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慢行交通友善環境優化

資料來源：臺北市交通局

壹、會議時間：2018年08月14日(二) 下午2點30分~5點

貳、會議地點：臺灣大學土木工程館203室

參、主辦單位：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肆、議程：

伍、專題演講摘要

主題：臺北市慢行交通政策

主講人：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學台局長

2. 臺北市綠運輸發展架構
臺北市綠運輸發展架構臺北市運輸系統架構，公共運輸

以捷運為主幹、幹線公車(類捷運)為主、公車為輔；第
一及最後一哩路，指的就是步行跟自行車；接下來分別

說明各運輸工具的執行成效。

（1）幹線公車執行成效：107年4月完成8橫8縱16線幹
線公車路網。因為班次非常密集，平日尖峰時刻

4-6分鐘一班，且優惠比照捷運轉乘，幹線公車與
雙北市區公車一小時內均有雙向轉乘1段票半價優
惠，所以又被稱為類捷運。

（2）YouBike轉乘優惠：106年12月已達成全市400站
目標。YouBike跟捷運、公車間也有轉乘優惠，目
的在鼓勵通勤族使用。亦推出敬老卡點數騎乘，鼓

勵年長人士走向戶外。

（3）定期票推動成效：2018年4月16日起，臺北市政府
及新北市政府聯手推出「雙北全區30日定期票」；
截至目前為止，每月有效卡22萬張，在推出之後，
與2016年、2017年同期相比較，捷運、公車、
YouBike等公共運輸使用量均有微幅上升。

二、臺北市鄰里交通改善計畫

綠運輸發展架構中的「第一及最後一哩路」，著重在

行人步行環境及自行車行車環境改善。一改以往的單

點改善（根據民眾檢舉而處理），104年8月推出及實
施整體的鄰里交通改善計畫，期望能在109年落實並
改善所有鄰里的交通環境。

1. 臺北市交通環境狀況：
（1）巷弄狹小，影響消防安全；
（2）道路變成免費停車空間，長期佔用；
（3）行人與車爭道等。

2. 臺北市鄰里交通改善計畫之目的：
（1）建立安全行人通行空間；
（2）維持有效消防空間；
（3）整頓合理停車；
（4）改善社區無障礙環境。

3. 臺北市鄰里交通改善計畫之做法：
（1）劃設標線型人行道；
（2）劃設路邊收費停車位，避免長期占用；

一、臺北市交通政策

1. 發展願景：「共享」、「綠能」、「E化」、「安全」

（3）適度調整紅線為黃線，提供臨停；
（4）縮短路口紅線為5公尺，增加機車位；
（5）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

4. 臺北市鄰里交通改善計畫之執行狀況及成效：
（1）執行狀況：從104年開始執行到現在，一開始執行

這個計畫不太容易，因為巷道空間跟居民的生活息

息相關，所以巷弄的管理，居民的意見就很重要，

確實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跟鄰里溝通。從各區里別報

名資料顯示，越接近市中心、報名率越高，越外圍

地區報名率反而較低；研究之下，主要是跟停車需

求有關聯性，外圍地區的停車需求高（市中心及周

圍的停車位供給量較高），這部份也影響到里民參

與的意願。

（2）成效：
• 落實人本交通環境；
• 小建設大成效；
• 參加里數299里（66%），
績優率192里（82%）；

• 滿意度高– 83.4分（106年調查）
→市民有感，有效溝通；

• 事故件數下降58%（105年統計）
→增加巷弄安全；

• 會勘件數下降約24%（106年統計）
→減少冗事；

• 劃設速限30標誌→降低巷弄車速。

5. 臺北市鄰里交通改善計畫之未來發展方向：
（1）鼓勵未參加的里加入計畫；
（2）提升各里計畫的執行完整度；
（3）鼓勵增加劃設標線型人行道數量，保障行人及消防

