施工情形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Toroko Park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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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2015 年總收入 20.72 億元，包含營業收入 18.44 億元，以及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為淨收入 2.28 億元 ( 含平準
基金挹注收入 1.97 億元 )。其中，營業收入包含運輸收入 14.34 億元、高雄車站永久站捷運工程收入 0.19 億元與其
他營業收入 3.91 億元。總支出 19.82 億元，包含營業成本 17.25 億元及營業費用 2.57 億元。總收入減除總支出後，
稅前淨利 0.9 億元，稅後淨利 0.91 億元。
Total revenue was NT$2.072 billion in 2015, with operation income of NT $1.844 billion,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gain of NT$228 million. Operating income included transportation income of NT$1.434 billion, NT$19 million from
Kaohsiung Main Station contract and NT$391 million from affiliated businesses. Total expenditures were NT$1.982
billion, including operating costs of NT$ 1.725 billion, operating expenses of NT$257 million. After deducting the
total expenditure from the total revenue, the net profit was NT$90 million before tax and NT$ 91 million after tax.

●運輸收入 Fare Revenue
2015 年度票箱收入 14.34 億元，平均每日票收約 393 萬元。
Fare revenue in 2015 was NT$1.434 billion and the average daily fare revenue was NT$ 3.93 million.

2015 年度各月運輸收入 2015 Fare Revenue by Month

歷年運輸收入 Fare Revenue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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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營業收入 Other Operation Revenue
主要為勞務服務、廣告、場地租賃、販賣店出租、紀念商品銷售等項目，各項目所佔比例如下圖。
The key revenues included labor service,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retail sales service, souvenirs
sales and other services.

其他

土地租金

Land Rent
7%

Other
12%

廣告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14%

行動通訊場地租賃

Mobile Communication
Service
14%
販賣店

Retail Sales
9%
勞務服務收入

Labor Service
41%

車站金融

Financial Service
3%

2015 年度其它營業收入比列分佈圖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other operating revenue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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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安全
System Safety
●系統服務指標 Service Performance
高雄捷運每日上午 05:55 自端點站發出首班車，24:00 自端點站發出末班車，營運時間超過 18 小時，目前以 3 節車廂
形式營運，每列車可乘載 755 人 ( 以每平方公尺站立 5 人計算 )，最高營運速率每小時 80 公里。
2015 年度平均尖峰班距 4 分 45 秒，平均離峰班距 7 分 19 秒，行車速率每小時 35.44 公里，準點率 99.87%，發車率
99.97%，各項數據均符合系統服務目標值。衡量捷運系統穩定度之「兩事故間車廂公里數 (MKBF)」指標為 113.3 萬車廂
公里，達國際一流捷運系統之水準。
The first train of Kaohsiung Metro sets out at 5:55 a.m. and the last train leaves at midnight every day. The operation time
is over 18 hours. Each train, operated by 3 cars, can carry 755 people (5 people per square meter stand). The maximum
operating speed is 80 km per hour.
In 2015, the average headway during peak hours is 4 min 45 sec and average headway during off-peak hours is 7 min
19 sec. The average train speed is 35.44 km per hour. The on-time rate is 99.87% while the departure rate is 99.97%. All
service targets ar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criteria value. The system’s reliability rate, (MKBF, based on the mean carkilometers between failures), was 1.133 million car-kilometers, achieved the best of world-clas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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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系統服務指標達成情形 2015 Service Performance

註：公式為「因故障而更換之 CST( 單程票 ) 車票數 /CST( 單程票 ) 車票使用次數總和」
Note：Number of CST replacement due to failure / Total amount of CST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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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備維護 System Equipment Maintenance
為提供電聯車安全可靠的服務，提升運轉的穩定性，並延長使用壽命，除例行維修保養作業外，高雄捷運公司依據「大
眾捷運法」及「電聯車檢修實施作業規定」排定大修作業，以提高電聯車妥善率並確保營運品質。自 2013 年 9 月開始執
行電聯車五級大修 (7.5 年大修 ) 作業，針對電聯車各系統的零組件進行檢修。
為確保電聯車完成 7.5 年大修作業後，各零組件功能、性能符合出廠要求，電聯車靜態測試合格後，須於測試軌進
行實車 100 公里之動態行車測試，以確保電聯車在各操作模式下，加、減速率、緊急煞車減速率均能符合標準，並完成
一趟夜間正線測試後，才能出廠恢復正線運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 29 列車大修作業，全車隊完成進度為
69%。預計於 2016 年 12 月完成全車隊 7.5 年大修作業。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rolling stock (EMU system), KRTC provided safe and reliable maintenance
services for the rolling stock to extend its life and ensure the operational qu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Mass Rapid Transit
Act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rolling stock overhaul implementation. KRTC started to perform five-degree train overhauls
(7.5 year overhaul) since September 2013 to maintain EMU system relative equipment.
To ensure that all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of rolling stock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 after overhauls, the rolling
stock carried out a dynamic test over 100 kilometers on the test track to test the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rate and
the deceleration rate of emergency brake. Finally, the rolling stock was back to service again when passing a running
test at night in main line to certificate its qualification. There were already 29 trains finished 7.5 years overhauls and
the completed percentage of total fleet was about 69% by the end of 2015. We expect to complete the entire 7.5 years
overhauls maintenance by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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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換流器檢修 Traction inverter repair

輔電模組檢修 Auxiliary power module maintenance

IRV 閥件測試 IRV valve test

車門檢修 Door Maintenance

經營成果
Operation Achievement

牽引馬達檢修 Traction motor overhaul

冷凝風扇檢修 Condenser fan overhaul

次懸吊檢修 Secondary Suspension detection

車間通道耐磨片更換 Drag passage wear chip replacement

牽引桿軸襯更換 Drawbar bushing replacement

防滾桿檢修 Anti-roll bar repair

連軸器拆卸 Coupling disassembly

車軸非破壞檢測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for ax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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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災害模擬演練 Disaster Simulation Drills
為落實災害防救，高雄捷運公司於 2015 年度共辦理 45 項內部加強演練，並與消防、警察、衛生等外單位舉辦 4 項大
型演練。災難設定涵蓋系統故障、人為危安事件、天然災害應變、人員傷亡搶救、緊急疏散救援等各種不同情境。經由與
外部單位進行各項演練，彼此熟悉通報運作方式，俾於真實災害發生時，爭取最大搶救及搶修時效。
To reinforce the capability for emergency response, in 2015, Kaohsiung Metro system completed disaster simulation drills
for 4 times (cooperated with fire, police and health departments) and 45 internal exercises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crisis
management for the staff. The scenario contained system errors, armed assailants, passenger injuries, natural disasters
and emergency rescue. Through these training, both KRTC and emergency services could be familiarized themselves
with necessary procedures for the purpose of maximizing rescue and repair efforts when facing actual disaster.

2015 年度多重災難演練紀錄表 2015 Disaster Simulation Dr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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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單位事故現場鑑識 Scene Forensic

軌道搶修人員接合斷裂第三軌 Rail fracture repair

站務人員及旅客合力與歹徒對峙

列車復軌作業 The train reopened operation

Station staff and passengers confront the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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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
●旅客滿意度調查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為使服務更貼近旅客需求，於 2015 年 10 月 17 至 20 日委託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於高雄捷運紅、橘線各車站，對
年滿 16 歲以上旅客進行 2015 年旅客滿意度調查。經統計，受訪者對高雄捷運整體滿意度達 90.39%，為歷年最高，且自
2009 年度起已連續 7 年達 85% 以上，顯示多數旅客對高雄捷運之整體服務品質持正面評價。
To identify what kinds of enhancement are most important to customers, KRTC commissioned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onduct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from October 17 to 20, 2015, interviewing
passengers over the age of 16. The statistic shows 90.39% of passengers have positive approval of KRTC’s service
quality and are satisfied with the Kaohsiung Metro system, which posts a record high and has rated more than 85% for 7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2009.

高雄捷運旅諮台服務 KRTC travel information center service

車站站務人員及保全人員服務旅客 Sweet service from station staff and security gu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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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物處理中心 Lost and Found Service Center

●遺失物處理中心 Lost and Found Service Center
高雄捷運公司遺失物處理中心設置於美麗島站，提供旅客遺失物登記、查詢及領取服務，並於公司網站提供「遺失物
查詢系統」，協助旅客找回遺失物。2015 年受理案件共 25,308 件，前 5 大類依序為票卡、現金、證件、雨具、皮包，占
總收件數 60.93%，已結案件共計 8,405 件。
Passengers can make a lost property enquiry, recover lost objects and claim their lost objects in KRTC Lost and Found
Service Center, located a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or use the enquiry system on KRTC website. In 2015, Lost and
Found Service Center handled 25,308 items, top 5 items was tickets, cash, credentials, umbrellas and wallets, including
60.93% on the whole items, while 8,405 items had been claimed.

收件總數
Total Lost Property

已結案件數
Claimed Items

2015 年每月遺失物數量統計 2015 Lost Property Statistical Chart by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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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服務設施 Station Service Facilities
K 書中心 Reading Room
配合民眾閱讀的需求，全線共設立 4 間 K 書中心，分別在獅甲站、信義國小站、技擊館站及鳳山站，開放時間自上午 8:00
至晚間 10:00，全年無休，平均使用率約 8 成。
KRTC provided 4 Reading Rooms in Shihjia Station, Sinyi Elementary School Station, Martial Art Station, and Fongshen
Station, opening from 8:00 to 22:00 every day. The using rate is about 80%.

獅甲站 K 書中心 Reading Rooms in Shihjia Station.

自助圖書館 Auto Service Library
於中央公園站、左營站及南岡山站設置自助圖書館，提供民眾借閱及歸還圖書之方便性，並結合一卡通設定借書證功
能，民眾可透過搭乘捷運時借閱或歸還圖書，增加民眾搭乘捷運便利性選擇。
Auto Service Libraries were set in Central Park Station, Zuoying Station and Gangshen South Station. Combined the
function with iPASS and library card, these auto service libraries provide people the convenient of borrowing books while
taking metro.
童書中心 Children’s Book Center
為紮根城市閱讀風氣，於信義國小站設置童書交流中心，期望透過書籍不斷的流通及傳閱，大力提升城市閱讀風氣，
並結合親子共遊學活動，帶領孩童及家長進入童話世界的場景。
KRTC set a Children’s Book Center for children in Sinyi Elementary School S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as a good
model for socie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family tour” activity, which let children and parents into the situation of fairy ta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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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國小站童書中心 Children’s Book Center inside Sinyi Elementary School Station.

凹仔底站童趣樂園 Children’s Fun Area inside Aozihdi Station.

童趣樂園 Children’s Fun Area
於凹仔底站打造全線第一座童趣樂園，設置適合兒童閱讀的書籍，讓小朋友享受閱讀樂趣。另與知名劇團合作，每週
安排說故事活動，活化車站空間。
KRTC provided a funny area for children in Aozihdi Station., provided many children’s books and held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sometimes in the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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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哺乳室 Breastfeeding Room
落實國家「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政策，高雄捷運公司提供友善的集哺乳環境，於美麗島站設置完備的集哺乳室；
其餘車站雖受限空間條件，仍設置有簡易型集哺乳場所，以建立友善的婦幼環境。
In response to the Public Breastfeeding Regulation and create a breastfeeding-friendly environment, KRTC set
breastfeeding rooms a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and other stations so that women can feel comfortable nursing their
babies.

美麗島站哺乳室 Breastfeeding Room inside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置物櫃 Locker
於凱旋站、三多商圈站、中央公園站、美麗島站、高雄車站、後驛站、凹子底站、巨蛋站、左營站、西子灣站、鹽埕埔站、
文化中心站及大東站設立置物櫃服務，置物櫃有大、中、小不同尺寸，提供旅客不同使用需求，讓旅客可輕鬆暢遊高雄。
There are different sizes locker in Kaisyuan station, Sanduo Shopping District station, Central Park Station and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Kaohsiung Main station, Aozihdi Station, Kaohsiung Arena Station, Zuoying station, Siziwan station,
Yanchengpu Station, Cultural Center Station and Dadong station, so passengers can easily travel around in Kaohsiung.
提供 4G 服務 4G Mobile Service
為了提供給旅客更好的手機通話及行動上網品質，2015 年下半年度陸續於各車站導入 4G LTE 行動寬頻服務。
In order to provide passengers better-quality phone calls and internet access, KRTC gradually introducing 4G LTE mobile
services in each st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5.

