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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計畫源起及目的 

臺北市政府根據經建會推動「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政策，以及北臺區域合作平臺

運作機制，辦理「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希望透過跨區域合作，整合

北臺八縣市，包括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以及

苗栗縣，帶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 

自行車旅遊係以自行車作為觀光遊憩的供給，結合旅遊目的地與吸引力，發展區域

旅遊。綠色運具與綠色產業是 21 世紀的發展主軸，前者強調行人、自行車與大眾運輸

的交通方式；後者強調觀光旅遊。結合綠色運輸與綠色產業，已成為當前重要的發展潮

流。 

觀光旅遊與交通運輸兩者關係密不可分，便利的交通可為旅遊目的地帶來大量人

潮，但快速移動的運具卻減少了遊客停留消費的機會。自行車旅遊為生態旅遊的一部

份，強調環境永續發展，希望透過環境友善、無污染、省能的自行車，減少大量的汽機

車運輸；同時藉由慢速運具的使用與推廣，帶動各縣市與週邊鄉鎮的發展。 

1990年代，歐美各國積極發展自行車旅遊，帶動鄉村遊憩的發展。以英國為例，一

年約有 2500 萬人次的自行車遊客，每年貢獻五億英磅的觀光收益。1997 年起全球超過

40個國家、300家旅行社安排自行車渡假，且自行車遊客的花費多為地方型的消費。 

美國自行車協會 Adventure Cycling Association(ACA)成立於 1973年，已規劃 44000

英哩自行車路線，根據 ACA 的研究，自行車旅遊近年來在北美、南美與歐洲一年可創

造 890億美元的市場價值。 

美國 Adirondack North County於 2002年擬定自行車主要計畫，目的為發展區域性

自行車計畫，並證明自行車規劃為社區帶來的利益與經濟價值。為朝自行車友善城市的

目標邁進，提出 Bicycle Friendly Community 的步驟。改善風景區的自行車道與步道系

統，以建立該地區成為自行車觀光的吸引力。 

加拿大溫莎市早在 1991 年便進行“自行車使用的發展研究”(BUDS- Bicycle Use 

Development Study)，積極發展第一階段的自行車路網系統，此目標在於建立自行車多功

能遊憩的網路。2000年完成“自行車使用主要計劃” (BUMP-Bicycle Use Master Plan)，其

目的在於強調整合擴大現有的路網，使自行車成為通勤、休閒、觀光替代性的交通工具，

提供汽車以外另一有用的交通運輸選擇，為往後 20 年的目標邁進。溫莎市擁有 40km 長

的自行車專用道，為北美之最，BUMP 計畫指導該市形成完整的自行車路網，並成為北

美最卓越的自行車騎乘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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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EP)2009 年出版歐洲自行車路網(The European Cycle Route Network ~ 

EuroVelo)報告中指出，歐盟 27國加上挪威與瑞典，共有高達 28億一日遊自行車觀光旅

次、二日遊以上的自行車渡假旅次超過 2600 萬旅次、創造 540 億歐元的產值，此一數

據包括國際觀光與國內旅遊。 

臺灣在 1997 年由環保署補助第一條關山自行車道，帶動東部鄉村旅遊的發展；內

政部營建署「城鎮地貌改造計畫」將自行車道建置列為各縣市爭取中央補助的重點項

目。國家發展計畫-挑戰 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中，也將全國自行車道系統納入政策，

規劃以休閒自行車道串聯各區域的綠廊，逐步建構地方性路網，並銜接環島及區域路

網，提供完整休閒自行車道系統。 

行政院於 2006 年提出「千里自行車道、萬里步道」實施計畫，希望建置自行車道

路網 2600 公里、整合適合自行車騎乘的環島公路路線，並建置路標及圖集、修正相關

法規，規定一定規模之市區道路及公路應設置自行車道及人行步道，使全國 10 萬人口

以上都市適宜人行比例道路達 80％。教育部亦推展「校園自行車運動及走路上學計畫」，

鼓勵學童騎乘自行車。 

2002年行政院體委會提出「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從 2002 年到 2011

年共計補助北臺八縣市 125 項自行車道建設計畫；2009 年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

投資計畫」，體委會積極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結合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保署等部會資源，籌組跨部會小組，協調縣市政府及

相關機關，依據各區域之城鄉風貌、遊憩資源與地方特色等，補助地方政府串連各地區

自行車網絡，建構「以人為本」的優質休閒自行車網絡系統，2009-2011 年三年共計投

入全臺自行車道新臺幣 30 億元的建設經費。2009 年體委會落實馬英九總統的政策，推

動單車成年禮活動，「16 歲完成 100公里、18 歲完成 500公里、20 歲完成 1000 公里自

行車環島」。 

2009 年交通部運研所完成「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及「自行車規劃設計參考手

冊」，提出自行車補給站的概念，臺鐵也於 2010年推出花東線兩鐵無縫旅遊。交通部「振

興經濟方案—配合節能減碳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編列 7.91億元，分三年於東部地

區完成十三條地方自行車路線、以及六個地區環狀區域路網。上述政策，皆顯示中央與

地方政府對於自行車環境建置與自行車旅遊產業推動的重視。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希望滿足下列三個層面的需求： 

1. 自行車休閒(Leisure Cycling)：能隨時隨地、自由自在的住家周圍騎乘自行車休閒、

運動 

2. 自行車遊憩(Recreational Cycling)：能在環境優美地區騎乘自行車從事戶外遊憩活動 

3. 自行車觀光(Bicycle Tourism)：能吸引其它縣市居民或其它國家的遊客前來騎乘自行

車，從事觀光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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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經濟在戰後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增加、汽機車普及，自行車在經濟成長後漸

被國人所遺忘。人口約 2300 萬的寶島上，有 583 萬輛汽車、1499 萬餘輛機車(2012 年
五月統計資料)。其中由於機車具有機動、便捷、停車方便等特性，因此成為臺灣最普
遍的短程代步及個人交通工具，且逐年成長中。過去整體發展以汽機車為主，直到二十

一世紀節能減碳的綠色思潮，加上對健康與環境意識的覺醒、以及全球永續發展的議

題，自行車才又重新回到國人的運具選擇當中，成為新興旅遊與健康活動的代名詞。自

行車不只是一種交通工具，更是觀光旅遊的供給；相對於汽機車的污染、噪音與耗能，

自行車具有安靜、無污染、環境友善、可與自然環境密切接觸、費用便宜、與環境共生

的綠色環保特性，利用自行車結合旅遊地區的發展，已成為頗受歡迎的戶外遊憩活動。 

面對環境覺醒與永續發展的議題，地小人稠的臺灣實有必要及早思考結合自行車旅

遊的土地利用，檢討以人與自行車為本的土地使用型態與交通管理規則、而不再只是以

汽機車為主的大型基地開發與道路安全管理。從旅遊系統整體規劃的角度來思考自行車

友善環境的推動。過去交通建設與公共設施皆以汽車為考量，使汽車成為都市發展上的

強權；現今應配合自行車旅遊需求的掌握，自行車環境周邊土地利用與觀光景點結合、

以及服務設施更需全面進行可行性研究，以促進自行車旅遊與相關產業的發展，計畫概

念如圖 1-1-1所示。 

 

圖1-1-1 計畫概念圖 

本研究計畫旨在提供民眾完善、安全、友善之自行車騎乘環境與周邊服務，發展北

臺自行車旅遊服務產業，將北臺八縣市的自行車環境進行有效之整合與串聯，且對現行

旅遊服務未盡完善處提出改善策略，開發新的自行車旅遊服務模式。計畫目的包括下列

六點： 

1. 整合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資源 
2. 建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產業鏈 
3. 研擬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發展策略規劃 
4. 建置自行車旅遊服務區之可行性評估 
5. 提出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行銷策略 
6. 完成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之財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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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範圍包括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以及苗栗縣，八縣市的自行車主要串聯路網與區域路網，如

圖 1-2-1所示。 

 

圖1-2-1 計畫範圍圖 

本研究之工作項目條列如下所示： 

一、基礎資料蒐集、調查與分析 

1.北臺區域內自行車網絡系統相關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2.推動自行車環狀發展所需之相關法令及計畫。 

3.國外區域性自行車旅遊系統案例研究（至少 2處）。 

4.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相關產業調查與分析。 

二、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介面特性及課題分析（以需求面進行分析） 

1.檢視北臺區域內自行車旅遊系統發展現況，針對主幹線內可提供之路徑規劃及其權屬

、交通系統、公共設施及使用者潛在需求及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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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區域性自行車旅遊之軟體層面系統建置及使用情形，包括指標系統、解說導覽、

大眾運輸轉乘系統、E 化數位資訊等服務性支援設施（須以文字、數據、圖、表等說明

，必要時應以相關 GIS 系統建置之圖資轉繪呈現）。 

3.連接自行車網絡系統周邊(外部)之次系統 1 公里內之休閒旅遊景點、觀光潛力點等。 

4.研析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網絡系統相關課題與對策。 

三、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發展策略規劃及自行車服務區(站)評估 

1.確立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系統整體發展願景與定位。 

2.以系統活化的觀點，評估區域性自行車服務區(站)及其規劃方案構想圖。 

四、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財務可行性分析及行銷策略 

1.提具跨產業、跨公私資源整合機制之建議。 

2.區域性自行車服務區（站）自我營運管理等財務可行性分析。 

3.評估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所收取之權利金或盈餘分配挹注相關軟硬體設備維護等之具體

可行做法。 

五、相關配合工作辦理 

1.為配合各式介面整合至少應召開 2場產官學座談會，須邀請臺灣各大自行車產業業者

、地方觀光旅遊服務產業及各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共同參與。 

2.辦理北臺區域自行車服務區（站）現勘檢核（至少 8場）。 

3.廠商須配合工作進度與需求協同機關召開工作會議（第二階段、第三階段至少各 1次

），並製作會議紀錄，如有需要並應邀請專家學者或組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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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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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22 

101/04/20 
 

101/05/30 

101/05/17 

101/09/14 

100/12/30 
 

期末報告 

總結成果報告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計畫概述 

文獻回顧 
(相關法令與案例分析) 

基礎資料 

蒐集調查與分析 
(課題與對策) 

辦理第一次 8 場次 
自行車服務區(站)檢核會勘 

第一、二場產官學研座談會 

辦理第三次八場次 

自行車服務區(站)檢核會勘 

第三場產官學研座談會 

辦理第二次 8 場次 
自行車服務區(站)檢核會勘 

期初報告 

簽約 

營運管理相關 
產業調查與分析 

策略規劃及自行車服務區(站)初評估 

發展定位與規劃構想 

策略規劃及 

自行車服務區(站)複評估 

財務可行性 

分析及行銷策略 

期中報告 

發展規劃方案及構想圖 

整合機制建議及營運管理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進行採用方法包括文獻回顧、國外案例分析、基本資料收集、自行車道調查、

相關產業調查與訪談、專家座談會、服務區評估等，研究流程如圖 1-3-1所示。 

 

 

 

 

 

 

 

 

 

 

 

 

 

 

 

 

 

 

 

 

 

 

 

 

 

 

 

 

 

 

 

         圖1-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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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案例分析 

第一節  上位及相關計畫 

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乃是根據經建會推動「產業有家、家有

產業」政策，以及北臺區域合作平臺運作機制。 

行政院經建會推動的「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該計畫係黃金十年「平衡區域發展

」施政主軸之主要規劃，希望透過強化地方優勢產業，達到提升在地就業及區域均衡的

目標。政府將搭配各區域優勢產業的發展，投入所需之軟硬體建設與人才培育資源，使

各區域公共建設與學研能量均衡發展。 

北臺區域合作平臺運作機制係有鑑於區域發展已成為國際發展主軸，各國為了提昇

國家競爭力與促進國家發展，皆組織跨縣市區域治理平臺。北臺八縣市亟思並建構核心

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合作機制，有效結合北臺區域各縣市的力量，成為相關地方首長的治

理共識，民國94年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北臺八縣市分就休閒遊憩、交通

運輸、產業發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文化教育、健康社福、原住民客家族群與新移

民等八大議題分別主政負責展開建立跨縣市的合作網絡，並設有發展推動組擔任委員會

幕僚工作。近年來完成與本研究相關之計畫條列如表2-1-1所示： 

表2-1-1 北臺區域合作平臺的相關計畫 

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年度 主管單位 

1 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態之海岸再生計畫 99年1月 苗栗縣政府 

2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策略規劃

執行計畫 
100年6月 苗栗縣政府 

3 桃園航空城（空港）與臺北港(海港)雙港整合發展計畫 100年7月 桃園縣政府 

4 北臺區域文化觀光整合暨行銷計畫 100年6月 新竹縣政府 

5 
因應全球暖化及異常研擬淡水河流域都市發展與流域

防災整合 
100年10月 臺北市政府 

6 北臺區域永續生態改造暨環境退燒計畫 100年11月 宜蘭縣政府 

7 大眾運輸導向土地（TOD）暨聯外運輸發展策略 100年8月 宜蘭縣政府 

8 國際綠能智慧園區計畫 100年1月 新竹縣政府 

9 桃園機場航線周邊景觀改善計畫 100年6月 桃園縣政府 

資料來源：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1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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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是整體環境結合觀光資源的重要建設，與各部門計畫有關，因

此進行實質發展策略或準則擬定時，必須考量相關機關的配合運作。各部會及各縣市與

本研究有關的自行車發展相關計畫與政策，整理如下表2-1-2所示： 

表2-1-2 自行車發展相關計畫 

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年度 主管單位 

1 新北市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規劃案(第二階段) 100 年12月 新北市政府 

2 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2/2） 100 年9月 交通部運研所 

3 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1/2） 99 年9月 交通部運研所 

4 北觀國家風景區金山萬里自行車道整體規劃 98年12月 交通部觀光局 

5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串聯計畫及新竹縣濱海地區

自行車串連計畫案 
97年10月 新竹縣政府 

6 北觀國家風景區三芝石門自行車道整體規劃 97年10月 交通部觀光局 

7 臺北縣市區自行車道路網規劃研究 97年2月 臺北縣政府 

8 
運輸部門空污減量計畫~桃園縣自行車道系統整合

規劃 
97年 桃園縣政府 

9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推動計畫 97年 桃園縣政府 

10 中、南、東部地區自行車道路網細部規劃 96年7月 行政院體委會 

11 九十六年度新竹縣自行車道整體規劃設計 96年1月 新竹縣政府 

12 
北部地區自行車道細部規劃暨結合大眾運輸系統

研究 
95年9月 行政院體委會 

13 北觀國家風景區自行車道及步道系統整體規劃 92年12月 交通部觀光局 

14 桃園海濱逍遙遊-規畫沿海四鄉自行車觀光車道 92年9月 桃園縣政府 

15 自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彙編 92年6月 行政院體委會 

16 臺北市自行車道路網整體規劃 89年4月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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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2002年提出「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計畫」，以建

構新世紀之國民運動休閒設施為目標，提供作為地方規劃自行車道系統之選址、規劃、

設計等工作之參考，以倡導國人從事自行車休閒運動之風氣。該計畫將自行車道功能分

為遊憩型與生活通勤型兩大類，條列如下表所示，針對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

研究，以前者遊憩型為主要參考依據。  

表2-1-3 自行車道功能分類表 

類型 概述 

遊

憩

型 

山岳 

丘陵型 

此路線多結合國家公園步道系統或都市郊山步道，其挑戰性及困難

度高，因此所需的自行車配備與設施也具有特定需求。 

海岸 

湖泊型 

臺灣屬海島國家，海岸旅遊系統是很重要的觀光資源，在規劃設計

上，必須考慮防潮、防風與抗鹽等特殊需求。此外水岸的環境生態

多變，設施設置或步道必須遠離生態敏感帶。 

河濱型 
臺灣多山形孕育出許多河流與溪谷，因此在河岸利用自行車專用道

串連河濱公園、河濱散步與運動場等設施。規劃上除考慮防潮、防

風外，應配合河川生態工法，避免破壞生態。 

田野型 

臺灣「城鄉風貌改造運動」推行多年，城鄉特色逐漸確立，而臺灣

的農村景觀是具獨特價值的觀光資源，其中，農路與水圳的再利用

與活化將是農村發展的一大契機，亦是自行車道設置的絕佳示範性

地點。利用鄉間自行車道、步道串連綠地、埤塘及舊聚落，營造濃

村新風貌。 

特殊型 
利用風景區再活化或廢棄鐵道、工業區等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手法，

整合地方觀光資源，如阿里山觀光鐵道就可結合部分的自行車道設

置更多元的休閒賞景新體驗。 

生

活

通

勤

型 

與人行

共用型 

除非必要，自行車道與人行步道應是區隔的，但是都市環境中的現

有道路腹地有限，汽機車車道的流量還是有一定需求時，就必須利

用現有人行空間，設置自行車與人行共用指標、標線與獨特鋪面考

量，引導人行及自行車行動線系統，避免衝突並共享道路資源。但

人行徒步區一般而言是專為行人徒步所設置，並不適合通行自行車

。所以在選定路線時，必須選擇坡度小、土地使用單純、橫向路口

較少、避免經過高度商業區，並以路面有足夠寬度、路邊停車數量

較少、少公車站牌的路段優先實施。 

與車行

共用型 

自行車屬於高使用效益與低成本效益的交通運具，先進國家的城市大

多鼓勵自行車與公共運輸工具的交通政策。臺灣過去於車道設置自行

車道，主要是機車與自行車共用車道，但汽車與機車的車速快、流量

大，自行車很少敢真正上路。參考「腳踏車專用道之規劃研究」（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1999）一書中說明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用車道的方式

有四：1完全合併2.部分合併3.部分分離4.完全分離，分隔或合併的設

施可採用標號、標線、分隔島、護欄或植栽等各種分隔設施。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計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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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行政院體委會提出「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從2002年到2011
年共計補助北臺八縣市125項自行車道建設計畫條列如表2-1-4所示： 

表2-1-4 體委會歷年補助計畫列表 

項次 
補助 
年度 

體委會補助計畫名稱 

1 91 宜蘭縣自行車道規劃設置計畫 
2 92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溪與安農溪匯流口自行車道橋銜接工程計畫 
3 92 宜蘭縣武荖坑風景區自行車樂園開發建設計畫 
4 92 宜蘭縣北成地區連接羅東運動公園自行車道新建工程 
5 93 宜蘭縣濱海自行車道永鎮~竹安河口工程計畫 
6 94 宜蘭縣礁溪鄉得子口溪自行車道整體規劃及第一期工程細部設計 
7 94 宜蘭縣濱海自行車道永鎮至竹安河口新闢工程 
8 96 三星鄉安農溪北岸自行車道拓寬、指標、解說系統及護欄興建工程 
9 96 蘭陽溪北岸自行車道系統設施工程 
10 96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蘭陽溪南岸工程計畫(規劃設計) 
11 96 宜蘭縣南北岸堤頂護欄改善工程 
12 97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蘭陽溪南岸(五結段)興建工程 
13 98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羅東溪南岸自行車道興建工程 
14 98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蘭陽溪北岸(員山段)興建工程 
15 98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得子口溪自行車道第一期興建工程 
16 98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安農溪柯仔林段工程計畫 
17 98 冬山鐵路高架沿線自行車道景觀工程 
18 99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蘭陽溪南岸(五結段)二期工程 
19 99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溪南環線(梅花湖至森林公園段)興建工程 
20 99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溪北環線宜蘭河南岸興建工程 
21 99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新城溪自行車道興建工程 
22 99 冬山鐵路高架沿線自行車道後續景觀工程  
23 99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安農溪柯林段二期工程 
24 100 宜蘭縣山腳線、大湖線自行車道與指標系統新建工程 

共計補助24件計畫 

1 96 基隆市基隆河千祥橋至臺北縣段自行車道系統 
2 100 基隆市基隆河七賢橋段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暨新建工程 

共計補助2件計畫 
1 91 臺北縣自行車休閒運動設施計畫 
2 91 臺北縣坪林鄉金瓜寮自行車道計畫 
3 92 臺北縣自行車道休閒運動設施計畫 
4 92 臺北縣坪林鄉金瓜寮自行車道第二期工程 
5 92 臺北縣自行車道休閒運動設施計畫 
6 92 國立藝術學院興設自行車道規劃費 
7 92 臺北縣坪林鄉金瓜寮自行車道第三期工程 
8 93 臺北縣市自行車道銜接橋樑工程及導覽系統設計計畫 
9 94 94年度臺北縣自行車道路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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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補助 
年度 

體委會補助計畫名稱 

10 94 臺北縣金瓜寮自行車道第四期工程 
11 96 臺北縣96年度自行車道路網計畫 
12 96 96年度坪林鄉自行車道整修工程 
13 97 臺北縣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計畫 
14 98 臺北縣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規劃(規劃設計) 
15 98 北海岸自行車道及周邊景觀工程規劃設計費 
16 98 北海岸自行車道及周邊景觀工程費第一期 
17 98 紅水仙溪至下罟子漁港自行車道工程 
18 99 北海岸自行車道及周邊景觀工程(第二期) 
19 99 大漢溪右岸自行車道(北二高至三鶯橋間)新建工程 
20 99 挖子尾至十三行博物館自行車道工程 
21 99 東北角濱海自行車專用道(福隆至石城段)                                     
22 99 三芝鄉八連溪畔自行車道工程 

共計補助22件計畫 

1 93 臺北市轄新設休閒腳踏車道工程─關渡社子島地區 
2 94 94年度臺北市新設休閒腳踏車道工程 
3 95 臺北縣、市休閒自行車道網路串連計畫 
4 96 臺北市轄河濱腳踏車道興(整)建工程 
5 96 景美溪水源快速道路橋下游跨溪腳踏車橋新建工程 
6 97 臺北市景美溪水源快速道路橋下游跨溪腳踏車橋新建工程 
7 98 馬場町、中正、雙園河濱公園自行車道及相關設施改善工程 

共計補助7件計畫 

1 93 桃園縣沿海四鄉自行車觀光車道－觀音鄉自行車道系統計畫 
2 96 桃園縣龍潭鄉建構自行車道綠色休閒網絡規劃（規劃設計） 
3 96 大溪武嶺橋－鶯歌三鶯橋自行車道串聯計畫（規劃設計） 
4 96 平鎮市社區新風貌自行車道營造工程 
5 97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整合及串聯計畫（規劃設計） 
6 97 桃園大溪至新竹新埔自行車道串聯計畫（規劃設計） 
7 97 桃園縣大溪武嶺橋-鶯歌三鶯橋自行車道串聯計畫 
8 98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整合暨串聯工程 
9 98 桃園大溪至新竹新埔自行車道串聯規劃設計案 
10 98 八德市霄裡溪、茄苳溪自行車道路網串聯工程 
11 99 新街溪低碳水綠廊道整體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12 99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整合暨串連工程－第三期工程 

共計補助12件計畫 

1 91 新竹縣濱海地區自行車道計畫 

2 92 新竹縣鳳山溪自行車道 

3 96 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道工程計畫（規劃設計） 

4 97 新竹縣、市自行車道串接可行性與規劃 

5 97 新竹縣山線地區自行車道串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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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補助 
年度 

體委會補助計畫名稱 

6 97 新竹濱海地區自行車串聯計畫 

7 98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串聯計畫工程 

8 98 新竹縣濱海地區自行車串聯計畫工程 

9 98 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道環道系統工程 

10 99 頭前溪自行車道(經國橋-高鐵九路) 

11 99 鳳山溪南岸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 

12 99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 

13 99 頭前溪河濱自行車道（溪洲大橋至經國大橋段） 

14 99 竹北市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計畫 

15 100 新竹縣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工程(新竹縣市交界處-竹中大橋) 