救災安全。

三、 自行車友善環境
【臺北市自行車推動歷程】

從河濱建置到市區、從休閒遊憩轉變為生活接駁。

1997年：推動河濱自行車道
2005年：河濱自行車道超過100公里
2006年：完成信義計畫區自行車道
2009年：推動市區幹道自行車道
2016年：完成市區三橫三縱自行車道
2016年：市占率約4.4%

1. 臺北自行車道型式
（1）人車分道

• 拓寬人行道建置自行車道
• 既有人行道淨寬達3公尺以上，劃設自行車道標線

（2）人車共道
• 人行道淨寬道2公尺以上，開放自行車與行人共
用人行道。

謝謝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及台灣樂活自行車協

會舉辦此次座談會，過去政府機關執行都是單向的，很開

心今天有很好的機會能跟大家一起對談。

時間

14:00~14:30

14:30~14:45

14:45~15:30

15:30~16:45

16:45~17:00

議程

簽到就座

主席與貴賓致詞

專題演講：臺北市慢行交通政策

主講人：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學台局長

綜合座談

主持人：張學孔教授（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專任

教授、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

陳學台局長（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雅雯執行長（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

戴祖輝副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謝佳翰理事長（中華民國單車安全協會）

楊同林副理事長（中華民國單車安全協會）

王玫文處長（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鍾智林教授（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黃書緯教授（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李權泰共同創辦人（台北路上觀察學會）

陳濮執行長（台灣城市單車聯盟）

何嘉文監事（台灣城市單車聯盟）

余虹儀創辦人（通用設計工作室）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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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北市自行車路網現況

7. 建置公共自行車（YouBike）目標
完善公共運輸架構，提供市民第一哩、最後一哩路的運

輸服務，自2012年起擴大於全市設站，目標為全市設置
400站、13,072輛車。
（1）公共自行車（YouBike）規劃原則

• 於各運輸場站（捷運站、轉運站、火車站等）設
置站點。

• 再於鄰近之住宅區、學校、辦公大樓等設置接駁
站點。

• 站間距離約為350公尺，使民眾步行5-10分鐘即
可抵達站點。

（2）公共自行車（YouBike）設置及使用情形
• 已於2017年底營運400站、13,072輛公共自行車。
• 公共自行車服務涵蓋率達平原面積之90%。
• 公共自行車週轉率達6次/車/天。
• 每日使用量約為6萬人次。

（3）公共自行車（YouBike）效益
• 道路空間有效利用。
• 減少私人停車位、改善停車現況
• 結合自行車道系統、打造自行車友善城市
• 促進城市觀光與行銷

（4）公共自行車（YouBike）未來發展方向
• 持續提供民眾優質公共自行車服務。
• 為完善公共自行車保險機制及保障使用者與用路
人安全，已納入第三人責任險，並規劃加入傷害

險。

8. 制定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
（1）條例內容：

• 申請階段：業者檢具營運計畫書（含投車數量地
點、儲車空間規劃、維修調度計畫、客服申訴

計畫等）申請營業許可。

• 營運階段：規範業者借還車區域、車輛檢驗標

4. 自行車道建置準則
未來自行車道通行環境將就主要幹道、聯絡道路及生活

巷道等三種道路型式分別研擬建置方式

（1）主要幹道：30公尺以上之道路
• 拓寬人行道後仍維持D級以上道路服務水準
• 於既有人行道劃設標線
• 開放人車共道

（2）聯絡道路
依道路車道配置及車流狀況，檢討規劃慢車道加速

限30（公里/小時）之可行性
（3）生活巷道

• 整理合理停車空間
• 建立安全行人通行空間
• 改善社區無障礙環境
• 維持有效消防空間

5. 執行策略：
（1）短期策略：建構接駁型自行車路網

• 第一年計畫：根據YouBike O(起點)D(迄點)資料
前20大熱門路線規劃自行車道

（2）中長期策略： 
• 滾動檢討調整路型基本開發退縮

i.  主要道路寬度適度縮減增設人車分道或人車
共道。

ii.  主要幹道服務水準仍須維持在D級以上。
iii. 聯總道路劃設慢車道並加速限30。

• 基地開發退縮方式取得人行道及自行車道
i.   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納入。
ii.  考量納入公辦都更及TOD規範。