49

經營成果
Operation Achievement

博愛接駁專車 Golf Shuttle Cart
領先 全 國軌道系統，於美麗島站
及高雄國際機場站設置博愛接駁專
車，讓銀髮長者及行動不便乘客更便
於搭乘捷運。
Leading the rail system in Taiwan,
KRTC provides golf shuttle cart for
the elderly and passengers with
disabilities a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and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tation.
免費充電專區 Free Charging Zone
於 全 線車站設置免費充電專區，
提供旅客手機、電動輪椅等臨時或緊
急充電服務，旅客只要向服務台提出
需求，服務人員就會引導旅客至專區
使用插座充電。
高雄國際機場站博愛接駁專車 The golf shuttle cart service in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tation

KRTC sets free charging zones in all
stations, providing passengers free power charging service for cellphones or emergency cases.
光之穹頂 2.0 再進化
Evolution of Done of Light 2.0

為持續推廣捷運藝術美學，高雄捷運提供光之穹頂語音導覽 MP3 免費借用，2015 年 9 月更打破公共藝術靜態展示之
限制，以動態方式傳遞光之穹頂故事魅力，推出「光之穹頂 2.0 版」將美麗島站賦予全新生命力。
In order to keep promoting the artistic aesthetics of metro, we provides free MP3 audio that will introduce Dome of
Light. In September 2015, we broke the limitations of static display of public art, presented the charm of Dome of Light
dynamically. KRTC gave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a new vitality by launching the Dome of Light version 2.0.
資源回收機 Recycling Machine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與高雄捷運公司合作於中央公園站建置自動資源回收站 (ARM)，旅客將資源回收即可獲得一卡通乘
車回饋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cooperates with KRTC to build an automatic recycle
machine (ARM) in Central Park station. Passengers will receive rewarded into iPASS when they recycled resource.

50

●廣告服務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捷運全線計有 178 幅廣告燈箱、1,512 幅車廂海報版位，提供之廣告服務包括燈箱、資訊跑馬燈、多媒體電視播放、
立牌、海報、車站廣播、列車到站警示音廣播，以及車廂內廣播等涵蓋聽覺及視覺之各式多元創意廣告服務。
There are 178 ads in the stations and 1,512 ads on the trains. These commercial ads contain all the elements of
originality, fashion, fun and life,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commuters to receive and update information in all aspects.

車站內布幔廣告 The curtain ads lift inside the station.

車站內燈箱廣告與裝置藝術
Advertising light boxes inside the station and the installation art.

月台層廣告 The ads at platform

車站內大型壁貼廣告 The billboard advertising inside th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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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列車廣告 The Ads of Train with Theme

車站體外大型廣告 The billboard advertising outside the station.

●廣播廣告託播服務 Broadcasting for Adverts
託播服務包含「車站廣播」、「列車到站警示音廣播」及「車廂內廣播」，能於短時間內密集增加產品曝光率，加深
消費者對品牌印象。2015 年度計有金融業、票證公司、百貨公司、旅遊業及公部門使用本項服務。
Broadcasting for Adverts services include "station broadcasting," "Train arrival warning sound" and "broadcasting inside
the train", which can increase product visibility in a short time, and deepen consumer’s impression. There were financial
services, ticket companies, department stores, tourism, and public sectors using this service.

車站到站警示音廣告托播服務海報 The poster of train arrival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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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店服務 Station Shops
高雄捷運 38 座車站內共有 140 間販賣店空間，扣除 5 間自用空間，可出租 135 間，2015 年完成出租之販賣店計 123
間，出租率為 96%。販賣店服務項目包含便利商店、輕食咖啡、文創小物、美容美甲、剪髮、烘焙、伴手禮、生活雜貨、
3C 商品、捐血中心、辦公室、會議展演室、格子鋪、資源回收站，婚禮小物出租、原住民農特產品專賣店等，銷售品項包
羅萬象，為旅客帶來便利的捷運生活。
There are 140 shops in 38 stations for lease. Among them, except 5 shops for KRTC use, 123 shops were rented out.
The rental rate was 96% in 2015. Shop services include convenience stores, café & light food, cultural & creative small
things, beauty, haircut, bread, souvenir, retailer, 3C merchandise, blood donation centers, office, conference rooms,
recycling station, wedding goods rent, and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ducts including many kinds, provide passengers
more convenient metro life.
高雄捷運可出租販賣店空間統計表 KRTC Rental Station Shop Statistical Tables

車站內販賣店提供各式各樣的商品服務 The station shops provide varie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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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內販賣店
各式各樣的商品服務
The station shops provide varie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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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內販賣店各式各樣的商品服務
The station shops provide varie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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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 Convenient Service
日文轉乘廣播 Japanese Transfer Broadcasting
為服務日本旅客，日文轉乘廣播於紅線上下行列車前往高雄車站、美麗島站、左營站時播放，到站前之日文廣播於西
子灣站、高雄國際機場站播放。
To offer better service for Japanese tourists, KRTC has launched Japanese train transfer broadcasting on the red line at
Kaohsiung Main Station,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Zuoying Station, as well as arrival broadcasting at Siziwan Station
and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tation.
高雄市公有路邊停車費代收服務 Street Parking Fee Collection Service
車站服務台提供「高雄市公有路邊停車費」代收服務，方便民眾搭捷運時亦能繳納停車費。2015 年共代收 33,426 筆，
代收金額共計 95 萬 3,379 元。
Kaohsiung Metro stations provide Kaohsiung City street parking fee collection services for citizens paying their street
parking fees while taking metro. There were 33,426 payments in total with NT$ 953,379.
規劃 Google Maps content providers 服務 Google Maps Content Providers Service
高雄捷運公司除了在官網及各站公佈欄公布各站詳細的列車運行時刻表外，亦貼心提供列車運行時刻表予 Google 地
圖系統，結合 Google 地圖優越的路線規劃功能，升級民眾搭乘高雄捷運的便利性。
KRTC posts the detailed train schedules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and bulletin board inside the station, also provides
train schedules with Google Maps system. Combining train schedule with Google Maps system, KRTC upgrades the
convenience of taking metro.
車站愛心傘 Umbrella Service
置於車站服務台 附 近傘筒之愛心傘免費提供
給有需要之旅客使用，2015 年 6 月獲高雄後驛商
圈發展協進會捐贈 500 支印有「後驛商圈」字樣
的愛心傘，與高雄捷運公司一起作公益。
There are umbrellas placed close to the st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for the passengers’ needs.
Houyi Distric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donated
500 umbrellas printed the words of "Houyi
district" in June 2015, to provide the public
interest with KRTC.

車站愛心傘 Umbrella Service inside th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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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車站
Station Facilities Untilization
●辦理各式活動 Various Activities
轉動的音符 - 張正傑的輪椅族音樂會 Rotating Notes – Wheelchair concert with Chang, Cheng-Chieh
高雄捷運公司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同時讓輪椅族群朋友們感受於高捷系統內，使用無障礙空間的便利與貼心服務，
舉辦「轉動的音符～張正傑的輪椅族音樂會」。音樂會除了大提琴家張正傑、鋼琴謝婉玲老師外，特別邀請京劇大師朱陸
豪加入演出。
KRTC fulfill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holding "rotating notes - wheelchair concert with Chang, Cheng-Chieh "
while allowing friends in wheelchair could experience convenient barrier-free space in the metro system. Besides Chang,
Cheng-Chieh, the pianist Hsieh, Wan-Ling and the Peking Opera master Chu, Lu-Hao were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show.

張正傑的輪椅族音樂會 Rotating Notes – Wheelchair concert with Chang, Cheng-Chieh

高捷少女虛擬形象代言人 K.R.T. GIRLS

高捷虛擬形象代言人暨社群行銷 KRTC GIRLS’ Social Marketing
高雄捷運公司於 2014 年底展開「高捷少女」專案，由著高捷制服的虛擬形象代言人站務員「小穹」與司機員「艾米
莉亞」打頭陣，深受年輕族群熱情迴響，之後陸續新增維修工程師「婕兒」及客服員「耐耐」2 位成員，亦擁有超高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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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公司成功開創「高捷少女」，是近年來台灣將萌文化傳回日本的成功例子之一，更有許多日本粉絲特地跑到
高雄朝聖！日本一大輕小說文庫「GA 文庫」更大肆於同人展「COMIKET SPECIAL 6」宣傳開賣高捷少女的週邊商品，亦
有日本大學教授前來採訪取經。
KRTC launched " K.R.T. GIRLS” project in late 2014. The virtual idol station staff “Xiao Qiong” and train driver “Amelia”
lead the charge, whom were highly welcomed by the younger groups.The maintenance engineer "Jie" and customer
service member “NaiNai” were launched after that, whom also have a great amount of fans.
KRTC created " K.R.T. GIRLS” successfully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even a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many Japanese fans specially visited Kaohsiung for them. "GA Bunko" from Japan
promoted K.R.T. GIRLS merchandise on the "COMIKET SPECIAL 6" show vigorously.
捷取瞬間 ‧ 廣闊視界 - 大眾運具廣告微電影行銷創意競賽 Micro Film Competition
高雄捷運公司與中山大學合作，邀請全國對攝影有興趣的人士一同共襄盛舉，發揮創意與巧思以捷運為背景，結合微
電影與文學創作，進一步提升捷運使用意願，倡導節能減碳之環保意識，並於車站 MOD 播放作品供旅客觀賞。
KRTC cooperated with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o organize Micro Film Competition, which aims to encourage
more creative content to be produced on the related topic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to take metro,
we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play the above microfilms on
MOD.
2015 夏戀高捷動漫季系列活動 2015 Love KRTC Animation Activity
為活絡車站空間且配合暑假旺季行銷，於暑假期間在技擊館站舉辦「夏戀高捷動漫季」系列活動。
In order to make good use of station spaces in hot marketing peak period during summer vocation, we held “2015 Love
KRTC Animation Activity” at Martial Arts Station.

捷取瞬間 ‧ 廣闊視界 - 大眾運具廣告微電影行銷創意競賽記者會

夏戀高捷動漫季活動 Love KRTC Animation Activity

Micro Film Competition Pres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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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少女系列活動 -2015 歡樂集點 VIP 召集令、彩繪列車、生日派對
K.R.T. GIRLS series activities – 2015 VIP convocation, Painted Trains, Birthday Party
高捷少女以可愛活潑的樣貌呈現高雄捷運公司年輕有活力之形象，自推出以來廣受各界好評。於 2015 年度下半年起，
發行紀念商品及舉辦系列活動，包含彩繪捷運列車、高捷少女歡樂集點、小穹生日派對等主題活動。
K.R.T. GIRLS presented young and dynamic image of KRTC by their lovely and lively appearance, and to be widely
praised since launch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5, there were related merchandise and series activities held, including
painting trains, K.R.T. GIRLS colleting, and Xiao Qiong’s birthday party.

高捷少女系列活動 Series activities of K.R.T.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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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穹頂 2.0 登場，變身全球首座光炫車站
Dome of Light 2.0 Version, the First Glorious Station in the World
為活化車站刺激運量，將高雄市重要藝術地標 - 美麗島車站琉璃作品 -「光之穹頂」創新再進化，打破靜態展示限制，
設置絢麗燈光搭配悠揚樂章，成為動態「光之穹頂」2.0 版，具體傳遞光之穹頂故事魅力，變身為全球最美的光體車站。
In order to stimulate ridership, we brought the landmark,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upgrade to the next level by setting
with glorious light along with melodious music that became Dome of Light 2.0 version. With the specific charming story,
Dome of Light became the most beautiful station in the world.

光之穹頂 2.0 登場 Dome of Light 2.0 Version

2015 高捷少女 X 高雄電影節行銷
2015 K.R.T. GIRLS x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高雄捷運公司與高雄電影節合作，高捷少女首次
跨足藝文領域協助行銷工作，負責擔任 2015 年高雄
電影節影薦人及相關宣傳工作。
KRTC cooperated with the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K.R.T. GIRLS stepped into the artsy cultural field first
time and to be the agent for 2015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高捷少女高雄電影節宣傳海報
The poster of K.R.T. GIRLS for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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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第一屆高雄城市吉祥物 PK 賽 The First Mascot Competition in Kaohsiung
高雄市新聞局主辦首屆高雄城市吉祥物 PK 賽活動，高雄捷運公司 U!Fu and HAPPI 獲邀參賽，經強力號召網路粉絲
全力搶票，榮獲第三名及雄萌天團的佳績。
Information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hosted the mascot competition in Kaohsiung, U! Fu and HAPPI from
KRTC were invited to the competition. They won the third place with a strong supports from fans of network.

高雄城市吉祥物 PK 賽活動 Mascot competition in Kaohsiung

高捷銀聯兌卡行銷高雄觀光市場
Cooperated with UnionPay to promote tourism of Kaohsiung
2015 年再度與銀聯國際攜手合作推展高雄觀光，提供限量銀聯高雄特
製版一卡通，予銀聯卡號「62」數字開頭之銀聯卡友，憑護照或入台證及
銀聯卡至高雄國際機場站服務台、左營站旅遊諮詢台及市議會站服務台等
三處，即可登記免費領取「高雄自由行紀念一卡通」一張及高雄旅遊地圖。
KRTC cooperated with UnionPay again in 2015 to promote tourism of
Kaohsiung. We offered a limited edition of UnionPay- iPASS. Visitors with
the card of beginning number "62" and show the passport can receive a
“Kaohsiung free tourism memorial iPASS” and a tourist map for free at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tation, Zuoying station and City Council
station.