共計補助 15 件計畫 

1 91 新竹市濱海自行車道第二期金城湖至海山漁港段計畫 
2 93 新竹市區中央公園與三民公園園道自行車道計畫 
3 96 新竹市自行車學習公園興建計畫（規劃設計） 
4 98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新建工程 
5 98 十七公里海岸風景區鹽港溪以南自行車道拓寬工程 
6 99 新竹市、苗栗縣自行車道串聯工程 
7 99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西延伸工程 
8 99 新竹市香山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 
9 100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向東延伸工程規劃設計 

共計補助9件計畫 

1 91 苗栗縣銅鑼遊憩區自行車道計畫 

2 91 苗栗縣頭份鎮永和山水庫自行車觀光園道計畫 

3 91 
苗栗縣頭屋鄉親綠運動休閒自行車道網建構規劃與示範自行車道 
(獅潭村龍頸潭汛岸路) 

4 92 苗栗縣興建銅鑼鄉自行車橋計畫 

5 92 苗栗縣頭份鎮永和山水庫自行車觀光園道第二期工程及自行車 

6 93 苗栗縣西湖鄉興設自行車道暨兒童.青年運動遊戲設備工程 

7 94 苗栗縣西湖鄉興設自行車道暨兒童、青年遊戲設備工程 

8 95 秋茂園西濱地區至白沙屯自行車步道工程（規劃設計） 

9 96 苗栗縣公館鄉鄉內自行車道及周邊景觀改善工程（規劃設計） 

10 96 後龍溪頭屋大橋至龜山大橋河段高灘地綠化及自行車道工程 

11 96 頭份鎮永和山自行車觀光園道增建工程（規劃設計） 

12 96 苗栗縣大湖鄉環湖道綠美化暨自行車步道工程(規劃設計) 

13 97 公館鄉鄉內自行車道及週邊景觀改善工程 

14 97 苗栗縣公館鄉鄉內自行車道及週邊景觀改善工程 

15 97 苗栗縣通霄鎮西濱地區至白沙屯自行車步道工程 

16 97 苗栗縣大湖鄉環湖自行車道暨綠美化工程計畫 

17 98 苗中丘陵區域自行車道路網整體規劃及專案管理服務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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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8 苗栗縣竹南綠光海風自行車道串連建置計畫工程 

19 98 苗栗銅鑼山線鐵道自行車道建置計畫(規劃設計) 

20 98 苗栗縣通霄與後龍沿海自行車道建置計畫 

21 98 濱海生態觀光休閒自行車道建置第一期工程 

22 99 苗栗縣戀戀山城舊山線鐵路自行車道路網串聯計畫(規劃設計) 

23 99 苗栗縣苑裡鎮濱海地區海角空間改造計畫-「風林.砂原.貓裏海」 

24 99 
苗中丘陵區自行車道路網規劃-苗栗縣桐花綠廊自行車道路網串聯計畫

工程 

25 99 苗栗後龍綠光海風遊憩動線串聯計畫工程 

26 99 苗栗縣通霄海岸自行車道工程 

27 99 苗栗縣南庄鄉自行車道規劃設計 

28 99 苗栗縣中港溪大河戀自行車道 

29 99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水庫南岸道路(苗 16 線)自行車道工程 

30 99 苗栗銅鑼山線鐵路自行車道工程 

31 100 苗栗縣水舞龍溪自行車道新建工程 

32 100 
苗栗縣銅鑼懷舊山線雙鐵並行環狀串聯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新建工程案

(規劃設計) 

33 100 苗栗縣南庄鄉自行車道新建工程案 

34 100 苗栗縣後龍濱海生態觀光休憩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暨新建工程案 

共計補助 34 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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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推動自行車環狀發展所需之相關法令及計畫 

本節針對國內外自行車相關推廣法令進行回顧，主要分為以下四類：自行車路權及

騎乘規範、自行車道及路網規劃評估準則、自行車道設施設計與施工規範、自行車道系

統之指標設置。以下分別加以整理說明。 

一、自行車路權及騎乘規範 

臺灣現行交通法規中，僅將自行車列為機慢車輛來管理，並未針對自行車騎士進行

特別的法律要求與保障。表 2-2-1 為美國加州訂定之自行車法律(California Bike Laws)，
其中規範了自行車騎乘之路權及必須遵循之項目。 

表2-2-1美國加州自行車法律 

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21200 每一位騎乘在公路上的自行車騎士與駕駛汽機車者享有同樣的權利 

21200.5 飲用酒精飲料或嗑藥者，不許騎乘自行車在公路上 
21201 自行車必需配備煞車、自行車的把手必需比騎乘者的肩膀低 

21202 

夜間騎乘時，每一部自行車必需配備下列設備： 
 白色燈光的燈泡，可照 300 吋遠，置於車頭或車身兩側 
 紅色反射燈，可照 500 吋遠 
 白色或黃色的反射燈，可照 200 吋遠，置於踏板兩側 

21303 自行車騎乘速度慢於正常速度者，應儘量靠右 

21404 騎乘於單行街道上，自行車騎士可以儘量靠左 

21205 

 自行車騎士不可將自行車附加在駕史於公路上的汽機車 
 自行車必需有一個永久固定的座椅 
 乘座者必需有一個分開的椅子 

21208 乘座者小於四歲，或體重低於四十磅者，必需有保護設施，並配戴安全帽 
21210 自行車騎士不可攜帶任何行李，保持至少一隻手在把手上 
21212 公路上劃設有自行車道時，自行車騎士必需騎在自行車道上 

21650.1 將自行車留在人行道上是不合法的、亦不可停放在行人徒步區 

21960 十七歲以下的騎士必需戴安全帽 

27400 
 自行車騎士必需與車流騎乘同一方向 
 自行車騎士不可騎在禁止騎乘的公路上 
 自行車騎士不可戴耳機 

資料來源：Caltrans, Bicycle Touring Guide,2003 

自行車在臺灣交通法規之相關規定，列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及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章「慢車」。自行車為本世紀發展所強調的綠色運具，法規中「慢車」專章

亦應整體思考修正。應於交通法規中還給自行車一個身份，「必也正名乎」，以提升自行

車的重要性。同時於交通法規中明定自行車的路權，道路建設時，縮減汽車車道寬度、

嚴禁路邊停車，以利自行車專用道之劃設。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第三項：自行車不得在人行道上或快車道

行駛。另外，交通法規未提及自行車騎士應戴安全帽的規定，美國加州的自行車法律則

明定十七歲以下的騎士必需戴安全帽，安全帽在歐美亦形成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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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道及路網規劃評估準則 

(一)自行車道設計相關研究 

自行車騎乘的目的在臺灣逐漸由休閒到通勤通學，騎乘地點也逐漸由河濱、公園及

其他以休閒為主的自行車專用道路，轉移至一般的市區道路或公路；其中市區道路以聯

絡大眾運輸場站（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學校及商場等主要道路為主。 

為推動自行車安全騎乘環境，歷年來已有相當多有關於自行車道設計規範之研究，

如較早交通部運研所的「腳踏車專用道之規劃研究」等相關研究列表如下： 

表2-2-2 自行車道設計規範之研究相關文獻 

編號 準則來源/參考文獻 年份 單位 

1 腳踏車專用道之規劃研究 88 年 運研所 

2 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 90 年 內政部營建署 

3 臺北市腳踏車道設置規範 92 年 10 月 
臺北市政府 

交通工程管制處 

4 自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彙編 93 年 行政院體委會 

5 臺北市腳踏車道設計手冊內政部 96 年 6 月 
臺北市政府 

交通管制工程處 

6 
國家公園設施規劃設計規範及案例彙編（第二版）

設計篇中交通設施之自行車道部份 
96 年 10 月 內政部營建署 

7 高雄市系統性自行車道整體規劃 97 年 12 月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8. 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一版） 98 年 9 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9. 都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第一版） 98 年 12 月 內政部營建署 

10. 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二版） 100 年 6 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 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三版） 100 年 8 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2 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網計畫 100 年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內政部營建署及交通部分別將自行車相關規定訂定於主管法規中，中央機關正式訂

定自行車道的規範與標準，主要相關設計規範包括： 

1.內政部 94 年 12 頒訂「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2.交通部 97 年 1 月頒布的「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3.營建署 98 年 4 月頒佈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其中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係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

準」條文辦理，因此屬規範層級\僅有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與交通部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由於營建署訂定的著重於市區道路與市區的自行車道設計；交

通部規範則偏重於公路系統中道路範圍內的相關規定，對於目前自行車道的發展早已超

越公路、市區道路的範疇，自行車設計規範實有必要統一訂定。運研所配合東部自行車

路網示範計畫執行，於 98 年完成「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一版）」，99 年
持續進行「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二版）」之修訂，101 年 8 月出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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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道設計相關法令 

以法令層級而言，中央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98 年 4 月頒布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

設計規範』及交通部所 97 年 1 月頒布的『公路路線設計規範』應為最高設計指導原則

與標準。運研所研擬「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二版）」時，因考量臺北市

與高雄市有豐富的推動執行經驗，且已訂定相關設計規範與原則，因此除『市區道路及

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及『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外，亦將臺北市、高雄市的規範，以及營

建署「都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第一版）」、體委會「自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彙編」

部份內容納入。 

1.自行車道計畫制定程序 

自行車道的規劃設計應以自行車道計畫為基礎，建立一個自行車使用的基礎建設需

要技術性設計技術。從提出自行車政策到規劃設計過程到工程執行的長遠道路中，必須

不斷的在道路建設相關有限資源下競爭爭取獲得自行車道合理的工程經費分配。除了行

政及政策基礎的協調之外，道路權責範圍的協調也是重要的。騎士通常會穿越縣市鄉鎮

邊界，因此相關政策協調是無法避免的。依照前期的規劃工作給予自行車道建設計畫合

理的經費，自行車道計畫制定的基本流程如圖 2-2-1 所示，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分別

說明如下。 

(1)初期階段：係因目標確立而形成計畫組織設立的階段。其中設定的目標盡量給予量

化標準。不可量化的目標可以轉換改變成可實踐之準則予以實現。 
(2)自行車道構建計畫：分析現有與潛在自行車騎士的運輸連結，規劃並選定自行車路

網最受歡迎的路徑。過程中必須了解自行車騎士旅次的出發地及目的地的模式，進行

自行車路網分析為基礎，並以自行車路網所建立新連結的選擇。主要依據包括將繞路

機會降到最低、降低與汽機車交通的衝突次數，建立整合性的自行車路網結構。 
(3)瓶頸階段：自行車道構建計畫包含一般道路及自行車道的旅行速率(或時間)的品質，

針對自行車道計畫所訂定的標準進行相關評估。主要自行車路網架構中的連結愈重

要，執行形式的品質也就愈高。一旦有瓶頸出現，依照緊急性依序排列分級，並優先

改善最嚴重的瓶頸路段(或路口)。 

 (4)設施計畫：自行車道計畫除了車道工程外，另外包括自行車道其他設施，包括了自

行車道鋪面、排水、欄杆、分隔方式、牽引道設施、辨識及里程標示、導覽牌、自行

車停車空間及自行車道照明等。設施計畫階段過程即是在決定自行車道相關設施的品

質與設計需求，包括了新建與改善相關設施的規劃與設計。 

(5)實施階段：主要在設施計畫完成後的實際執行過程，規定的設施乃根據成本費用與

效益評估後的結果依序排列。一旦完成了必要的設施計畫，後續在執行的階段中，會

依照全部的總費用擬訂出個別項目所需要的預算來執行這個計畫，包括用地需求與工

程項目個別單價與數量的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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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檢視 分析及設計 協商及決策

初
期
階
段

自
行
車
道
構
建
計
畫

瓶
頸
階
段

設
施
計
畫

實
施
階
段

初
期
階
段

自
行
車
道
構
建
計
畫

瓶
頸
階
段

設
施
計
畫

實
施
階
段

決定擬定自行車道設
施計畫

聽取騎士、騎士聯
盟、相關權益者意見檢視現有路網及計畫

檢視自行車道交通高強度
關聯連結

擬定計算模式並進行初次
指派

第二次指派

檢視既有設施

基本路網設計及密
緻化方案分析

路網密緻化選項評
估與選擇

自行車道主要架構設計

直接目標:
整合
直接
吸引力
安全
舒適

主要路網架構協商

主要架構差異性抉擇

通過自行車道計畫要點
瓶頸檢視:
路面鋪面/舒適
機動交通速度
機動交通密度
停滯點
延滯時間

制定(一般)設施計畫

確認績效及經費

主要結構設施品質
及迫切性的評估

制定合格設施需求計畫

設施計畫協商

通過自行車道預算規
模設施計畫

第三次指派

優先權訊息:
保留空間計畫及障礙
土地取得成本及建設費用
其他(如公共運輸品質)

確定實施優先順序

彙編年度實施計畫

每年通過:
優先實施
自行車道預算編列及
年度進度報告討論

土木工程預備及土地價購 交通工程設計

制定投標計畫規範

5~8年後評估自行車
道計畫及主要設施

諮詢居民、騎士聯盟
及相關權益者意見

審視自行車道計畫可
能決定

 

圖2-2-1 自行車道計畫制定流程及關係圖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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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車路網規劃原則 

參考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分成基本路網與自

行車路網兩個基本層級，這兩個層級其中又包括下列基本規劃原則如下： 

(1)基本路網 
在既成社區裡，關係到鄰近地區層級的使用便利性連接，實行上幾乎與每個可以讓

自行車騎士使用的車道及街道都一致(不超過 500 公尺的網格寬度)。在既成社區外，這

關係到提供道路使用權給偏遠地區的自行車道路網。 
路網規劃基本原則包括： 

A. 保持連續性原則，構成網絡，避免中斷。 
B. 連結重要的起迄點；包括都市中心、主要政府機關、住宅、學校、購物中心、公共運輸車站、

上班地點、休憩地點、運動場、游泳池等。 
C. 路徑選擇直接最短的路線，避免長距離繞道，主要的起迄點距離不超過 1000 公尺，集散連

結道以不超過 250 公尺為原則。 
D. 導引使用較具吸引力的路線，特別是有關綠色休閒與健康的路線。 
E. 兼顧不同的使用族群，學校交通走較少汽車的道路或巷道。 
F. 注意公共安全，小孩及婦女應避免走人煙較少的路線，避免太陰暗的路線。 
G. 簡單易執行且成本低的措施應馬上先做。 
H. 常發生自行車車禍，主要的路線中斷的地點，應優先確保學生安全的必要地點。 

(2)自行車路徑-可及性需求高的及戶服務(Door to Door) 
在既成社區內，關係區域及鄰近地區自行車道使用權的連接。在既成社區外，路徑

將分別連接都心、鄉村、城鎮、及城市。 

3.維護管理養護機制 

由於自行車道路建設同樣屬於道路工程之一環，不論是硬體設施(工程建設、鋪面

及其他管理項目)、軟體評估(包括政策達成度、騎士滿意度)等，例如評估自行車道使用

效率的評估標準參見表 2-2-3。可參考運研所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

設計手冊之研議，評估既有設施的完整性，同時設計評估表格，除工程建設外，同樣需

要進行年度的管理及養護。 

表2-2-3自行車道使用效率評估標準 

方面 描述 

直接 
直接是一個自行車騎士需要達到目的地所需要的時間的指標。一個自行車友善性的路網
有很多簡短且快速的自行車路徑。直接是透過測量下列小切入點去評估： 
 繞道因素(騎車距離/直線距離)  ●   延滯  ●   平均速度 

舒適性 
之損害 

基於舒適性之損害方面，下列六點或大或小影響騎車樂趣的: 
 停止頻率(每公里停止數) 
 緩慢騎行(速度降到低於 10 公里/小時的時間) 
 交通損害(根據汽機車、行人、或其他自行車騎士依順序騎行) 
 基礎設施不足的損害(不足的基礎建設降低騎行的順暢與安全) 
 缺少通行權(每公里缺少通行權的次數) 
 轉變方向(每公里轉變方向次數) 

鋪面 
舒適性 

為了決定路面的舒適度(平整度)，振動計使用測量自行車遭受的垂直加速度。 

吸引力 
自行車騎士與四周環境直接接觸，有吸引力的環境特別重要。然而吸引力屬於主觀名詞
且難以測量。目前以噪音大小作為吸引力的指標之一。噪音檢測相對簡單易於量測。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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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道設施設計與施工規範 

 (一)安全視距 

為了提供安全的自行車交通環境，自行車騎士必須擁有足夠的安全視距。安全視距

可以分成三種形式： 

表2-2-4 自行車騎士騎乘安全視距 

規定最小安全騎乘視距 (主要)騎車路徑 其他路徑 
設計速度 30 公里/小時 20 公里/小時 
騎士騎行安全視距 35-42 公尺 22-30 公尺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1.應變視距 
自行車騎士為了要能安全且舒適地騎車，必須可以清楚地看見前面的道路、自行車

車道、或交叉路口。舒適的騎車視距可以判定為騎行 8 到 10 秒的距離；規定的最小騎

車視距即騎行 4 到 5 秒的距離。 
2.停車視距 

剎車視距牽涉到自行車騎士剎車時所涵蓋的距離；包括發現狀況、反應時間及煞車

停止，總共所需的時間及距離。剎車視距的每小時 30 公里速度是 40 公尺，在每小時 20
公里速度則是 21 公尺(假設反應時間是 2 秒、減速度為 1.5m/sec2)。 
3.穿越視距 

自行車騎士由靜止狀態到穿越馬路所需要的時間，取決於騎士本身的身體狀況。表

2-2-5 穿越視距的指標根據不超過 0.8m/sec2的加速度，大約 1 秒的反應時間，及穿越時

每小時 10 公里(每 2.8m/sec)的最高速度。 

表2-2-5 不同道路寬度及機動車輛速度所需要的穿越視距 

穿越距離

(公尺) 
穿越時間

(秒) 
不同機動車輛的接近速度(V85)所需穿越視距(公尺) 

30km/hr 50km/hr 70km/hr 80km/hr 
4.00 
5.00 
6.00 
7.00 
8.00 

4.2 
4.5 
4.9 
5.1 
5.5 

45 
45 
50 
50 
55 

100 
105 
110 
115 
120 

180 
185 
190 
200 
205 

205 
210 
220 
225 
235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二)自行車路網友善設計原則 

自行車道的友善規劃設計乃是決定一個區域騎乘自行車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規

劃設計自行車道友善的基礎建設時，具體且重要的第一步是自行車道的規劃與發展。實

質上，惟有規劃設計者能確實掌握一個特定路段的功能及整體自行車道路網規劃時，才

可能在其中的交叉路口及路段設計出適合自行車使用者的友善基礎建設。在此前提下，

自行車道路網規劃是自行車道建設計畫的基礎。一般自行車道的路網可以區分為運輸型

自行車道與休閒型自行道路網，友善的規劃設計原則包括整合、直接、安全、舒適及吸

引力等五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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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空氣污染 

防止空氣污染是舒適地使用自行車道基礎建設的重要條件。防止空氣污染也包含健

康層面，而健康是騎乘自行車的一項重要的指標。汽機車交通冒出的煙，不論在短期或

長期，都可能造成健康的問題。這表示當規劃者於設計自行車路網時，應盡量避免繁忙

機動車輛的車流與自行車道路網互相連結的縱向或橫向組合。 

2.最適化尋路的方式 

自行車騎士必須能夠自己找到要走的道路。在路網層面，城鎮及城市、鄉村、區域、

文化設施及公共功能都包含在自行車路標系統中，如此可以方便自行車騎士輕鬆找到道

路。 

3.辨識性佳 

路網應該符合於自行車騎士的邏輯及辨認性（包括工程設計必須適合騎乘時的易於

辨認），並適用在眾所周知的自然景點（包括公共場所、公共運輸場站等）。自行車路網

友善性設計原則摘要如表 2-2-6。 

表2-2-6 自行車道路網友善規劃設計基本原則 

主要原則  重要指標  說明  

整合  

 路網完整性  
 路徑完整性  
 配合旅遊的需
求  

 路網的網格寬度不超過 250~500 公尺。  
 市中心及重要文化休閒設施可互相連接。  
 自行車旅次至少達到 70%可透過自行車道達
成。  

直接  

 直接距離  
 直接時間  

 平均最佳化繞路時間。  
 自行車騎士無專用號誌保障通行的交叉路口
數降到最低。  

 剎車頻率降到最低。  

安全  

 防止機動車輛
的衝突  

 與其他運具實
體分隔  

 降低其他運具
的速度差異  

 易於辨認的道
路標誌  

 一致性交通情
況  

 所有交叉路口、自行車騎士穿越道路的次數盡
量降到最低。  

 所有路段，汽機車交通的密度乘以自行車交通
密度乘以平方速度差乘以路段長度降到最低。 

 在速差太大的情況，自行車盡可能與汽機車分
隔。  

 自行車道穿越機動車輛路口時，盡量減低兩者
之間的速度差異。  

 每種標誌設施應該要讓所有道路使用者易於
辨認。  

 自行車和汽機車的車道及交叉路口設置自行
車專用標誌設施。  

 有特定類型道路的解決方案不一定可以適用
在其他類型的道路。  

舒適  

 預防空氣汙染  
 最佳化尋路方
式(不迷路) 

 可瞭解性  

 自行車與汽車之間衝突降到最低，減少透過自
行車(縱向與橫向)與忙碌的汽車連結的結合。  

 具吸引力的城市、鄉村、區域、及文化設施標
誌。  

 以易於使用的空間意象及景觀特徵，便於讓使
用者易於理解的自行車路網示意地圖。  

吸引力  
 公共安全  
 環境景觀  

 路網中的主要路徑應符合公共安全的規定。  
 加強景觀、休憩設施。  
 適當的休憩地點。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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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道路段友善設計原則 

自行車道路段配置提供自行車路網連接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還包括對鄰近的土地

的使用率或自行車道周邊社區活動的可及性等。路段連接功能的品質攸乎自行車道路網

友善基礎建設的主要訴求，因此直接性、安全性、與舒適性是攸關路段友善性的重要因

素。而路段行經的周邊環境品質也是同等重要，因此環境的吸引力也是路段友善基礎建

設要求之一。路段及交叉路口的連結可能會帶來實質上改變(例如密度、可提供空間等

等)。只要每個單獨路段符合其主要規定，路段的功能並不會形成問題。對於主要騎乘

路徑或其他的連接的自行車道路徑，路徑的連續性及可辨認性通常也是必要的要求。除

此之外；自行車路段友善設計基本要件參見表 2-2-7。(參考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

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表2-2-7自行車路段友善規劃設計基本原則 

主要原則 重要指標 說明 

直接 

直接距離 避免路段不必要的轉彎，必要時得採立體穿越設施。 

直接時間 

 平均速度及騎乘的連續性。 
 指標是在路段上的平均速度及延滯。後者不超過 15%。
自行車路線路段及主要自行車路線設計速度是 30 公里/
小時，次要路線中的路段則是 20 公里/小時。 

安全 意外風險 

 與汽機車衝突點的總和數在每個路段降到最低(包括縱向

及橫向面)，意外風險機的率就會降低。 
 在速差過大或汽機車交通量高的情況下，自行車道盡量

與一般公路採實體分隔型態，如果無分隔，則必須降低

速差或採繞道。 
 在不同方向的情況，降低速差。 
 視野和能見度的規定。設計原則是白天晚上都可以清楚

看見。路段行駛要求要符合技術規範(崎嶇不平、建設、

基礎等等)。 

舒適 

避免延滯 一般情況，讓自行車騎士可以設計速度騎在路段上。 

路徑通道 
 路段夠寬敞。 
 曲率半徑考慮符合設計功能的設計速度。應盡量避免過大

彎曲。 

平整度 
路段符合平整度的要求(單點高低差不大於 0.6 公分，標準

差不大於 0.26 公分) 
減低斜坡干擾 不超越最大傾斜度設計限制。 

降低交通干擾 
採用實體分隔，減少自行車騎士受到其他運具的干擾。在

汽機車交通量過高的路段，如受用地限制無法設置實體分

隔，工程師可尋找替代的路徑(繞道)。 
減少氣候干擾 透過路徑選擇或植栽，降低風、雨及日照的干擾。 

吸引力 
公共安全 

達到公共安全的規定:照明、周邊地區與路段足夠安全視

野，良好維護的公共空間。 

交通干擾 
降低速差的限制，自行車騎士和交通量過高的汽機車交通

仍建議採實體分隔或繞道替代路徑。 

資料來源：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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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叉路口友善基本設計原則 