◎ 退縮標準建議：
☉ 商業區、特定專用區，或位於交通運輸場站200公尺
範圍內基地。

☉ 交通運輸場站200公尺∼500公尺以內之工業區、住
宅區，以及允許作商業、服務、娛樂、觀光等土地

使用分區之基地。

（3）【目標】建構友善自行車騎乘環境

（3）慢車道+速限30
• 在無人行道或人行道寬度不足時，調整最外側車
道為慢車道並劃設速限30。

2. 接駁型自行車道與建置準則：
隨同市長到歐洲、荷蘭等其他國家參訪時，也做了很多

檢討。因為交通環境不同（台灣多了機車，道路車輛多

且車流複雜），所以並不期待打造和荷蘭相同的自行車

道環境，最後以「接駁型的自行車道路網（最後一哩

路）」為目標。

3. 自行車道接駁路徑：
住家前往捷運站的路程中，會接觸到生活巷道、聯絡道

路、主要道路，再到捷運站，針對這三種不同的道路形

式，規劃不同的內容。

準、保險、金流及維修調度。

• 收取費用：使用權利金、保證金，制定自治條例
相關罰則規範業者，以使業者重視使用者及車

輛管理。

（2）法案制定進度：
• 107年1月10日本市市議會一讀通過，目前仍待二
讀審議中。

9. 自行車管理及騎乘安全教育宣導
（1）自行車登錄：

• 為推廣民眾至本市自行車實名自主登錄系統登
錄，本局及所屬單位已持續透過各管道加強宣導

• 據交通警察大隊統計，自107年1月1日起至7
月底止，民眾自行車實名自主登錄系統已完成

1,748筆自行車資料建檔作業。
（2）自行車停車管理：

• 持續檢討增設自行車停車位（年增3,500席）。
• 自行車可停放地點：設置有自行車停車架或停放
區之地點、機車及機慢車停車格內。

• 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自106年8月1日起禁止自行
車停放於收費車格位內。

（3）自行車違停處理：
• 規劃實施自行車拖吊專重點區（14處），滾動式
檢討增加。

• 違停自行車收取移置及保管費措施。
（4）處理廢棄自行車：

（5）自行車騎乘安全教育宣導與教育
• 向下札根國中小學自行車安全騎乘觀念。

i.  印製配送宣導摺頁。
ii.  辦理「交通安全守護團」講座。
iii. 監理所到校辦理騎乘體驗課程。

• 運用戶外、大眾、平面、網路等多元管道宣導自
行車騎乘禮儀，建立正確交通安全觀念。

2公尺

-

-

2公尺

2公尺

2公尺
(人車共道)

淨寬4公尺以上

淨寬2公尺以上

道路補足6公尺後，
退縮淨寬2公尺以上

12公尺(含)以上

6公尺(含)以上
至12公尺以下

6公尺以下

自行車道

最小淨寬

人行道

最小淨寬

人行道或

開放空間退縮規定

建築基地

面臨道路寬度

2公尺

2公尺

-

3公尺

2公尺

2公尺

淨寬5公尺以上

淨寬4公尺以上

道路補足8公尺後，
其中2公尺留設
自行車道使用

12公尺(含)以上

8公尺(含)以上
至12公尺以下

8公尺以下

自行車道

最小淨寬

人行道

最小淨寬

人行道或

開放空間退縮規定

建築基地

面臨道路寬度

• 2-5年計畫：
◎ 各捷運站依YouBike OD資料前2名熱門路線規
劃自行車道約176條（44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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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綜合座談及與會人員意見

1. 開場：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張學孔教授
非常感謝陳學台局長的分享，從過去政策、目標、功

