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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捷運人來人往，但維安人力卻不夠。若要有最安全的保障，在不計成本的

情況下，究竟需要多少人力?如何使用系統化方式推算出人力佈署方式?我們針

對這些問題，將捷運路線上各站、各車，在時空二維度的軌跡上畫成網路圖，

然後將各站、各車在各時段的維安人力當成未知數，把總維安人數寫成這些未

知數構成的線性函數，並規範這些未知數遵守在網路圖上流量守恆、流量下限

等條件，建立一個簡單的線性規劃模式，再使用最佳化軟體，求出理想中最安

全的維安人員佈署方式。之後，我們進一步提出簡化版人力配置數學模式，並

討論如何延伸本研究提出的數學模式，以處理常見的人力上限以及某些站或車

在某些時段的維安需求多寡等因素之彈性維安人力佈署方式。 

 

 

 

 

 

 

 

 

 

 

 

 

 



壹、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捷運是現代化都市中一種便利的交通工具，它有各種好處:準時不誤點，站

點多而廣，速度快。以台北捷運為例，目前為止共有 8 條線 109 站，2013 年平

均每天約 174 萬人次搭乘。搭乘的人愈多，可能發生犯罪的次數愈多，而且捷

路網愈大愈廣，也需要更多的維安人力。目前捷運的維安主要由捷運警察負責，

雖然他們會聘請保全人員協助，不過整體而言維安人數仍然嚴重不足。舉例而

言，台北捷運警察隊的人數不到 150 人，其中除內勤人員外，僅約 100 人可負

責外勤巡邏業務，即使加上地方派出所的協助，仍無法隨時快速地因應突發的

緊急事件。 

在 2014 年的 5 月 21 日，發生了一宗震驚全國的「北捷殺人」案件。這案件

導致全國人民驚慌失措，也造成了受害者家屬非常大的心靈創傷。事件的發生

凸顯捷運維安人力嚴重不足，維安人力的配置除了在車站以外，還必須分配在

動態的車廂裡。如果要提供理想中最安全的捷運環境，究竟至少該雇用多少維

安人力才足夠呢?這個人力的估算方式又應該要怎麼做才準確呢?為了解決這些

疑問，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收集、研讀資料來做這項研究，希望這次的研究

成果可以給有關單位參考，確保人民「行」的安全。 

本研究與教材的教學單元相關性說明如下: 想要做這項研究時，與老師討論

可以使用的方法，老師建議可以試試看國中數學第 2 冊有學過的「二元一次方

程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等概念，這些都是將未知數的一次方乘以常數再做

加總的「線性函數」，也就是直線(二元一次方程式)、半平面(一元或二元一次不

等式)的概念。本研究其實就是進一步用類似的作法，將想要計算的數值(譬如總

維安人數)用許多未知數的一次方加總來表示，因此也屬於線性函數的範圍。除

了目標函數是線性函數外，我們規定維安人員的流動方式也要符合類似「質量

不滅」的簡單原理，也就是進入一個點的總人數應等於從該點出去的總人數，

而這個部分也剛好可用線性方程式來表示。經由老師指導，我們得知這種將決

策以未知數表示、並用未知數的線性函數來描述目標與條件限制的方式叫做「線