交叉路口的功能乃提供兩個或多個不同方向交通車流可以相互流動，另外；交叉路

口可提供車流轉變行進方向或穿越的選擇(如果只供穿越的選擇，該處只算穿越地點而

非交叉路口)。交叉路口的設計應能提供交通流動方向轉換的功能，在交叉路口的友善

性原則以直接、安全、與舒適為重要指標。在探討自行車騎士有關的交通意外中，自行

車騎士與汽車的碰撞都是嚴重交通意外(死亡及住院)。 

交叉路口的交通工程設計針對所有道路使用者（各種運具的用路人）都必須可以理

解。盡量減少的衝突點，此目標應是易於達到。然而；以車流為例，盡量限制衝突點數

量，這個基本原則，與其他規定可能會不一致。如果附加的巷道是為了這個原因而建設，

結果可能是交通情況會變得更複雜。此外；可能需要其他交通工程設施(例如號誌)。自

行車道交叉路口友善性規劃設計基本原則參見表 2-2-8。(參考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

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表2-2-8 自行車道交叉路口友善規劃設計基本原則 

主要原則 重要指標 說明 

直接性 
直接時間 

直接時間關係設計速度及防止延滯。延滯可透過最小化停車機

會(最大的路權)及最小化等待時間來限制。 

直接距離 
避免自行車騎士在交叉路口做出不合邏輯的行動或到交叉路

口附近轉變方向 

安全性 衝突(嚴重)的風險 

 降低與汽機車交通的衝突點數量。 
 當穿越高、快速道路或地形限制，建議採立體交叉。 
 平面穿越，降低與機動車輛速差。 
 減化衝突數量，明確一致性交通狀況。 
 自行車騎士在汽機車駕駛者的視線範圍內。 
 達成可見度和平坦的規定。 
 設計原則的一般應用，可適合道路功能分級一致性橫斷面。 

舒適性 

路面的平坦 平整鋪面及不同類型的鋪面適當的連接。 
降至最低延滯 降低等待的風險性。 

路線適宜 
考慮到適合於功能及設計速度的曲線半徑。在交叉路口前進的

自行車騎士不受停車的自行車騎士或其他交通工具的阻礙。 

減少交通干擾 
減少自行車騎士受到其他交通干擾的影響。在廢氣和噪音的繁

忙情況的同時，可以清楚找到分離式的自行車路徑。 
降低氣候干擾 降低風雨及日曬的氣候干擾。 

吸引力 公共安全 
交叉路口應達到公共安全的規定:良好照明、公共環境，四周

環境清楚在視線範圍內，且有良好維護公共空間。 

資料來源: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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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交通工程設施設計原則 

除上述主要自行車道設施設計內容外，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

計手冊對於自行車道的其他附屬相關設施的設計原則都有相當詳盡的圖例與設計說

明。交通量達到一定需求時，號誌會優先設置，包括自行車專用號誌(含觸控號誌等)。
除路口外，立體穿越設施也提供了設計原則，包括隧道及高架等不同方式的穿越形式。

不同形式需求如表 2-2-9 所示。 

表2-2-9 橋梁與隧道的適宜性比較 

區分 橋梁 隧道 備註 

橋接 
 + 

+ 
 在隧道一般都是先下降，高差有助於自行車加速後爬升。 
 自行車隧道所需的淨空遠低於橋梁所須留設給車輛的淨

空。 

公共安

全性 

+ 
 

+ 
 

+ 

  隧道給人陰暗感與較不舒適的感覺，橋梁則提供比較開放

的空間與較佳的視線與視野。 
 隧道容易使騎士感到幽閉感，特別是在長隧道、彎曲且狹

窄的隧道，橋梁則不會。 
 隧道比橋梁較容易遭受塗鴉及吸引遊民。 

景觀空

間合適

性 

 
 
 

+ 

+ 
 

 在景觀或都市發展上面，隧道比橋梁多許多優點，且對周

遭環境衝擊較少，包括其引道長度較短與視覺景觀衝擊較

少。 
 相對的橋梁可以提供建築上較賞心悅目的選擇方案。橋梁

遠比隧道能提供較為特殊及可辨識的目標。 

舒適性 

 + 
 

+ 

 相較於橋梁，騎士在隧道中甚少受到風的滋擾，如有必

要，隧道較能提供騎士的庇護。 
 一個狹窄、高且長的橋梁會導致懼高症騎士的害怕。隧道

的高差通常受到一定的限制。 
成本 +   橋梁通常比隧道便宜，在跨河連接時是必要措施。 

其他 
 +  在農村地區的自行車及行人隧道同樣可以提供(小型)動物

使用，在生態方面而言這樣可以提供一個生態廊道。有時

可以結合成為休憩型的自行車隧道。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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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行車道系統之指標設置 

發展自行車運輸時，應考量設置自行車專用之指標系統 
(一)一般標誌所指示的並不一定是自行車騎士最直接的路徑。 
(二)標誌之設置位置係以汽機車駕駛者為主要考量，對於自行車騎士是不利的。 
(三)通常缺乏提供自行車騎士所需之特別資訊，自行車騎士會因為騎行比較慢，及騎行

比較短的距離，而應有不同的豎立標誌。 

針對自行車指標的設置步驟、設置原則與牌面尺寸參考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

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如下： 

1.設置步驟 

Step1 辨認重要的出發地和目的地 

第一步是找尋區域內之自行車運輸主要的出發地和目的地，以通勤型自行車運輸而

言，主要出發地及目的地包括：鐵路車站、捷運站、主要住宅區、市中心商業區（辦公

大樓與百貨商場）、政府機關、學校（國中高中）…等等。而就休閒型自行車路線而言，

主要出發地及目的地包括：鐵路車站、捷運站、主要觀光據點、主要自行車道、旅客服

務中心…等等。 

Step2 路徑選擇 

如果從出發地到特定目的地有多種不同的路徑，標誌上指示的路徑一般都是最直捷

的連接路徑。但如果比較長的路徑是個比較好的替代路線，則可考量採用，尤其是在運

動休閒用途時。但一般多出來的距離最好不要超過最直接路徑的 10%，如果超過 10%，
一般騎士利用替代路線的意願不大。不過，若是在休閒型路線，為配合主要景點的串聯

與提供舒適度較高之遊憩品質，較長的替代路徑是可被接受的。 

Step3 決定設置標誌點 

在辨認出重要的出發地和目的地，以及找尋出路徑後，將進一步決定指標所要指示

及設置的地點，標誌必須位在所有決定點，且必須允許自行車騎士在他們選擇的路徑上

有通行權。整個指標系統必須具有一致性與連續性，一旦目的地經指示，接連下來路段

的標誌、標線的導引都必須一致，直到自行車騎士到達其目的地。 

Step4 導覽圖之設置 

在主要場站節點應配合設置該區域之導覽圖，提供自行車騎士瞭解出發地與目的地

之相關位置及獲取沿線之相關設施資訊等，導覽圖的設置位置是自行車騎士可以安全的

下車和停車，且地圖可以從自行車車道看見的。而在區域型與地方型路網之進入點來

說，自行車騎士的專門導覽圖也需要特別考慮，除了主要節點和重要的設施外，導覽地

圖也可以指示自行車路徑和顯著的地標。 

Step5 街角及交叉路口的路標設置 

雖然自行車指標系統以導引至主要據點為主，對於一般街道路名的指示並不會特別

設置，但在市區如果自行車騎士可以清楚看見每個街角和交叉路口的清晰路標，這可使

得他們可以愈快達到他們的目的地。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19 
 

2.設置原則 

(1)自行車指標應含有下一個目的地及主要地標名稱與對應距離。 
(2)主要地點應從 5 公里範圍開始設立標誌。 
(3)配合休閒型路線，在主要聯外道路可配合設置供汽機車使用之指示標誌導引至該自行 
  車道之起點或旅遊服務點（自行車租賃站）。 
(4)自行車指標之顏色應遵循「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顏色使用原則。 
(5)於動線分岐處應設置指示標誌，動線側之指標可配合設置適當之照明。 
(6)標誌應配合自行車使用者之移動速度、位置，考量適當的距離反應、版面與字體大小   
  等要素。 
(7)標誌以豎立於行進方向之右側為原則，特殊情況得豎立於行進方向之左側或以懸掛方 
  式設置之。 
(8)高度以標誌牌下緣距離路面邊緣或邊溝之頂點 1.2～2.1 公尺為原則，其牌面不得妨礙 
   行人交通。 
(9)豎立式標誌，多面標誌共桿設置時，同一個支柱的同一方向，至多以 3 面為限，並依 
   直進、左轉、右轉及由進而遠之順序，由上至下排列。 

3.牌面尺寸 

自行車指標牌面尺寸建議為 75 公分×25 公分，範例如圖 2-2-2，另供汽機車使用之

自行車道指標範例如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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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 自行車方向指示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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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自行車道指標牌面圖例 

資料來源：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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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區域性自行車旅遊系統案例研究 

自行車旅遊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由於對戶外健康生活的嚮往，因此於英

國維多利亞晚期開啟了自行車渡假(Cycling Holidays)的風潮，並由成立於1878年的

Cyclists’ Touring Club(CTC)所主導，隨後自行車俱樂部在英美兩地成立。1890-1895年自

行車在國際上掀起一股狂熱，稱為自行車風行的年代(Bicycle Craze Era)。 

事實上自行車的發明可追溯至1493年，達文西的手繪稿傳達了鍊條的概念，不過

歷史學者卻認為那幅畫是假的，因為無法證實畫作的日期。自行車的研發約始於1580
年，經過三百年的研究、試驗與發展，直到1877年才達到最高峰。當時歐洲由於道路系

統惡化，自行車不可思議的成為一種新的、受歡迎的旅行工具。 

福特公司於1903年生產出第一部汽車，人類開始遺忘老朋友—自行車的存在。隨

著全球財富增加，與私人運具的大量生產，在高科技競賽下，運輸工具從鐵路進入汽車

與航空的時代—鐵路將土地利用帶出城牆外，人們隨著鐵路的建設伸長觸角；汽車的大

量成長，更帶著人們上山下海，都市中並出現超大街廓的土地規劃方式；而航空運輸則

提供人類進入無國界的觀光旅遊機會。 

自行車在兩次大戰期間仍是很受歡迎的休閒活動與交通工具，相較於美國，英國

在1935年就賣了160萬臺自行車，是當時美國銷售量的八十倍！1930年代是英國自行車

的黃金時期，約有900萬臺自行車在路上從事不同的活動，包括競賽、旅遊、談戀愛、

賣麵包、及全家出遊等。當時英國人對自行車的真愛與享受，如同天堂般的文化。 

歐洲的荷蘭、丹麥、及德國，前瞻性的大量提供自行車設施，尤其是荷蘭建造了

全國性的自行車路網，在當時成為全世界的奇蹟。荷蘭人體會到自行車終將帶來很好的

效率，也認為自行車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荷蘭、丹麥與德國人皆認為騎自行車是世界

上最高級的生活享受。 

1970年代能源危機之後，西方國家重新思考自行車在交通運輸與觀光旅遊中所扮

演的角色。荷蘭、英國在便利的汽車運輸發展下規劃自行車系統，德、法等國提出”自

行車友善城市“(Bicycle-Friendly Towns)的觀念，歐洲議會則於1988年歐盟憲章(The 
European Charter)中通過行人的權利(Pedestrians Rights)。歐洲有自行車聯盟(European 
Cyclists Federation)，紐西蘭則將鐵路系統重新規劃為自行車系統(Cycle ways)，美加地

區甚至每年都有自行車友善城市的競賽。 

歐洲國家擁有豐富的自行車文化，累積良好的經驗，其觀念認為騎乘自行車是生活

的一部份，當然也應該是全人類生活的一部份，更希望能與世界分享美好的自行車文化

。21世紀全球掀起公共自行車計畫(Public Bicycle Scheme，PBS)的風潮，歐洲各主要大

城市包括：法國巴黎、里昂、雷諾、西班牙巴賽隆納、英國倫敦、德國柏林、以及北歐

的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奧斯陸等，皆積極推動。北美各大城市也積極實踐當中，包

括美國的華府、明尼拿波里斯、丹佛、芝加哥、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婁、多倫多、溫哥華

等城市。全球目前共有31個國家、135座城市建設公共自行車系統，超過二十萬輛公共

自行車與一萬多處租借站。五百多年來自行車的演進史如表2-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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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自行車的演進史 

年代 內    容 定位 

1493 
最早的自行車概念，源於達文西的手繪稿，有鍊條的觀光，惟歷史學者

認為那幅畫是假的，因為無法證實畫的日期！ 
新的 
發明 

1580 開始研發自行車。 
1600 英國教堂窗戶描繪以馬的型態為概念的自行車。 
1700 真正的實物出現但無轉向設備。 

1817 
德國男爵Baron Karl Von Drais展示第一臺可動的自行車，稱為Hobby 
Horse，不舒適，但速度可與馬比美，是幾千年來速度最快的個人陸上交

通工具。為貴族炫耀的產品，價格昂貴。 

貴族 
的 
玩具 

1839 
蘇格蘭工匠Kirkpatrick Macmillan發明後輪驅動及踏板的自行車，稱為

Velocipede。 
1842 法國Alexander Lefebvre的發明比macmillan更進步。 
1860 Alexander搬到加州時，製造了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自行車。 
1861 法國鎖匠Pierre Michaux父子在巴黎組織工作室，發明前輪驅動的自行車

，並於1866-67年建造新的自行車模型，成為貴族在巴黎街道上競速的新

玩具，並使自行車成為當時流行的時尚。 
1866 

1869 法國Olivier兄弟將自行車帶入新的行銷時代，每天可生產200輛，相較於

1867年的Michaux，一年只能生產幾百輛。 
交通

工具 

1870 

1869 
此一時期，法國為世界上自行車設計的領導者，惟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

，粉碎了世界第一個自行車產業。幸好，對自行車的熱情傳到英國，並

曾在美國短暫停留，英國的Coventry成為自行車發展中心。 
1877 歐洲由於道路系統惡化，自行車成為一種新的受歡迎的旅行工具，由於

安全便宜，而使自行車的發明與使用達到巔峰。 

旅行

工具 

1880 

1878 英國最早也最重要的自行車團體Cyclists’ Touring Club成立。 

1884 
H. J. Lawson製造Bicyclette安全自行車，在前後輪間安裝腳踏板，此車的

名稱為後來自行車的總稱。 

1885 
劃時代的產品是John Kemp Starley設計的Rover Safety2，首度展示於倫敦

的Stanley Show－世界的流行，為現今自行車的原型。 
1890 

自行車狂熱風行的年代（Bicycle Craze Era）。 
1895 
1903 6月16日福特汽車開工，生產第一部汽車MODEL A。 

汽車

發明 
1908 

10月1日福特汽車公司生產MODEL T，改變了世界，這是一部動力很強

的車子，最高時速可達45公里。 
1913 福特汽車公司開始量產。 

1970 
直到1970年代能源危機之後，西方國家才又重新思考自行車在都市運輸

與觀光旅遊交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荷蘭、英國在便利的汽車運輸大

量發展之下，開始思考都市中自行車系統的規劃。 
綠色

運輸 1972 
英國的自行車潮雖然發生較晚，但成長速度也不輸美國，1972年達70萬
輛。 

1988 
歐洲議會於1988年通過“行人徒步權憲章”（European Charter of 
Pedestrian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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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內    容 定位 

1989 
英國地理人學會（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運輸地理研究小組（

Transport Geography Study Group），首度以步行與自行車為主題，在英國

最傳統的自行車產業城市Coventry舉辦“綠色運具規劃”研討會。 
 

1990 英國自行車成長已達到280萬輛。 

1995 
哥本哈根市從1995年起推動公共自行車（City Bike），讓市民在各地能夠

便利的租借及歸還自行車。 
城市

行銷 
1998 

1998年9月22日法國發起「在都市，我不開車」（In town，without my car
）運動。英國一年約有2,500萬人次的自行車觀光客，每年貢獻五億英磅

的觀光收益。 

2007～ 
2007年7月15日，法國巴黎的公共自行車velib啟用，帶動各國政府推動

Public Bike計畫。 
公共

設施 

備註 

2002年計畫主持人在中華大學成立「自行車友善環境研究室」，致力於自

行車觀光與自行車遊憩的研究。 
 

2010年計畫主持人在中華大學建置全國第一套校園智慧型公共自行車取

供系統，並推動自行車社區旅遊活動。 
 

資料來源：休閒遊憩與觀光，張馨文、解鴻年，99年9月 

北歐國家在「非車化」（non-motorized）的強勢發展中，運用自行車與大眾運輸結

合。美國甚至派專員前往學習其實務經驗與技術。面對汽油供給減少與能源耗竭，全球

重新思考自行車、步行及大眾運輸，以自行車作為運輸工具與旅遊吸引力的需求大幅成

長。自行車是雖舊猶新（old-but-new）的運輸工具，不但與環境相容、更能增加身心健

康、讓社區的空間尺度更人性化、豐富彼此的情感；開車則封閉了人與人接觸的機會。 

Peter Bromley(1994)在鄉村遊憩Countryside Recreation-a handbook for managers一書

中提到：在鄉村遊憩的設施與機會中，騎乘自行車是屬於正式遊憩Formal Recreation的
一部份。管理者應提供自行車路線、以及租借自行車的設備。自行車是安靜、環境友善

、可與自然環境密切接觸的工具，再加上費用便宜，因此相當適合鄉村遊憩的發展。英

國鄉村委員會The Countryside Commission (1999年英國政府組織改造已改為Natural 
England)以及其它環境組織，於1980年代積極推廣鄉村自行車遊憩活動，其成功的關鍵

在於自行車與其它設施的整合，包括： 

1. 提供安全、甚至單獨的自行車道系統 

2. 正確的標示系統 

3. 安全穿越馬路 

4. 充足的自行車資訊 

以下分別介紹北歐三國與美國夏威夷的自行車環境；以及英國全國自行車路網 
(NCN)計畫、荷蘭阿姆斯特丹自行車道設施、加拿大魁北克自行車旅遊經濟效益，作為

案例分析。歐盟最新的自行車旅遊發展，詳本章第四節；與臺灣風土民情較相近的日本

自行車旅遊事業，詳本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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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典斯德哥爾摩的自行車環境與法令 

北歐是自行車的天堂，親身體驗才能體會自行車在北歐城市中馳乘的樂趣與尊貴的

地位。斯德哥爾摩人口150萬，包含14座島嶼，地勢不如哥本哈根平坦，但自行車通勤

與自行車觀光旅遊仍相當普遍。斯德哥爾摩除了自行車外，還有很多規劃良好的運輸工

具，包括瑞典國鐵、機場快線與巴士、計程車、公車、電車、地鐵、船與渡輪等。瑞典

法規明確規範自行車騎乘必需遵守的安全事項如下： 

1. 自行車在黑暗中行走一定要使用車燈，如果沒有的話會被罰款，就算是在有路燈的

情況下也需要。前燈只能使用黃色或白色〔一定要可清楚照明〕，後燈使用紅色〔

反光配備也可以〕。 

2. 法律規定前輪、後輪都必須有反光配備。 

3. 自行車需要好的煞車系統，法律有一套數據來判斷是否符合標準，例如速度15km/h
時，煞車距離是3.5m。 

4. 自行車一定要有鈴噹。 

5. 15歲以下的自行車騎士不管是騎二輪車、或是三輪車〔小孩用的〕一定要戴上安全

帽，不然會被警察叫停，警告但不會罰款；如果是乘坐在成人騎的自行車後座而沒

有戴安全帽，騎自行車的成人就要被罰款。 

6. 成年人沒有法令規定一定要戴安全帽，瑞典打算這麼做，進行民意調查中。 

7. 一頂好的安全帽也有標準值。 

二、丹麥哥本哈根的城市自行車計畫與法令 

哥本哈根是北歐最大的城市，人口180萬，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哥本哈根

(Copenhagen，丹麥文為Kopenhave)是商港的意思，11世紀原為小漁村，1167年大主教

Absalon建城堡於哥本哈根的一座島(Slotsholmen)，開啟了城市的發展，至今超過850年
的歷史，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早了一百年。每一位來到哥本哈根的遊客，總是驚訝城市

中這麼多的自行車，就像他們總是驚訝原來著名的美人魚這麼小一樣。在這座古老的城

市中，幾乎每個人都在”輪子上”(on wheels)：老奶奶騎著登山自行車、年輕女士踩著踏

板飛舞著裙子、媽媽的自行車前載著小嬰兒、爸爸的自行車後有拖車裝行李。這座北歐

最大的首都不論在自行車道的劃設、自行車設施的供給、或自行車路權的規範，都是世

界一流的水準。 

哥本哈根自1995年起推動Copenhangen Free Bike Program，1000部特別設計的免費

城市自行車(City-Bikes)置於城市中120個點，包括火車站、公車站、停車場、大型街廓

等。此一成功的計畫使哥本哈根市於1996年成為歐洲的文化城市(European Culture City)
，1997年起提供免費的城市自行車數量達2000部。 

城市自行車計畫推行相當成功，哥本哈根更積極推動自行車觀光，2006年市政府仍

提供兩千部免費自行車，放置於市中心110處停放點，遊客只需投20克朗就可以牽走自

行車，還車時將自行車停回110處停放點之一，又可以拿回20克朗。需注意城市自行車

只能在市中心區使用，騎出城將會被罰1000克朗。城市自行車已成為最受歡迎的遊客吸

引力，很多遊客利用城市自行車逛市區，鮮豔的車身成為城市行銷的最佳代言。使用城

市自行車時，市政府提醒自行車遊客應遵照下列法律(Laws of the cycle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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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靠右行駛 
2. 轉彎前要從左肩看後方來車 
3. 哥本哈根當地人很在乎騎乘自行車這件事，所以儘量不要干擾或中斷自行車車流，

如果你妨礙自行車交通，自行車騎士會很生氣。 
4. 法律規定的違法事項包括：沒有裝照明的燈、不遵守交通號誌、逆向行駛、騎在人

行道上。 

哥本哈根的自行車通勤在尖峰時間有明顯而快速的自行車流量，在重要的交叉路口

處，皆劃設藍色區塊，作為自行車的專有路權，汽車左右轉時皆需停下來，等到完全沒

有自行車才可通過藍色區域，對自行車騎士充份保護，使哥本哈根的自行車通勤者能夠

自在、安全而快速的在城市中行駛。 

Osterport車站有自行車租借，24小時還車，每人75克朗，折合新臺幣三百元，押金

五百，以當地的物價水準而言非常便宜，可見租自行車是多麼普遍的事，車況不錯，失

竊率不高。騎上自行車才能真正體會哥本哈根擁有自行車天堂的美譽。安全、舒適、方

便、迅速、有尊嚴！連道路修護也要另闢一條自行車道給自行車通行，確保自行車的路

權與安全。騎自行車時竟有貴族騎馬的優越感！在哥本哈根騎自行車，政府提醒遊客需

注意下列事項：  

1. 不論是你或對方的路權，一定要記得以眼睛注視其它用路人。 
2. 注意路權的規定，並且時時提高警覺，特別小心建築物出口及小的交叉路口。不要

相信其它用路人都會注意你的存在。 
3. 記得從你的左肩看後方，特別小心通過交叉路口時右轉的汽車。 
4. 在十字路口時，要特別小心駛向你的左轉汽車。 
5. 在交通圓環時要注意進入圓環的汽車。 
6. 要越過前方停下來的汽車時，記得從你的左肩看後方有無來車。 
7. 注意停放的汽車，保持安全距離，以防汽車車門突然打開。 
8. 注意公車乘客下車時會跨越自行車道，行人的路權大於自行車騎士，行人最大。 
9. 注意行人穿越交叉路口或跨越自行車道。 
10. 越過其它自行車騎士、行人或輪鞋者一定要使用鈴噹。 
 