能等的完整報告到推動新的YouBike政策及管理等。期
能透過本次論壇，藉此機會號召大家，透過公部門跟

NGO組織合力腦力激盪下，一起針對臺北市慢行交通
的友善環境來努力，讓環境更美好！

2. 社團法人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戴祖輝副理事長

◇ 在用路人的與禮讓觀念宣導方面，其實行人常常跟單
車容易產生衝突、單車騎在一般道路上也容易跟汽

機車有衝突，這都需要教育所有「用路人」禮讓跟

包容；我常常在路上騎單車，所以在開車的時候，

也會特別注意騎車的人，並且禮讓或減速超車等

降低風險。之前有一段時間，交通局有推廣友善超

車，這些觀念應該繼續提，大家也可以持續思考有

什麼更合適的方式。

• 陳學台局長：其實不只針對汽車、單車族進行訓

練及推廣，機車族也有。目前監理站已針對機車

族開設訓練班並提供補貼。

◇ 在單車安全教育方面，除了中小學生、長者外，所有
用路人都應該對於行人危機意識更有所認識。單車

安全分成主動跟被動，主動是指在騎車的過程中如

何比較安全、被動則是指騎乘在路上如何避免意外

發生。我想這些觀念較少在學騎車的過程中學到，

但如何加強讓大家都可以認知安全的重要性，這是

我們要努力思考的。

◇ 歐洲圖資公司 ─ here曾經尋求合作，想要在圖資上
面加入自行車道的資訊，詢問協會有無自行車道路

網的相關資訊。就現有自行車道路網資料都是會員

實際騎乘所記錄的自行車路網圖資；但另外還有生

活巷道的部分，其實騎乘在生活巷道中比騎在大馬

路上舒適跟安全，建議台北市交通局可以針對自行

車路網的資料進行彙整與更新。如先前到澳洲參加

Velo-city國際會議時，曾研究過澳洲有一個自行車
路徑規劃平台，民眾可搜尋設定各種條件，找出最

適合的自行車騎乘路線，非常值得參考，也期待台

灣能建置自行車路網資訊串連的資訊平台。

• 張學孔教授：剛剛提的自行車路徑規劃，以往研
究包含「最短路徑」、「最安全路徑」、「空污

最低路徑」等，除了可自行規劃路線外，平台也

可提供路徑導引的資訊，甚至其他更多元化的功

能。

• 陳學台局長：現在對於自行車路網資訊確實是很
欠缺的，現有接駁路線只有起迄點(OD)，至於起
點到迄點之間如何串聯，騎乘路線是未知的。未

來新的契約將會進一步要求YouBike裝置GPS，屆
時就會有包含路徑軌跡資料等大數據資訊，可大

幅提高應用與整合的完整性。

3. 中華民國單車安全協會 謝佳翰理事長
◇ 假如有人像我今天一樣，從外縣市開車來，在臺北市
下交流道的地方若有大型停車場，且可直接轉乘捷

運是最方便的，應該可減少外縣市進入臺北市的車

輛，也可以增加大家使用公共運輸的意願。

◇ 請問2022年的目標數據，是怎麼產生的？
• 張學孔教授：剛剛提到臺北市綠運輸目標設定為

70%，其實在規畫初期甚至曾提出更大膽的目標
(80%)，因為香港已有92%的人使用公共運輸，而
在自行車發展上因香港地形緣故，bike to work
相對較為困難，所以發展捷運、公車、渡輪、隨