性規劃」。雖然線性規劃不在國中數學範圍內，但它的模式設定方式算淺顯易

懂，只要有一次方程式與不等式的知識就可明瞭，本研究即是「線性規劃」在

社會科學的應用。 

 
1.2 研究目的與範圍 

本研究目的便是要計算出在捷運中最少人數、最公平、卻又最安全的維安人

員數量。首先，我們先定義什麼是最安全的捷運保全系統，基本上就是無時無

刻在每站每車都有人在看顧著，把發生危險的機率調到最低。因為維安人員在

工作期間內有時可以顧多列車或多個站，因此最少的維安總人數不易直接算

出。舉例而言，車上巡邏的維安人員可在中途下車，巡邏車站，也可以在到達

終點後再換一列車繼續巡邏，這些可能性皆可能重複計算了人力。 

雖然捷運路網由多條捷運線所構成，然而各單條捷運線的車輛不會與別條捷



運線混用，因此我們可先假設各單條捷運線的維安方式自給自足、獨立運作。

所以本研究將只針對單條捷運線一整天的班次與車站，來規劃維安人力佈署方

式，希望能計算出在一天當中至少需派哪些人顧哪些站與車，而使用總人數最

少的方式，卻又可以保證無時無刻在每站、每車都有人在看顧。 

 
1.3 研究方法與流程 

閱讀過去一些關於維安人力配置或警察巡邏的行程規劃的文獻後，我們發

現它們大多使用一種叫做「線性規劃」的數學模式來求解。這種數學模式必須

將我們要求解的數字(譬如各車車站或各車的維安人數)先假設為未知數，經由列

出一些未知數構成的數學式，以及設定好我們追求的目標(譬如全部的維安總人

數)，再將這些數學式輸入求解軟體計算，就可以得到滿足所有數學式的最佳解。 

本研究將先把單條捷運線一天各車次的運行路線畫成一個網路圖，其中橫軸

為車站排序、縱軸為時間排序，每列車在網路圖中可用一條斜線表示，各停靠

站為一個節點，相鄰停靠站間的車程為一個節線。假設各節線上的維安人力為

數學模式的未知數，如此即可將全部的維安總人數用這些未知數來表示，而這

些未知數必須遵守「流量守恆定律」，也就是進入一個節點的總人數等於自該節

點出去的總人數。這些數學式寫出後，我們使用一個叫做 QSopt 的最佳化免費

軟體求解。由於這個方式必須列出許多數學式，有點麻煩，我們又觀察了車次

之間的維安人員替代性，建立另一個更簡化的線性整數規劃模式，得到與前一

模式相同的解。最後，我們也試著將人數上限以及不同的維安需求多寡等實務

限制列入考慮，讓數學模式更貼近真實情況。 

 
貳、文獻探討 

 
2.1 捷運警察隊工作現況 

根據我們從報章雜誌、網站與訪談結果得知，捷運維安人力來自三部分: (1)

捷運警察隊、(2)地方派出所支援警力、(3)約聘的保全人員。其中保全人員通常

只是負責最簡單的秩序與糾紛處理，沒有「逮捕」的權限；而地方派出所支援

警力通常是負責捷運建築物「以外」的安全，因此只要在捷運建築物內，包括

站內與移動的車內的所有維安問題，一律由捷運警察隊負責。 

 
以台北捷運警察隊為例，總人數約 200 人，其中內勤約 20 人，外勤 150~160

人，分成三個分隊，每分隊 40-60 人不等。每個分隊每個時段上班人數約 7-10

人(含值班、備勤、巡邏、守望、婦保勤務、遊民勤務，每班勤務有 2-4 小時)，

原則上每人每日上班 10-12 小時。分隊會規劃巡邏線，例如：板南線護車，就自

行挑板南線任一班次的捷運，車廂巡邏一班 2 小時，巡完 4-6 個車廂即可下車，

再上車同樣巡邏，2 小時內自行挑選班次上車下車巡邏。目前北捷各捷運站還有

轄區的派出所、警備隊不定時進去巡邏。 

 
 