銀聯卡享免費兌換海報宣傳
The poster of UnionPay exchange iPASS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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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高雄捷運車站跳蚤市場」活動 KRTC Flea Market
為提倡綠色生活理念，活絡車站空間，高雄捷運公司自 2012 年起辦理高雄捷運車站跳蚤市場，提供市民一個「分享
與再生」的交流平台，2015 年共辦理 5 場次。
In order to promote green living and make good use of station spaces, KRTC had held flea markets since 2012, which
offers a public exchange platform of "sharing and regeneration". There were 5 sessions held in 2015.

跳蚤市場活動人潮 Crowds at the Flea Market

2015 希望 愛高雄捷運公益路跑 Run for hope and love in 2015 of KRTC.
與創世基金會合作，於大寮站舉辦「2015 希望、愛 高雄捷運公益路跑」，報名人數共計 5,000 人，高雄捷運公司並
將活動公益款捐贈創世基金會。
KRTC cooperated with Genesis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for the active of “ Run for hope and love in 2015 of KRTC.” in
Daliao Station. There were 5,000 runners attend, and we donated the funds to Genesis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2015 希望 愛高雄捷運公益路跑活動 Run for hope and love in 2015 of K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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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曆發表宣傳記者會 2016 Calendar Propaganda Press Conference
與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合作，邀請熊本縣觀光部長「熊本熊 KUMAMON」與高雄捷運公司 4 名「高捷少女」共同擔任高
雄市 2016 年年曆主角，攜手行銷高雄與熊本，透過年曆的發送，增加兩城市民眾的互訪，創造觀光商機。
Information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invited the tourism minister of Kumamoto “Kumamoto Bear KUMAMON”
and K.R.T. GIRLS for 2016 calendar. By joining K.R.T. GIRLS and Kumamoto Bear into the calendar,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hopes to increase visits and sightseeing busines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2016 年曆發表宣傳記者會活動 2016 Calendar Propaganda Press Conference

2015 高雄嘉年華 Kaohsiung Carnival 2015
高雄捷運公司與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跨
域合作「2015 高雄嘉年華」，由高捷少女擔任
市府年度重要主題活動代言大使，透過高捷少
女影響力，號召民眾搭乘捷運參與高雄嘉年華
系列活動。
KRTC cooperat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Kaohsiung City to held ”2015
Kaohsiung Carnival”. K.R.T. GIRLS were the
carnival ambassadors, which encouraged
people to participate the active by taking
metro.

2015 高雄嘉年華活動宣傳 Kaohsiung Carnival Pres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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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少女與 So-net 宣傳記者會 K.R.T. GIRLS and So-net Press Conference
為促進高捷少女跨域合作及協助城市行銷，高雄捷運公司與高雄市政府及 So-net 公司合作，將高捷少女為元素置入知
名手機遊戲 -「魔法使與黑貓維茲」，讓高雄市行銷再創新頁，成為我國首座以遊戲元素行銷的城市。
In order to promote K.R.T. GIRLS and the city, KRTC, cooperated with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nd So-net company,
set K.R.T. GIRLS into mobile games.

高捷少女與 So-net 宣傳記者會活動 K.R.T. GIRLS and So-net Press Conference

尋找 Pbike 減碳大使 Looking for Pbike Carbon Reduction Ambassador
為宣導民眾多加利用公共自行車從事日常及休閒活動，舉辦尋找屏東公共自行車 Pbike「減碳大使」活動，並舉辦頒
獎典禮，鼓勵表揚得獎人，同時分享使用經驗與心得予更多民眾，推廣行銷屏東公共自行車。
KRTC held “Carbon Reduction Ambassador”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take the Pbike in daily and leisure activities. We
encourage the winners to share experience and feedbacks to more people to promote Pbike.

舉辦 Pbike 擴站票選開跑記者會 Pbike pres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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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一特色 One Station, One Character
拍攝微電影
為營造捷運車站特色，高雄捷運公司以「一站一特色」之微電影宣傳短片，結合周邊特殊景點或文化風貌方式拍攝，
於車站 MOD 及高雄捷運 FB 播放。2015 年特色形塑之車站為前鎮高中站「消遙遊五甲」、三多商圈站「三多愛玩客」、
南崗山站「永福家族遊岡山」、巨蛋站「巨蛋滿足你的時尚味蕾」、市議會站「心之所愛 ‧ 獨留河畔」、大東站「大東大
樹哈佛遊」。
In 2015, combined with local features, Cianjhen Senior High School Station, Sanduo Shopping District station, Gangshan
South station, Kaohsiung Arena station, City Council station and Dadong station were assigned to execute one station,
one character program by producing “characteristic stops” micro-films played on KRTC FB and MOD in the station.

前鎮高中站 Cianjhen Senior High School

三多商圈站 Sanduo Shopping District

南崗山站 Gangshan South

巨蛋站 Kaohsiung Arena

市議會站 City Council

大東站 Dadong Station

一站一曲離站音 One station one Train departure tone
為進一步形塑高雄捷運在地特色，持續提升車站服務質感，本公司主動邀請享譽國際的「十鼓擊樂團」為高雄捷運量
身打造結合車站特色的主題音樂，2015 年調整更新包含 R8 三多站、R11 高雄車站在內共計 17 個站列車離站警示音，並
陸續上傳 YouTube 的 krtc channel 行銷宣傳，吸引上萬人次點閱欣賞，獲得一致好評。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local features of KRTC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station, we invite worldknown "TenDrum " to produce music with characteristics for each station. We modified the train departure tone 17
stations including Sanduo Shopping District stations and Kaohsiung Main station etc. in 2015.We uploaded to krtc
channel on YouTube for marketing and attract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click and received unanimous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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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活化 Make Good Use of Station Spaces
為使車站公共藝術作品更生動化，2015 年除打造動態 2.0 版「光之穹頂」新風貌，亦對美麗島站出入口「祈禱」之燈
源進行調整，以法國羅浮宮黃金屋概念為發想，將原本白光改為柔和黃光，讓旅客自入口處即有耳目一新之感受。
In order to make the public art more vivid, KRTC adjusted the light for “Praying” at the entrance of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The concept was inspired from the gold house in Louvre, we changed the original white to soft yellow light, so
that could refresh the visitor’s vision when they enter.

燈光秀現場觀賞之人潮 The crowds appreciate the lighting show

「祈禱」之燈源進行調整 Adjusting the light of “Pr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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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租借服務 Venue Rental Service
捷運車站空間為交通便利、設備完善的活動空間，各機關、公司、團體均可以付費申請方式使用高雄捷運車站空間進
行各類的展覽、表演、發表會、記者會等公開活動。全線車站於 2015 年共計辦理 296 場次異業合作活動，包含活動場地申
請 80 場、街頭藝人 207 場、拍攝申請 9 場。
The convenient and well-equipped spaces in Kaohsiung Metro stations are available for companies, groups and institutes
to apply for the uses of product release, press conference and performance etc. KRTC offered venue rentals 296 times in
2015 including 80 times for activity, 207 times for street artist performing, and 9 times for filming.

1. 活動場地租借 - 中華民國類風濕性關節炎之友協會《請牽我們的手》攝影展
Venue rental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aid group of R.O.C.

2. 活動場地租借 - 高雄薩客族 ( 薩克斯風表演 )
Venue rental for Kaohsiung Saxophone Family

3. 活動場地租借 - 美麗島站拍攝 日本 NHK 電視台 - 專題片 J-Architect( 日本建築家 )
Venue rental for Japan NHK TV show filming at Formosa Boulevard station.

4. 活動場地租借 - 左營站拍攝 104 年度國家圖書館資訊力相關影片
Venue rental for 2015 National Library Information Video filming at Zuoy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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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措施
Preferential Measure
●票價優惠 Fare Discount
為提升運量及培養旅客搭乘習慣，2015 年延續一卡通普卡 85 折、學生卡 75 折票價優惠措施，並積極與高雄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環境保護局配合，向高雄市政府環保基金委員會申請補助捷運與公車、捷運與公共腳踏車雙向轉乘優惠。持
優惠記名卡旅客除高雄捷運公司提供之 85 折優惠外，另享有各縣市政府補助半價搭乘優惠，期能透過各種票價補助，吸
引民眾使用大眾運具。
To boost the ridership and encourage citizens to take the metro, KRTC continuously offer iPASS card 15% off fare
discount and 25% off for students in 2015. In addition, we cooperated with the Mass Rapid Transit Bureau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for the foundations subsidy between bus, public bike and Kaohsiung Metro. The public
gets 15% off when they used the registered cards, they could also enjoy half-price rides from city governments. We hope
to attract the pubic to use public transports by providing variety fare sponsors. KRTC also maintains these discount to
encourage people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enhance the utility rat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Kaohsiung.

●發行各式套票 Various Preferential Package
高雄捷運公司透過異業結盟方式，結合各項交通運具、特色景點與商店發行多樣化旅遊套票，提供旅客更超值、多元
的選擇，2015 年共發行 2015 高鐵高捷牽手行聯票、紅毛港遊港套票、鳳儀采風行套票、痞子英雄特展套票、高雄玩樂二
日遊套票、旗津踏浪趣套票、糖廠輕旅行套票共 7 款。
KRTC issued various special discount packages and offered passengers more valuable choices. There are 7 different
discount packages including THSR and KRTC Packages, Hongmaogang Cultural Park Packages, Historical Tour
Packages, Black & White Exhibition Packages, Kaohsiung 2 day Tour Packages, Cijin Tour Packages, and Ciaotou Sugar
Refinery Tour Package.

2015 高鐵高捷牽手行聯票 THSR and KRTC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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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港遊港套票 Hongmaogang Cultural Park Packages

1. 鳳儀采風行套票 Historical Tour Packages
2. 痞子英雄特展套票 Black & White Exhibition Packages
3. 旗津踏浪趣套票 Cijin Tour Packages
4. 糖廠輕旅行套票 Ciaotou Sugar Refinery Tou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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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Operation Achievement

●闢駛高捷小巴 Free Shuttle Service
高雄捷運公司為拓展站外轉乘服務，2015 年與高雄
市政府交通局及客運業者合作，闢駛高捷小巴河堤線，並
自 2015 年 11 月 16 日起試辦，往返捷運凹子底站至河堤
社區，為高雄捷運公司第一條社區型捷運接駁公車，企盼
提升運量之際，亦能協助城市推動減碳工程，讓高雄成為
美麗低碳的國際之都。
K RT C c o o p e r a t e d w i t h T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B u r e a u ,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to offer shuttle bus service
in 2015. We started the minibus line along the Heti
community on November 16, 2015. The bus was running
between Aozihdi station and the Heti communities, which
was the first line of shuttle bus between metro station
with community. We hope to enhance the ridership and
promote carbon reduction project, let Kaohsiung could
become a beautiful city with low carbon.

河堤小巴接駁公車 Heti Line Shuttle Bus

高雄輕軌接駁公車 Kaohsiung LRT Shuttle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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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服務
Service Diversification
●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營運案 Kaohsiung Public Bike Operation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租賃系統委外營運服務工作」招標案，由高雄捷運公司取得營運資格。
至 2015 年 12 月，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租賃站共 164 站，營運範圍已擴及東到大寮區、西至鼓山區、南至小港區、北至茄萣
區，每月約 4 萬 2 仟人次旅客使用公共腳踏車與捷運進行雙向轉乘，並享有折扣 4 元的轉乘優惠。每日每輛車之週轉率最
大達 8.12 人次，累計總服務人次已突破 870 萬人次，一卡通記名登錄人數亦突破 50 萬人。
KRTC continuously took over the operation of Kaohsiung Public Bike. There were 164 stations by the end of 2015, and
over 8.7 million residents experienced cycling around the city. Passengers can enjoy NT$4 discount on each end of
their trip, whether they transfer from Kaohsiung Metro to a public bike or vice versa.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took
advantage of the service to receive discounts on transfers had increased over 42,000 per month since the program
started.

2015 年度公共腳踏車轉乘統計表 KRTC Rental Station Shop Statistical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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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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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公共腳踏車使用人次統計圖 2015 Public Bike Rentals by Month

2015 年度公共腳踏車轉乘人次統計圖 2015 Public Bike Transfers by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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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市公共自行車營運案 Pingtung Public Bike Rental
屏東縣政府為擴大公共運輸服務範圍，辦理「2014 年屏東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委外建置與營運服務計畫」招標案，
由高雄捷運公司取得營運資格。
屏東公共自行車係使用高雄捷運公司自行研發智慧租賃系統，考量 Pbike 使用率日益增加之勢，為擴充交通服務網絡，
於 2016 年上半年擴增新站點將於陸續完工後逐站加入營運行列。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會員人數累計已達 44,726 人，
平均週轉率 3.79 次，總騎乘人數為 537,923 人次。
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KRTC to set up and operate its public bicycle system in 2014. Pbike system
used the wisdom rental system developed by KRTC.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 usage of Pbike, the new expanding sites
will be comple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There have been 44,726 people register for the system by the end of 2015 and
the accumulated rentals has been over 537,923 rentals while averagely every bike is used around 3.79 times a day.