   

哥本哈根推動的城市自行車 
遊客服務中心的 
城市自行車說明 

哥本哈根的遊客高度利用 
城市自行車 

   
色彩鮮豔的城市自行車成為都市行

銷的最佳手段 
哥本哈根超級寬廣的自行車道 交叉路口的藍色區域為自行車專

有路權 

 圖2-3-1 丹麥哥本哈根的自行車相關設施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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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挪威奧斯陸的城市自行車計畫 

挪威首都奧斯陸地形不若哥本哈根平坦，比斯德哥爾摩的地形更陡，自行車道劃設

不若前兩者密集。不過奧斯陸因應觀光發展，也推動觀光自行車。遊客需先在旅遊服務

中心購卡，隨後可在市區32個自行車停放點刷卡牽車，牽車還車皆為無人智慧處理，相

當先進，且由於使用者須付費，因此車況比哥本哈根的城市自行車好，也不會有被遊客

佔用多天的情形。 

此外，挪威以高原、峽灣等天然景觀著稱，這些大自然美景也都有國家自行車道路

線可達，例如世界最著名的松恩峽灣，起點的小鎮Flam，就有一條長達八十公里的山區

自行車路線。而挪威國鐵也有一列奧斯陸到沃斯的火車，可載自行車(Bike on Train)。 

 

  

奧斯陸的付費城市自行車 Bergen自行車停放架與建物顏色合而為一 

  

自行車停放與租借處皆為自動感應處理 市區可見到特殊色彩的城市自行車 

圖2-3-2 奧斯陸的自行車設施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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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夏威夷自行車推動計畫 

美國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市市政府交通局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負

責推動夏威夷的自行車計畫。交通局下設交通規劃、機電號誌、巴士、捷運(規劃中)、
以及交通工程與營運組。交通工程與營運組下設交通安全與替代運具(Traffic safety and 
alternative mode)部門，其中自行車的負責人為Chris Sayers先生。 

1999年於前任市長Jeremy的指示下，完成檀香山市自行車主要計畫(Bicycle master 
plan)，共規劃102英哩的自行車路線，包括35 miles的自行車道(bike lane,劃設標線以與汽

車分隔的自行車道)、30miles的自行車道路(bike route/shard road共用車道) 、以及37miles
的自行車專用道(bike path,專有路權) 。相對於全島1485哩的道路，自行車路線所佔的比

例為12%。與美國其它城市比起來，檀香山市雖然不是最好的自行車騎乘環境(如Davis
市)，汽車旅次也高達80%，自行車旅次只有1%，但市政府仍很努力推動有特色的自行

車環境，並參加全美自行車友善社區(Bicycle friendly community)的比賽。在前任與現任

市長Mufi的支持下，檀香山市推動幾項成功的計畫，包括： 

1.成功的自行車上公車「Bike on Bus」計畫 

檀香山市的公車稱為TheBus，不但四通八達，服務親切，有些路線還提供24小時的

服務，比日本人還認真。不僅如此，還獲得全美最佳公共服務獎。目前全市共有525部
公車，車頭全裝有可載2-3輛自行車的架子，該計畫非常成功，每個月有三萬次的載運

量，使用率相當高，讓自行車騎士也能搭乘公車。裝設的架子每座成本約一千美元。 

2.自行車停放設施「Bikebike」 

檀香山市政府在市區設置了350個自行車停車架，每個架子可停四部自行車，一座

車架成本約400美元。停車架的造型為自行車，稱為「Bikebike」，非常可愛，除了功能

性外，也是相當成功的街道傢俱。另外，在重要路口與節點皆廣設自行車指標，每個約

200美元，標示清楚。 

3. 與企業結合的自行車推廣活動 

每年五月是美國的國家自行車月(national bike month)，當月十八日是自行車通勤日

(ride to work day)，檀香山市有上百人參加，市政府並爭取到星巴克咖啡的贊助，讓參加

者每人皆可得到一份星巴克的免費早餐。另外歐胡島上有一個傳統的自行車活動「

Honolulu century ride」，於每年九月三十日進行一整天的環島自行車騎乘活動，該活動

已進行30年，目前由日本航空公司JAL贊助，吸引很多日本人遠道來參加，同時促進夏

威夷的觀光。 

   
圖2-3-3 夏威夷的自行車設施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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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尊重自行車騎士的宣傳短片 

Chris設計了一個推廣自行車使用與尊重自行車騎士的錄影帶，花費時間約5-6週，

錄影帶的製作費用為25000美元、電視播放金為10000美元，效果還不錯。 

5.持續推動的自行車教育訓練計畫「Bike ED program」 

檀香山市政府有一項很重要的計畫，是委託檀香山自行車聯盟 (Honolulu bike 
League)，進行自行車教育訓練計畫(Bike ed program)，這項計畫始於1989年，針對國小

四年級9-10歲的學生，進行為期一週的自行車訓練。一個班約25-30名學生，課程開始先

進行事前測驗，一週後再進行事後測驗，可加以比較訓練成果。該計畫強調道路上的訓

練，因此除了在固定場所練習騎乘外，還有道路上的真實體驗。平均一年訓練7-8000名
學生。委託計畫費用為一年15萬美元。 

6.自行車基金 

美國的交通法規將自行車與汽機車分開，針對自行車有專門的法規，其中規定每銷

售一部自行車(或50cc以下的機車)，售價中15美金要回饋到特定的自行車基金，每年約

為40萬美元，市政府便利用這筆基金完成上述計畫與活動。 

7.茂宜島火山自行車觀光 

夏威夷知名的自行車觀光活動是火山自行車觀光(Volcano bicycle tourism)，1984年
夏威夷群島中的茂宜島開始推動火山自行車觀光旅遊，至今已有五十萬遊客使用自行車

造訪火山國家公園，稱為Maui downhill bike tour。這是由私人推動的旅遊活動，內容包

括：從飯店開車送上三千公尺的火山國家公園山頂，再由合格的教練帶隊、騎自行車下

山。提供早餐、自行車與安全帽、以及保暖的外套。全程38英哩，分別有5-12小時的行

程，費用為100-150美金之間。吸引很多日本觀光客前來體驗。 

   

圖2-3-4 夏威夷的自行車設施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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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國Sustans全國自行車路網 (NCN) 旗鑑計畫 

英國永續運輸慈善團體Sustrans(The Sustainable Transport Charity)於1995開始推動

自行車路網，至今共開發了10400km、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達到100億臺幣價值。從經

濟發展、社會文化、與永續環境等角度考量，綠色觀光近年來已成為各國所重視與討論

，而自行車也於二十一世紀成為重要的休閒遊憩與觀光發展之交通運具。(R.Tolley,1990) 

Sustrans設立宗旨為：透過實質計畫，鼓勵人們步行、騎乘自行車、以及使用大眾

運輸，以減少汽車交通量以及其不利的影響。全國自行車路網(NCN：National Cycle 
Network)是永續運輸慈善團體的旗鑑計畫。於2005年在全英國完成一萬英哩的自行車路

線。NCN有1/3路線完全沒有汽車，適合家庭旅遊騎乘自行車(Family Cycling)。其它路

線則利用安靜的巷道及交通寧靜區。無汽車路徑是利用廢棄鐵道、運河河道、林道、鄉

村公園及馬徑等。無汽車方案提供小孩及自行車新手練習的場所，同時也供行人、殘障

者、甚至騎馬者使用。路線從城鎮到城鎮，從市中心區到鄉村，提供一日騎乘非常好的

選擇。NCN是親子騎乘或長途騎乘理想的環境，很多人也以此通勤、通學、購物，藉以

取代汽車。 

NCN由永續運輸慈善團體主導，該團體於1977年七月七日從Bristol到 Bath開發第一

條五英哩的廢棄鐵道開始，至今已完成一萬英哩，投入四億英磅。同時需整合上百個組

織，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地主、環境團體等。該計畫由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以及慈

善信託基金會、公司行號、國家樂透基金會的捐款等。前5000英哩由千禧委員會贊助，

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該團體的支持者所樂捐，每個月有四萬名支持者慷慨解囊。 

英國全國自行車路網(NCN)計畫的目的： 

1. 成為推動綠色觀光的可能性 

2. 兼顧通勤、通學、代步與家庭休閒旅遊 

3. 自行車路網是獨特的國家資產 

4. 完全免費且對所有人開放 

5. 賦予歷史地標新的生命，例如舊鐵道、運河、橋樑等 

6. 提供手機APP 

NCN採用丹麥自行車路網Danish Cycle Network的路線標示系統Route Numbering 
system，很多歐洲國家也採用此標示系統，包括環島路線National Route與區域路線

Regional Route兩種。 

表2-3-2 英國路線標示系統 

環島路線National Route 區域路線Regional Route 

  

目前共有97條 分為十個區域，每區10-99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29 
 

里程與方向標誌系統Millennium Mileposts，為了紀念千禧年，NCN特別請四個區域

的藝術家設計哩程指標，並分別由各區域認養使用。 

表2-3-3 英國各地自行車道里程指標 

區域 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斯 愛爾蘭 

名稱 The Fossil Tree The Cockerel Swansea Tracks 

藝術家 John Mills Ian McCol l Andrew Rowe David Dudgeon 

標誌 

    

Sustrans於2011年出版的2010年度報告中指出NCN的具體成效： 

1. 估計2010年有280萬人次使用NCN，其中71%使用者認為NCN可提升健康 

2. 自行車旅遊增加28% 

3. 兩百萬人很感謝有NCN、目前有三千名志工 

4. 2010年，所有NCN騎乘旅次中有8%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 

5. 2010年NCN增加新路線並串聯central Worcester與當地社區，吸引眾多遊客、提高當

地的經濟發展、旅館擴建 

6. NCN使用者認為因為有NCN，因此騎乘自行車的比例從20%增加到29% 

7. 英國每人每年從事五英哩以下的交通行為高達1300英哩，如果2020年可將自行車使

用從2%提高到20%，則一年可減少四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8. Sustrans 2010年收入超過四千萬英磅 

  

圖2-3-5 Sustrans自行車地圖與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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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荷蘭阿姆斯特丹自行車道設施建設 

荷蘭與丹麥近年來為了爭取誰是「世界最佳的自行車國家」而努力不懈，政府部門

不斷投入自行車環境規劃與設施設計；荷蘭有「自行車專家組織」(Interface for Cycling 
Expertise, I-CE)、丹麥有「自行車大使館」(Bicycle Embassy)，兩國都希望將其推動自行

車的經驗輸出到國外。 

丹麥首都哥本哈根2010年舉辦全球自行車大會，每天有55%的市民是自行車使用者

，估計每天約有2~3萬人使用自行車。市長Bo Asmus Kjeldgaard期許哥本哈根在2015年
成為世界最佳自行車城市(The world’s best city for cyclists)。要達到此一目標，必需給予

自行車優先考量政策，同時也要準備好支援與投資自行車成為運輸系統的一部份。

Kjeldgaard市長指出，目前哥本哈根的活動人口有37%以自行車從事通勤及通學，2015
年將提高到50%為自行車最佳城市的願景。市長親自推動節能減碳的自行車生活環境（

Bicycle life)，成為實踐推動自行車生活的最佳代言人(bicycle ambassador)。 

荷蘭自行車專家組織(Interface for Cycling Expertise, I-CE)， 設立於荷蘭第四大城~
烏特列支(Utrecht)古鎮，該組織為荷蘭經濟合作與開發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為推廣荷蘭的自行車專業技術設立於1996年。I-CE出版「

Cycling inclusive policy development: a handbook」，強調自行車騎乘環境最重要的基本概

念就是瞭解自行車本身(bicycle)、自行車騎士(cyclist)與騎乘自行車(cycling)的特性。計

畫主持人曾親自前往拜訪I-CE，執行長Roelof Wittink期望臺灣發展自行車友善城市，同

時對於自行車製造王國的臺灣，也寄望能出口品質優良的臺灣製自行車到非洲，讓非洲

國家瞭解自行車的耐用與效率，以改變非洲目前只能騎乘品質惡劣的自行車的現狀。荷

蘭專家也很期望能來臺灣進一步交流。 

 

   

I-CE執行長Roelof Wittink 

副執行長Tom Godefrooij  

I-CE設立於荷蘭第四大

城~烏特列支 
I-CE計畫部門Irene Frieling 

博士 

圖2-3-6 荷蘭自行車專家組織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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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對全球的綠色運輸在技術交流上貢獻良多，尤其提供與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的合

作模式，不是移殖荷蘭的觀念，而是提供在地的思考，讓各個城市可以因地制宜，創造

適合當地發展的交通政策、考量環境的必要性，以達到最佳的城市交通建設。世界各國

包括已開發國家中的美國、日本、以及自行車使用率較低的歐洲國家，面在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的二十一世紀環境議題，對於荷蘭的交通政策產生極大的興趣，紛紛前往取經

，希望能學習荷蘭的自行車環境與汽車交通的管理，提高城市的可居性、寧適性、以及

解決交通問題。   

荷蘭的自行車環境建設強調瞭解自行車本身(bicycle)、自行車騎士(cyclist)與騎乘自

行車(cycling)的特性。這些特性可以簡化為下列七點： 

1. 自行車是一種肌肉運動：因此自行車友善道路的設計應該保持最小能源的損失 

2. 自行車需要靠騎乘者的平衡：自行車騎士為了保持平衡需要足夠的道路寬度 

3. 自行車沒有crumple帶：自行車騎士是脆弱的，需盡全力提供”空間  帶”以保護騎士 

4. 一般自行車騎士偏好平坦路面 

5. 自行車騎士騎在開放空間中：設計者應儘量提供遮風避雨與避免風吹日曬 

6. 騎乘自行車是一種社會活動：應該讓自行車騎士可以並排騎，尤其父母希望照顧小

孩的安全 

7. 人是主要關鍵：設計者應避免太複雜的狀況 

 

上述七項偏好的品質可以轉換成五項自行車設施的主要要求： 

1. 連續性(coherence) 

2. 方向性(directness) 

3. 安全性(safety) 

4. 舒適性(comfort) 

5. 趣味性(attractiveness) 

上述五項要求在很多研究或設計準則中都有提到，但是要親身體驗荷蘭的自行車騎

乘環境，才能真實的感受到這五項要求如何被落實於實質設計中、如何在現實環境中被

實踐出來。下列照片說明荷蘭自行車環境設施與設計。 

  

自行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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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的連續性 (上橋、下橋、過隧道) 

  
給予自行車優先權(三角鋸齒狀) 

  
自行車專用且雙向行駛 

  

穿越馬路 

  

起伏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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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3.5m(三人並騎) 

  

自行車先行標誌 爬樓梯設施 

  

指標系統 

  

標線、號誌 汽車障礙設施 

圖2-3-7 荷蘭阿姆斯特丹自行車道設施建設現況照片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34 
 

  
鹿特丹專門為自行車過河的隧道站 鹿特丹專門為自行車過河的隧道 

  
鹿特丹專門為自行車過河的電扶梯 

圖2-3-8 荷蘭鹿特丹自行車道設施建設現況照片 

 

 
圖2-3-9 荷蘭阿姆斯特丹自行車路線圖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35 
 

七、加拿大魁北克省自行車旅遊經濟效益分析 

2012全球城市自行車大會主席H-JEH Becker曾於2011年應中華大學邀請參加「2011
年自行車友善城市國際論壇」(Bicycle Environment Friendly City Forum, 2011)，演講自行

車觀光的全球經驗(The global experience of bicycle tourism)。Becker主席在其演講中強調

，經由市場行銷可增加31% 的自行車旅遊人口。加拿大推動自行車旅遊的成果包括：

2000年自行車騎士在魁北克省的消費達1.66億美元，自行車產業銷售超過1.81億美元、

提供2800就業機會、讓魁北克省的財稅收入達1720萬美元、加拿大政府財稅收入1360萬
美元。 

魁北克省的La Route Verte路線，2000年調查自行車遊客花費9540萬美元、創造2,000
個就業機會、魁北克省的營運收入達1510萬美元、加拿大政府收入1190萬美元。其中運

動型自行車騎士花費佔57%，約5460萬美元；路線附近居民參與相關活動亦花費不少，

超過2450萬美元。La Route Verte 自行車路線長達4347km，於2007年全部完工，36%屬
於off-road。觀光收入約一億美元，平均每公里收入2.3萬美元。政府投入兩億美元建設

自行車路網，2006年自行車遊客花費增加至1.34億美元，創造2,861個就業機會、政府營

收3800萬美元，六年就可從遊客消費回本。 

La Route Verte路線的自行車遊客平均花費及項目如下所示，路線圖及自行車設施如

下圖所示。 

當地餐飲 38%  

當地住宿 24% 

交通運輸 19% 

當地娛樂與活

動 
11% 

零售業消費與

服務 
8% 

圖2-3-10 La Route Verte自行車遊客消費及項目 
資料來源：H-JEH Becker，Director, Velo-city Global 2012, Speech on “The global experience of bicycle tourism” in Bicycle Environment 

Friendly City Forum, 2011, Chung-Hua University 

 
 
 
 
 
 
 
 

圖 2-3-11 魁北克省La Route Verte路線圖 

 

Touring Cyclists Expenditures by Retail Segment

Transportation

19%

Local Entertainment 

and Activities

11%

Local Restaurants

 and Food

38%

Local Accommodation

24%

Retail Sales 

Goods and Services

8%

Reference -  2006 Expenditure projections absed on 2000 data for cyclists on La Route Verte, Les retomb嶪s 嶰onomiques de la Route Verte, 

Rapport final pr廥ente a V幨o Qu嶵ec, Barry  Claudine, Lefebvre Pierre, UQAM, Chaire de Tourisme, Mar 2003Les retomb嶪s 嶰onomiques de 

la Route Verte, Rapport final pr廥ente a V幨o Qu嶵ec, Barry  Claudine, Lefebvre Pierre, UQAM, Chaire de Tourisme, Ma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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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自行車專用道 單向自行車專用道 以不同鋪面分隔自行車道 

 

 

 
鐵路旁的自行車道 自然小徑 車流量低的地方無自行車設施，僅

以指標表示 

圖2-3-12 加拿大魁北克省自行車相關設施現況照片 
資料來源：H-JEH Becker，Director, Velo-city Global 2012, Speech on “The global experience of bicycle tourism” in 

Bicycle Environment Friendly City Forum, 2011, Chung-Hua University 

Becker主席在全球有八萬公里的自行車旅遊經驗，他強調推動自行車觀光的成功關

鍵包括下列六點： 

1. 面對異地空間的挑戰，可借助友善的導航系統協助完成自行車旅遊 
1-1自行車路線可以依靠自行車地圖支援自行車的節點系統 
1-2善用電子產品支援行前、旅遊途中、以及旅行後的回憶與旅次紀錄 

2. 規劃自行車友善的旅館 
城市中應提供整套的自行車友善措施，包括自行車地圖、城市地圖、購物區、商店

街、而自行車停放處最好是在旅館房間內 
3. 國家、區域以及城市提供自行車地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遊客需要知道哪裡可以騎? 

該使用何種自行車? 
4. 必需突破語言障礙，才能讓遊客享受當地風土民情 
5. 行銷城市與區域的自行車路網是必要的，應有足夠的導引設施引導至郊區、城市與

住宿地點 
6. 自行車遊客的消費能力依遊客類型而不同，一日遊的休閒客人每日僅花費7美元、但

是自行車觀光客每日消費可高達200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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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盟自行車案例分析 

一、歐洲自行車路網(The European Cycle Route Network ~ EuroVelo)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2009年出版歐洲自行車路網報告(The European Cycle 
Route Network ~ EuroVelo)，指出自行車旅遊是一種永續觀光產品(Sustainable tourism 
product)。EuroVelo是歐洲所推動跨國自行車旅遊的永續路網，目前共有十二條，長達

66000公里，由歐洲自行車聯盟(ECF)管理，目標是提供高品質的自行車道設計、指標與

行銷，滿足長程自行車遊客的需求、也吸引一日遊的自行車觀光客。ECF的發展包含各

國的Stakeholders，對於各國路網指標系統的規範說明如下。 

歐洲自行車旅遊市場就旅行社而言，最重要的旅遊目的地是法國、其次是奧地利，

德國、瑞士、荷蘭、與英國的資料也同時被檢視。所有自行車遊客需要的不外乎連續、

安全、有趣的自行車路線加上好的指標系統。歐洲主要的自行車出境旅遊市場是德國與

英國。對於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瑞士、與荷蘭，自行車觀光是該國重

要的市場，其中又以德國成長最快速，成為歐洲最大的自行車旅遊市場，該國的路網稱

為D-Network。 

自行車遊客每日花費平均為53歐元(包括住宿)、一日遊的遊客平均花費16歐元。歐

盟27國加上挪威與瑞典，自行車旅遊的統計數據顯示如下所示： 

1.一日遊的自行車觀光每年高達28億旅次 
2.二日遊以上的自行車渡假每年超過2600萬旅次 
3.創造540億歐元的產值，此一數值包括國際觀光與國內旅遊 
4.估計其中有50億歐元的貢獻直接來自EuroVelo，可視為自行車旅遊產品(cycle tourism 
product) 

 歐洲自行車遊客的騎乘動機包括健康、放鬆與學習；費用較便宜或特殊景觀與舒適

倒不是主要的考量因子；就路線特性而言，最重要的影響因子是安全(交通流量低)、容

易使用(清楚的指標系統)、以及路線多樣性與餐飲住宿設施的提供。次要的影響因子包

括：資訊提供、公共運輸可及性、路網密度、自行車維修站與休息站。 

 歐洲自行車遊客的特性包括下列幾點： 

1. 平均年齡45-55歲 
2. 60%為男性、40%女性 
3. 教育程度以大學以上與專業者最多 
4. 20%獨自騎乘、50%有一位同伴、20%為3-5人的小團體 
5. 平均所得為年收入2.4~3.6萬歐元 

歐洲自行車路網強調與公共運輸結合，包括航空、鐵路、遊輪、客運等，以及自行

車租賃計畫，強調無縫接軌的生態旅遊。尤其是結合歐洲各國的鐵路系統，因為自行車

遊客通常是騎單趟，返程就可搭乘火車。以歐盟國中的瑞士為例，該國推動歐洲自行車

道不遺餘力，包括建構完整的利益關係團體、建立友善住宿logo、以及與公共運輸結合

的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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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洲自行車路網的名詞定義(The European Cycle Route Network 
Eurvelo Glossary) 

(一)自行車旅遊(cycle tourism) 

自行車旅遊特別是指為了休閒目的，騎自行車在各地旅遊。自行車是旅遊體驗的一

部份。 

(二)自行車假期(cycle holidays) 

受到想騎自行車的渴望而激發的假期，可能是參加一個旅遊行程、或是遠離自家去

渡假。 

(三)假日騎自行車(holiday cycling) 

假期中包含部份自行車旅遊行程, 並結合其它旅遊活動進行 

(四)EuroVelo 

Euro Velo是指一種歐洲自行車路徑網路，為了提供一個永續的歐洲交通網路。它包

含12個遠距自行車路線，涵蓋66000公里，現有大約4500公里。這個網路是由歐洲自行

車聯盟管理，而這個聯盟主要是為了保證所有路線都能提供高標準的設計，在整個歐洲

發揚光大。 

(五)長途自行車路線(long distance cycle routes) 

設計來鼓勵自行車騎士們在國內或國外旅遊。它們長度超過100公里，卻橫跨超過

500公里。包含標示及解說來指引騎士們。 

(六)自行車一日遊(cycle day trips) 