 經由以上的調查，我們可以推算出台北捷運平常時段全部三個分隊頂多總

共有 30 多人左右同時在值勤，卻要負責全部 109 個站、平均一個小時約 9 萬 5

千人次(170 萬除以 18 小時)的安全。難怪當緊急事故發生時警力總是調派不及，

也因此我們才會想要計算看看理想中的維安人員究竟要多少人才足夠。 

2.2 維安人力指派相關文獻 

 
本研究與人員排班、人力指派等問題相關。有關如何有效的人力安排，達到

有效率、有效能的最佳排班方式，許多文獻皆使用線性規劃數學模式。此外，

這些問題大多牽涉到如何將人力在不同時間指派到不同地方，所以也常常會建

構所謂的「時空網路」(譬如橫軸為空間排序、縱軸為時間排序)。以下列出之文

獻大多建構一個時空網路，再利用一個線性規劃求解網路中節線的最佳流量(即

為人力)。 

 
黃錫鏗 (2002)參考香港與台北等捷運的人力配置方式，估算高雄捷運司機員

的人力需求，雖然他的研究並不是針對維安人力配置，但是他論文中使用捷運

班表並考慮人力可以共用的估算方式，也可被用來估算本研究中可以橫跨不同

車次的維安人力。 

 
盧宗成 (2000)將捷運司機員排班問題建構為「集合分割」(set partitioning)

問題模式，提出演算法來提升台北捷運司機員排班之效率。本研究的問題也可

以被建構為一個類似的「集合覆蓋」(set covering)問題模式，因此也同樣可使用

線性規劃求解。 

 
郭彥秀 (2000)將鐵路人員排班問題視為一個困難的線性規劃問題，建構出一

個網路模式來找出可滿足各種限制的排班方式。 

 
徐裕淳 (2008)針對公部門的公園維護人力指派作業，考量各維護項目(環境

清潔、景觀維護、風災復舊、廢棄物清運)人力需求，發展一套線性規劃數學模

式，找出最小公園維護人力成本與人力之指派，以供決策者有效的運用人力資

源，並提供公部門有造編列公園維護的預算。 

 
李彥毅 (2011)考慮有限的消防人力下，找出消防人員安全設備檢查的公平排

班方式，其勤務所需巡邏的場所依危險程度分成七大類，不同類別的場所需要

被檢查的頻率各有不同(譬如：每半年、一年、或一月檢查一次等)。此研究也是

利用線性規劃模式，求解公平的工作人員排班方式並確保檢查頻率符合法定要

求。類似的問題還有葉慶仲 (2008)針對各種營業場所之衛生稽查工作，使用線

性規劃求解最佳且公平的稽查人力指派方式。 

 
2.3 線性規劃數學模式簡介 

「線性規劃」是「數學規劃」理論當中的一個分類，數學規劃是一門科學理



論，通常希望求解出滿足限制式的最佳決策變數（也就是「未知數」），以達成

目標函數最佳化的目的。舉例來說，不同食物含有不同的熱量及養分，我們該

選擇吃多少量的哪些食物，才能顧及足夠的養分，又可吸收最少的熱量，這就

是一個典型的數學規劃問題。而當決策變數所構成的目標函數與限制式皆為線

性時(即未知數最高項次為一次方)，該數學規劃問題通常是所謂的線性規劃問

題。 

許多日常生活中如何做決定的問題，經常是線性規劃問題，舉例來說要從家

裡走到便利超商的路線有很多條走法，在路線交叉點時該選哪條路段繼續走，

這就是一個整數的決策變數。在線性規劃數學模式中，我們必須將決策變數定

義為未知數，利用這些未知數把我們鎖定的最佳化目標函數(譬如最大化利益、

或最小化成本等)定義出來。而為了達到最佳化的目標，這些未知數也必須滿足

一些問題的限制(譬如質量守恆、或容量上限等)。只要我們可以正確地將目標與

所有限制式用未知數描述出來的話，那就可以建立線性規劃數學模式。 

 
線性規劃模式不易手算求解，不過網路上有一些免費的線性規劃求解軟體可

以下載使用。經由我們調查之後，決定使用一套名叫 QSopt 的免費求解軟體，

因為我們只要將列出的數學式子打 copy/paste 進入該軟體之後，再按個按鈕即

可印出最佳的決策變數，十分簡單好用。 

 
2.4 QSopt 最佳化軟體簡介與使用方法 

QSopt (http://www.math.uwaterloo.ca/~bico/qsopt/)是一套由目前任教於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 William Cook 教授所設計的軟體，這套軟體也可以求解所