高雄捷運自主研發租賃站 - 標準站型 Public bike rental stations developed by KRTC–standard type

高雄捷運自主研發租賃站 -1 對 4 車讀卡機 ( 藍色 ) The wisdom rental system developed by K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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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Operation Achievement

●承接輕軌營運維修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Kaohsiung LRT
高雄捷運公司於 2014 年 4 月 9 日與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簽訂「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 第一階段 ) 營運管理、維
修委託服務案」契約。高雄市政府於 2015 年 8 月 5 日及 9 月 25 日辦理初、履勘作業，高雄捷運公司於營運及維修品質文
件上的齊備，及各項模擬演練題目的落實執行，順利通過委員的審查。後續配合高雄市政府規劃，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
起開始辦理輕軌試營運活動，至 2015 年底，累積搭乘人數達 7.04 萬人次。
KRTC has signed the contract with Kaohsiung Mass Rapid Transit (KMRT) f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Kaohsiung
LRT (Phase I) project on April 9th, 2014.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pplied early observation operations on August
5 and September 25, 2015. KRTC passed the committee review by completing the documents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s well as simulation exercises. Since October 16, 2015, we began the trial operation. There were 70.4
thousands people taking the LRT by the end of 2015.

1. 初勘 - 營運組會議 Operations Group meeting
2. 履勘 - 復軌演練 Re-railing Walkthrough
3. 試營運 - 民眾搭乘 Trial operation - people abo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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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4

●高捷市集 KRTC Marketplace
高雄捷運公司與工研院合作建置「高捷市集」電子商務平台，結合觀光局推展「高屏澎好玩卡」，整合高雄、屏東、
澎湖地區旅遊資源，吸引旅客至南部地區自助旅行或參加套裝行程，以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並以超值的特惠價格，讓
持卡者享受高品質旅遊服務，同時兼具一卡通既有功能及優惠。
KRTC has built e-commerce platform of " GOJET" by cooperating with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mbined with the Tourism Bureau launching the "K.P.P. PASS" to integrate the tourism resources in Kaohsiung,
Pingtung, and Penghu. We want to promote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by attracting tourists to southern Taiwan or
participate in a tour. The cardholders are able to experience high quality travelling service and functional cards with
preferentia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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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顧問服務 Consultancy Services
承攬台灣高鐵公司磨軌業務 Rail Grinding Operation
高雄捷運公司磨軌專業技術服務團隊 2013 年起承接台灣高鐵公司磨軌作業，工作成效深獲肯定，獲日商三菱重工邀
請高雄捷運公司團隊參與高鐵南港延伸線的研磨作業，作業全長 13 公里，於 2015 年 5 月順利完成，為對外服務再添實績，
亦創造業外收入，為永續經營開拓財源。
KRTC has organized the professional rail grinding technical services team since 2013 when we take over the rail grinding
operation for THSR Corporation. This case promotes KRTC’s corporate image and increases the revenue for sustainable
operation. The effectiveness performance is eligible for the Japanese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who invited KRTC to
be involved in high-speed grinding operations on Nangang extension line. The full-length is 13km, it was completed in
May 2015. It not only added additional success to the external service, but also to created more income.

高鐵南港延伸線上研磨作業 The Grinding Operation of high-speed rail Nangang extension line

承攬機場捷運營運顧問諮詢服務工作案 Taoyuan metro consulting services
高雄捷運公司顧問團隊於 2015 年 8 月 1 日承接「機場捷運營運顧問諮詢服務工作案」，預計 2016 年 6 月 30 日執行
完畢。
KRTC consultant team undertook "Taoyuan metro consulting services” on August 1, 2015, which is expected to complete
on June 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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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招商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Merchants Achievement
高雄捷運公司除經營大眾運輸本業外，土地開發亦是增加營業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2015 年延續先前之招商成果，辦
理各項後續工作。
In addition to core transport business, KRTC also launched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land and followed up the
achievements in 2015.

●重要招商成果 Important Achievements
南機廠：南機廠大魯閣計畫已完成交通影響評估、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於 2014 年 5 月取得建照並於 2014 年 7 月動工興建，
預計於 2016 年 5 月開幕營運。
South Depot: After finishing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and urban design review job, Toroko Park obtained building
permits in May 2014 and started construction in July 2014. It is expected to officially open in May 2016.

南機廠大魯閣興建空拍圖 Aerial View of Toroko Park Kaohsiung

北機廠：與和春醫院土地租賃契約，開發規模約 0.9 公頃，提供結合銀髮專業醫療及照護服務，總樓地板面積約 1,700 坪，
已於 2014 年 12 月開幕營運。
與小樽日本料理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10 月簽訂委託開發契約，開發面積約 0.7 公頃，目標建造「岡山地區宴席新指
標」，提供岡山地區民眾平價實惠餐飲並結合婚宴場所。預定於 2016 年第 1 季動工，2016 年第 4 季開幕營運。
North Depot: KRTC signed the leasing contract with Fortune Memorial Hospital (0.9 hectare) which offered professional
medic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The area is about 5,620 square meters and officially began operations in December
2014.
KRTC signed a commissioned development contract to develop an area of 0.7 hectares with Otaru cuisine, Ltd. in
October 2015. The target, “Gangshan new indicators", is to provide people in the area affordable dining place which
could also combine wedding space. It is scheduled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to star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n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6.

和春醫院長照大樓 Fortune Memori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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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宴會廳示意圖 Schematic Diagram of Otaru cuisine

經營成果
Operation Achievement

大寮機廠：與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於 2013 年 9 月簽訂委託開發契約，面積約 0.4 公頃，計畫結合行政總部、文創事業、
教育推廣及展售商場，打造舊振南文創園區，於 2014 年 9 月取得建照，預計於 2016 年第 1 季開幕營運。
另與合溫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4 年 11 月簽訂委託開發契約，面積約 0.9 公頃，計畫興建大型宴會廳及附屬設施。於
2015 年 11 月動工興建，預計 2016 年第 3 季開幕營運。
Daliao Depot: KRTC signed the commissioned development contract with Jiu Zhen Nan in September 2013, and the
area is about 0.4 hectare.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will build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which combines
administrative headquarters, cultural and creative career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t is expected to start operating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In addition, KRTC also signed the contract with the developer to build large banquet halls, and the area is about 0.9
hectare. It is scheduled to obtain building permits in November 2015 and started oper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6.

舊振南文創園區模擬示意圖 The simulation diagram of Jiu Zhen N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合溫馨大型餐飲開發案模擬示意圖 The simulation diagram of large banquet hall

●招商中之開發用地 L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截至 2015 年底，尚有北機廠及大寮機廠部份用地未完成招商，後續將依北機廠鄰近捷運車站之區位優勢，鎖定大型
醫療業者進行招商及其他用地開發；大寮機廠則因區位條件未臻成熟，目前與零售業、休閒娛樂、餐飲等業者洽商，希望
先引進大型零售、餐廳進駐，帶動後期開發。
There are still North Depot and Daliao Depot left by the end of 2015. The North Depot, close to Gangshan South St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medical industry, while the Daliao Depot is plan to be used as commercial oriented
busines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attract more excellent 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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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效能
Operational Efficiency
●提案獎勵制度 Encouraging New Ideas
2015 年度共收 174 件提案，獲獎總件數 135 件，共發出獎金 13 萬 2,000 元，達成有形效益 86 萬 2,704 元 ( 無形效
益另計 )。其中維修類提案件數最多，佔全部提案件數 74.71%。
In 2015, 174 submissions were received, 135 of which were rewarded, rewarding NT$ 132,000 and achieving benefits
NT$ 862,704 (exclusive of intangible benefits). Maintenance submissions were the largest number of cases, accounting
for 74.71%.

●力行節流措施 Cost-Saving Practices
高雄捷運公司自 2009 年成立節約能源管理委員會，於兼顧乘客安全、可靠、便捷、舒適前提下，推動各項節能措施，
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2015 年度總用電數約 1.33 億度，較 2014 年度 1.36 億度減少 2.11%，不僅節省營運費用開支，
更為愛護地球、守護環境盡一份心力。
KRTC has set up Energy-saving Commission since 2009 and implemented energy-saving practices on the premise that
we can still offered passengers the safety, reliable,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riding environment. The total electricity
usage in 2015 was about 133 million units, representing a decrease of 2.11% as compared to the year 2014 of 136
million units. KRTC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 but also protect the planet through energy-saving practices.

節約能源管理委員會 Saving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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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主管管理訓練 Mid-level Management Training

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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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員工職能 Enhancing Employee Competence
為追求更精進的服務品質，培育卓越營運人才，規劃各類專職人員訓練課程。同時為提升中階主管與基層主管之管理
能力，2015 年舉辦中階主管管理訓練，邀請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務長高義展博士講授策略規劃與績效管理，受訓之中階主
管 34 人。另舉辦第 17 期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由內部二級主管擔任講師，講授執行力、主管職責、問題分析等課程，受訓
之基層主管 29 人。
In order to pursuit more sophisticated quality of service, KRTC provided systematic training program to encompass
different training needs. We had the mid-level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 in 2015 to bring the primary and mid-level
supervisors to the next level. We invited Dr. Gao from the Open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o shar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ere were 34 people joined the training. There was another basic management
training,teaching execution, directo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blem analysis courses 29 people were in that training.

●專業訓練師
高雄捷運公司致力於同仁的經驗傳承，並精進專業技術能力。為促使專業訓練的內部講師更有系統地傳承營運維修經
驗、提升教學效果，另一方面也藉以培育優秀人才、期許這些專業領域講師成為儲備人才。因此，專業訓練師遴選認證制
度應運而生，2015 年共有 10 位績優內部講師獲頒教學貢獻獎。
In order to have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ructor heritage maintenance experience,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ore systematically, KRTC nurtures talents and hopes them becoming potential candidates. Therefore, the selection
of a professional trainer certification system started in 2015, and there were a total of 10 internal instructors awarded
Teaching Award.

專業訓練師獲頒教學貢獻獎 Professional Trainer awarded Teaching Award

基層主管管理訓練 Basic Managem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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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事業
iPASS Corporation
●一卡通票證公司 iPass Corporation
高雄捷運公司轉投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金額 1.3 億元，持股比例為 17.52%，並指派總經理及企劃處處長
擔任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度該公司除了順利開通 7-11、全聯超市等全國性連鎖消費通路，亦進入台北
捷運系統，大幅提升一卡通便利性，104 年發行數量突破 290 萬張，累計發卡總數已逾 800 萬張，營運持續穩定成長中。
2015 年度稅後淨損 15,630 千元，較前一年減少 20,377 千元。
iPASS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KRTC investing 130 million and holds 17.52% share of the company. KRTC
assigned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Corporate Planning Department as the Director of iPASS Corporation. In addition to
successfully provided 7-11, PXMART and other chains consumption path in 2015, but also entered Taipei Metro system,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convenience of iPASS. There were over 2.9 million cards issued in 2015, the cumulative total
number is more than 8 million and still steady growing. There was NT$ 15,630,000 loss after tax in 2015, which was
reduced NT$ 20,377,000 compare to the previou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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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活動
External Activities
●外賓參訪 Guests Visiting
透過中英文導覽車站設備及公共藝術，行銷高雄捷運公
共藝術之美，讓參訪外賓留下深刻印象，2015 年度共計接
待新北市城鄉發展文經交流協會、中國中車集團、夏威夷官
員團、香港地鐵團、日本江之電電鐵公司、福州地鐵、雲南
交通團、天津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國外團體。
KRTC personnel guided many foreign visitors to visit
station equipment and public ar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beauty of public arts especially impressed them. In
2015, there are many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Kaohsiung
Metro, including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China
Railway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Hawaii officials group,
Hong Kong MTR corporation, Japan Enoshima Dentetsu
sen, Fuzhou Metro, Yunnan traffic group, Tianj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福州地鐵訪問團 Fuzhou Metro

日本江之電電鐵公司 Japan Enoshima Dentetsu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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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 Educational Activities
高捷好小子夏令營 KRTC Summer Camp
為使減碳環保教育向下扎根，高雄捷運公司持續辦理「高捷好小子夏令營」，2015 年度共舉辦 4 梯次，透過「公共藝
術」、「生態教育」、「捷運知識」及「環境體驗」不同的主題活動，讓學員認識高雄捷運系統及不同領域的知識。
KRTC held 4 stages of summer camp for students and designed differ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public arts, natural science,
environment experience and so on.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know more about Kaohsiung Metro by these activities.
高雄原鄉兒童 城市探索之旅活動 City Exploring Tour for Kaohsiung Aboriginal Children
高雄捷運公司秉持推廣綠色運具使命及紮根兒童大眾運具學習，高雄捷運公司為關懷原鄉孩童，自 2014 年舉辦「原
鄉小子、城市探索」城鄉交流戶外教學活動，於 2015 年持續辦理，接待甲仙區、六龜區、杉林區之原住民小朋友，進行
二天一夜的校外教學活動，讓小朋友近距離觀察城市脈動，體驗搭乘捷運、輕軌暢遊知名景點的樂趣。
KRTC held a mission to uphold the promotion of green and public transport. KRTC has organized the activities of "
Aboriginal Children, exploring the city” since 2014. We continue to organize two days one night event in 2015 for the
aboriginal children in Jiasian District, Liouguei District, Shanlin District, let the children closely observe the city and
experience the Kaohsiung Metro, LRT, and other famous attractions.