休閒或娛樂旅行，或是假期住宿，包含騎自行車。也可以指短途旅行。 

(七)大眾運輸整合(public transport integration) 

Euro Velo網路的目的在於自行車及其他交通工具（大部分是電車、火車、巴士及渡

輪）間可簡單交替，理想上，這種交替應該是不間斷的，而且服務設施應包含安全停放

自行車及等候區。較大的整合是指旅遊和交通的連結要有票價和資訊的提供。 

(八)緩慢旅遊(slow travel) 

緩慢旅遊是指運用能持久的交通工具（例如火車或長途公車）到達目的地。觀光客

被促使花更多的時間用走的、騎自行車或搭大眾運輸去體驗當地美食、文化及。這種有

爭議的旅遊提供較豐富的旅遊經驗以及較少的環境衝擊。 

(九)永續旅遊發展(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長途自行車路線設計應該包含永續旅遊發展的原則。自行車旅遊的計畫者需要注意

保存自然資產的需求，加強社區能力，將資源使用及廢物污染排放降到最小。運輸可能

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而路線設計必須 基於提供吸引人、離家近的旅遊以及長途旅遊

中火車、長途公車和渡輪的轉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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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urovelo自行車旅遊路線案例分析 

由歐洲議會所出版的歐洲自行車路網報告中，特別收集歐洲目前推動最好的十五個

自行車旅遊案例，分別強調下列四個重點：自行車旅遊路線的開發(route development)
、路線行銷(route marketing)、配套設施Supporting facilities以及監督(monitoring)。 

(一)路線開發(Route development) 

1.瑞士自行車路網SchweizMobil Network 

“Veloland Schweiz”是瑞士於1998年建立的九條自行車路網品牌名稱。它們的成功激

發了非機動車輛運輸（NMT）網路。為了完成它，Stifuing SchweizMobil（瑞士移動基

金會SSM）在2008年成立。主要依賴聯邦政府及私人夥伴。 

背景 

1993年，建立瑞士國家自行車路網的想法被拿出來討論。1995年，Stiftung Veloland 
Schweiz（瑞士自行車基金會SVS）成立，路網規劃也在同年開始。總長超過3000公里的

自行車路線及遍布各州的標準指標在1998年開始啟用。 

Veloland的路網使用率一直提高：自行車騎士在1999年的總數為三百三十萬人，到

了2007年則提高到四百八十萬人，且花費高達8800萬歐元。 

1998年，SVS擴大它的目標到發展其他永續的、非汽車化的旅遊產品，並結合大眾

運輸。進一步的討論引進了SchweizMobil（瑞士移動）以及創造一個緩慢旅遊及娛樂旅

遊的國家路網。 

2008年，與瑞士登山組織合作後，SVS被SSM取代。除了Veloland Schweiz（包含區

域自行車路網），SchweizMobil合併登山（Wanderland Schweiz）、越野自行車（

Mountainbikeland Schweiz）、溜冰（Skatingland Schweiz）以及划獨木舟（Kanuland Schweiz
）。這些產品皆整合為一個網站：www. Schweizmobil.ch。 

SchweizMobil網路由22個國家級和147個區域級的路線組成，總長度20000公里。為

了保證永續發展及受到地方委託，這些被選出來的路網與各州的NMT專家部門、NMT
專家機構及旅遊組織緊密合作。 

這些路線都是瑞士最吸引人的自行車路線，並提供標準的指標及解說。SSM估計

2008路網回收高達2-3.4億歐元。 

組織及夥伴 

SSM是一種夥伴網絡組織，每個夥伴都有自己的職責。SSM本身負責全面的計畫協

調，所有的SchweizMobil路線都連結到這些夥伴的服務（大眾運輸、租借自行車、住宿

等）。例如，約有1200個合作事業被授予瑞士移動基金會住宿品質標籤，超過100個租借

點可提供高達3000輛的自行車租借。 

基金會的董事會及委員會來自許多夥伴組織以及其他機構（e.g.瑞士奧運組織、瑞

士阿爾卑斯山俱樂部、瑞士旅遊俱樂部等）的關鍵人物。其它夥伴包含中央聯邦政府、

三個國家級贊助商及許多私人組織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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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Up”這個活動有自己的夥伴及贊助者。SSM強調所有這些夥伴負責實現

SchweizMobil瑞士移動基金會的團隊合作。 

應用：瑞士的案例強調高品質的標準路網開發，包括鋪面、指標與解說系統。相同地，

利益關係人的參與確保各個部門被整合進開發的過程，包括旅遊、運動、交通及地方經

濟。 

 

2.奧地利Drau自行車路線及火車運輸 

奧地利Drau自行車道長達366公里，主要穿越奧地利南方的Drau-valley。該路線始於

義大利的Brixon，行駛穿越斯洛維尼亞的Maribor。第一段較短的車道先攀升至Dobbiaco
，接著是一段非常長的連續下坡路段到Volkermarkt。因此，搭乘火車上山再騎自行車下

山回到奧地利，是一條非常受歡迎的路線。奧地利鐵路局（OBB）提供包含自行車運輸

、2至5人的Einfach-Raus-Radticket（單程、攜帶自行車）行程，每人35歐元。這種車票

在當地及區域火車都有效（平日只在9：00之後可用）。觀光局也提供特別的自行車套裝

遊程。 

自行車與火車套裝遊程是針對單一的旅遊區域發展。和Corinthia、Tyrol東部等不同

的旅遊區域合作，結合火車的套票也發展成能確保觀光客不會遭遇跨越行政範圍的問題

。這些套票只能經由旅行社購買。 

Pustertal觀光局將Drau路線推廣到有孩童的家庭能夠和緩地騎自行車下坡再搭火車

回程。這個聚落也提供了每人42歐元（一個家庭110歐元）、有效期為一星期、可以搭乘

各種火車和巴士的Drei-Zinnen車票。觀光局也刊登一整頁的廣告來歡迎騎自行車而不開

車來渡假的遊客。 

應用：這個案例強調當地觀光局和交通運輸業者能夠設計、推廣一個整合運輸和觀光的

旅遊體驗。在該案例中，搭乘火車上山再騎自行車下坡的吸引力被證明是大受歡迎的。 

 

3.塞爾維亞的自行車路線開發 

多瑙河一直以來被視為是”最歐洲”的歐洲河流。它從源頭黑森林流過2857公里，穿

越10個國家一直到黑海。多瑙河自行車路線是歐洲最古老、最受歡迎的長程自行車路線

之ㄧ，行經奧地利的路段在幾十年前就已享受到極大的成功（Lumsdon 2006）。多瑙河

路線也形成EuroVelo6（大西洋到黑海）的東半段。在塞爾維亞的流域約有588公里，同

時也是鐵幕自行車道的一部份。具有激發需求及創造新市場的潛力。 

GTZ經濟發展及提升就業計畫 

在多瑙河下游地區，提升經濟活動是由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mbH（GTZ）代表德國聯邦政府為了經濟合作及發展（BMZ）執行的

。這些計畫在東南歐、多瑙河岸的國家（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

）提升了旅遊、投資和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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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多瑙河由國家級團隊及社區合作之下，這些計劃尋求發展、執行多瑙河下游地

區的永續旅遊，而這被視為將東南歐整合進歐洲社會的主要要素。始於2004年，首要步

驟之一是從布達佩斯延伸多瑙河自行車路線至黑海，內容包含路線開發、觀光事業的服

務提供、支援市場行銷活動和經濟合作的諮詢服務等。透過公私合營（PPP計畫）刺激

過程以獲得機會。其它要素包含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建立文化和自然的潛力、以及各式

各樣永續旅遊的建立。 

塞爾維亞的多瑙河自行車路線發展 

塞爾維亞路線並不是新建的，而是由德國ADFC和當地旅遊專家就現有路線規劃以

獲得改善。接著發行8種與GPS相容、涵蓋布達佩斯至黑海路線的地圖。最後一個步驟

－路線標示是由GTZ和塞爾維亞政府組成財務夥伴共同執行。指標包含EuroVelo 6，是

根據EuroVelo的標準資訊設立（如下圖所示）。奧地利和法國的EuroVelo專家負責幫助指

標建立。這被證明為計畫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開始，塞爾維亞政府並不認可也不接受多瑙河自行車路線可成為一個主要的旅遊

產品。如今，當地夥伴們皆承認跨界合作的重要性。多瑙河自行車旅遊已成為中央政府

觀光主管機關的優先重點政策。GTZ貝爾格勒團隊認為鐵幕自行車道對塞爾維亞的自行

車旅遊發展特別重要，對EuroVelo來說也是一樣重要，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踐。訓練課程

已被引進來支援當地居民建立住宿事業。很多關於跨越四國的計劃以及多瑙河自行車路

線的資訊在www.danube-info.org.都有提供。 

計劃成就 

塞爾維亞路線在2007年6月正式開放啟用。667公里的路線有85%為柏油路，只有5%
劃在主要道路。從匈牙利邊界到貝爾格勒、從Ram到保加利亞邊界的路線都已標好指示

，只剩Ram到貝爾格勒間110公里的路線還未標示（路線的15%）。沿著塞爾維亞的多瑙

河岸，住宿設施的數量迅速激增至280處（2008年新增了80處），帶給地方經濟及就業正

面的影響。 

多瑙河自行車路線地圖從布達佩斯畫到黑海。多瑙河的東南歐部分如今更為人所知

，旅遊人次穩定上升。至少有兩家德國旅行社（Launer Reisen及Neubauer Reisen）已開

始提供從布達佩斯到黑海的自行車旅遊行程。自行車監測計算器的設置計畫始於2009年
，德國及塞爾維亞自行車專家認為此路線開發最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因為貝爾格勒GTZ、
省級、州立政府、以及德塞技轉等單位之間的傑出合作所致。 

自行車運輸 

從維也納或慕尼黑至塞爾維亞每天都有直達火車班次。火車上的自行車運輸是可能

的但充滿不確定性。GTZ和塞爾維亞鐵路局合作努力改善火車上的自行車設施。同時，

長途巴士及航空運輸將與自行車結合。 

應用：這個計劃強調知識與技術交換的重要，並且鼓勵觀光部門在路線開發的早期階段

就要主動投入。這個想法也促進歐盟國家及潛在會員國人民間的對話（ECF 2009）。 

 

http://www.danube-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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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ias Verdes：The Greenways of Spain西班牙的綠色道路 

這個案例研究旨在說明此一路線開發中的三個主要元素。首先，它顯示將過去工業

廢棄資源轉變為未來遊憩資產的有效性。第二，它顯示襲產和建築物被保存及轉換成大

眾及商業投資活動的可能性。最後，它強調當地社區參與在路線開發中的重要性。 

西班牙文的Via Verde是指綠色道路或共用道路。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Wallonia
（比利時）、西班牙和英國有很多綠帶的存在。它們被設計成和緩坡度及平緩表面，讓

非汽機車者能容易使用，特別是在西班牙。目前有1700公里的Vias Verde及70條長度

1~160公里的路線穿越西班牙。Revermed是另外一個計劃，將現存的Vias Verde連結在一

起形成一個跨越4個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義大利）的遠程路線。 

Vias Verde 

這個計劃的主旨在於將廢棄鐵路線轉換成易達性高且無交通顧慮（包含電動自行車

和電動機車都不可進入）、安全無虞的非汽車化旅行路線。這些路線的主要使用者為當

地社區局民以及散步或騎自行車的遊客。 

1993年西班牙進行了廢棄鐵路的審核，包括5764公里長的鐵軌、954個火車站、501
處隧道以及1070條橋樑和高架橋，其中有許多為19世紀的工藝。這些資產大部份屬於政

府所有，但已荒廢無用。除此之外還發現1920公里的私人煤礦道路也具有相同情況。因

此，在1990年代中葉，超過8000公里的舊鐵道路網被賦予新生命，重新成為遊憩性多功

能使用的路線。透過一個公共設施主要計畫將這些資產設計為特別為自行車及散步用的

綠帶。 

Vias Verde計劃由西班牙鐵路基金會管理，由鐵路公司ADIT、FEVE及環境部在背後

支持。該計畫與西班牙其他政府部門及地方政府有很大的聯結。西班牙鐵路基金會的主

要任務是履行主要計畫、提供技術上的建議以及推廣Vias Verdes。 

襲產 

Vias Verdes計畫最重要的資產之ㄧ是以鼓舞人心的方法保存了廢棄的鐵路資產。這

個計劃保存了數百個頗具特色的鐵路元素，包括火車站、隧道和高架橋等，也因此反映

了19世紀豐富的鐵路建築遺產：「幾十年來鐵路在城鎮的社會及經濟發展中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今天鐵路世界在人類珍藏的回憶中仍擁有極重要的情感力量。」 

另一個重要層面是保存過程對環境衝擊降到最小，利用先前存在的公共設施、當地

材料和符合原本鐵路建設的簡單的建築方法。其他環境層面的考量包含利用當地原生植

物、以及利用太陽能照亮隧道等。 

老舊火車站的再利用也很重要。超過50座老舊車站建築被保存，轉變成飯店、餐廳

、資訊站、文化或自然襲產博物館、自行車租借點等。這代表對當地發展和創造就業機

會的貢獻，特別是在鄉村地區。這已成為很多Vias Verdes成功的主因。舉例來說，Cadiz
省的旅遊觀測部門2005年著手進行一項Via Verde de la Sierra的調查，結果顯示高達64%
的使用者享受過3個路線上火車站提供的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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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參與 

這個案例研究強調該計劃包含西班牙各地許多當地城鎮及社區的參與，不只是在設

計路線，有時還包括各個地區對Vias Verdes的建造和維修。鼓勵當地居民及行動不變者

使用Vias Verdes的成效反映在過去10來在不同Vias Verdes的調查中。舉例來說，一個在

Catalunya的Girona城市附近施行的調查顯示，使用者有52%是女性（比其他歐洲路線還

高）、少於一小時的散步和騎自行車。這條Vias Verde每年被一百萬人使用，是西班牙綠

色道路中最受歡迎的一條。 

Vias Verdes透過網站www. viasverdes.com回應廣大範圍的使用者，而且每個月都有

公告發給超過12000位訂閱者。這些路線被導遊、媒體以及研究團體稱為”magic tour”神
奇旅遊來推廣，也透過國際旅展如FITUR來行銷。 

應用：Vias Verdes將廢棄資源重複利用成為好的案例。這個計劃過去10年來創造出永續

旅遊的產品。這個案例也說明工業襲產如何能夠同時被用來提供廣泛使用者接近自然區

域的機會。 

5.多瑙河自行車路線 Danube / Wachau 

多瑙河自行車路線是歐洲最廣為人知且最受歡迎的自行車路線。1980年代早期，在

自行車旅遊需求增加被重視之後，形成了多瑙河自行車路線（Donauradweg）。這條路線

在奧地利境內共463公里，其中188公里在上奧地利，275公里在下奧地利。一開始，自

行車旅遊發展受到當地旅遊公司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會是曇花一現。如今，許多小城鎮

的住宿及餐廳業者依賴著自行車旅遊事業（Berhofer et al. 2008）。 

1990年代，奧地利自行車旅遊出現了最高的旅遊次數。1994年，這條路線在Passau
和維也納之間估計產生了一年8萬人次的過夜住宿，十年內成長27%。城鎮變得越來越

依賴自行車旅遊，且報告指出，自行車旅遊在當地住宿佔了60~80%。到了2006年夏天

，Passau和維也納之間已經有23萬人次一日遊及6.5萬人次的過夜遊客。大部份遊客來自

奧地利、德國及荷蘭，但來自其他國家的遊客也漸漸上升，例如法國、捷克、義大利、

匈牙利，甚至美國。 

ADFC的自行車旅遊分析將多瑙河自行車路線列為2007年度德國人最常騎的第四名

路線。2400位受訪者中有4.5%到訪過該路線。多瑙河自行車路線中，奧地利路段是最受

外國旅客喜愛的地點，包含德國自行車旅客（佔全體受訪者的24%）。在Trendscope調查

中，多瑙河的德國段是德國假日騎士最喜愛的十大路線之首（總共有8%的人喜歡這條

路線）。奧地利部分則以2%名列第八名。當他們被問到未來最有可能的長程路線，多瑙

河的德國部分再次奪冠（13%），而奧地利部分則是唯一的外國路線，名列第五名（4%
）（Trendscope 2008a）。 

與下奧地利區域相比，多瑙河自行車路線吸引了較多高收入的自行車旅遊者，這條

路線上的過夜及單日騎士每人每日消費更多。部分可能是因為多瑙河自行車路線有遠多

於其他路線的外國騎士(40%)相對於下奧地利(15%）。該路線在下奧地利創造每年六百五

十萬歐元的產值。下奧地利在其7大自行車路線實施擴大監測系統，結果可透過

http://fznoe.ebesolutions.at網站取得。自行車遊客每兩年會有兩星期在23個地點被監測，

估量方位、雨量、溫度、使用者類型（成人、孩童、騎士、溜冰者、登山客等）以及速

度。 

http://fznoe.ebesolution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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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路線結合巴士、輪船和火車服務，有許多公司利用這些設施提供自行車套裝遊

程。為了維持該路線的國際旅遊地位，多瑙河自行車路線未來五年規劃如下： 
－打進其他國家的新興自行車旅遊市場 
－提供結合美食和節慶的來回遊程 
－發展結合自行車、輪船和火車的柔性觀光(soft tourism) 
－改善公共建設和服務品質（例如透過訓練和檢定），引進有系統的旅次監測 

應用：奧地利多瑙河自行車路線指出長程自行車路線可以成為進軍國際市場的主流。同

時也指出當一個產品趨進成熟與規劃開發之間的關聯性。 
 

6.柏林的都市長程自行車路線 

柏林圍牆遺址沿著前GDR邊界圍繞西柏林，總長160公里。自行車騎士和登山客透

過主動積極參與來保衛及體驗這個重要的文化與政治遺產，並成為好的典範。 

背景 

2001年，Berli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在柏林圍牆建造40年後，通過一項改革計畫

，將柏林圍牆遺址建造給行人及自行車使用。依循這項改革計畫，假設先前的邊界巡邏

道路和剩餘的邊界裝置能夠被保存、紀錄。這個遺址是要連結重要歷史地點與珍貴的自

然區域，來提供結合休閒、文化及觀光的產品。它是依循波士頓自由大道—紀念美國獨

立戰爭主題道路的遺址所提出來的基本概念。 

柏林圍牆遺址步道在2002年到2006年間建造。許多計劃也在這期間執行，包括區域

保存、指標設置（大約600個）、地圖安裝（100幅），以及重要歷史地點的解說牌（17座
）、以及地下道與中央島的設置。柏林圍牆步道遺址計畫總共花費四百四十萬歐元。90%
的資金來自德國聯邦政府、經濟部、工人及婦女團體以及立法部門專給都市發展的資源

。這些資金也用來資助一些屬於Brandenburg（環繞柏林的聯邦政府）的圍牆遺址建造（

Berlin Senate Chancellery 2009）。眾議員Cramer2002~2007年提出一個一仟萬歐元的計畫

。近年來，柏林的政治家及行政長官積極鼓勵自行車這個低廉的投資選擇。自行車使用

從1990年前的3%（東柏林）和6%（西柏林）攀升至2007年的10%。以柏林的城市大小

來說，是全歐洲最高的一部分。柏林2010年自行車政策目標是提高自行車使用率達15%
。 

步道遺址 

柏林圍牆步道遺址分成19個個別段落，每段在7~21公里之間。超過40個不同的地點

都有提供資訊，包含7種語言的歷史照片。若要到每段的起點和終點，可藉由大眾運輸

，且大部分的電車、地下鐵以及城市鐵路（S-Bahn）和地方火車都可以放置自行車。居

民及旅客都能使用步道，且旅客人數正穩定的上升。也提供觀光導覽，包含最多8天的

過夜旅遊。每年夏天，大約有1000名居民和旅客參加Alliance 90-The Green party（Bundnis 
90/Die Grunen）提供的觀光導覽。步道遺址詳細的Esterbauer自行車路線導覽有德語版及

英語版。更多資訊可查詢www.berlin.de/mauer/index.en.html. 

應用：這個案例指出都市遺址、城市觀光和柔性運輸可以被發展成提供居民及觀光客以

永續方法享受觀光體驗的機會。其他城市包含愛丁堡、Basle和畢爾包也參與了這種發展

。 

http://www.berlin.de/mauer/index.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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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線行銷(Route Marketing) 

1.古道行銷：波蘭的琥珀古道(Trail marketing: The Amber Trail)  

路線 

Amber Trail Greenways program（ATG）是指從波蘭Cracow到匈牙利布達佩斯、經

過斯洛伐克Banska Stiavnica的綠色廊道和國際自行車路線。Eurovelo 9（Amber路線）從

波羅的海海岸的Gdansk延伸到亞德里亞海的Pula，通過波蘭、捷克、奧地利和斯洛維尼

亞，總長1930公里。Amber古道的旅遊業者Topbicycle提供套裝遊程，充分利用古道的發

展：從Cracow到布達佩斯（307公里）、Cracow到維也納（447公里）、從捷克北境到南界

（315公里）。 

Amber古道 

1996年開始發展的Amber古道，包含了前7年的準備。主要目標是和當地社區一起發

展觀光潛能。這包含了旅遊服務和開發當地產品的顧問諮詢和訓練。在斯洛伐克，如同

許多東歐國家，早期因為自由市場的緩慢發展而使經濟較為困難。 

發展和提升這條路線背後的哲學是利用中東歐古老的琥珀貿易路線。這些路線也扮

演其他歷史角色，例如軍事或宗教朝聖。環境共存永續發展協會（EPSD）的中東歐綠

色道路計畫（CEG）負責此一計畫。該計畫的目標是：「創造市民、社區、商業和政府

組織間合作的開放網路，提供複雜多樣的支持給歐洲國家及當地居民，建造並復興有利

於大眾的步道和自然的綠色通道」。步道發展是由個人支持者、社會團體和大規模捐款

人資助，包含歐盟的DG-Environment、以及美國的德國馬紹爾基金。 

行銷 

Amber古道目前在觀光市場還未廣為人知，但這個情況隨著旅遊業者的努力而改善

。利用路線附近區域的歷史文化觀點來行銷。經過不同區域的多樣性，提供一系列旅客

可以結合自行車的體驗。旅遊業者在網站上呈現當地特色旅遊地點，例如波蘭的Kalwaria 
Zebrzydowska，斯洛伐克的手工藝，以及Amber貿易的歷史。一系列的節慶、美食、藝

術和文化都與步道聯結。 

Amber綠色道路計畫和旅遊業者Topbicycle合作，提供七至十天的套裝遊程，分為自

導式與有導遊（費用較貴），且包含住宿、租借自行車及行李運送。和當地旅行社”Green 
Traveller”（推動永續觀光）也有合作。旅行社和旅遊業者互助合作，綠色道路計畫提供

路線的發展及運作，而Topbicycle則負責行銷。路線標示方面，至今只有波蘭段已完成

可接受的標準。 

永續性 

ATG的任務是永續性，包含自然環境及古道上歷史、社會和文化遺產。這個計畫代

表對先前共產主義由下而上的回應，包括對土地和社區的衝擊。強調重建當地社區之間

的橋樑與永續性，同時也保持當地多樣性，作為對21世紀歐洲統一的回應。古道發展的

周邊活動已幫助許多鄰近地區變得更適應觀光發展。對環境友善的觀光被大幅提昇，也

致力於保護被保存的區域，因為在這條路線上有六個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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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每年從Cracow到布達佩斯的自行車遊客估計有上百位，維也納到布拉格有上千位，

而多瑙河路線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次。七、八月是最旺的季節，但溫度很高。旅行社建