有的線性規劃問題。因為該軟體使用介面淺顯易懂，容易上手，所以本研究使

用該軟體來測試我們所設計的線性規劃模式。 

以下針對該軟體的使用介面稍加說明: 

 



圖 2-1. QSopt 的使用介面 

 
圖 2-1 為 QSopt 的使用介面，其中主畫面分為三大塊，左上方那一塊視窗必

須輸入線性規劃數學模式的所有數學式;在上方有一個「go」的選項，按下之後，

右方那塊視窗將會顯示最佳解的數值;左下方那塊視窗只是用來顯示求解的情況

(譬如成功求解或有錯誤訊息等) 

 
有關輸入的線性規劃數學格式，共分三大部分:(1)目標函數 (2)限制式 (3)決

策變數的數值範圍。假設我們現在有三種食物 I、J、K，它們一單位的熱量、養

分分布與每日最低攝取量如表 2-1 所示，現在我們若想用最少熱量又滿足營養需

求的食物，該如何求解呢? 

 



表 2-1. I、J、K 三種食物的單位熱量、養分分布與每日最低攝取量 

 熱量

(卡) 

維生素

B(克) 

維生素

C(克) 

規定的食用量上下限 

食物 I (食用 X 單位) 400 5 4 至少吃 1 單位、至多吃 2

單位 

食物 J(食用 Y 單位) 300 9 3 至少吃 1 單位 

食物 K(食用 Z 單位) 500 2 6 至多吃 3 單位 

每日最低攝取量(克)  20 30  

 
我們可以假設 I、J、K 三種食物我們每日各自食用 X、Y、Z 單位的量，如此

一來全部的總熱量(也就目標函數)可用 400X+300Y+500Z 來表示;而每日所攝取

的維生素 B 總量可用 5X+9Y+2Z 表示；同理，維生素 C 總量可用 4X+3Y+6Z 表示。

因此，這個問題的線性規劃模式如下: 

 

Minimize 

obj: 400X+300Y+500Z                                           (1) 

Subject To 

VB: 5X+9Y+2Z >= 20                                            (2) 

VC: 4X+3Y+6Z >= 30                                            (3) 

Bounds 

1 <= X <=2                                                     (4) 

1<=Y                                                          (5) 

Z<=3                                                          (6) 

End 

 

 

其中(1)式為目標函數、(2)(3)式分別代表維生素 B、C 的每日攝取量限制、

(4)(5)(6)式則限制了各種食物規定食用量的上下限。將以上式子輸入 QSopt 之

後，按「go」可得最佳的 I、J、K 食用量分別是 2、4/3、3 單位，總熱量最少為

2700 卡。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3.1 建構時空網路 

為了將維安人員如何在捷運路線上的巡邏方式定義出來，我們把捷運線經過

的各站以及其時間用一個「時空網路圖」來表現，這是從觀察一種業界常見的

火車班表格式(train graph，如圖 3-1)而得。 

 

圖 3-1. 一種業界常見的火車班表格式(資料來源: Google) 

 
在這個網路圖中，縱軸是時間，橫軸為空間。因為時間無法重來，所以一輛

捷運車在這個網路中可以用一個斜向下的數條「同車時段節線」來組成，每段

同車時段節線代表該捷運車輛所行經相鄰兩站之間的行程。譬如，某輛捷運車

從起點到訖點經過五個站(ABCDE)的話，那這條線到時空網路就可用四條同車時

段節線(AB,BC,CD,DE)來組成。同理，某段時間待在同一站的維安人力，在時空網

路圖中也可以用垂直向下的「同站時段節線」表示。 

表 3-1. 一個簡單的五站捷運班表範例 

順向路線  A B C D E 

第 1 車到站時間 5 30 55 80 105 

第 2 車到站時間 125 150 175 200 225 

逆向路線  E D C B A 

第 3 車到站時間 15 40 65 90 115 

第 4 車到站時間 135 160 185 210 235 

 
 