叫隨停接駁小巴等，整體公共運輸占比很高。

另外，新加坡接近70%、東京84%，都是很好的
標竿。交通部提出公共運輸提升Double，期待

在2025年全台灣使用公共運輸能從15%提升到
30%；最新的數字是18.1%，創八年新高。臺北市
當時經過多次討論，訂出了一個有顯著成效又可

以務實達到的目標─70%。是不是可以有更野心
的數字？這也牽涉到分期分年的角度，大家都可

以再討論的。

4. 中華民國單車安全協會 楊同林副理事長
◇ 謝謝臺北市政府的德政，推出1280元定期票的政策
非常好，我都推薦來台灣觀光或參訪的外國朋友購

買，我自己本身也是使用者。

◇ 第二個就是安全法規問題，在墨爾本或比較先進國
家，只要是在城市裡面有bike route，需考量空間問
題，因為單車從休閒變成交通工具，需考量到事故

時的權責問題。單車安全協會積極推動1.2公尺單車
友善空間，盡量保持車子與行人間的距離。建議交

通局應教育民眾，或是將來立法；若萬一發生車禍

則會衍生權責問題；雖然現在巷道速限30公里，但
路邊還是有停車場、停車格，還是會有危險，建議

台北市政府需正視安全問題。

• 陳學台：剛提到1.2公尺的安全空間，目前法規沒
有特別規定，像汽機車之間的安全空間也都沒有

規定。但在宣導上面，都可以宣導「保持安全空

間」，因為無論是在開車、騎機車、騎單車，都

應該保持安全車距。

5.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王玫文處長
◇ 自行車的停車需求是需要考量的。且臺北市交通的課
題，不是只有臺北市，應該還要納入週邊區域的人

湧入所需的停車需求。

◇ 目前在臺北市騎乘單車的困境及衝突：
• 行人跟自行車交界的需求或是空間：現在有很多
自行車騎乘在自行車道上面，但某些路段不舒

適，因為路幅小、行人多，這個衝突有什麼方式

可以避免；或是等紅綠燈的時候，人車擠在一

起，起步的時候就容易發生衝突，有沒有可能規

劃設機車、單車、行人停等區，以避免這些衝

突。

• 部分路段仍存在併排停車跟違規停車的狀況，如
計程車臨停上下客、南京東路臨停買鳳梨酥，常

常讓我覺得拿生命在騎自行車，希望有更好的安

全考量跟友善措施。

• 直行自行車與待轉機車的衝突：騎車時常遇到預
計前往待轉區停等的機車，此時機車與自行車就

會打結、發生衝突。

6.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鍾智林教授
◇ 第一，之前回顧新加坡交通白皮書，提供了另一個思

四、未來展望

（1）本市除推動公共自行車系統，亦積極改善行人步
行空間，期望給民眾更好的人本交通環境。

（2）未來將持續以人的移動為基礎，完善公共運輸架
構的最後一哩路，提供安全、舒適的運輸服務。

維；在2013年的交通白皮書中提到，因應新加坡炎
熱多雨的天氣，在未來五年（2018年）預計要新增
200公里有加蓋的人行道，串聯公車站與捷運站間。
反觀台北，同樣也是夏天溼熱、冬天多雨，不知是

否有無可能複製同樣的概念；今天除了幹道、鄉道

陸續有人行道，是不是下一步可以針對沒有加蓋或

沒有騎樓的人行環境進行遮陽遮雨設施的設計；甚

至也可考量進一步與太陽能板結合，也許經過檢視

可評估是否有機會在人行道落實太陽能發電。

• 陳學台局長：人行道加蓋的構想非常好，我也贊
成，但推動過程一定會有一些阻力，如沿街住

家跟商家的風水問題。若欲落實人行空間遮陽遮

雨的設計，在都市計畫裡面都會透過對騎樓的要

求，相對來說會更容易些。

◇ 第二，除了剛提到很多設施的建設外，個人發覺現
在越來越多人邊走邊滑手機、邊聽耳機；連帶的，

他的專注度跟視力、聽力在步行的時候都是相對減

弱的。那在這部份，主管單位是否有應對措施或處

置，能夠確保行人的安全。

• 陳學台局長：走路邊滑手機，現在無法可罰，以
前也已注意到，但很難透過立法成立，只能加強

宣導。現在也看到搭公車滑手機很危險，如突然

發現目的地到站了，衝下車時更不容易去注意來

往車輛因而可能造成危險。如果說將來交通部有

立法的想法，都會樂意支持與提供建議。

◇ 第三，回到臺北市希望2022年在綠運輸達到70％，
綠運輸包含公共運輸、綠運具、自行車，如果未來

市政府想要推動共享電動機車，請問這比例會放在

哪個部份？

• 陳學台局長：我們都知道私人機動車輛(汽、機車)
不可能消失，因為仍有一定的方便性；但是我們

希望引導私人運具可以轉成綠能運具。另對於共

享機車會持續鼓勵業者投入，但政府較難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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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現在臺北市有WeMo Scooter共享電動機
車，預計年底車隊規模會達3,500輛。臺北市積極
推動包含公共自行車、共享機車、共享汽車等共