議五、六、九月是最適合長程自行車旅遊的時間。 

應用：永續性的強調以及致力於保持當地多樣性的發展計畫是這個案例研究的特徵。藉

由草根行動的結合，居民和觀光客都能從古道發展受益。從經營團隊來看，最實用的是

由堅持不懈以及從小規模做起的意願組成。除此之外，輔導商業導向的中小型旅行社，

可以產生遊客，是路線開發的成功關鍵，也提供一個跨界合作的好典範。 

 

2. CY.RO.N.MED主題古道的宣傳支持(Themed trail support publicity) 

CY.RO.N.MED代表地中海的自行車網路，全名是Cycle Route Network of 
Mediterranean，自行車古道路網連結地中海國家，從義大利、希臘、馬爾他到賽普勒斯

。 

目標 

該計畫主要目標是藉由著重減緩環境衝擊以增加路網的永續性，可由自行車旅遊（

零排放）以及大眾運輸和海運連結整合達成。該計劃旨在改善城鎮的生活品質。 

組織 

該計劃是INTERREG III的一部份，主要的財務來源。組成這個網路的夥伴包含義大

利地方運輸部門（Puglia, Basilicata&Calabria）、義大利Campania地區的社區計畫，希臘

市政當局（雅典&Karditsa）、賽普勒斯觀光組織以及馬爾他都市發展部。 

路線 

自行車在南歐國家的發展受限於缺乏土地、公共設施與其他交通方式連結（例如火

車、輪船和航空運輸）。創造路網是一種解決方式。該路網可以包含下列幾個層次：國

際或國家規模的路網、或是國家內的區域路網、或是單一路線。路線設計使用的是早已

存在的古道遺址。在義大利地區網路的部份設計是基於連結主要遺址EuroVelo 5,7,8,11
和現存都市中心的需求，同時也考慮到地形和現存的架構：「這個地區的領土設計受到

聚落結構與運輸設施的強烈影響，尤其是新舊道路路網」。 

路網的形成 

該計畫團隊執行大量的準備和規劃工作以確保路網以最有效的方式來設計及實現

。積極的路網規劃包含現存道路和運輸連結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該地區自行車旅遊的研

究。該路網在南希臘段是一個好例子，從雅典到Patras之間的路線大約230公里，可行性

研究包含火車、海洋間可能連結的詳細資訊。主線加上其他CY.RO.N.MED路段的輔線

，考慮許多現有的道路系統，包含當地區域以及地方的街道。 

參與合作的國家其自行車網路都在不同的發展階段：義大利已經是受歡迎的自行車

渡假勝地，而賽普勒斯正在積極規劃基礎設施好為未來作準備。賽普勒斯可行性研究包

含其他國家自行車網路的案例研究（例如英國及法國）來告知那裡的網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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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過程的第一個步驟，在地方政府都市政策白皮書中規劃自行車道，並與水公司

（在Apulia地區）協議，爭取水路的再利用及轉型，在Apulia地區舉辦公開演講和國際

研討會，發表計畫成果。區域交通法規首次將自行車路線納入考量。 

古道行銷 

賽普勒斯的行銷計畫主要目標市場第一是英國、德國及法國，第二是北歐、Benelux
國家及瑞士，特別著重自行車及其他運動團體，以及那些追求「另類旅遊」(alternative 
tourism)的遊客。路網附近的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及Natura 2000 sites等替自行車路網

增添附加價值。 

特別強調運輸連結所扮演的兩個角色：一是行銷到達路網各點的靈活性、二是增加

永續運輸所獲得的利益。自行車通往機場、港口及火車站間的阻礙也排除（藉由標示及

安全保管），並確保攜帶自行車可以搭乘各式渡輪。義大利Puglia地區，鐵路局簽署協定

發展區域鐵路網的基礎設施、並廢除對自行車的額外收費。 

應用：四個國家所有夥伴的參與是非常重要的，跨界合作是成功的要素。這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所有夥伴一起規劃自行車路線。來自ECF和FIAB的技術協助對計畫的成功也是不

可或缺。下列五點是計畫被認為最佳實踐的要素： 

－夥伴間有效率的合作，歸因於夥伴領導和計畫管理單位的參與 
－國家間的一致性，歸因於專家技術協助團隊的參與 
－提供進一步協助的線上系統 
－提高認同與推動當地發展的研討會 
－在各國間促進相同的旅遊主題 

 

3.向觀光資訊業者行銷Marketing to tourism information providers 

歐盟2001年推出北海自行車路線（EuroVelo12）。是全世界最長且有標示的國際自行

車路線，長度超過6000公里，穿越八個臨北海的國家包括比利時、丹麥、英國、德國、

荷蘭、挪威、蘇格蘭和瑞典，總共68個夥伴參與發展。該路線資訊

http://www.northsea-cycle.com/。這個案例研究的主要目標強調發展長程自行車路線時，

向觀光資訊業者行銷的重要性。 

NSCR的推廣 

地方旅遊設施的推廣是當地組織的責任。將旅客吸引到當地以使經濟利益最大化。

就觀光客的需求而言，有時候能提供的資訊很狹隘。除此之外，負責發展自行車路線的

人與負責推廣使用的人不見得都一樣，尤其是在觀光案例中。因此，發展長程路線並將

它行銷給旅遊資訊業者是很重要的。 

作為北海自行車路線（NSCR）發展的一部份，國際管理團隊（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IMG）同意一個監測計畫。在開始推出期間後，針對159個負責推

廣NSCR經過地點的當地觀光公務人員實施網路調查。 

http://www.northsea-cy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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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這個研究顯示路線上許多觀光部門對路線的存在毫不知情、或是對路線認知很少；

只有13%的人表示對路線「熟知」或「非常熟知」。這項發現促使NSCR部長研究提升旅

遊資訊提供者對路線的認知。由歐盟提供額外資金，IMG為這條路線創作出一個宣傳短

片。短片提供路線經過的八個國家的風光，也強調路線的國際地位。這個影片由國家之

間的協調者以DVD形式分送給曾參與先前調查的觀光部門。 

在發送影片的兩個月後，再實施一次後續調查，和之前一樣透過網路。受訪者有收

到影片且有看過的佔86%。這個調查研究顯示認知NSCR的重大改善。72%的觀光公務員

表示對該路線「熟知」或「非常熟知」。 

應用：這個案例說明以發展觀光為目的的長程自行車路線，由管理團隊行銷的重要性。

特別強調在路線發展中與觀光公務員和資訊提供者一同保持行銷交流的需求。視覺傳播

（在此為DVD短片）很受歡迎且促使接收者吸收。因此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在團體中提高

認知。 

 

4.歐洲綠帶(Alone the European Green Belt) - Forum Anders Reison 

這個案例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強調新路線開發時，私部門支持的重要性。也強調將文

化及自然作為主題路線主要吸引力的重要性。 

綠帶旅遊的發展 

柏林圍牆及鐵幕被打開已有20年，因為過去的政治因素禁止靠近，反而使得自然環

境被保存而蓬勃發展。一年一度的國際另類旅遊博覽會”Reisepavillon”，2009年在德國

慕尼黑選擇綠帶做為主題。 

(三)配套設施（Supporting facilities） 

1.荷蘭鐵路旅行社Treinreiswinkinkel（Railway Travel shop） 

Treinreiswinkinkel是一家荷蘭的專業旅行社，其服務多著重在鐵路旅行、火車來回

票及自動列車票，以及其他火車套裝旅遊行程，也提供客運車票、渡輪船票、其他大眾

運輸車票、租車、旅館以及鄉村渡假小屋等各項服務。TRW六年前成立，擁有35個員工

及超過一千五百萬歐元的營業額。訂票可透過萊頓與阿姆斯特丹的旅行社網路。 

火車及自行車大約佔了TRW售票的2%。TRW提供結合自行車及火車，以及長程自

行車路線的套票。例如多瑙河自行車路線就是該旅行社的旅遊產品，還有其他透過自行

車旅行專家提供的自行車路線。自行車旅行專家向TRW訂購結合自行車及火車的票。而

且因為荷蘭設置的夜間火車路網，在2007與2008年的營業額有了巨幅成長。 

自行車套裝行程，平均每2.8人就有一人訂購，每次平均價格約450歐元。TRW觀察

到近年來火車及自行車營業額的成長： 

－2006年114,281歐元 
－2007年190,867歐元 
－2008年329,0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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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營業額還是保守估計，實際上可能達到三成至五成以上的成長，因為並非所有

自行車都有記錄到。TRW建議兩種改善火車運送自行車的可能性： 

－在鐵路路網上提供直接的自行車運輸設施 
－在所有大力士列車及ICE高速鐵路上設置自行車運輸設施 

 

2.A tour operator : Fietsvakantiewinkel自行車旅行社(Cycle Holiday Shop) 

在套裝旅遊市場中旅行社扮演非常重要的環節。市場中仍然有人喜歡由專業代理人

打理好行程、住宿價格及各項自行車的配備服務。Fietsvakantiewinkel（FVW）位於荷蘭

奈梅亨(Nijmegen)，是一家專門設計與銷售自行車假期的旅行社。自行車旅行是該旅行

社的唯一經營服務。FVW已經營運三十年、擁有六個員工。從一家販售地圖、旅遊導覽

書以及自行車旅行者有興趣的商品開始，不過這家店在幾年前關閉，現在則成為一家網

路商店，以網站（www. Fietsvakantiewinkel.nl）、電子郵件、電話及傳真來交易。FVW
目前是荷蘭規模最大的專業自行車旅行社，提供荷蘭國內、歐洲以及歐洲之外的行程。 

FVW與巴士公司合作，例如Cycletours、Fital、Fietsrelax（這三家皆位於荷蘭）以

及Sausewind（位於德國）。這些公司以長途客運和拖吊車來運送自行車。它也與Express
、Treinreiswinkinkel合作以火車載送，最後則與可運送自行車的航空公司合作。 

荷蘭的自行車旅行市場十分穩定，雖然近年來有些改變。營業額成長的部份為年長

者（60歲以上）以及帶著小孩的父母。這個案例顯示旅行社在永續發展中、推動自行車

旅遊所扮演的角色。 

 

3.Bett&Bike案例：友善自行車住宿(Cycle-friendly accommodation) 

自行車渡假遊客對住宿有特定的要求標準，在多瑙河調查中發現自行車遊客最重要

的五個需求： 
－自行車保管 
－烘乾房 
－修理間 
－提供早餐 
－提供有關當地路線和設施的特定資訊 

友善自行車住宿在德國自行車旅遊調查中被列為「重要」。當被問到改善和額外產

品，下奧地利研究的受訪者中有73%對友善自行車住宿非常有興趣。一旦這些標準都能

達到且被企業認可，來自自行車旅遊的額外顧客團體利益將會非常可觀。自行車住宿公

認標準已成功被引進許多國家，包含法國及英國。 

Bett&Bike（德國） 

德國自行車組織（ADFC）1995年設立了實驗計畫Bett&Bike來鑑定自行車友善住宿

。主要目標為： 

－基於德國最小標準建立自行車友善住宿網路 
－滿足自行車遊客住宿需求 
－推廣及開發德國的自行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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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註冊的企業同時列在網站上及編列成冊。1997~1999年因為ADFC在各區域

推廣解釋對住宿協會所帶來的好處而使會員數快速增加。繼續吸收新會員以及讓自行車

遊客攜帶Bett&Bike指南都是重要的工具。大約有5000個來自3100個地點的住宿企業參

與（包括露營區）。ADFC認為Bett&Bike計畫是自行車旅遊中最成功的行銷。Bett&Bike
會員被列在德國Bett&Bike指南(發行量50,000份），也登記在網站上www. bettunbike.de.
。利用Bett&Bike的鑑定標準，並列在許多自行車地圖和指南書上。 

ADFC對友善自行車住宿的最低標準設定如下： 

1.自行車遊客可以只住宿一晚 
2.提供可上鎖的房間給過夜的自行車保管（如果可以，要在地面樓層） 
3.提供衣物及裝備的烘乾設施 
4.提供自行車遊客早餐（穀類、水果、全肉產品） 
5.提供當地的自行車旅遊地圖以及大眾運輸時間表 
6.提供整套的維修工具與設備 
7.附近自行車維修店家的地址、營業時間及電話 

進一步推薦（至少要完成兩項）包含：大眾運輸和旅遊資訊、行李運送服務、自行

車租借、友善自行車住宿預約服務等。額外的標準包括承辦餐會以及安排露營基地。住

宿的認證由ADFC經理、神秘客、ADFC會員（共115,000位）以及自行車遊客來試驗。 

最近有240家Bett&Bike註冊登記開設於法蘭德斯。個別的會員也在其他歐洲國家出

現，目標客群鎖定德國自行車遊客。Bett&Bike模式被應用於丹麥、捷克和瑞士的計畫

中。捷克的口號Cykliste vitani（Cyclist Welcome）目前已認證700個會員瑞士SchweizMobil
則是頒發給1200家住宿設施品質標章。瑞士的要求類似德國ADFC設定的基本友善自行

車住宿標準。瑞士的會員們被列在www.switzerlandmobility.ch以及

www.mySwitzerland.com網站上，包含在網路地圖上的正確位置，也會出現在瑞士住宿

指南並獲得其他利益。2006年瑞士對住宿產業會員進行Veloland Schweiz調查（n=168）
，估計增加了145,000個自行車住宿遊客（2006年有841個）。自行車住宿遊客佔總住宿19%
，一般旅館、青年旅社、露營區的自行車住宿遊客佔11~13%，B&B、民宿佔28%，農舍

佔48%。估計83%的自行車遊客曾在此設施中過夜，顯示這個標準即使在旺季也要繼續

保持下去。英國也有類似Cyclists Welcome活動，包含住宿業者在認證前的訓練。 

應用：這個案例說明為自行車遊客設計的品質標準，被證明為如此受歡迎，並擴大發展

到跨國界。就國際跨界自行車觀光和創始者EuroVelo而言，德國ADFC提出友善自行車

住宿的歐洲認證標籤。希望能標準化，包含標準化的準則、名稱、品牌、服務、價格、

工商名錄及品質保證。 

 

4.完整的大眾運輸整合(Full public transport integration) 

1998年九個國家級自行車路線在Veloland Schweiz品牌下在瑞士開放。其它路線也跟

進，形成了瑞士自行車路網。路網的成功以及作為永續旅遊產品的依據是基於鐵路和大

眾運輸營運者之間有效率的合作關係。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51 
 

旅次分派和自行車運輸 

旅遊的起迄點（O/D）模式顯示與鐵路營運者之間健全合作關係的影響。這些影響

包含對自行車遊客的歡迎以及專門提供給自行車的完整配備。2004年41%的自行車住宿

遊客（多於兩晚）運用該火車抵達自行車路線，52%運用在回程（26%在自行車旅遊途

中，總數39%）。在此起迄點之間的旅行只有20%是開車。 

短期過夜自行車遊客較少利用火車（平均33%），但仍比開車者多（平均19%）。單

日的短途旅行者則是開車比坐火車多（平均11%比6%），這是因為59%的人只用自行車

作為交通工具。瑞士國家鐵路（SBB）的自行車運輸顯示持續成長，攜帶自行車的人數

從2000年的363,000增加到2007年的589,000人次。Veloland自行車遊客可以使用專為

Schweiz Mobile發展的免費時刻表計畫。提供有關火車、公車、輪船連結、快速、易懂

的資訊（包含出發時間、可乘載人數和價格）。遊客對於自行車運輸的回饋大部分都是

正面的，除了有些對高單價有意見。遊客在交通上的花費佔了Veloland路網2007年總營

業額的18%，相當可觀，每年合計大約一千六百萬歐元。 

大眾運輸整合 

Schweiz Mobile「為了將非汽車化交通和大眾運輸整合至最理想的境界，需要提升

交通運輸設施的整合」。藉由將整段路線分為單日以及不同階段的目的地來達成，各階

段終點讓人們理想上能以大眾運輸到達，且接受單日短途旅行。18000個大眾運輸站和

路線都在Schweiz Mobile互動網路地圖上展示，且與網路時刻表連結。網站、指南和地

圖也包含了特別推薦（大約350個）在特定路段使用的船或公車。 

Veloland計畫在一開始的階段便整合大眾運輸是成功的主要因素。SBB是Stiftung 
Veloland Schweiz創始會員之ㄧ，為了與大眾運輸合作，發展一個特別模式，由Schweiz 
Mobile傳達所有上述資訊給大眾。瑞士大眾運輸公司將必要的資料交給Schweiz Mobile
處理，滿足運輸承載量，且在財政上支持Schweiz Mobile。 

自行車運輸 

原本瑞士政府並未明文規定大眾運輸公司需提供自行車運輸服務，運送自行車是自

願提供的服務。隨著自行車旅遊需求增加，若禁止瑞士火車載運自行車將造成市場上的

困境。此外，因為瑞士政府訂定新法要求大眾運輸公司提供殘障專用的入口和空間，火

車上安裝許多多用途的隔間，使得自行車遊客也從中獲利。大眾運輸公司在高山旅遊路

線也體認到越野自行車遊客的貢獻，因此特別提供不同的運輸選擇給這些特定的客群。

Graubunden, Postauto州的主要目標則是讓公車能夠運載自行車。SBB也提供所有火車都

能戴自行車。雖然有些發展會減少自行車運輸的選擇，主要是國際路線的火車，不過還

是瑞士固定時刻表的一部分。由於現在很多郵件不再需要火車運送，因此這些載貨車廂

可以被用來自行車遊客。 

影響 

這個案例顯示運作良好的自行車及火車網路能夠帶給運輸公司實際的利益。也再次

證實自行車旅遊者使用鐵路和公車的需求；以及供給和交流必須清楚滿足騎士們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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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Monitoring) 

1. 英國東北部的路線監測  

這個案例研究呈現一個概要關於英國永續運輸路網Sustrans所採行的自行車路線監

測方法，監測英國東北部四條國家級自行車路網的經濟影響，分別是： 

－Coast & Castles海岸與城堡自行車路線（北海自行車路線） 
－C2C（Sea to Sea）自行車路線 
－Hadrian’s 自行車道 
－Pennine自行車道 

這個計畫總共使用三種調查工具。為了取得路線使用的基本數據，且為了要提供累

計的基礎，利用自行車計數器來記錄自行車流量。這些計數器再輔以人工計數，人工計

數也被用來核對自動計算結果。運用攔截調查(intercept survey)來取得使用者客群的數量

、年齡和性別等，也包含自行車騎乘經驗、旅遊目的及來自哪裡。採用閉合的問卷形式

。最後，為了記錄較敏感的資訊例如收入及支出，這些受訪者提供旅行日記以半結構事

的方式記錄旅行和其他額外細節。重要的是，日記使受訪者能紀錄實際的支出而不是預

估。 

藉由繪製「重力」立體感的概念， 將會反應源頭和終點的人口密度，它被用來取

得路網上每條路線的資料，如此才能呈現出一連串典型不同中心的重力。 

自動化的計算數據用來產生每個計算地區年平均每日總數，每天自行車通過的中位

數，在使用者被攔截調查期間，保存自行車騎士的人工計算紀錄。 

調查可能會在與自動自行車計算相同的地方。調查結果用來訂定路線段面和分類的

標準。自動自行車計算的資料分析尤其顯現了交通順暢及繁忙間、都市及鄉村地區間不

同程度的自行車使用量可觀的差異。 

計算和調查點是假定在適當分類中路線的單一地段是具有代表性的。這些「典型的

」地段接著被多重事用於製作年度圖表。 

影響 

發展一致性的監測方法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確定需求改變帶來的影響，特別是關

於經濟、社會及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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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最新的自行車道~鐵幕自行車道(Iron Curtain Trail) 

鐵幕（Iron Curtain）長達七千公里，從巴倫支海到黑海，在冷戰時期將歐陸分為東

西兩區長達五十年。鐵幕以東稱為東歐，屬於共產主義蘇聯的勢力範圍，包括蘇聯本土

、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

和部份奧地利領土，上述國家組成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 countries)，與美國為首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鐵幕以西稱為西歐，屬於資本主義美國的勢力範圍，包括英、

法、西德、義大利、冰島、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盧森堡、丹麥、比利時、荷蘭、愛

爾蘭、瑞典、芬蘭、瑞士、奧地利、希臘和土耳其等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鐵幕指的是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將歐洲分為東西兩個不同政治區域的界線。鐵

幕一詞出自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46年美國密蘇里州Fulton的演講。鐵幕一直到1989年才

結束。 

2005年，德國柏林眾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議員、也是歐洲議會議員(MEPs) 
Michael Cramer，提議沿著柏林圍牆規劃160公里的自行車道(Berlin Wall Trail)，讓遊客

體驗東西柏林的歷史；此一成功的提案，促成1400公里德國邊界自行車道的規劃(German 
German Border Trail)；接著Michael Cramer以開發軟性的機動觀光產品(soft mobility 
tourism product)，提出6800公里的鐵幕自行車道，總共行經二十個國家、十四個歐盟會

員國。該計畫以「永續歐洲的觀光發展之新挑戰」為主題，於2006年通過歐洲議會，沿

著過去的軍事區域推動跨國生態觀光，並成為歐盟第十三條Eurovelo自行車道，同時宣

告將成為全球最長的史蹟自行車道(heritage trail)。歐盟於2010年開始接受各國的計畫申

請。 

鐵幕自行車道對於歐盟各國的市場與遊客量預測如下表所示。預計每年將產生
849,000個渡假旅次、330萬一日遊旅次、創造3.55億歐元的觀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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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推動自行車旅遊的案例分析 

一、日本自行車旅遊現況 

日本的自行車道，狹義上是指依道路構告令第2條第2號及道路交通法第2條第1項第

3號之3的「自行車道」；廣義上則還包括了道路法第48條之13第1項的「自行車專用道路

」、同法第48條之13第2項的「自行車行人專用道路」、道路構造令第2條第3號的「自行

車行人道」。從機能面上來說，大體可分成以通勤、通學等日常使用為主以及以運動、

休閒目的為主等兩大類，前者多與一般車道併設，後者理論上是指道路法第48條之13第
1項的「自行車專用道路」，然而現實上其數量非常少，同時容許行人使用者佔絕大多數

。 

主管自行車道的國土交通省道路局，在改善自行車行車環境、提高自行車行車安全

性及自行車使用率的政策上，可分為「大規模自行車道」、「自行車政策先進都市」、「自

行車通行環境整備」、「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等四個大方向。 

關於以運動、休閒目的為主的自行車道，日本早自1973年起，便開始進行大規模自

行車道的建設，計畫將全國各地的自然公園、名勝、觀光設施、全国各地自然公園、名

勝、観光施設、遊憩設施等串連在一起，總長4,300km，2009年度結束為止約完成3,600km
。關東地區最新的自行車道系統整合目標為812km，已建設完成624.8km，計畫範圍含

括東京都、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群馬縣、栃木縣、茨城縣等七個轄區（各縣自

行車道一覽見表2-5-1）。圖2-5-1可知，這56條路線並沒有完全串連在一起，多分佈於人

口密度略低的郊外與衛星市鎮，且多沿河岸或海岸等藍帶遊憩資源。 

 

表2-5-1 日本關東地方週邊自行車道一覽表 

都、縣 自行車道名稱 起點 終點 
預計 
公里 

完成 
公里 

茨城縣 

岩瀨土浦自行車道線 
(筑波自行車道) 

岩瀨町犬田 土浦市川口 40.1 40.1 

潮來土浦自行車道線 
(霞浦自行車道) 

潮來市牛堀 土浦市川口 40.0 14.6 

茨城大洗自行車道線 
(涸沼自行車道) 

茨城町長岡 大洗町祝町 23.0 21.0 

取手水海道自行車道線 
(小貝川自行車道) 

取手市小文間 水海道市荒井木町 30.2 22.8 

古河岩井自行車道線 
(利根渡良瀨自行車道) 

古河市櫻町 坂東市筵打 30.2 19.3 

栃木縣 

二宮宇都宮自行車道線 
(鬼怒川自行車道) 