舉例來說，假設現在有個捷運路線營業時間自 0 分開始至 240 分結束，經過

五個站共有四列車，順向逆向各兩台，其到站時間如表 3-1 所示。其中第 1 車在

5 分時從 A 站出發，30 分停 B 站，55 分停 C 站，80 分停 D 站，105 分抵達終點

站；第 2 車在 125 分時從 A 站出發，150 分停 B 站，175 分停 C 站，200 分停 D

站，225 分抵達終點站；第 3 車在 15 分時從 E 站出發，40 分停 B 站，65 分停 C

站，90 分停 D 站，115 分抵達終點站；第 4 車在 135 分時從 E 站出發，160 分

停 B 站，185 分停 C 站，210 分停 D 站，235 分抵達終點站。 

為了將表 3-1 的班表用一個時空網路圖畫出，我們首先畫五條垂直線分別代

表 ABCDE 五站，各線的起點(「虛擬各站起點」)代表該站 0 分的點；訖點(「虛

擬各站訖點」)代表該站 240 分的點。 

接著我們依各車的到站時間畫出各列車在各站停留的時空點，為了方便起

見，每個時空點的編號我們用一組(t,s)兩個數字來代表，其中 t 代表的是第 t 列

車，s 代表該車所經過第 s 個站，舉例來說(2,3)代表第 2 列車所經過的第 3 個站，

而(4,1)代表第 4 列車所經過的第 1 個站(即起點)。這些時空點是這個時空網路中

最主要的節點，這些同一列車的相鄰節點間的路段也就是「同車時段節線」，而

同一站的相鄰節點間的路段也就是「同站時段節線」 

最後為了有始有終，我們加了「虛擬總起點」與「虛擬總訖點」，把虛擬總

起點用「虛擬節線」連到「虛擬各站起點」，同理再把「虛擬各站起點」用「虛

擬節線」連到虛擬總訖點，如此即完成了我們建構的時空網路圖，如圖 3-2 所示。 

在建構出時空網路圖後，我們可以把虛擬總起點與總訖點當成捷運線的總

部，在每天一開始上班時就派出人到各「虛擬各站起點」報到；之後這些人隨

著時間在「同站時段節線」往下流動，一遇到主要的(t,s)時空點時，該人有兩種

選擇: (1)選擇要繼續待在該站，如此一來該人就會沿著垂直向下的「同站時段節

線」往下流，或者(2)選擇搭乘那台經過的捷運車往下一個站，如此一來該人就

會沿著斜向下的「同車時段節線」往斜下流。直到最後，這些人會匯流到「虛

擬各站訖點」，再統一流回「虛擬總訖點」，結束一天的工作。 

 