享運具的發展以滿足旅運需求、也可節省停車的

需求。

7.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黃書緯教授
◇  過去兩年的課程規劃都是跟單車有關，一年是談

Youbike體驗及改善；上學期主要是跟臺北市都更
處、交通局合作，主要是探討接駁型路網相關議

題。我們在規劃路網時易忽略都更這一塊，如人行

道，都更完後停車場出入口正對人行道，小朋友行

走時發現有車出來，這就改變行走路網。也發現此

一狀況大量出現在河濱都更區，這些建案一出來

後，本來適合步行的空間、會變成不適合；車子進

來後，改變行人步行空間等狀況。我們在進行專題

研究時發現，都更處在談都市更不更新的時候、交

通局在談路網規劃的時候，好像需要整合起來一起

看；這在談接駁型路網時會更明顯，比方剛剛在說

都市計畫階段中先提出「空間保留」時，有沒有可

能把自行車停車場的要求納進去，出入的緩坡設計

也要同步規劃。這些地方如果可以一起納進來看，

在自行車路網規劃、停車空間規劃上，可以更完

善，尤其是行政區域交接處會更明顯。舉例來說，

公館往永和騎，雙北市民是不管跨縣市這件事，因

此我覺得交通是要跨部會合作的。

• 張學孔教授：我自己親身體驗，臺北市跟新北市
的作法不一致。例如像中正橋，臺北市就預留

較多空間，不管是自行專用道還是引道都較有彈

性；部分路段或橋梁規劃都有可能因應行政上的

阻隔導致施工難度變高，進而影響到使用者權

益。怎樣有更好的溝通，還是很重要。建議各單

位可將研究成果進行分享，也可以提供出來讓陳

局長多多瞭解，以利後續可以對都更或大型開發

有更好的交換意見。

• 陳學台局長：實際上交通局都有參與都更的進
行，在都審跟環評的階段，有機會我們都會要求

設置自行車停車場，很多部份我們都已經開始在

要求；至於跨縣市部份，現在有一個雙北交流平

台；很多雙北聯外橋樑都有做自行車道，不一定

是專用道，但也有人車共構道，現在應該大部分

都有(自行車道)了，少部份可能是因為結構的部份
無法改建。像是，華中橋就快完工做好、福和橋

預計要做外掛自行車道；事實上，跨縣市相關單

位都有在積極討論此問題。

8. 台北路上觀察學會 李權泰共同創辦人
◇ 路上觀察在做的事情就是「步兵」。其實我們每一年
有一個有趣的活動─「大年初四拜拜松」，因為大

年初四神明會回到人間，活動會行走於台北12個行
政區，約2萬多步；有趣的是，因為宮廟大多藏在巷
弄間，從捷運站到各宮廟之間都是使用步行前往，

更能深刻體會走在巷弄中穿梭的狀況。我很感謝臺

北市政府交通局，這兩年感受到鄰里改善計畫中的

標線人行道，對我們在移動當中改善很多行動的問

題，尤其是小朋友。

◇ 其實我還有一個身份，是跟文山社大一起做景美夜
市交通改善計畫。我想提一個建議方式，就是「不

要猜、出去問」就對了。在文山區做都市更新或空

間規劃的規畫顧問團隊，都是長期在地耕耘，彼此

合作關係很密切。像這次「景美好行」的計畫中，

透過溝通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內容，如我們覺得需要

的是「行人專用道」，但在景美夜市的居民眼中這

是生活圈，如果限制機車通行、甚至是單向道或限

時行人專用道都會有問題的。因此我們與社大合作

辦了三場工作坊，第一梯次邀請在地居民參與，。

設定研究動線課題，讓學員走指定路線採買，過程

當中就會發現動線存在哪些問題，如電線桿擋住、

騎樓不平等。第二梯次邀請空間規劃與交通專家來

與跟市民朋友共同從法規、從空間、從運輸規畫來

探討。第三梯次則設法邀請相關政府部門舉辦座談