2015 高捷好小子夏令營 KRTC Summer Camp

「原鄉小子、城市探索」城鄉交流戶外教學活動 City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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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伴親子樂 - 鼓躍捷運之旅 Family Fun

小小站長體驗營活動 Little Master Camp

捷伴親子樂系列活動 Family Fun
為提升離峰運量暨教育向下紮根、增進對捷運的暢遊度，2015 年度規劃親子同樂的行程，以捷運為移動的交通工具，
結合捷運車站公共藝術導覽或周邊鄰近的景點，增進親子情誼的休閒活動。2015 年共辦理 25 場。
KRTC planned a trip for the family to take metro. These trips combined public art at stations or surrounded attractions, to
enhance parent-child friendship leisure activities. There were total 25 trips in 2015.
2015 年小小站長體驗營 2015 Little Master Camp
2015 年度規劃首創「捷運」小小站長體驗營活動，透過擬真、活潑的活動設計，讓小朋友實際體驗捷運站長在車站服
務台執勤、賣票、巡邏、旅客服務等勤務，讓小朋友對捷運車站設備及使用層面知識有更深入的了解，2015 年度共舉辦
27 場。
KRTC designed realistic and lively activists to allow the children to experience the actual Kaohsiung Metro master’s duty
in 2015 by hosting the first Little Master Camp. The duties including ticketing, patrolling, passenger service and so on, let
childre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station equipment, 27 camps were held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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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業志工 Enterprise Volunteer
於 2013 年 7 月成立高雄捷運企業志工團隊，運用本身資源投身公益、回饋社會，2015 年度舉辦「陪伴高雄聖安娜之
家身心障礙幼童搭捷運遊橋頭糖廠糖及搭五分車」、「陪伴岡山身心障礙福利中心成人班身心障礙朋友，搭捷運至駁二看
展覽」及「旗津淨灘，一起手護海洋」3 場活動，以實際行動力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KRTC organized the enterprise volunteer team in July 2013. In 2015, we used our own resources to launch 2 activities
for people in need and 1 activity for beach cleaning, which helped the public and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society.

1. 陪伴高雄聖安娜之家身心障礙幼童活動 Enterprise volunteer activity.
2. 陪伴岡山身心障礙福利中心成人班身心障礙朋友活動 Enterprise volunteer activity.
3. 旗津淨灘，一起手護海洋活動 Cijin beach cleaning, protecting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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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Operation Achievement

●回饋社會 Contribute to Society
社區清潔運動 Community Cleaning Activity
為增進與鄰近社區互動，高雄捷運公司每季舉辦社區清潔運動，展現對社區之認同與愛護，達到捷運社區化的目標。
2015 年分別於都會公園站、技擊館站及中央公園站等車站辦理社區清潔運動，發揮敦親睦鄰的精神。
KRTC held community-clean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sidents and display the identification
and love to the community every season. At the same time, KRTC advocated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rough this
campaign. In 2015, we held cleaning activities around Metropolitan Park station, Martial Arts station, and Central Park
Station to build up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1. 都會公園站清潔運動 Metropolitan Park station cleaning activity
2. 技擊館站清潔運動 Martial Arts station cleaning activity
3. 中央公園站清潔運動 Central Park Station clean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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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Looking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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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Looking to the Future
2016 年大魯閣草衙道、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輕軌 C1 ～ C14 站將陸續營運，全閘門多卡通亦將在 7 月完成建置，這
些內外在因素都有助於運量提升。高雄捷運公司將多嘗試各種可能的行銷創意來再提升運量及票收，發揮民間企業的活力
與創意，加速土地開發招商、爭取更多對外服務收入，厚植實力，期許 2016 年能自力獲利，並完全彌補累積虧損，實質
轉虧為盈，為永續經營奠定穩固的基礎。
Taroko Park, Wei-Wu-Ying Center for the Arts, LRT of C1 ~ C14 station will operate in 2016, the Multi-Card Electronic
Ticketing will also be ready by July, which are the factors that will increase the readerships. KRTC will try every potential
marketing ideas to increase ridership and fare revenue. We will strengthen ourselves with the creativities of the private
company to boost l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earn more external service revenues. We are expecting to turn
deficits into surpluses by ourselves in 2016, and fully compensate for the accumulated losse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aohsiung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Safe‧Reliable
Convenient‧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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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高捷公司）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之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 104 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
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
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
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
相關之規定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其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高捷
公司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04 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二七所述，高捷公司因執行捷運興建工程所產生之相關重大民事訴訟，管理階層經評估應不致對高捷公
司產生重大不利之結果。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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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暨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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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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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後 附 之 附 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參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民國 105 年 3 月 16 日查核報告）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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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民國 104 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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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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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附 之 附 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參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民國 105 年 3 月 16 日查核報告）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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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民國 104 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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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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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附 之 附 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參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民國 105 年 3 月 16 日查核報告）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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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民國 104 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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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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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附 之 附 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參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民國 105 年 3 月 16 日查核報告）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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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4 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除另註明外，金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及營業
本公司自 88 年 2 月 5 日開始籌備，參與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以下稱本計畫）之民間機構
甄選，取得資格後於 89 年 12 月 19 日設立，90 年 1 月 12 日與高雄市政府簽訂「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
網建設案興建營運合約」（以下稱興建營運合約）及「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案開發合約」（以
下稱開發合約），是項興建營運合約總工程預算為 1,352.6 億元，其中由政府出資 1,047.7 億元，本公司自行籌資
304.9 億元並負責執行。興建及營運特許期間合計為 36 年，其中預計興建期間 6 年，交通部核定開工日期為 90 年
10 月 30 日，該日期亦為特許期間起算日期。97 年 4 月 7 日紅線正式營運通車，開始主要營業活動，並產生重要收入。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大眾捷運系統之興建及營運，包括於路線、場站及其相關附屬設施範圍內經營附屬事業，暨依開發
合約於高雄市政府提供之開發用地進行開發等。
99 年度依興建營運合約第 4.2 條工作範圍變更之規定，與高雄市政府簽定「R24 車站興建營運合約」，增設紅
線 R24 車站，是項興建營運合約總工程預算為 11.79 億元，其中由政府出資 7.74 億元，本公司自行籌資 4.05 億元
並負責執行。興建及營運特許期間，於原合約之營運期間屆滿時，同時屆滿，並已於 101 年底正式營運。
102 年度依興建營運合約第 21.1 條「合約之修改」之規定，與高雄市政府簽定「R11 永久車站修正補充條款」，
興建紅線 R11 永久車站，是項興建營運合約總工程預算為 14.38 億元，其中由政府出資 10.13 億元，本公司自行籌
資 4.25 億元並負責執行。興建及營運特許期間，於原合約之營運期間屆滿時，同時屆滿。
本公司自正式營運以來，受高雄地區社經發展不如預期、重大建設與開發案進度延遲、抑制私人運具政府推行不
易，且現有路網密集性及高雄地區大眾運輸環境難與私人運具競爭，造成運量不如預期且成長有限。為解決經營困境，
本公司經與高雄市政府研商後，基於維護整體公共利益及減輕政府負擔之考量，雙方於 102 年 6 月 14 日完成興建營
運合約修約，本公司將原投資範圍之主要機電資產以經第三公正單位鑑價結果為基礎提前移轉予高雄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支付本公司部分資產移轉價金，用以償還長期借款，餘用以抵付應付未付權利金及土地租金等，有效改善財務結
構。
本財務報表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於 105 年 3 月 16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IASB 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之 IFRSs
本公司未適用下列業經 IASB 發布但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認可之 IFRSs。金管會於
105 年 3 月 10 日公布自 106 年起開始適用之認可 IFRSs 公報範圍，為 IASB 於 105 年 1 月 1 日前發布，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 IFRSs（不含 IFRS 9 「金融工具」及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等尚未生效或尚未確定生效日
期之 IFRSs）。截至本財務報表通過日止，金管會尚未發布前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以外之其他準則生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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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除另註明外，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註 2：給與日於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股份基礎給付交易開始適用 IFRS 2 之修正；收購日於 2014 年 7 月 1 日以
後之企業合併開始適用 IFRS 3 之修正；IFRS 13 於修正時即生效。其餘修正係適用於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
註 3：除 IFRS 5 之修正推延適用於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外，其餘修正係追溯適用於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除下列說明外，適用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將不致造成本公司會計政策之重大變動：

( 一 )IFRS 9「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之認列及衡量
就金融資產方面，所有原屬於 IAS 39「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範圍內之金融資產後續衡量係以攤銷後
成本衡量或以公允價值衡量。IFRS 9 對金融資產之分類規定如下。

104

本公司投資之債務工具，若其合約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分類及衡量如下：
1.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而持有該金融資產，則該金融資產係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此 類
金融資產後續係按有效利率認列利息收入於損益，並持續評估減損，減損損益認列於損益。
2. 藉由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與出售金融資產而達成目的之經營模式而持有該金融資產，則該金融資產係以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此類金融資產後續係按有效利率認列利息收入於損益，並持續評估
減損，減損損益與兌換損益亦認列於損益，其他公允價值變動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於該金融資產除
列或重分類時，原先累積於其他綜合損益之公允價值變動應重分類至損益。
本公司投資非屬前述條件之金融資產，係以公允價值衡量，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損益。惟本公司得選擇於
原始認列時，將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投資指定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此類金融資產除股利收益
認列於損益外，其他相關利益及損失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後續無須評估減損，累積於其他綜合損益之公允
價值變動亦不重分類至損益。

金融資產之減損
IFRS 9 改採用「預期信用損失模式」認列金融資產之減損。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強制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應收租賃款、IFRS 15 「客戶合約之收入」產生之合約資產係認列備抵
信用損失。若前述金融資產之信用風險自原始認列後並未顯著增加，則其備抵信用損失係按未來 12 個月之預期
信用損失衡量。若前述金融資產之信用風險自原始認列後已顯著增加且非低信用風險，則其備抵信用損失係按剩
餘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衡量。但未包括重大財務組成部分之應收帳款必須按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衡量備
抵信用損失。
此外，原始認列時已有信用減損之金融資產，本公司考量原始認列時之預期信用損失以計算信用調整後之有
效利率，後續備抵信用損失則按後續預期信用損失累積變動數衡量。

( 二 )IAS 36 之修正「非金融資產可回收金額之揭露」
IASB 於發布 IFRS 13「公允價值衡量」時，同時修正 IAS 36「資產減損」之揭露規定，導致本公司須於每一
報導期間增加揭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本次 IAS 36 之修正係釐清本公司僅須於認列或迴轉減損
損失當期揭露該等可回收金額。此外，若可回收金額係以現值法計算之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衡量，本公司須增
加揭露所採用之折現率。

( 三 )2010 ～ 2012 週期之年度改善
IFRS 13 之修正係釐清適用 IFRS 13 後，無設定利率之短期應收款及應付款，若折現之影響不重大，仍
得按原始發票金額衡量。
IAS 24「關係人揭露」之修正係釐清，為本公司提供主要管理階層服務之管理個體係屬本公司之關係人，
應揭露管理個體提供主要管理階層服務而致報導個體發生之已支付或應支付金額，惟無須揭露該等薪酬之組成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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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11 ～ 2013 週期之年度改善
IFRS 13 之修正係對適用以淨額基礎衡量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群組公允價值之例外（即「組合例外」）
進行修正，以釐清該例外範圍包括 IAS 39 或 IFRS 9 適用範圍內並依其規定處理之所有合約，即使該合約不符
合 IAS 32「金融工具：表達」對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定義亦然。