圖 3-2. 表 3-1 捷運班表範例之時空網路圖 



3.2 建構線性規劃數學模式 

根據上述的時空網路圖說明，我們可以將各段節線上面的維安人力流量當成

那個時段在那段行程所需的人力，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用節線上的流量來表示

各段行程的人力安排，而全部的維安人數就等於虛擬總起點所流出的總流量。

在本研究中，我們希望這個總流量數值越小越好。 

因為這些人力不會無中生有，也不會無故消失，所以針對每一個中間節點(也

就是除了虛擬總起訖點之外的其它節點)而言，它所吸收到來自任一段節線進來

的總流量會等於從它所連出去的所有節線之總流量，這就是所謂的「流量守恆

條件」。 

 
此外，若我們想要理想中最安全的維安人力佈署，就應該限制任一線段上的

流量至少要為 1(也就是說任何時刻，各站各車至少配置一名維安人員)，這就是

「最安全的人力佈署條件」。 

 
以下我們針對圖 3-1 的小範例，解說本研究所提出的線性規劃模式: 針對節

點(a,b)連至(c,d)的節線，我們假設它上面的流量為未知數 x(a,b,c,d)，如此一來整

條 捷 運 線 的 總 維 安 人 力 的 個 數 = 

x(0,0,5,1)+x(0,0,5,2)+x(0,0,5,3)+x(0,0,5,4)+x(0,0,5,5)，此即為本線性規劃模式的目

標函數。在流量守恆條件部分，我們必須針對所有節點(包括節點(5,1)~(5,5)、

(5,6)~(5,10)、第 1,2,3,4 車沿線節點)規定其流入的總流量=流出的總流量。最後，

根據最安全的人力佈署條件，所有的 x 未知數必須至少為 1。全部的數學模式列

出如下: 

 

 

 

 



 

 

 

 
 
在列出這些式子之後，我們可以直接將這些數學式子輸入 2.4 節所介紹的最佳化

求解軟體 QSopt，即可求得最佳的總人力為 7 人，其詳細的配置方式如下: 

除 x(0,0,5,1), x(5,1,1,1), x(3,5,2,1), x(4,5,5,6), x(5,6,6,0), x(0,0,5,5), x(5,5,3,1), 