芳賀郡二宮町

大字大道泉 
宇都宮市柳田町 25.5 25.5 

渡良瀨游水地壬生自行車道

線(黑川思川自行車道) 
下都賀郡野木

町友沼 
下都賀郡壬生町壬

生 
26.1 15.8 

桐生足利藤岡自行車道線 
(渡良瀨川自行車道) 

足利市小俣町 
下都賀郡藤岡町大

字藤岡 
22.2 22.2 

群馬縣 高崎伊勢崎自行車道線 高崎市濱尻町 伊勢崎市若葉町 42.5 42.5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55 
 

都、縣 自行車道名稱 起點 終點 
預計 
公里 

完成 
公里 

群馬縣 

桐生足利藤岡自行車道線(渡
良瀨川自行車道) 

桐生市錦町 栃木縣藤岡町 16.0 16.0 

玉村澀川自行車道線 
(縣央自行車道) 

玉村町五料 澀川市金井 35.0 29.7 

埼玉縣 

埼玉武藏丘陵森林公園自行

車道線(荒川自行車道) 
埼玉市常盤 滑川町福田 45.6 45.6 

江戶川自行車道 三鄉市高洲 幸手市中島 41.2 39.7 
川越狹山自行車道線 
(入間川自行車道) 

川越市中老袋 狹山市根岸 22.6 22.6 

川島孩童動物自然公園自行

車道線(比企自行車道) 
川島町大字松

永 
東松山市大字岩殿 12.8 10.2 

足立埼玉自行車道線 
(芝川自行車道) 

川口市領家 
埼玉市大宮第二公

園 
21.5 12.4 

千葉縣 

松戶野田關宿自行車道線(江
戶川左岸自行車道) 

松戶市小山 關宿町三軒家 41.4 40.9 

我孫子流山自行車道線 
(手賀沼自行車道) 

我孫子市布佐 流山市深井新田 30.8 17.7 

八千代印旛榮自行車道線(印
旛沼自行車道) 

八千代市保品 榮町和田 27.3 22.0 

飯岡九十九里自行車道線(太
平洋岸自行車道) 

飯岡町飯岡 九十九里町片貝 34.6 16.1 

九十九里一宮大原自行車道

線(太平洋岸自行車道) 
九十九里町片

貝 
大原町深堀 33.0 33.0 

和田白濱館山自行車道線(太
平洋岸自行車道) 

和田町下三原 館山市沼 50.4 29.0 

東京都 

保谷狹山自然公園自行車道

線(多摩湖自行車道) 
西東京市新町 東村山市多摩湖町 21.9 21.9 

葛第七三三號、A0440 
(江戶川自行車道) 

葛飾區柴又5丁
目外 

江戶川區南葛西5
丁目外 

22.0 21.9 

足立埼玉自行車道線 
(芝川自行車道) 

足立區鹿濱 足立屈入谷 0.6 0.6 

神奈川

縣 
 

藤澤大和自行車道 
(境川自行車道) 

藤澤市鵠沼海

岸 
大河市下鶴間 24.5 20.1 

相模川自行車道(相模綠線自

行車道) 
厚木市關口 平塚市千石河岸 21.0 1.5 

資料來源：關東周邊自行車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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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1 日本關東地方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 http://www.mlit.go.jp/road/road/bicycle/road/index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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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政策先進都市」是為了將自行車納入都市營造及社區營造一環的政策，國

土交通省自1998年度起，陸續指定了30個自行車利用促進暨環境改善的示範都市，作為

「自行車政策先進都市」，圖2-5-2為30個都市的分布。 

 

圖2-5-2 日本自行車相關設施完備模範城市分布圖 
資料來源：http://www.mlit.go.jp/road/road/bicycle/introduce/city.html 

在這30個先進都市中推動的策略，可分為自行車利用環境境設施之改善、作為都市

交通工具的自行車利用系統之構築、自行車利用之宣傳與教育活動、公私合作推動自行

車利用促進策略、違規亂停或棄置自行車之對策、社會實驗之實施等六大類。 

自行車利用環境境設施之改善，主要是以創造自行車友善環境為目的的策略。具體

來說，包括了自行車道的改善、自行車人行道中自行車行走位置的明示、自行車專用道

路與自行車行人專用道路的改善、自行車通行帶的設置、社區道路及步車共存道路等的

改善、在可通行普通自行車的人行道上所進行的自行車行走性改善、無人行道處自行車

行走空間的明確化、自行車停放處的設置等八項手法。下表2-5-2整理出改善手法之概念

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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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2 日本自行車相關週邊設施改善手法一覽表 

手法 概念 

自行車道的改善 

 

例: 大阪府大阪市 

 
(改善前) 

 

   
(改善後) 

自行車人行道中自行車

行走位置的明示 

 

例: 秋田縣二井町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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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 概念 

自行車專用道路與自行

車行人專用道路的改善 

  

自行車專用道路 自行車行人專用道路 

例: 北海道北廣島市 

 
(改善前) 

 

 
(改善後) 

自行車通行帶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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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 概念 

社區道路及步車共存道

路等的改善 

 

 
例: 群馬縣新町 

 
(改善前) 

 

 
(改善後)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61 
 

 

手法 概念 

在可通行普通自行車的

人行道上所進行的自行

車行走性改善 

包括高差、傾斜、陡坡的消除，以及舖面色彩及材質的改善

。 
 

 
例: 群馬縣新町 

 
(改善前) 

 

 
(改善後) 

無人行道處自行車行走

空間的明確化 

應用彩色舖面區隔車道與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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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停放處的設置 

 

(改善前) 

 

  

(改善後)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社區營造與自行車網頁http://www.mlit.go.jp/road/road/bicycle/introduce/policy1.html 

圖2-5-2以淺藍色表示者為自行車利用環境改善都市。除了這些都市外，其餘地區也

陸續開始了「自行車通行環境整備」，於2009年底共98個地區被選為進行改善的模範地

區，總計畫長度共338,975公尺，實際完成共230.940公尺長。日本還以出租系統的運用

及與公共交通工具的連攜兩種手法，構築自行車利用系統，以發展自行車成為都市主要

交通工具。 

在自行車旅遊風潮下，日本國土交通省道路局也開始了「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

其概念如下圖所示，希望藉由強化自行車道與觀光資源、河岸親水設施、港灣綠地等的

連結，以促進地區活性化。該事業不單單是自行車道的建設，還包括地方公共團體、觀

光行政、道路管理者、河川管理者、港灣管理者之間的跨部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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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3 日本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概念圖 

圖片來源：國土交通省道路局 http://www.mlit.go.jp/road/road/bicycle/cycletour/cyclingtour.html 

該事業的推動流程下圖所示。首先由有意願的地區提出申請，經國土交通省評估指

定為示範地區後，便由地區相關機關組成協議會，並擬定推動計畫。計畫經由國土交通

省公開後，在國土交通省的重點性支援之下交由地區推動該計畫。 

 
圖2-5-4 日本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推動流程 

圖片來源：國土交通省道路局 http://www.mlit.go.jp/road/road/bicycle/cycletour/cyclingtour.html 

截至目前為止，共 15個地區被選為示範地區，包括東北地方的新川･夏井川地區、

關東地方的群馬縣央地區、長野縣千曲川地區、橫濱市中心、中部地方的美濃地區、金

華山･長良川地區、近畿地方的泉州地區、中國地方的宍道湖周邊地區、防府地區、位

中國與九州兩地交界的下關地區、四國地方的松山地區、島波海道地區、九州地方的中

津耶馬溪地區、加世田地區、沖繩地方的玉城･佐敷地區等(如下圖所示)，每個地區都有

不同的魅力與特色，由各地區提出結合自行車道規劃與觀光資源的觀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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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5 日本自行車旅遊示範地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道路局 

除了以上15個示範地區外，許多縣也積極推動自行車旅遊。如位在首都圈的千葉縣

以中房總和南房總為示範地區，活用適合騎乘自行車的一般道路與自行車道，從下列四

個方向著手： 

1. 建構舒適便利的單車旅遊環境： 
(1)單車旅遊行程的設定  
(2)自行車站(CYCLE STATION)的整備 

2. 建構吸引單車騎士的千葉意象 
(1)設計推動千葉縣單車旅遊的口號與Logo 
(2)單車旅遊導覽地圖的製作與分發 
(3)千葉縣單車旅遊入口網站的設置（http://www.chiba-cycling.jp/） 
(4)與各類型主體協力合作傳播相關訊息（單車旅遊活動、自行車專門店、專業雜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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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6 千葉縣自行車旅遊Logo與地圖 
圖片來源：千葉縣網站http://www.pref.chiba.lg.jp/kankou/press/2011/cyclemodel.html 

3. 建構推動單車旅遊的機制 
(1)全縣與各示範地區單車旅遊推動體制的構築  
(2)設置「千葉縣單車旅遊示範事業推動委員會」作為縣級推動組織  
(3)設置「中房總觀光推動網絡協議會」、「南房總地區觀光圈推動協議會」作為示範

地區合作推動組織 

2011年度的推動主要放在「1. 建構舒適便利的單車旅遊環境」與「2. 建構吸引單

車騎士的千葉意象」上。中房總和南房總兩地皆設計了初級、中級、高級等難度不同的

行程，讓更多人可依自己的能力與經驗選擇適合的行程，享受單車旅遊的樂趣。千葉縣

同時得到國道公路（類似臺灣省道）休息站的協助，分別於中房總併設10個、南房總併

設11個自行車站(CYCLE STATION)，設有專用停車空間，站內除了讓單車騎士輕鬆解決

如廁、飲食、休息問題外，亦備有修理用工具、打氣設備等，供騎士免費使用。 

 

  
圖2-5-7 關東自行車道分布圖及自行車服務站(cycl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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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自行車道標示系統 

日本的「道路標誌、車道線及道路標線相關命令1」中與自行車相關者可分為標誌

與標線兩種，兩者又可再細分為禁制標誌、指示標誌、禁制標線、指示標線等四類。 

表2-5-3 日本「道路標誌、車道線及道路標線相關命令」中與自行車相關的禁制標誌 

種類 號碼 意旨 設置場所 

禁止自行車

以外之輕型

車輛通行 

（308） 

 

依交通法第八條第一項，禁

止自行車以外之輕型車輛

通行。 

自行車以外輕型車輛禁止通行

道路的路段、場所前方、或是場

所內之必要地點左側路端。 

禁止自行車

通行 

（309） 

 

依交通法第八條第一項，禁

止自行車通行。 
自行車禁止通行道路的路段、場

所前方、或是場所內之必要地點

左側路端。 

自行車專用 

（325 之 2） 

 

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前面或自行車道内必

要的地点。 
依道路法第四十八條之十

四第二項規定之自行車專

用道路。 

自行車專用道路入口及其他必

要場所的路端。 

依交通法第八條第一項道

路標誌，禁止普通自行車

（依交通法第六十三條之

三規定者。以下同。）以外

的車輛及行人通行。 

普通自行車以外的車輛及行人

禁止通行道路的路段、場所前

方、或是場所內之必要地點。 

自行車及行

人專用 

（325 之 3） 

 

依道路法第四十八條之十

四第二項規定之自行車及

行人專用道路。 

自行車及行人專用道路入口及

其他必要場所的路端。 

依交通法第八條第一項之

道路標誌，禁止普通自行車

以外車輛通行。 

普通自行車以外車輛禁止通行

道路的路段、場所前方、或是場

所內之必要地點。 
依交通法第六十三條之四

第一項第一號的道路標

誌，可供普通自行車通行的

步道。 

普通自行車可通行之歩道道路

的路段、場所前方、或是場所內

之必要地點。 

自行車單方

通行 

（326之 2-Ａ・

Ｂ) 

 
 

依道路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禁止自行車依標示

板箭頭的反方向通行。 

禁止自行車依一定方向通行通

行之車道、自行車道或自行車人

行道路段的入口及步 步道、自

行車道或自行車人行道路段內

必要地點的路端。 
 

普通自行車

專用通行帶 

（327之 4之 2） 

 

依交通法第二十條第二項

道路標誌，設於車輛通行

帶、專供普通自行車通行

者。輕車輛以外的車輛則行

駛於普通自行車專用通行

帶以外的車輛通行帶。 

普通自行車專用通行帶前面及

普通自行車專用通行帶前面內

必要地點左側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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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4 日本「道路標誌、車道線及道路標線相關命令」中與自行車相關的指示標誌 

種類 號碼 意旨 設置場所 

可並排前進 

（401） 

 

依交通法第六十三條之

五的道路標誌，普通自

行車可與其他普通自行

車並行（二臺並行為

限）。 

普通自行車可與其他普通自行

車並行的道路路段的前面，以及

道路路段必要地點左側路端。 

自行車穿越道 

（407 之 2）

 

依交通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號之二規定之自行

車穿越道。 

自行車穿越道路端。 

行人與自行車穿

越道 

（407 之 3）

 

依交通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號規定的行人穿越

道與同項第四號之二的

自行車穿越道兩者併設

的地方。 

行人與自行車穿越道的路端。 

 
表2-5-5 日本「道路標誌、車道線及道路標線相關命令」中與自行車相關的禁制標線 

種類 號碼 意旨 設置場所 
普通自行車

人行道通行

可 

（114 之 2） 
 

依交通法第六十三條之四第一

項第一號道路標線，普通自行車

可通行的人行道。 

普通自行車可通行的

人行道的區間內之必

要地點。 

普通自行車

在人行道上

可通行的部

分 

（114 之 3） 

 

依交通法第六十三條之四第一

項第一號道路標線規定普通自

行車可通行的人行道，且依同條

第二項之道路標線，指定應通行

的部分。 

普通自行車可通行的

人行道，且依同條第二

項之道路標線，指定應

通行的區間。 

表2-5-6 日本「道路標誌、車道線及道路標線相關命令」中與自行車相關的指示標線 

種類 號碼 意旨 設置場所 

自行車穿越

道 

（201 之 3） 

 

依交通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號

之二規定自行車可穿越者。 
設置自行車穿越道的

場所。 

前有行人穿

越道或自行

車穿越道 

（210） 

 

前方有行人穿越道或自行車穿

越道。 
有必要告知「前方有行

人穿越道或自行車穿

越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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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各國案例分析小結 

綜合上述各國的自行車發展案例，茲將重點整理如下： 

國外案例 重點資訊匯整 
北歐三國城市

自行車發展 
利用城市自行車行銷都市旅遊的作法，較適合臺北市與新北市兩大都

會的發展。 
夏威夷的自行

車計畫 
茂宜島成功推動 BIKING DOWNHILL 旅遊產品，可作為宜蘭縣推動從

山下騎自行車下山的案例參考。 
英國全國自行

車路網旗鑑計

畫 
Sustans(NCN: 
National Cycle 
Network) 

1.自行車路網由全國觀點角度出發，統一進行規劃，做為推動綠色觀

光、家庭休閒旅遊、賦予歷史地標新生命之基礎 
2.路網整合，串聯景點與當地社區，吸引旅客來訪 
3.NCN 推動將英國騎乘自行車比例由 20%提高至 29% 
4.英國四個區域分別邀請當地藝術家設計里程與標誌系統，增加地方特

色與趣味性 
荷蘭阿姆斯特

丹自行車道設

施 

1.五項自行車設施的主要要求：連續性(coherence)方向性(directness)安
全性(safety)舒適性(comfort)趣味性(attractiveness) 
2.路網整合有助於提升連續性、方向性、安全性;而旅遊資訊整合則提

高了自行車旅遊的趣味性 
加拿大魁北克

省自行車旅遊

經濟效益 
 

1.2000 年自行車騎士在魁北克省的消費達 1.66 億美元，自行車產業銷

售超過 1.81 億美元，提供 2800 個就業機會，讓魁北克省的財稅收入達

1720 萬美元，加拿大政府財稅收入 1360 萬美元 
2.自行車旅遊帶來可觀經濟效益(旅客消費及自行車產業)，並有助於提

升地方政府稅收 
3.面對異地空間的挑戰，借助友善的導航系統協助完成自行車旅遊，強

調資訊提供之重要性 
4.行銷城市與區域的自行車路網是必要的，應有足夠的導引設施引導至

郊區、城市與住宿地點-->路網整合涵蓋至週邊服務設施 
日本自行車旅

遊事業推動 
 

1.由日本國土交通省道路局主導「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藉由強化自

行車道與觀光資源、河岸親水設施、港灣綠地連結，促進地區活性化 
2.每個地區有不同的魅力與特色，由各地區提出結合自行車道規劃與觀

光資源的觀光政策 
3.千葉縣結合國道公路(臺灣省道)休息站，設置 21 處自行車站(CYCLE 
STATION)，設有專用停車空間，提供騎士如廁、飲食、休息、修理、

打氣等免費使用。 
4.日本整合區域路網，目標為 812km，已建設完成 624.8km，範圍含括

東京都、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群馬縣、槴木縣、茨城縣等七

個轄區。 
日本由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道路局)主導的推動策略，選定 15 個示範

地區，強調三個方向：旅遊環境、吸引意象、以及推動機制，可作為

北臺由上而下發展策略參考。 
歐盟 16 個案例 由於歐盟全力推動自行車觀光旅遊產業，可茲參考的案例內容豐富，

茲彙整發展策略於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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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案例經驗除了上述發展重點外，對於推動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的參

考包括： 

1.路網整合是推動綠色(自行車)觀光及串聯景點與地區週邊服務設施的基礎，完整的自

行車路網能有效地吸引與引導旅客(英國提升了9%)。 

2.旅遊資訊整合可協助旅客瞭解旅遊地區服務設施分佈及交通系統(例如自行車道、停車

場、鐵路場站接駁等)，以促進旅遊活動的順利進行，特別是對於外地旅客而言幫助很

大。 

3.自行車旅遊路網在規劃上須考慮涵蓋景點(觀光資源、河岸親水設施、港灣綠地)及服

務設施(車道沿線設施及服務站、當地城鎮的食宿供應)，且須因地制宜，配合當地特色

先加以整合，由地區性整合逐漸朝跨區域整合發展(例如日本的作法)。 

4.推動自行車旅遊不僅可以帶動地方發展、活化地方建設(景點與歷史地標)，亦可帶來

可觀的收益(消費與稅收)，有利於自行車旅遊推動政策之財務永續(例如加拿大)。 

此外，由上述國外案例分析可知，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欲成功的關鍵，在於自

行車與其它設施的整合，包括： 

1. 提供安全的自行車道系統 

2. 規劃自行車旅遊路線 

3. 設置正確的標示系統 

4. 充足的自行車資訊 

5. 租借自行車的設備 

因此本研究配合上述五大關鍵，指出下列作業內容： 

提供安全的自行車道系統 
調查並確認適合發展自行車旅遊的北臺八縣市自行

車道系統，斷裂之處協助研提計畫申請中央補助，以

建立北臺串連或區域串連路線 

規劃自行車旅遊路線 
調查自行車道與周邊旅遊景點，規劃多元的套裝旅遊

路線，結合大眾運輸系統與相關地方產業發展 

設置正確的標示系 
目前北臺八縣市各自有指標系統，檢討未來北臺自行

車旅遊系統的標示原則 

充足的自行車資訊 

租借自行車的設備 
藉由服務園區的設立滿足資訊的提供與自行車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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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相關產業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臺灣自行車產業的發展 

二次大戰後的自行車市場，從便宜的自行車到講究高品質、高科技的需求，造成美

國、日本、臺灣新興工業的興起。1970s 晚期之前，亞洲製造者已經以品質打敗歐洲及
美國的老牌製造者，其中 50%來自臺灣巨大公司。巨大是全球產值最大的自行車公司，
全球營收金額約 150億臺幣，年產銷 480萬臺自行車。 

臺灣於民國 69年自行車外銷量首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自行車輸出量最大的國家，
民國 74 年自行車年產量再度超越日本，贏得「世界自行車王國」的美譽。根據車輛工
業月刊 2002 資料顯示，2000 年臺灣自行車年產量約為 700 萬臺，整體產業產值為 589
億元，其中 95%外銷歐美地區，佔歐洲自行車進口市場供應國的第一名，歐洲人甚至以
擁有臺灣製的自行車為榮。 

 

圖3-1-1 臺灣自行車產業的發展 

1970 年代晚期，臺灣巨大公司成為全球產值最大的自行車廠商；1980 年代臺灣成
為自行車製造王國，但卻不是自行車的「騎乘」王國。1990 年代晚期淡水河-新店溪專
用道之規劃，為全臺第一條以遊憩功能為主的自行車專用道。1997 年關山鎮環鎮自行
車專用道的成功，帶動以自行車發展鄉村遊憩的風潮，營建署透過城鄉新風貌建設計

畫，補助各縣市進行自行車道之規劃。臺灣發展自行車產業的演進過程如下表 3-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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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臺灣自行車道發展歷程 

面向 年份 概述 

產 
業 
面 

~1945 
自行車於日治時期引進臺灣，當時稱為自轉車（日語 zitensya），戰後出現腳
踏車、鐵馬等名稱。 

1945~ 
戰後的自行車市場，從便宜的自行車到講究高品質、高科技的需求，造成美

國、日本、臺灣新興工業的興起。 

1970s 
臺灣夾帶加工技術及成本上的優勢，成為全球自行車輸出王國，但帶領全球

自行車關鍵技術的國家卻不是臺灣。 

1970s晚
期 

亞洲製造者已經以品質打敗歐洲及美國的老牌製造者，其中 50% 來自臺灣
巨大公司。巨大是全球產值最大的自行車公司，全球營收金額約 150 億臺幣，
產銷 480萬臺自行車。 

1980 自行車外銷量首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自行車輸出量最大的國家。 
1985 自行車年產量再度超越日本，贏得「世界自行車王國」美譽。 
1990s 估計臺灣每年生產自行車 700 萬臺，外銷 600萬臺。 

環 
境 
面 

1991 
臺灣的自行車專用道發展始於臺北市，以交通功能為主，建造敦化北路至民

權東路至南京東路分隔島兩側各一米，當時以試辦為主，惟自行車騎士仍騎

在慢車道或紅磚道上。 
1990 
晚期 

淡水河－新店溪專用道之規劃，為全臺第一條以遊憩功能為主的自行車專用

道。 

1997 
關山鎮環鎮自行車專用道的成功，帶動全臺各鄉鎮以自行車發展鄉村遊憩的

風潮。 

產 
業 
面 

1997 臺灣輸入歐洲的自行車為 270 萬輛，產值為 2.4億美元。 

1999 
臺灣自行車整體產業產值為 602 億元，1990 年為 500 億元，年平均成長率為
3.3%。 

2000 臺灣為歐洲自行車進口市場供應國的第一名，第二名為波蘭（但望塵莫及）。 

2000 
臺灣自行車年產量約為 700 萬臺，整體產業產值為 589 億元，其中 95%外銷
歐美地區，佔歐洲自行車進口市場供應國的第一名，歐洲人甚至以擁有臺灣

製的自行車為榮。 

政 
策 
面 

2000 臺北捷運公司於淡水捷運沿線規劃完成自行車道。 
2000s 營建署推動城鄉新風貌建設計畫，補助各縣市進行自行車規劃。 

2002~ 
2008 

行政院體委會提出「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以每公里補助 100
萬元推動環島與區域自行車路網，臺灣約有 78 條自行車規劃建置當中，五
年投入新臺幣 21億元。 
國家公園與國家風景區配合觀光遊憩的發展，開始建設自行車道，私人遊樂

區也開始提供自行車租用的設施與風潮。 

2009 

高雄市公共自行車（C Bike）於 2009 年 3月 1日啟用，是全國第 1個「都會
網絡型」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公共自行車租賃採 24 小時自動租賃站方式
經營管理，並提供甲地租車、乙地還車的便利服務措施，有 50個站點、4,500
輛自行車供民眾使用。 