( 五 )IAS 16 及 IAS 38 之修正「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之闡釋」
企業應採用適當之折舊及攤銷方法以反映其消耗該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無形資產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型
態。
IAS 1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修正規定，收入並非衡量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費用之適當基礎，且
該修正並未提供得以收入為基礎提列折舊費用之例外規定。
IAS 38「無形資產」之修正則規定，除下列有限情況外，收入並非衡量無形資產攤銷費用之適當基礎：
1. 無形資產係以收入之衡量表示（例如，合約預先設定當收入達特定門檻後無權再使用該無形資產），或
2. 能證明收入與無形資產經濟效益之耗用高度相關。
上述修正於生效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推延適用，並允許提前適用。

( 六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
IFRS 15 係規範客戶合約之收入認列原則，該準則將取代 IAS 18「收入」、IAS 11「建造合約」及相關解釋。
本公司於適用 IFRS 15 時，係以下列步驟認列收入：
1. 辨認客戶合約；
2. 辨認合約中之履約義務；
3. 決定交易價格；
4. 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中之履約義務；及
5. 於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收入。
IFRS 15 生效時，本公司得選擇追溯適用至比較期間或將首次適用之累積影響數認列於首次適用日。

( 七 )IFRS 10 及 IAS 28 之修正「投資者與其關聯企業或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該修正規定，若本公司出售或投入資產予關聯企業（或合資），或本公司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但保留對
該子公司之重大影響（或聯合控制），若前述資產或前子公司符合 IFRS 3「業務」之定義時，本公司係全數
認列該等交易產生之損益。
此外，若本公司出售或投入資產予關聯企業（或合資），或本公司在與關聯企業（或合資）之交易中喪失
對子公司之控制，但保留對該子公司之重大影響（或聯合控制），若前述資產或前子公司不符合 IFRS 3「業務」
之定義時，本公司僅在與投資者對該等關聯企業（或合資）無關之權益範圍內認列該交易所產生之損益，亦即，
屬本公司對該損益之份額者應予以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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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IFRS 16「租賃」
IFRS 16 係規範租賃之會計處理，該準則將取代 IAS 17「租賃」及相關解釋。
於適用 IFRS 16 時，若本公司為承租人，除小額租賃及短期租賃得選擇採用類似 IAS 17 之營業租賃處理外，
其他租賃皆應於資產負債表上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綜合損益表應分別表達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費用及租
賃負債按有效利息法所產生之利息費用。在現金流量表中，償付租賃負債之本金金額表達為籌資活動，支付利
息部分則列為籌資活動。
對於本公司為出租人之會計處理預計無重大影響。
IFRS 16 生效時，本公司得選擇追溯適用至比較期間或將首次適用之累積影響數認列於首次適用日。

( 九 )IAS 12 之修正「未實現損失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認列」
IAS 12 之修正主要係釐清，不論本公司預期透過出售或透過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回收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且不論該資產是否發生未實現損失，暫時性差異應按該資產公允價值及課稅基礎之差額決定。
此外，除非稅法限制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所能減除收益類型而應就同類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評估是否認列遞
延所得稅資產，否則應就所有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一併評估。於評估是否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時，若有足夠證據
顯示本公司很有可能以高於帳面金額回收資產，則估計未來課稅所得所考慮之資產回收金額不限於其帳面金
額，且未來課稅所得之估計應排除因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迴轉所產生之影響。

除上述影響外，截至本財務報表通過日止，本公司仍持續評估其他準則、解釋之修正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
效之影響，相關影響待評估完成時予以揭露。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 一 )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新修正之商業會計法（103 年 6 月 18 日發布）、商業會計處理準則（103 年 11 月 19
日發布）及經金管會認可之 IFRSs（以下簡稱「修正後之法規及準則」）編製之首份財務報表。本公司之轉換日為
103 年 1 月 1 日。轉換至上述法規及準則對財務報表之影響說明，係列於附註二九。

( 二 ) 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歷史成本通常係依取得資產所支付
對價之公允價值決定。

( 三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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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換或清償負債而受到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3.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動負債。
本公司從事建造工程部分，其營業週期長於一年，是以與營建業務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係按正常營業週期
作為劃分流動或非流動之標準。

( 四 ) 外幣
本公司編製財務報表時，以本公司功能性貨幣以外之貨幣（外幣）交易者，依交易日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
幣記錄。
外幣貨幣性項目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以收盤匯率換算。因交割貨幣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產生之兌換差
額，於發生當年度認列於損益。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決定公允價值當日之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年度損
益，惟屬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者，其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不再重新換算。

( 五 ) 存貨
存貨為物料及供銷售之商品，包括 IC 票卡及紀念商品等。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比較成
本與淨變現價值時除同類別存貨外係以個別項目為基礎。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銷售費
用後之餘額。存貨成本之計算採用加權平均法。

( 六 ) 投資關聯企業
關聯企業係指本公司具有重大影響，但非屬子公司或合資權益之企業。
本公司對投資關聯企業係採用權益法。權益法下，投資關聯企業原始依成本認列，取得日後帳面金額係隨
本公司所享有之關聯企業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份額與利潤分配而增減。此外，針對關聯企業權益之變動係按持
股比例認列。
取得成本超過本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份額之數額列為商譽，該商譽
係包含於該投資之帳面金額且不得攤銷；本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份額超
過取得成本之數額列為當年度收益。
關聯企業發行新股時，本公司若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致使持股比例發生變動，並因而使投資之股權淨值發
生增減時，其增減數調整資本公積－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之變動數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惟若未按持股比
例認購或取得致使對關聯企業之所有權權益減少者，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金額按減少
比例重分類，其會計處理之基礎係與關聯企業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礎相同；前項調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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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調減資本公積，而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所產生之資本公積餘額不足時，其差額調減保留盈餘。
本公司於評估減損時，係將投資之整體帳面金額（含商譽）視為單一資產比較可回收金額與帳面金額，進
行減損測試，所認列之減損損失亦屬於投資帳面金額之一部分。減損損失之任何迴轉，於該投資之可回收金額
後續增加之範圍內予以認列。
本公司與關聯企業間之逆流、順流交易所產生之損益，僅在與本公司對關聯企業權益無關之範圍內，認列
於財務報表。

( 七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以成本衡量認列，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後之金額衡量。
建造中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認列。成本包括專業服務費用，及符合資本
化條件之借款成本。該等資產於完工並達預期使用狀態時，分類至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適當類別並開始提列
折舊。
自有土地不提列折舊。
本公司採直線基礎提列折舊，對於每一重大部分則單獨提列折舊。本公司至少於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
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進行檢視。會計估計變動係以推延方式處理。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 八 ) 無形資產
單獨取得之有限耐用年限無形資產原始以成本衡量，後續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
量。本公司以直線基礎進行攤銷，即於資產預計耐用年限內平均分攤資產成本減除殘值後之餘額，並且至少於
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攤銷方法進行檢視。除本公司預期於該無形資產經濟年限屆滿前處分
該資產外，有限耐用年限無形資產之殘值估計為零。會計估計變動之影響係以推延方式處理。
特許權係取得於特許期間內興建營運「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捷運系統」暨依照開發合約進
行開發使用權利所支付之對價入帳，並同時認列應付特許權權利金，特許權於興建營運期間分 36 年攤銷，並
以應付特許權權利金之隱含利率設算列為當年度利息費用。
除列無形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金額，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之差額，並且認列於當年度損
益。

( 九 ) 有形及無形資產之減損
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有形及無形資產可能已減損。若有任一減損跡象存
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倘無法估計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本公司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
可回收金額。共用資產係依合理一致基礎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時，則分攤至個別之現金產生單位，反之，則分
攤至可依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之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針對非確定耐用年限及尚未可供使用之無形資產，至少每年及有減損跡象時進行減損測試。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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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帳面金額時，將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係認列於損益。
當減損損失於後續迴轉時，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增至修訂後之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
面金額以不超過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減除攤銷或折
舊）。減損損失之迴轉係認列於損益。

( 十 )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本公司成為該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於資產負債表。
原始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係按公允價值
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則立即認列為損益。
1.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 衡量種類
本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
放款及應收款
放款及應收款（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金融資產）係採
用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惟短期應收帳款之利息認列不具重大性之情況
除外。
約當現金包括取得日起 3 個月內、高度流動性、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定存，
係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
(2) 金融資產之減損
除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外，本公司係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其他金融資產是否有
減損客觀證據，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項，致使金融資產之估
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如應收帳款，該資產若經個別評估未有客觀減損證據，另再集體評
估減損。應收款集體存在之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本公司過去收款經驗、集體超過平均授信期間之延遲
收款增加情況，以及與應收款拖欠有關之可觀察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勢變化。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
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於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
事項相連結，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直接或藉由調整備抵帳戶予以迴轉認列於損益，惟該迴轉不得使金
融資產帳面金額超過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
其他金融資產之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
A. 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B. 違約，例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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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或
D. 由於財務困難而使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直接自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中扣除，惟應收帳款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
帳面金額。
(3) 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公司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
有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於一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加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任何累計利益或
損失之總和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2. 金融負債
(1) 後續衡量
本公司所有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2) 金融負債之除列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包含任何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
額認列為損益。

( 十一 ) 收入認列
客運收入係於實際載運旅客提供勞務時認列收入，旅客持有票卡加值時，由於載運義務尚未履行，收
取之款項列入預收款項，待旅客實際搭乘時始認列收入。

( 十二 ) 建造合約
建造合約之結果若能可靠估計，於資產負債表日係參照合約活動之完成程度分別認列收入及成本，並
以至今已發生合約成本占總合約成本之比例衡量完成程度。若遇有合約工作之變更、求償及獎勵金之情
形，僅於金額能可靠衡量且很有可能收現之範圍內，始將其納入合約收入。
總合約成本若很有可能超過總合約收入，所有預期損失則立即認列為費用。
當建造合約至今已發生成本加計已認列利潤並減除已認列損失超過工程進度請款金額時，該差額係列
示為應收建造合約款。當建造合約之工程進度請款金額超過至今已發生成本加計已認列利潤並減除已認列
損失時，該差額係列示為應付建造合約款。於相關工作進行前所收到之款項帳列應付建造合約款。依照已
完成工作開立帳單而客戶尚未付款之金額帳列應收帳款。

( 十三 ) 租賃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有風險與報酬予承租人，則將其分類為融資租賃。所有其
他租賃則分類為營業租賃。
1. 本公司為出租人
營業租賃之租賃收益係按直線基礎於相關租賃期間內認列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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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為承租人
營業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

( 十四 ) 員工福利
1. 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相關負債係以換取員工服務而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
2. 退職後福利
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之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期間將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當年度費用。
確定福利退休計畫之確定福利成本（含服務成本、淨利息及再衡量數）係採預計單位福利法精算。服
務成本（含當期服務成本）及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淨利息於發生時認列為員工福利費用。再衡量數（含
精算損益及扣除利息後之計畫資產報酬）於發生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列入保留盈餘，後續期間不重分
至損益。
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係確定福利退休計畫之提撥短絀（剩餘）。淨確定福利資產不得超過從該計
畫退還提撥金或可減少未來提撥金之現值。

( 十五 ) 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
1. 當期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 10% 所得稅亦列為股東會決議年度之當期所得稅費用。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列入當期所得稅。
2.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依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課稅所得之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計算。
遞延所得稅負債一般係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
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或虧損扣抵所產生之所得稅抵減使用時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針對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
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調減帳面金額。原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者，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
日予以重新檢視，並在未來很有可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調增帳面金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負債清償或資產實現當期之稅率衡量，該稅率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已立
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之衡量係反映企業於資產負債表日預期回
收或清償其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之方式所產生之租稅後果。
3. 本期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項目相關之當期及遞延
所得稅係分別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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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公司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者，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
作出相關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階層將持續檢視估計與基本假設。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期，則於修正當期認列；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
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正當期及未來期間認列。

( 一 ) 所得稅
由於未來獲利之不可預測性，本公司課稅損失抵減利益並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
實現性主要視未來能否有足夠之獲利或應課稅暫時性差異而定。未使用課稅損失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金額參
閱附註二一。

( 二 ) 應收帳款之估計減損
當有客觀證據顯示減損跡象時，本公司會考量未來現金流量之估計。減損損失之金額係以該資產之帳面金
額及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排除尚未發生之未來信用損失）按該金融資產之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的差額衡
量。若未來實際現金流量少於預期，可能會產生重大減損損失。

( 三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耐用年限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耐用年限係考量資產之預期使用程度、預期實體磨損、技術或商業之過時及使用該
資產之法律或類似限制，因此可能產生重大變動。

( 四 ) 確定福利計畫之認列
確定福利退休計畫應認列之確定福利成本及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係使用預計單位福利法進行精算評
價，其採用之精算假設包括折現率、員工離職率及薪資預期增加率等估計，若該等估計因市場與經濟情況之改
變而有所變動，可能會重大影響應認列之費用與負債金額。

( 五 ) 建造合約
建造合約工程損益之認列係參照合約活動之完成程度分別認列收入及成本，並以至今完工已發生合約成本
占估計總合約成本之比例衡量完成程度。若遇有合約工作之變更、求償及獎勵金之情形，僅於很有可能產生收
入且金額能可靠衡量之範圍內，始將其納入合約收入。
由於估計總成本及合約項目等係由管理階層針對不同工程之性質、預計發包金額、工期、工程施作及工法
等進行評估及判斷而得，因而可能影響完工百分比及工程損益之計算。