x(1,5,4,1), x(2,5,5,10), x(5,10,6,0) 等 10 條節線的流量為 2 外，其它節線的流量皆

為 1，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圖 3-2 中捷運班表範例之最佳人力佈署 



其實，圖 3-3 的人力配置方式也可當成各派一人駐守各站(所以，5 個車站的總駐

站人力共 5 人)，再派兩人駐車:其中一人駐守第 1 及第 4 車，另一人駐守第 3 及

第 2 車。因此，在起訖站的某些時段偶爾會有多餘的人力(即 2 人)。根據這個同

一人可以駐守多列車的想法，我們將於下一章提出另一個較簡化的線性整數規

劃模式。 

 
3.3 線性規劃數學模式之未知數與限制式個數分析 

從圖 3-3 觀察可知，虛擬各站起訖點都是一進一出，起訖站沿線的中間節點

都是二進一出或一進二出，而網路圖中間部分的節點都是二進二出，十分有規

律。 

假設全部共有 W 個車站，則全部共有 2W 條虛擬節線。假設順向車共開 m

台、每台順向車共停靠 U 站；逆向車共開 n 台、每台逆向車共停靠 V 站，因此

同車時段節線共有 m(U-1)+n(V-1)條。假設順向與逆向列車不會同時到達同一

站，則在起訖站將各被 n+m 列車切成 n+m+1 條同站時段節線。 

當 U=V=W 時，也就是每站皆停時，起訖站外之路線中間各站亦將各有 n+m+1

條同站時段節線，所以全部的未知數個數為 m(U-1)+n(V-1)+ W(n+m+1)+ 

2W=W(2m+2n+3)-m-n 個。以圖 3-1 為例，m=n=2，W=5，因此共 51 個未知數。 

在限制式個數部分，以下各點將各自遵守「流量守恆條件」：虛擬各站起訖

點(共 2W 點)、中間時段時空點(共 mU+nV 點)總共 2W+mU+nV 條，當 U=V=W 時，

此類限制式則有 W(m+n+2)條；而「最安全的人力佈署條件」則規範於所有的未

知數至少為 1，因此共有 W(2m+2n+3)-m-n 條。綜合而言，全部的限制式共有 2W 

+ W(m+n+2) + W(2m+2n+3)-m-n = W(3m+3n+7)-m-n 條。以圖 3-1 為例，m=n=2，

W=U=V=5，因此共 40 條流量守恆條件、51 條最安全的人力佈署條件，總共 91

條限制式。 

使用以上的未知數與限制式個數公式，我們可以拿目前台北市板南線(南港

展覽館－永寧共 22 站)、高雄市紅線 24 站為例來估算。其中，目前板南線週間

一天當中分成三個時段: 尖峰(7-9am, 5-7:30pm 共 270 分鐘；約 6 分一班)、次尖

峰(7:30-11pm 共 210 分鐘；約 7 分一班)、離峰(6-7am, 9am-5pm 共 600 分鐘；約

8 分一班)、結尾(11pm-0am 共 60 分鐘；約 12 分一班)，總共順逆向約各開 

270/6+210/7+ 600/8+60/12=45+30+75+5=155 班次，如此 W=22，m=n=155，共有

13396 個未知數，20304 條限制式；同理，目前高雄市紅線 24 站週間一天當中

順逆向約各開 158 班次，如此 W=24，m=n=158，共有 14924 個未知數，22604

條限制式。 

由以上範例可知，雖然這個線性規劃模式淺顯易懂，但當用它來處理一些真

實的例子時，未知數及限制式的個數可能極多，這些都會造成求解上的困難，

我們將在第四章試圖提出另外一個整數規劃模式來處理這個未知數及限制式的

個數可能過多的問題。 

 



肆、結果與討論 

 
第三章的線性規劃模式雖然可以計算最安全的維安總人數，但是實際應用時

可能會需要設定許多未知數及限制式。此外，這模式並未考慮合理的工作時間

或人力分配。本章將針對這些缺點提出建議的改善方式。 

4.1 簡化版人力配置數學模式 

因為我們主要探討的是最安全的人力配置方式，所以每個站、每列車皆指派

一個維安人員一定足夠，也就是針對 W 個車站、n 個順向列車班次、m 個逆向

列車班次，全部 W+n+m 個維安人員一定足夠。然而，在這 W+n+m 個人員當中，

有些人力是可以被省下來的。舉例而言，在第一台順向列車上巡邏的維安人員

可能在抵達訖站之後再繼續巡邏某台逆向班車，這樣就可以省下一個人力。基

於以上的人力取代可能性，以下我們將提出一個簡化版的線性整數規劃模式，

使用較少的未知數與限制式來計算最小的總維安人數。 

 
因為現在我們仍假設所有的維安人員都是從早工作到晚，沒有輪班，所以每

個車站配置一名維安人員即已足夠保障車站安全；如此只需要再計算出如何用

最少的人力來巡邏所有的列車即可。假設每台列車先配置一名維安人員的話，

我們把該名維安人員是否來得及巡邏其它列車的可能性，用數學上的線性不等

式來表示出來。在我們建立的整數規劃模式中將要求所有列車必須至少被配置

一名維安人員，也就是第 i 列車由編號為 i 的維安人員所看顧，另 z(i)=1 代表我

們決定聘請編號為 i 的維安人員，反之 z(i)=0 代表我們決定不聘請編號為 i 的維

安人員，則被聘來巡邏所有 N 台列車的總維安人力可用 z(1)+z(2)+...+z(N-1)+z(N)

表示。如果第 j 列車只能被第 j 位維安人員所看顧的話，則 z(j)=1；若第 k 列車

可被編號為 a 或 b 或 c 等三位維安人員所看顧的話，則我們應該至少聘請此三

名維安人員當中的一名，而這個邏輯推論關係可用 z(a)+z(b)+z(c)≥1 來表示。以

此類推，因為這個模式的未知數非 0 即 1，且目標函數與限制式都是未知數的線

性函數，我們即可建立一個線性整數規劃數學模式。 

 

 
 

(a)  (b) 

圖 4-1. 維安人員與列車的匹配關係圖 

 
 
 



以第三章中的表 3-1 為例，共有四台列車，因此有四個未知數 z(1)、z(2)、z(3)、

z(4)；由於第一列車抵達訖站之後仍趕得上第四列車，且第三列車抵達訖站之後

仍趕得上第二列車，我們可以先畫出如圖 4-1(a)的維安人員與列車的匹配關係

圖。其中，各維安人員的方型節點會連線至其可看顧的三角形列車節點，因此

方型節點 1 將連線至三角形節點 1 與 4；方型節點 2 將連線至三角形節點 2；方

型節點 3 將連線至三角形節點 2 與 3；方型節點 4 將連線至三角形節點 4。我們

可列出此例之整數規劃模式如下:  