會，讓前兩階段的結論變成實際可執行方案。這邊

分享這個方式給大家。

• 張學孔教授：很精彩，實際參與發掘問題，再搭
配專業提出可能解決方案。其實市政府非常需

要這種互動。過去這種跟里民互動，我也參加不

少，但就只是很像個過程，結束就將溝通成果結

果收起來。但這樣三階段執行，的確會有更好的

結果。我想這種良性循環可以加速環境改造。

9. 台灣城市單車聯盟 何嘉文監事
◇ 分享去年暑假單車聯盟做的「車輛違停」調查，針對
萬華區騎單車10分鐘路徑範圍內，，統計違停車輛
包含30輛違停汽車、330輛違停機車、65輛違停單
車；在65輛違停單車中，其中有8輛obike，佔違停
單車總數12%。事實上，Obike違停，佔總單車違停
及總車輛違停數量不是太高；也就是說把檢舉違規

停車跟管制，擴大到機車跟汽車，會對整體環境更

好。

• 張學孔教授：我記得先前有一個影片，是騎乘自
行車時拍攝的路況影片；鏡頭裡面呈現的畫面像

表演特技一樣，旁邊都是違停摩托車，要從中間

穿越。所以這個印證剛剛所談的，不管從比例來

看，還是實質的停車環境，跟我們面臨混合車輛

的情況；應該公平看待各種車種的權益，還有從

自行車行走的環境來看，有更多違規的私人機動

車輛，應該更認真看待。

• 陳學台局長：因為我們今天是談自行車，所以沒
有提供汽機車取締的數據。坦白講，汽機車取締

的數字蠻多的，而且在所有交通違規取締的項目

中佔了一半以上。目前針對自行車取締是從寬執

行，因為尚在鼓勵階段；但越來越嚴重，所以才

設定了取締規範、拖吊費等，讓民眾知道單車不

能亂停。

剛剛有特別提到Obike，倒不是說Obike特別嚴
重，反而是私人單車的違停比較嚴重；但因為

Obike是有收費的企業營運易造成民眾的反感。
所以未來管理不會特別針對Obike、Youbike，私
人單車也會一起處理。

10. 台灣城市單車聯盟 陳濮執行長
◇ 之前有做一個企劃，是要驗證鄉里的行車環境、甚
至是行車安全，有一些地方是單行道、雙向道，或

是車流量大但沒有交通號誌的路口，會造成行人或

騎士的危險；譬如說，我住在台大，如何前往位在

內湖的公司？第一個是接駁的方式-搭公車/捷運再
轉YouBike；如果是行駛私家車，又要怎麼前往；
這邊想知道路線的建議，像現在Google Map可
作開車或接駁車的規劃，但缺少單車的建議；如

果想要提供較專業的建議，又要如何結合Open 
source，並將架構建立起來、資訊公開化。如果我
們有路線規劃建議，是不是可以解決特定區域交通

壅塞的問題。

• 陳學台局長：我們不太鼓勵從內湖騎單車到台大

上班，因為太危險了，而且還要考量氣候，尤其

台灣氣溫太高或是下雨時雨量偏大，不適合長距

離騎乘（運動可以，不適合每天通勤）。我之前

曾經四年風雨無阻從永和騎單車到市政府通勤上

班，我可以這樣騎是因為辦公室有衛浴設備，但

很多地方沒有這種設施。且現在因自行車停車空

間較為不足，尤其是捷運站周邊，故較鼓勵使用

公共自行車；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鼓勵共享方

式，不鼓勵長距離，而是利用大眾運輸加接駁並

使用共享車輛。

• 張學孔教授：我們也提供不同意見，過去局長也
Bike to Work，也有空間可以淋浴沖洗，這背
後可以看到整個社會體系支持慢行交通友善環

境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鼓勵Bike 
to Work，是不是也應該更呼籲提供相關公共設
施，就我所知，有些企業會設置淋浴空間。再