( 六 ) 訴訟損失
本公司承攬「橘線 CO2 區段標統包工程」建造合約施作 LUO09 聯絡通道之事故，請求給付復建工程以及保
險等賠償金，相關請求仍在法院審理中。截至 104 年底，本公司經評估業已估列入帳約 6.67 億元。本公司對於
該估列負債之估計可能隨訴訟案件之發展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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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金及約當現金

七、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 一 ) 應收帳款
本公司對商品銷售之授信期間為 30 天，工程服務則依合約進度請款。本公司決定應收帳款可回收性時，
考量應收帳款自原始授信日至資產負債表日信用品質之任何改變，備抵呆帳係參考帳齡分析、歷史經驗、客戶
過往信用紀錄其目前財務狀況，以估計無法回收之金額。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暨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並無備抵呆帳餘額。
於資產負債表日已逾期但本公司尚未認列備抵呆帳之應收帳款，因其信用品質並未重大改變，本公司管理
階層認為仍可回收其金額，本公司對該等應收帳款並未持有任何擔保品或其他信用增強保障。
以逾期天數為基準之已逾期但未減損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上述已逾期款項主係應收高雄市政府工程款，本公司已積極與高雄市政府協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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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其他應收款
本公司備抵呆帳係參考歷史經驗及目前財務狀況分析，以估計無法回收之金額。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暨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並無備抵呆帳餘額。

八、存貨

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暨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並無備抵存貨跌價損失餘額。

九、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投資關聯企業

以下彙總性財務資訊係以一卡通財務報告為基礎編製，並已反映採權益法時所作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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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103 年 2 月 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之 現 金 10,000 千 元 及 經 第 三 公 正 單 位 鑑 價 結 果 為 基 礎 之 資 產
120,000 千元作價投資成立一卡通，持股比例 24.62%，該公司主要從事電子票證業務。該作價資產帳面價值
19,920 千元，產生處分資產利益 94,074 千元，依持股比例認列遞延貸項 23,259 千元（帳列採用權益法之投
資減項）；103 年 10 月一卡通辦理現金增資，本公司未參與認購，持股比例降為 17.52%。104 及 103 年度採
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損益，係依據關聯企業同期間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認列。

十、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4 年度

10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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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數計提折舊：

本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無提供擔保或質押之情形。

十一、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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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

103 年度

上述有限耐用年限無形資產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數計提攤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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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權
依據興建營運合約規定，本公司應支付予高雄市政府 110 億元作為特許期間內取得興建營運本計畫路網捷運系
統，暨依照開發合約進行開發使用權利之對價，其中興建期間應支付 6 億元，另以增建工程項目抵付 10 億元，其餘
94 億元將於捷運工程完工後營運期間，本公司於銀行融資全部還本付息後，以每年稅後盈餘之約定百分比為計算基
礎撥付，不足金額於第 36 年一次提撥並支付。91 年度（含）以前本公司將是項權利金（扣除 90 年度支付 1 億元）
依 90 年底政府 20 年期公債利率 3.875% 以現值法折算計得。92 年度本公司依興建營運合約規定，提出經高雄市政
府核定之「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償債計畫」重新計算權利金現值。嗣 97 年度本公司增建工程項
目抵付 10 億元部分因工程完工時間延後於 98 年抵付，依預計完工時間重新計算權利金現值。
如附註一所述，本公司 102 年 6 月依修約後條款，參考政府 20 年期及 30 年期公債利率，以折現率 1.875% 重
新計算應付特許權權利金 94 億元之現值為 5,944,882 千元，並以提前移轉資產價款全額抵付。特許權相關內容如下：

十二、長期應收款項
如 附 註一所述，本公司 102 年 6 月依修約結果將主要機電設備移轉予高雄市政府，移轉價金為 26,510,750 千
元；其中高雄市政府支付本公司現金 17,055,358 千元，另部分轉列履約保證金 1,230,986 千元，5,944,882 千元及
659,502 千元則分別用以抵付應付未付權利金及土地租金等。剩餘款項後續用以抵付以下項目：
( 一 ) 每年度應付高雄市政府之土地租金，其中 50% 以現金支付，其餘 50% 以提前移轉資產之剩餘款抵付。
( 二 ) 提前移轉之資產後，本公司如有稅前盈餘，應於彌補累積虧損後，提撥稅前盈餘之 50% 予高雄市政府作為
營運回饋金，並先以提前移轉資產之剩餘款抵付；抵付完畢後則以現金繳納。
長期應收款項相關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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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內提前移轉資產剩餘款列入其他應收款項下，104 及 103 年度未實現利息收入攤銷轉列利息收

入分別為 23,742 千元及 23,477 千元。

十三、其他非流動資產

平準基金係依據興建營運合約規定，為挹注合約執行時對於發生不可抗力、除外情事、營運虧損等經本公司與
高雄市政府雙方同意之事由導致之資金需求，以「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平準基金專戶」開立之專戶，並由本公司
與高雄市政府共同管理，其經費來源有下列 4 項：
( 一 ) 高雄市政府每筆工程付款金額提撥 6%。
( 二 ) 於營運開始後，本公司每年提撥稅後盈餘 1%。
( 三 ) 該專戶所產生之孳息。
( 四 ) 其他收入。

120

該基金用途，經雙方同意後，得用於支付下列項目：
( 一 ) 發生不可抗力、除外情事所致之損失。
( 二 ) 於營運期間，經會計師簽證之年度虧損。
( 三 ) 因該項基金所產生之稅負。
( 四 ) 影響營運重大緊急情事之墊付（102 年度興建營運合約修約新增條款）。
於 102 年度修約後，高雄市政府同意本公司完成增資 15 億元後，等額動撥平準基金。另本公司因營運資金不足，
且 R11 車站工程已進入密集施工階段，為不影響工程進度及確保本公司財務狀況穩定，經高雄市政府同意依興建營
運合約第 14.2.3.4 條規定無息墊付 R11 車站工程計畫預算 4.223 億元（帳列長期應付款），於 103 年 7 月動撥 2.5
億，另於 104 年 5 月動撥 1.723 億元，歸墊期間及方式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之年度財務報表，以營業淨利超過 1
億元之次年度歸墊營業淨利之半數，採四捨五入至拾萬元，至全數歸墊完畢為止。
該基金專戶於營運期 10 年後，經高雄市政府同意，本公司得提出融資機構所開具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替代後
領回。
依興建營運合約 14.2.7 規定，特許期間屆滿時，平準基金之餘額由本公司領回；興建營運合約因不可抗力或除
外情事之事由而中止時，平準基金之餘額由高雄市政府及本公司各取回 50%；興建營運合約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
由而終止時，平準基金之餘額由高雄市政府領回。由此觀之，平準基金於經高雄市政府同意動撥前，尚未符合收入已
實現或可實現且已賺得之要件。依興建營運合約，政府確定出資 1,047.7 億元，但本公司要履約之義務不全然僅為工
程興建之執行，尚需此 BOT 案依約妥善經營，營運特許期間長達 30 年，仍需投入多少經濟資源不得而知。同時由
興建營運合約 14.2.3 規定觀之，平準基金用途之一為用於彌補營運期間經會計師簽證之年度虧損，倘該款項於市府
撥入基金帳戶時即已認列為工程承攬收入，則必然無任何款項可供彌補虧損之用。是以平準基金非屬工程承攬利益之
提撥，應屬當高雄市政府同意自平準基金動撥時始認列為當年度收入。
截至 104 年底止，平準基金之來源係高雄市政府支付本公司工程款 6% 之款項及該帳戶之孳息，由於是項基金
用途已有限制，因此同額列入平準基金準備（帳列負債準備）。相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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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借款
( 一 ) 短期借款

( 二 ) 應付短期票券
尚未到期之應付短期票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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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長期應付票券－僅 104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到期之長期應付票券如下：

十五、應付帳款

本公司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預先約定之信用期限內償還，是以未加計利息。

十六、其他應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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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資產負債之到期分析
本公司執行政府經費土建業務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係按營業週期作為劃分流動及非流動之標準，相關科目金額依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 年內及超過 1 年後將回收或償付之金額，列示如下：

十八、退職後福利計畫
( 一 ) 確定提撥計畫
本公司所適用我國「勞工退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係屬政府管理之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依員工每月薪資 6% 提
撥退休金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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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確定福利計畫
本公司依我國「勞動基準法」辦理之退休金制度係屬政府管理之確定福利退休計畫。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
據服務年資及核准退休日前 6 個月平均工資計算。本公司按員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比提撥退休金，交由勞工退休準
備金監督委員會以該委員會名義存入台灣銀行之專戶。由於本公司已足額提撥員工退休準備金，已向勞工局申請獲
准至 105 年 1 月底止暫停提撥退休準備金。年度終了前，若估算專戶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達到退休條件之
勞工，次年度 3 月底前將一次提撥其差額。該專戶係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管理，本公司並無影響投資管理策
略之權利。
列入資產負債表之確定福利計畫金額列示如下：

淨確定福利資產（負債）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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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福利計畫認列於損益之金額依功能別彙總如下：

本公司因「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暴露於下列風險：
1. 投資風險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透過自行運用及委託經營方式，將勞工退休基金分別投資於國內（外）權益證券與債務
證券及銀行存款等標的，惟本公司之計畫資產得分配金額係以不低於當地銀行 2 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而得之收
益。
2. 利率風險
政府公債之利率下降將使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增加，惟計畫資產之債務投資報酬亦會隨之增加，兩者對淨確定福
利負債之影響具有部分抵銷之效果。
3. 薪資風險
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之計算係參考計畫成員之未來薪資。因此計畫成員薪資之增加將使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增加。

本公司之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係由合格精算師進行精算，衡量日之重大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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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大精算假設分別發生合理可能之變動，在所有其他假設維持不變之情況下，將使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增加（減
少）之金額如下：

由於精算假設可能彼此相關，僅單一假設變動之可能性不大，故上述敏感度分析可能無法反映確定福利義務現
值實際變動情形。

十九、權益
( 一 ) 普通股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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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資本公積

資本公積係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之溢額得用以彌補虧損，亦得於公司無虧損時，用以發放現金股利及撥
充股本，惟撥充股本時每年以實收股本之一定比率為限。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股權淨值之變動數產生之資本公積，不得作為任何用途。

( 三 ) 保留盈餘及股利政策
本公司章程規定，每年度決算盈餘（倘有虧損於彌補後），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1. 提列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直至其餘額等於實收股本。
2. 由董事會擬定分派案，提請股東決議分派之，其中提撥員工紅利 1%，董監酬勞 1%。
依 104 年 5 月公司法之修正，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限於股東，員工非屬盈餘分派之對象。配合上述法規，本
公司於 105 年 3 月董事會擬議之修正公司章程，尚待預計於 105 年 6 月召開之股東常會決議。員工及董監事酬
勞估列基礎及實際配發情形，參閱附註二十 ( 五 ) 員工福利費用。
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股本總額時，不受每年度決算淨利應先提列 10% 之限制。法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
虧損，在公司無虧損時，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股本總額 25% 之部分，除得撥充股本外，尚得以現金分配。
另 102 年度修約條款約定本公司於彌補累積虧損後，每年度實際損益與財務計畫所計算之各年度損益作比
較，超過之稅後盈餘應以現金支付予高雄市政府作為營運資產重增置準備金。
本公司股東常會分別於 104 年及 103 年 6 月決議通過 103 年度虧損撥補案及 102 年度盈餘分配案，分別為
以累積之未分配盈餘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39 千元，餘不作分派。
本公司董事會於 105 年 3 月擬議 104 年度盈虧撥補案，以當年度盈餘彌補虧損。

二十、本年度淨利
( 一 )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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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其他利益及損失

( 三 ) 財務成本

利息資本化相關資訊如下：

( 四 ) 折舊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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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員工福利費用

130

依現行章程規定，本公司係以當年度稅後可分配盈餘皆以 1% 分派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103 年度因為營運虧
損，故無需估列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依 104 年 5 月修正後公司法及 105 年 3 月經董事會擬議之修正章程，本公
司係以當年度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酬勞前之稅前利益分別以不低於 0.1% 及不高於 1% 提撥員工及董監事酬勞。104
年度因彌補虧損，故無需估列員工及董監酬勞。

二一、所得稅
( 一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
所得稅利益之主要組成項目如下：

會計所得與當期所得稅費用（利益）之調節如下：

( 二 ) 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所得稅

( 三 ) 本期所得稅資產與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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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遞延所得稅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之變動如下：
104 年度