 
 

其中式子(7)代表可被聘雇的總人數，式子(8)-(11)規定所有車一定要被看顧。將

此整數規劃模式輸入求解軟體，即可得最佳解為 z(1)=z(3)=1，z(2)=z(4)=0，如圖

4-1(b)所示，也就是第 1 及第 3 位維安人員就足以看顧所有的四台列車，若再加

上專門看顧 5 個車站的 5 名維安人員的話，則總 7 名維安人員即為最佳解，此

與第三章線性規劃數學模式的最佳解相同。 

 
我們預期以上的簡化版人力配置數學模式在處理實際情況(譬如台北市板南

線、高捷紅線等)時，將可大幅減少未知數與限制式的個數，但它必須限制未知

數為整數，而整數規劃問題求解時間卻較長。很可惜我們時間有限，沒能將它

實際應用在真實案例，但我們認為此模式所利用的邏輯推論方式很有用，將來

可用類似的技巧來做其它問題。 

 
4.2 加入更多實際考量的延伸數學模式 

先前的數學模式對於所有的站、車皆一視同仁，沒有差別待遇。然而實務上

有些站、車在某些時段可能會較危險(或安全)，因此若在某些時段能彈性地配置

較多(或較少)維安人員於某些站、車的話，應該效果會更好；而這個考慮「偏好」

的人力配置問題，尤其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更為重要。 

 
在有限人力的條件設定上，我們可以直接將第 3 章線性規劃模式的目標函數

當成新的人力上限限制式。而在某些時段於某些站或車的偏好條件設定上，我

們可以把時空網路上的每段節線給予一個代表維安偏好值的加權值，譬如加權

值愈大，代表希望能派遣更多維安人力於該時段的站或車上，再將目標函數設

定為各段節線的權重與其流量的乘積加總，如此一來數學模式將在人力上限的

條件下，盡量配置人力於加權較大的某些時段之站或車。 



伍、結論 

 
本研究針對捷運的維安人力配置方式加以探討，經收集資料調查後發現目前

捷運之維安人力的確嚴重不足，雖說捷運發生重大事故的機率不高，基於好奇

心，我們想要知道理想中最安全的維安人力究竟應該如何配置才好。 

 
我們先針對單一捷運線，假設為理想的維安人員配置方式，應該無時無刻在

每個站、每列車上都配置維安人力。我們先將各站及各車的人力狀態隨著時間

的變化畫出一個時空網路圖，將圖上各節點及節線的流量定義為該站或車於該

時段的維安人力(即未知數)，藉由規定節點的「流量守恆條件」，以及節線上的

「維安人力人數下限條件」，我們建立出一個淺顯易懂的線性規劃模式，再藉由

輸入求解軟體 QSopt 來求出最佳的人力配置方式。 

 
最後，我們又提出一個簡化版的人力配置數學模式來處理原來的線性規劃模

式可能遇到未知數及限制式個數過多的問題。在未來延伸部分，我們也將人力

上限列入考量，並針對不同站或車於不同時段的維安需求多寡，建議使用不同

的加權來設定彈性人力的配置方式。 

 
雖然我們的研究僅假設適用於單一條捷運線的人力配置，實際上各條捷運線

也大都是獨立運作，因此我們認為本研究應該也可以被用在處理更複雜的多條

捷運路網上。此外，類似的技巧應該也可以被延伸使用在其他的軌道運輸系統(譬

如鐵路、高鐵、輕軌等)。此次的獨立研究讓我們學習到如何收集資料、研讀文

獻、分析問題、使用免費軟體等技巧，雖然我們做的可能還不夠深入，但也學

習到如何使用數學這一工具，來處理社會上時常遇到的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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