者，局長也提到在第一哩和最後一哩路使用共

享運具(公共自行車或共享機車等)與公共運輸做
整合，以臺北市現有400站、13,000輛公共自行
車是否來講，是否足以達到Bike to Work的需求
量？

11. 通用設計工作室 余虹儀創辦人
針對友善環境和不同族群在慢行交通上的建議：

◇ 目前臺北市在慢行交通的方向都蠻好、目標也很明
確，作法也很讚許，但在一些小細節，可以再思考

如何更完美；像人行道鋪設整平，發現有些人行道

新建或補建等，會針對私人住戶需求，如停車場出

入口會變斜坡，這部份會造成推娃娃車、輪椅使用

者，到那裡會傾斜(造成不便或危險)，這還蠻常出
現的。其實這樣子人行道的使用上，非常不便行

人。另還有一個風險，像人行道做高起，都是有安

全考量，如車輛暴衝的緩衝；現在很多道斜坡的

話，車輛衝上人行道的風險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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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Bike站設置部份，350公尺就有一個站，這對
長者還蠻友善的；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有一些

youbike站不容易被發現，如公園旁邊被樹木或建
設擋住、捷運站背面，不易發現會造成民眾使用意

願降低，是否可用指標導引民眾或讓民眾更容易發

現。當然有些人會騎之前會查詢，但騎到某處想還

車時，若不易找到站點會造成租借意願降低。

◇ 建議路線部份，除了站點找尋不易外，可能部份民
眾也不太清楚到下一個站點如何前往；是否可提供

站點間建議路線，並且是好騎、安全的。

◇ 人行道被候車亭、電線桿、路樹佔用也是一大課
題，尤其是候車亭佔用更大，此時留給行人走的空

間就更有限，更不用說還要分給單車騎乘。建議可

用暫歇座椅節省空間，像日本常見的暫歇座椅，它

的座深比較淺，這也利於長者使用。日本針對高齡

社會也做了很多建設，像暫歇座椅的形式就有欄杆

式、高坐姿椅子，除了方便長者使用，也很節省空

間。除了候車亭使用這些形式的座椅外，公共空間

中也很多方便行人及長者隨時可作休息的設計。這

部份的調整可讓人行道更寬敞，相對來說也可挪出

自行車空間。

◇ 自行車騎乘安全教育：除了向下扎根，對長者也很
重要；相對於小朋友，長者的觀念可能更薄弱；再

加上長者如發生意外，傷害會更大，因此建議在長

者的觀念宣導更需要多下功夫。

柒、總結

主持人：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張學孔教授

今天的會議個人覺得非常充實，局長分享了相

當豐富的內容，也有一些個人建議，可以融入到後

續政策推動上面。未來活動可以互相支援，交通局

長官與同仁也都很樂意來參與。

後續也鼓勵NGO代表們可主動邀請，台大先
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每一年會舉辦二到三場次的慢

行交通論壇，有時候會借重國際人士舉辦相關的論

壇以分享國際經驗。希望透過大家的努力及共同思

考、討論後，融入到交通局的政策裡面。但很多東

西，不單單交通局可以決定的，會牽涉到法規，是

需要中央政府來做法規的制定；像路政司正在研議

自行車相關法規，我也馬上提議邀請NGO組織參
加，路政司也非常樂意；主要是希望透過政府與民

間的對話，創造更好的環境。

主辦單位之一：社團法人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戴祖輝副理事長
非常感謝大家一起來分享臺北市在慢行交通做

的內容，很高興大家這麼踴躍參加並提出意見，希

望這次只是一個開頭，後續還要有更多機會共同討

論有關友善單車環境改善的議題，而且不只是臺北

市而已，甚至擴大到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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