103 年度

( 五 ) 未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及未使用虧損扣抵金額

( 六 ) 兩稅合一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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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公司截至 102 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二二、營業租賃協議
( 一 ) 本公司為承租人
本公司南、北、大寮機廠廠區及四小基地，係高雄市政府設定地上權供本公司使用，地上權
存續期間自 90 年 10 月至 126 年 10 月，租期 36 年，除部分地段租金依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辦理外，均適用「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使用公有土地租金優惠辦法」規定計算。
104 及 103 年度之租金支出分別為 20,130 千元及 15,028 千元。
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 二 ) 本公司為出租人
本公司出租南、北、大寮機廠廠區及車站相關設施用地，租賃期間依合約而定，租期屆滿時，
承租人得要求續約。承租人於租賃期間結束時，對該不動產不具有優惠承購權。
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收入總額如下：

二三、資本風險管理
本公司進行資本管理以確保能夠於繼續經營之前提下，藉由將債務及權益餘額最適化，以使股東報
酬極大化。本公司之整體策略 104 年度並無變化。
本公司資本結構係由本公司之淨債務及權益所組成，除附註二七之說明外，毋須遵守其他外部資本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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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金融工具
( 一 ) 公允價值之資訊
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帳面金額趨近其公允價值，
104 年 12 月 31 日暨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資產負債表中尚無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 二 ) 金融工具之種類

註 1：餘額係包含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存出保證金、其他金融資產（含非流
動）及長期應收款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放款及應收款。
註 2：餘額係包含短期借款、應付短期票券、應付帳款（含關係人）、其他應付款、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票券及存入保證金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 三 )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本公司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應收帳款、其他金融資產、應付帳款、長短期借款及長期應收與應
付款項等。本公司之財會處係為各業務單位提供服務，統籌協調進入國內與國際金融市場操作，
藉由依照風險程度與廣度分析暴險之內部風險報告監督及管理本公司營運有關之財務風險。該等風
險包括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1. 市場風險
本公司之營運活動使本公司承擔之主要財務風險為利率變動風險。
本公司有關金融工具市場風險之暴險及其對該等暴險之管理與衡量方式並無改變。
利率風險
因本公司以浮動利率借入資金，因而產生利率暴險。本公司藉由維持一適當之固定及浮動利
率組合管理利率風險。
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受利率暴險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帳面金額如下：

134

敏感度分析
若利率增加／減少 1%，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之情況下，本公司 104 及 103 年度之稅前淨
利將分別減少／增加 3,310 千元及 1,049 千元。
2.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拖欠合約義務而造成本公司財務損失之風險。截至資產負債表日，
本公司可能因交易對方未履行義務及本公司提供財務保證造成財務損失之最大信用風險暴險即
為資產負債表所認列之金融資產帳面金額。
本公司採行之政策係與信譽卓著之對象進行交易，並定期追蹤客戶收款情形，因此不預期
有重大之信用風險。
本公司應收款項交易相對人顯著集中於若干客戶，其大多從事類似之商業活動，且具有類
似之經濟特質是其履行合約之能力受到經濟或其他狀況之影響亦相類似時，則發生信用險顯著
集中之情況。信用風險顯著集中之客戶應收款項（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及長期應收款）餘額
如下：

3. 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係透過管理及維持足夠部位之現金及約當現金以支應公司營運並減輕現金流量波動
之影響，且管理階層均適時監督銀行融資額度使用狀況並確保借款合約條款之遵循。另本公司
投資國內非上市（櫃）或興櫃之股票，因無活絡市場，預期具有流動性風險。
銀行借款對本公司而言係為一項重要流動性來源。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暨 103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止，本公司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分別為 4,940,000 千元、4,865,000 千元及
5,410,000 千元。
下表係本公司之非衍生金融負債，按已約定還款期間之剩餘合約到期分析，並依據最早可
能被要求還款之日期，以未折現現金流量編製（包括利息及本金之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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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交易如下：

( 一 ) 承包工程－僅 103 年度

上述關係人承攬本公司工程，因部分工程與其他非關係人聯合承攬，乃按工程合約所載各成員承攬契
約金額比例為計算基礎，上述累積已付金額含工程物調款，是以超過原合約總價。

( 二 ) 向關係人借款

本公司向母公司借款之借款利率與市場利率相當，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年利率分別為 0.47% ～
0.48% 及 0.68%。向母公司之借款皆為無擔保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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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其他關係人交易
1. 其他服務支出

2. 租賃收入

3. 佣金、廣告及權利金收入

4. 票卡進貨

( 四 ) 對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
104 及 103 年度對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總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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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年底餘額

二六、質抵押之資產
本公司下列資產業已提供為履約保證與興建營運合約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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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重大或有事項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除其他附註所述者外，本公司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有下列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 一 ) 依 102 年興建營運合約修約約定，本公司於興建及營運期間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自有資金比率均應維持在 25% 以上。截至 104 年底止，依高雄市政府同意之自有資金比率計
算如下：

自有資金比率為 52.10%，符合興建營運合約第 5.3.2 款規定。
( 二 ) 本公司截至 104 年底重大訴訟案件目前尚在法院審理中，列示如下：
承攬「橘線 CO2 區段標統包工程」施作 LUO09 聯絡通道之事故，請求給付復建工程以及保險
等賠償金，訴訟標的金額 1,675,121 千元。
本公司經評估業已估列入帳約 6.67 億元，並已委請律師依法主張權益，管理階層評估除已估
列入帳者外，應不致對本公司產生重大不利之結果。
( 三 ) 由銀行提供工程保證、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營運及維修服務工作履約保證，以及公共腳踏車系統委外
營運服務工作履約保證等分別為 9,658 千元、40,000 千元及 4,099 千元。

二八、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及負債資訊
本公司尚無具重大影響之外幣金融資產及負債。

二九、首次採用新修正之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及經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本公司轉換至修正後法規及準則前，係依照商業會計法（98 年 6 月 3 日發布）、商業會計處理準則（95
年 11 月 30 日發布）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所公布之各號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以下簡稱「修正前之法規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此一轉換對本公司資產負債表及
綜合損益表之影響如下：
( 一 )103 年 1 月 1 日資產負債表項目之調節：參閱附表一。
( 二 )103 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項目之調節：參閱附表二。
( 三 )103 年度綜合損益表項目之調節：參閱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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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豁免選項
本公司晚於母公司成為首次採用者，是以選擇以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下本公司之帳面金額
衡量資產及負債。
以下豁免選項係與母公司轉換日之豁免選項相同。
員工福利
本公司選擇將員工福利計畫有關之所有未認列累積精算損益於母公司轉換日認列於保留盈
餘。此外，本公司選擇以母公司轉換日起各個會計期間推延決定之金額，揭露經驗調整之歷史
資訊。
上述豁免選項對本公司之影響已併入以下「( 五 ) 重大調節說明」中說明。

( 五 ) 重大調節說明
本公司依修正前法規及準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依修正後法規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
會計政策二者間存在之重大差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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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現金流量表之重大調整說明
依修正前之法規及準則之規定，利息之收付及股利之收取通常分類為營業活動，股利之支
付則列為融資活動，並要求採間接法編製之現金流量表應補充揭露利息費用之付現金額。依修
正後之法規及準則之規定，利息及股利收付之現金流量應單獨揭露，且應以各期一致之方式分
類 為營業、投資或籌資活動。因此，本公司 103 年度利息收現數為 695 千元及利息付現數為
19,144 千元應單獨揭露。
除此之外，依修正後之法規及準則編製之現金流量表與依修正前之法規及準則編製之現金
流量表並無對本公司有其他重大影響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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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資產負債表項目之調節

註：說明欄參閱附註二九、( 五 ) 項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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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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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項目之調節

註 1：說明欄參閱附註二九、( 五 ) 項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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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依據 IAS 28 予以重分類至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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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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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民國 103 年度綜合損益表項目之調節

註：說明欄參閱附註二九、( 五 ) 項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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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察人道德行為準則
第一章 總 則 General
第一條
為追求本公司整體之最大利益及致力於永續發展，爰訂定本準則制訂董事、監察人於執行職務時之道德及
行為規範，以資遵循。

第二章 道德行為準則 Moral Conduct
第二條
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時應遵循下列基本原則：
一、保障股東權益。
二、強化董事會職能。
三、發揮監察人功能。
四、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五、提昇資訊透明度。

第三條
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應以追求本公司整體利益為目標，不得為特定人或特定團體之利益而損及本公司之
權益，並應於執行職務時，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第四條
董事、監察人行使職權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注重誠信、公平原則，秉持高度之自律並遵守法令、
本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決議。

第五條
董事、監察人應為全體股東之利益，忠實執行職務。

第六條
董事、監察人應確保股東權益，併應尊重往來銀行、債權人、員工、消費者、供應商、從屬公司及社區等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第七條
董事會所列議案如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本公司利益之虞時，董事即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表決，
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第八條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董事應對董事會及監察人揭露並詳細說明該等
自我交易之相關事項後，由監察人代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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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董事、監察人若從事與本公司競業之行為，應依公司法規定事先向股東會報告並取得許可。對於公司本身
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

第十條
董事、監察人因執行職務所知悉之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之採購、供應、合作、策略聯盟或其他商業機會或可
得獲利之機會，應優先提供給本公司以維護本公司之利益，且不得藉此為本人或第三人圖私利。

第三章 附 則
第十一條
法人股東如本身擔任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及法人股東指派代表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均應
遵循本準則。

第十二條
董事、監察人如有正當原因，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依法令規定辦理後，得專案修正本準則之適用。惟公
司應即時於公開資訊網站揭露允許人員之職稱、姓名、董事會通過之日期、適用之期間、修正適用之原因及修
正適用之準則條文等資訊。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及提報股東會；並應於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網站揭
露。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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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經理人道德行為要則
第一章 總 則 General
第一條
為讓公司高階經理人之行為及道德有所依循，並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之道德規範，爰設立應
遵循及維護之要則，並包含有關個人責任、群體責任，以及對本公司、公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責任規範。

第二條
本要則所稱之高階經理人，適用於本公司經理人 ( 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財會處處長、以及其他有為公
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處長 )；其目的在於防制不當行為並促進：
一、誠實及合乎道德之行為，包含個人與其職務發生利益衝突時，為合乎倫理之處理。
二、資訊之保密處理。
三、公平對待公司客戶、供應商、員工，及合法對待競爭對手。
四、保護公司之資產以期有效運用。
五、遵守政府法令規章，包括防止內線交易相關法令。

第二章 道德行為要則 Moral Conduct
第三條
誠實及道德行為：
高階經理人應以誠實無欺之態度及符合專業標準之行為履行其義務，包括以公正之方式處理個人與其職務
上或有關之利益衝突。

第四條
避免個人之利益衝突：
高階經理人應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理業務，避免利用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為個人利益介入之情事而使
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三等親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

第五條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高階經理人有責任維護及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並應避免：
一、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獲取私利或有圖私利之機會。
二、與公司競爭。

第六條
保守營業機密：
高階經理人對於公司本身或涉及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許可者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
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第七條
從事公平之交易：
本公司係以卓越之經營與服務致力於市場競爭，不以使用非法或不道德之手段獲取成效；高階經理人應公
平對待公司客戶、員工，及合法對待競爭對手，不得透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
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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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司資產之保護及適當使用：
公司之資產應受保護並僅得基於公司之合法商業目的善加使用；高階經理人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
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業務上，避免偷竊、疏忽或浪費等作為直接影響到公司之獲利能力。

第九條
遵循法令規章：
高階經理人應督導公司加強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之遵循，並遵守所有規範公司活動之法令規章；不
得故意違反任何法令、意圖誤導、操縱或不公正地取得客戶、供應商利益之行為，及對公司產品或服務為不實
之陳述。

第十條
避免因內線交易而受到民刑事處罰：
高階經理人須遵守防止內線交易相關法令，及關於股票交易暨營業秘密資訊處理之其他證券法令，如掌握
重要未公開資訊時，不得從事相關證券交易；內線交易既非法亦不道德，公司將堅決介入處理。

第十一條
鼓勵檢舉任何非法或違反誠實道德行為要則之行為：
高階經理人應加強宣導公司內部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要則之行
為時，任何個人得以檢舉方式向監察人、稽核單位或其他適當人員陳報，公司並應盡全力保密及保護陳報者之
身份，使其免於遭受威脅。

第三章 附 則
第十二條
懲戒及申訴措施：
高階經理人如有違反本要則情事，除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外，另應由稽核單位追究其行政責任 ( 含接受申
訴 )。如情節重大時，應提報董事會審議；並得依公司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德行為要則者救濟之途徑。

第十三條
報准與修正：
高階經理人如有正當原因，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得專案修正本要則之適用。惟公司應即時於公開資訊網站
揭露允許人員之職稱、姓名、董事會通過之日期、適用之期間、修正適用之原因及修正適用之要則條文等資訊。

第十四條
本要則應於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網站揭露；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送監察人備查及於股東會報
告。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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