2009- 
2012 

臺北市政府與臺灣捷安特攜手啟動臺北市接駁型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

計畫（YouBike），2009年 3月開始試辦，提供公共自行車電子無人自動化公
共自行車租賃站 11處、自行車 500 臺，並採用 RFID晶片技術，有效管控租
賃流程。2012 年臺北市政府展開三年 YOU-BIKE擴展計畫，將於 3年建置
162站、提供 5,350 輛公共自行車。 

資料來源：休閒遊憩與觀光，張馨文、解鴻年，99年9月、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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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休閒遊憩與觀光，張馨文、解鴻年，99年9月 

 

圖3-1-2 全球自行車生命週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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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顧問團對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於 2008 年所提
出的「國際自行車市場趨勢與臺灣自行車產業現況」，對於臺灣自行車產業的發展定位

分析，認為臺灣除了少數大型自行車企業擁有自有品牌以外，其餘皆以代工生產為主；

包括大甲地區－中高價整車與中高價零組件(華南深圳自行車臺商)、彰化地區－中高價
整車與中低價零組件(華東太倉自行車臺商)、臺南地區－高價與低價整車與低價零組件
(越南平陽自行車臺商)。 

針對臺灣自行車發展環境，CHC 分析自行車產業是近六十年來最完整的製造體系；
而軌道式大眾運輸系統對自行車多所限制(BIKE ON TRAIN)、大巴運輸業者需改裝車輛
始能提供自行車 BIKE ON BUS 的服務、全臺灣超過四百條自行車道未能系統化連接、
兩兆雙星產業對傳產人材造成磁吸效應、國內自行車騎乘人口支撐不起研發環境、內銷

市場未能成為發展國際通路練兵場等。因為對於未來臺灣自行車產業的發展需求，轉型

為服務型產業成為必要的方向。 

此外，根據自行車會訊(TBEA,2012) 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在 2012 年 1-5月
自行車出口量近 180萬輛，總計金額將近 7億美元，比 2011 年出口量增加 9.77%。臺
灣自行車產業概況根據自行車會訊整理如表 3-1-2所示。 

表3-1-2 臺灣自行車產業概況 

2012年 1-5月 數量(臺) 金額(US$) 
平均單價

(US$) 

與 2011年出口量
比較增/減(%) 

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302,028 155,780,751 515.78 -11.47% 

美  國 255,048 129,711,361 508.58 -13.01% 

加拿大 40,088 23,375,315 583.10 -1.93% 

歐盟(EU) 1,079,378 326,097,182 302.12 20.64% 

荷  蘭 210,349 84,797,505 403.13 22.64% 

德  國 189,850 63,598,782 334.99 15.45% 

英  國 190,440 57,822,664 303.63 42.82% 

日  本 145,204 53,883,197 371.09 -2.93% 

中國大陸 36,479 18,554,104 508.62 -6.83% 

南韓 29,349 16,163,643 550.74 3.07% 

總計 1,811,423 690,196,209 381.02 9.77% 

資料來源：TBEA，2012.7 

臺灣在二次大戰後投入自行車工業，1970年代以加工技術及成本優勢，成為自行車
製造王國；1980年代自行車輸出量與年產量超過日本，成為自行車輸出王國。二十一世
紀由於健康與健身新趨勢，加上永續發展與環境意識覺醒，以自行車從事遊憩活動成為

新興旅遊的代名詞。推動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建構新的旅遊服務模式，應用於自行車

旅遊服務產業上，建立可行的商業模式。臺灣以自行車環島蔚為風潮，但是自行車產業

發展上仍停留在自行車的銷售與租借，未能促成旅遊產業之加值，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整合與營運，結合自行車旅遊路線規劃與導覽，以吸引更多團體與家庭旅遊，為值得努

力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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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 

北臺八縣市整合推動自行車旅遊，旅遊系統的自我營運管理相關產業，應包含ABCS
下列四大完善的自行車旅遊服務： 

1.  Attraction 旅遊吸引力：周邊旅遊景點、餐飲、住宿、紀念品等。 

2.  Bicycle environment 自行車騎乘環境：自行車道與設施、景觀維護等。 

3.  Cyclist service自行車服務系統：修車、補給、相關資訊、導覽解說、遊程安排等。 

4.  Supporting Transport 交通支援系統：可及性、聯外道路、臺鐵、高鐵、Park&Ride
停車場、觀光巴士接駁服務等。 

 

 

圖3-2-1 自行車旅遊產業服務系統 

本研究針對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的相關產業，建議包括觀光旅遊產業(景

點與餐飲住宿服務)、自行車產業(產業發展策略與鏈結)、交通服務業(運輸接駁與公共

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區系統)以及景觀維護(自行車騎乘環境)等，營運部門建議結合，

臺鐵餐旅服務總所、便利商店、旅行社、自行車產業以及青年旅舍等，其概念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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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 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的相關產業 

 

目前推行自行車旅遊活動之主要公司有捷安特旅行社以及中華單車文化學會等，高

雄也創立「倉庫自行車學校」，在當地自行舉辦自行車旅遊活動。調查各公司之活動項

目與服務費用，以及提供的旅遊路線，整理如下表所示，此為常態性自行車旅遊活動；

除了常態性自行車旅遊活動之外，政府或公家機關也常舉辦各式各樣的自行車活動，歸

類為節慶式自行車旅遊活動，例如：功學社單車學校多年來與政府機關舉辦單車競賽活

動、金門單車導覽旅遊等；以及捷安特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在民國一百年的最後一天，

號召一萬人，與文建會、體委會合辦的 ONE BIKE ONE 建國百年轉動臺灣向前行活動，
並締造新的世界紀錄。中華民國運動休閒推廣協會連續五年主辦「媽祖萬人崇 BIKE」，
全長一百八十五公里，從新竹市到新港奉天宮，超過六千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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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自行車旅遊常態性活動一覽表 

營運團體 費用 服務項目 國內外旅遊 

捷安特 
旅行社 

1. 每人至少 4,300元起 
2. 依活動行程及地點而異 
3. 費用包含： 
(1)補給物料、維修費用、自行車租借費
用、後援車、行李車及活動記錄片。 

(2)服務人員服務費。 
(3)住宿、餐食、門票及國外機票等費用。 
(4)500 萬履約保證責任險，500 萬旅

遊責任險 (及 20 萬醫療險 )。  
(5)阿里山小火車及集集線火車車

票。  

1. 行前服務，包含諮
詢、旅程規劃、專

業訓練、行前教育

等。 
2. 活動執行服務，
包含騎乘導覽、旅

程紀錄、租借、車

隊…等服務。 
3. 行後顧客服務，
包含回憶影片提

供、活動訊息、客

製化產品等。 

國內： 
1. 環島 
2. 花東縱谷 
3. 墾丁 
4. 金門離島 
5. 日月潭 
6. 北宜 
國外－日本沖繩等 

中華單車文

化學會 

1. 每人至少 23,000元起 
2. 依活動行程及地點而異 
3. 費用包含：來回經濟艙機票、當地巴

士、支援車、住宿、食(自由活動除
外)、機場稅、保險、單車嚮導和領隊、
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1. 旅程規劃 
2. 騎乘導覽、車

隊、補給後援車

等 

目前無國內旅遊行程 
國外： 
1. 中國大陸 
2. 日本北海道 

倉庫自行車

學校 
1. 每人僅需 50元 
2. 費用僅包括保險費 

僅有支援車與維修

技師 
高雄 

臺灣自行車

競輪協會 

1. 每人 4,500 元 
2. 費用包含： 
(1)MAO專業旅遊單車(配備含安全帽、前
後燈、碼表、置物袋等)。 

(2)住宿餐食及運動補給 
(3)單車活動記錄片、活動完成證明。  
(4)後補支援車、領隊、服務人員服務費。  
(5)300 萬旅遊平安險及 10 萬醫療險。 
(6)高鐵烏日站至競輪協會接駁。 

1.旅程規劃 
2.單車活動記錄片 
3.領隊導覽，補給支
援車 
 

日月潭二日遊 

九太國際旅

行社 

1. 每人 599元起 

2. 費用包含：行程內各休閒農場體驗券
四樣 

3. 可另加保險費 50元 

僅有領隊導覽解說 宜蘭羅東溪 

尚海 

旅行社 

1. 半日遊每人 300元，一日遊每人 1600
元起(假日則加價 100元) 

2. 費用包含：自行車、餐食、水、點心
以及保險。 

僅有領隊導覽解說 宜蘭冬山河 

雄獅 

旅行社 

屬於公司的產參三部門 

屬於客製化行程 
專業旅遊服務 

以國外自行車旅遊行程

為主 

國內配合企業團體如
ICRT 

阿度的店 
1. 每人 200元起 

2. 費用包含：自行車租借及農特產品 

1.領隊導覽解說 

2.農村採果體驗 
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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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瞭解臺灣自行車旅遊相關產業的發展，訪談捷安特旅行社、美利達租賃中心

與悟饕集團、雄獅旅行社、以及推動兩鐵旅遊的臺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會等，以供本

研究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之參考。 

一、捷安特旅行社 

捷安特旅行社成立於 2009 年，由何友仁總經理負責，蔡嘉津經理執行，目前有十
位專職員工，以及十位單車領隊，並建立兼職領隊人力資料庫；設備方面有十一部褓姆

車、120 部自行車。捷安特旅行社成立三年已轉虧為盈，80%客人為客製化的顧客，來
自全球各地，包括歐美、亞洲、紐澳等。國內客人以學校(例如康橋中學)以及企業客戶(例
如王品集團)為主。陸客也漸漸增加，因為「臺灣是大陸自行車遊客心目中最嚮往的夢
幻路線」。 

交通部 2010 年推動的花東兩鐵旅遊，臺鐵補給站委由捷安特旅行社負責，包括花
蓮站、臺東站、新城站、安通站、玉里站以及壽豐站。花蓮站與臺東站為遊客主要聚集

點、其次為新城與安通、玉里及壽豐的使用人次最少。花東兩鐵補給站由巨大總公司負

責，目前專職員工有十七位、300部自行車、五位單車導遊，營運成本須一百萬元。 

對於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的整合，捷安特旅行社亦樂觀其成，並建議區分環

島路線與區域旅遊路線，因為前者以騎乘環島為目標，因此多以現有道路系統為主，反

而不會繞進去各縣市所規劃建設的自行車道；後者則可以自行車道結合當地的旅遊產

業。 

推動自行車旅遊，捷安特蔡經理整理下列四個案例模式與市場區隔： 

1.阿度的店在花東自行車旅遊市場成功的推動平價團體旅遊與預約制度。 

2.捷安特在中部日月潭環湖自行車道成功推動高價自行車租借(每小時 200元)。 

3.捷安特花東租賃店與臺鐵結合推動兩鐵旅遊、以及甲租乙還的自由行市場。 

4.九人座自行車車導。 

  

捷安特旅行社蔡經理訪談 自行車旅遊的褓姆車 

圖3-2-3 國內自行車旅遊業者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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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利達自行車蘭陽租賃中心與悟饕集團 

宜蘭縣目前由美利達自行車蘭陽租賃中心負責自行車租賃，該事業係由美利達與悟

饕飯包集團異業結合，成為自行車旅遊服務的新模式。 

美利達自行車蘭陽租賃中心目前由劉經理負責，包括冬山河旗鑑店、傳藝中心、冬

山火車站、羅東火車站等四站。悟饕飯包集團目前在全臺灣有兩百多個經營門市，並跨

足上海與日本。創辦人李先生與林執行長係本著環保建康以及在地精神，結合飲食文化

與自行車旅遊，對於未來政府將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很肯定。宜蘭縣目前也有民間

業者申請於礁溪公園 OT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 

  
進駐宜蘭縣的美利達自行車蘭陽租賃中心，與悟饕飯包集團異業結合 

圖3-2-4 宜蘭自行車租借現況照片 
 

 98年 9月悟樂達公司成立，開設公司的第一家親水公園旗鑑店、10月開店於冬山
火車站、11月開店於宜蘭火車站與羅東運動公園(惟這兩個站分別於 99年六月與九月關
店)、99 年 8 月開店於傳藝中心、101 年 1 月開店於羅東火車站，劉經理提供冬山河旗
鑑店成立至今 30個月租借人數共約 21000人次、冬山火車站約 7000人次、傳藝中心成
立至今約 20個月租借人數約 3800人次。劉經理指出如何突破現有的自行車遊客人數是
業者經營時面臨的財務挑戰。 

三、雄獅旅行社 

雄獅旅遊集團創立於 1977年，目前在全球共分布 59個實體服務據點。董事長實施
全面ｅ化的工作環境，創造超過 100萬旅客服務人次及 200億元的營業額，成為全球華
人旅遊的第一品牌，也是全臺灣最大的旅行社。。雄獅旅遊集團包括傑森全球整合行銷

公司、欣傳媒公司、雄獅資訊科技公司、安捷遊覽車公司、安適小客車公司、雄獅杏林

事業公司、雄獅菁英育成公司等，以全方位生活休閒產業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走向旅遊

整合性加值服務的時代。 

本研究團隊顧問~雄獅旅行社陳瑞倫副總對於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樂觀
其成，自行車旅遊在雄獅集團屬於客製化行程安排，為該公司產參參部門。今年春季雄

獅旅行社將有兩百位德國籍遊輪客人從基隆港抵達入境，陳副總認為如果提供電動自行

車遊基隆，也是一種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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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臺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林悉弘先生來自屏東，經營幼稚園事業，2003
年舉辦第一屆屏東縣小學單車畢業典禮，行程為上午 8：30從屏東縣政府出發、下午五
點到達墾丁鵝巒鼻，共計 120km，推廣單車教育及享受休閒單車不遺餘力。 

2006年成立臺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會，並推動兩鐵環島。林理事長舉辦第一次兩
鐵環島活動時，現任臺鐵餐旅總所總經理朱來順博士當時擔任臺鐵高雄運務段段長，配

合於臺鐵車廂加掛第一列可停放自行車的列車，創造臺灣兩鐵旅遊的開始。現在區間車

最後一列車廂、以及自強號、莒光號皆有 bike on train 的機會，火車站可上自行車者，
包括臺北的松山、萬華站。推動兩鐵旅遊往南還有鶯歌站、新竹站、香山站、竹南站、

最常利用的三義站、以及海線的苑里站與通霄站等；東部從福隆站、宜蘭、礁溪、頭城、

羅東到冬山站，其中以冬山車站設置引道讓自行車下火車後可以順利出車站的設計最

佳。支線也是很有吸引力、可發展兩鐵旅遊的機會，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中，包括平溪

支線及內灣支線都很有機會。 

林理事長建議休閒自行車每天騎乘單趟不超過 25 km，包括停留休息約 2.5小時、
來回則不超過 50km。休閒產業發展協會於 101年七月八日至十四日推出環島兩鐵郵輪，
每人旅費 25000元，共 120 人，三節戴人的列車以及三節戴自行車的列車。 

推動兩鐵旅遊是北臺八縣市及全臺灣極具未來發展性的產業，惟臺鐵現階段很多班

次仍負擔大眾通勤通學的功能，推動兩鐵旅遊需配合部份開放自行車乘車規定的班次加

以操作、或是申請專門列車。 

五、臺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瘋樂活系列自行車闖關挑戰活動一年將有四次賽事，提供已經是自行車車友的另一

種新的闖關挑戰方式，並且吸引新的未參加過賽事、想嘗試自行車休閒挑戰的民眾自行

車休閒體驗。深度以及結合景點的自行車休閒挑戰方式，可滿足民眾對於運動、休閒、

觀光、美食等等綜合需求，切入不同的自行車賽事市場，擴大影響層面，增加自行車休

閒運動人口，發現臺灣地方之美，進一步還可以填補目前臺灣自行車賽事或親子遊方式

中間欠缺的深度綠色旅遊行程。  

由 2012 年開始，規劃為一年四季四個賽程，於全臺灣各地東南西北區，分春夏秋
冬，包含不落 2 北岸春花騎、不落 113 中部山海騎、不落 2 宜蘭溪戲騎、不落 13 南國
米鄉騎等活動，希望培養一定運動休閒人口，鼓勵戶外活動與交流。 

不落 N系列涵義為盡量不騎主要汽車省道縣道公路，尋找合適騎車真正樂趣的旅程
〈鄉鎮道路、自行車道〉New cycling life。以自行車慢騎視覺享受、呼吸田野氣味、深
入薰陶在地人文自然、重新真正深入認識臺灣。以交友與休閒的態度參與自行車闖關挑

戰活動，提升騎乘自行車的另一種樂趣。 

深度結合景點的自行車挑戰方式，規劃了臺灣各地東南西北區的騎乘，結合當地景

點特色，分為春夏秋冬四季的賽事，每場騎乘中都會設立闖關點，闖關設立點主要設立

在當地的特色景點，希望藉由集章闖關，讓每位參賽者可以更了解當地景觀特色，發現

臺灣的美。101年 9月 9 日舉辦宜蘭不落 92，2100 人挑戰 100公里。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3-11 

 

 
圖3-2-5 不落N系列活動照片 

(活動網址 http://www.funroad.tw/2012-3/index.php)

 
六、結合資通訊產業加值自行車旅遊觀光導覽  

 

當金融海嘯襲捲全球時，臺灣的經濟若還是過度依賴製造業出口，將受其害。值此

產業轉型之際，思考如何以服務業帶動製造業，以及結合資通訊發展觀光旅遊的創新服

務新模式，是臺灣當前經濟發展的新方向。 

臺灣是自行車製造王國，由於健康與健身新趨勢，加上永續發展與環境意識覺醒，

自行車旅遊成為新興活動的代名詞。惟國內自行車產業現階段仍停留在銷售與租借，未

能促成自行車旅遊產業之加值。若能整合臺灣的自行車製造與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兩大特色產業，建構新的旅遊服務模式，將樂活慢速的
自行車工具，與變化速度最快的高科技結合，整合技術與營運模式，建立自行車旅遊之

路線規劃、領隊導覽及團體旅遊服務，對於北臺推動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以及建立服

務園區新的商業模式極有助益。 

旅遊服務模式可以包括：調查車騎乘在自行車旅遊路線上，對於沿途的觀光資源（景

點、植物、動物等）進行調查，並拍照、定位、錄製導覽解說語音，地形部分亦可用運

用 GPS 進行沿線坡度調查。完成後將調查資訊回傳至資訊中心(core center)進行資料處
理，未來行經至該點的遊客，即可獲得該點的資訊內容。 

進行自行車團體旅遊時，嚮導車以及遊客自行車上皆安裝有攝錄影機、GPS 定位、
生理（心跳）資訊監測、音樂背包等設備，讓自行車嚮導車透過資通訊技術，對於路況、

緊急事故等，可向後方車隊發出即時安全警告；而在旅途中，行經各個景點皆可以利用

語音系統進行深度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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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6  利用GPS進行自行車旅遊沿線調查示意圖 

 

本研究建議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未來可建立「北臺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該系統
應具備以下功能： 

1.地圖標記 

可在地圖上點擊，並依使用者所點擊的位置上標記大頭針。 

(1)此大頭針可設為最喜愛的地點或常去的地方，並可編輯其地點上的內容，如：
可給予此地點一些評論，以供日後參考。 

(2)可設為欲前往的目的地位置，並進行快速的路徑規劃。 

(3)可以作為緊急救援地點確認的依據 

2.查詢鄰近地點 

在一定的範圍內，搜尋目前使用者鄰近喜愛的地點。如：自行車服務園區、自然景

觀、商店…等等。 

3.自行車遊客的個人路徑規劃 

可提供使用者輸入多個地點，並產生一段路徑規劃，其路徑為使用者依序輸入的地

點。 

4.呈現路徑 

使用者可輸入欲前往的地點，並畫出其規劃的路徑。路途當中顯示出可能遇到的相

關景點、商家、休息區…等等。 

5.跟隨我 

(1)使用者若開啟“跟隨我”功能，立即開放使用者即時位置，但此功能需登入伺服器

主機才可使用。 

(2)其他使用者可搜尋附近有開啟“跟隨我”的使用者之即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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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PS 軌跡記錄 

可調閱每次出遊時，有去過的景點和地方。這樣可確保尚未去過哪些景點，並可隨

時與親朋好友分享自己有去過哪裡遊玩。 

7.未來擴充計畫 

未來若考慮全面使用「智慧型自行車行動導覽系統」推廣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事

業，可以將本計畫目前建議的「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延伸擴充下列功能，藉以帶動北
臺八縣市觀光旅遊路線周邊商家與景點的經濟效益： 

(1)多媒體平臺 
建置網站型態的自行車資訊分享平臺。可利用一般電腦至分享平臺上觀看多種資

訊（使用與智慧型手機相同的資料庫）。 
(2)鄰近鄉、鎮、區的活動互動 
可查閱使用者附近的地區，是否有其他活動可參與。 

(3)鄰近鄉、鎮、區的天氣查詢 
(4)建議騎程路線 
(5)跟隨我的功能加強 
可發送群體訊息、語音廣播，藉以達到警示提醒的功能。 

    (6)數位導覽 
進入商家或活動展場後，可利用手機掃瞄二維條碼(QR Code)進行店內或場內的
數位導覽。 

(7)範例畫面 

 

 

  

圖3-2-7  APP導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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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行車相關網站比較 

以下針對於現有中央政府、地方協會等對於自行車之相關網站的優缺點分析，詳如

表 3-2-1所示： 

表3-2-2 自行車相關網站優劣比較表 

單位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址 優點 缺點 

中央

政府 

1 
東部自行

車入口網 

http://motc
bike.iot.go
v.tw/ 

1.提供東部自行車道各項騎乘資
訊，如路線規劃、難度級數、消

耗熱量、道路狀況適合騎乘季節

與時段、路線坡度，以及周邊交

通方式。 
2.提供自行車有相關討論空間，
建構互動平臺。 
3.提供自行車友分享推薦路線之
平臺。 
4.提供各縣市自行車道之網站連
結。 
5.提供自行車道設計、法規、騎
乘要覽等資訊。 

網站所提供之車

道圖資，精細度

略為不足，若車

友行經路況較複

雜之處，無法清

楚判別圖面所提

供之資訊。 

2 

行政院環

保署-全
國綠色路

網 

http://www
.epa-bike.t
w/index.ht
ml 

1. 結合 GOOGLE MAPS，一般
民眾可迅速上手，不需重新

適應系統環境。 
2. 路網可供下載，有助路網資
訊加值應用。 

3. 有提供部分自行車相關設施
地標。 

尚缺乏部分於

100 年度下半年

完工之車道。 

3 

內政部營

建署-市
區自行車

道資訊整

合應用網 

http://bike
way.cpami.
gov.tw/bik
eway/ 

1. 結合 GOOGLE MAPS，一般
民眾可迅速上手，不需重新

適應系統環境。 
2. 有提供部分自行車相關設施
地標。 

1. 尚缺乏部分

於 100 年度

下半年完工

之車道。 
2. 部分車道線

型與現況不

符。 
3. 路線資訊不

可下載 

4 
東北角自

行車網 

http://www
.necoast-ns
a.gov.tw/bi
cycle_web/
page01.ht
ml 

1.提供東北腳自行車道相關旅遊
資訊。 
2.圖面資料生動活潑，有助於使
用者快速適應網站使用介面。 
3.提供自行車騎乘技巧資訊。 
4.提供自行車行程規劃建議。 

自行車道路線圖

資，僅可作為示

意使用，若車友

行經路況較複雜

之處，無法清楚

判別圖面所提供

之資訊。 

5 
北海岸及

觀音山國
http://www
.northguan-

提供北海岸及觀音山綜合之觀

光旅遊資訊。 
自行車旅遊資訊

過於簡略，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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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址 優點 缺點 
家風景區 nsa.gov.tw/ 提供自行車旅遊建議景點，及車

道簡易資訊。 
文字說明，無法

有效提供欲騎乘

之車友完整資

訊。 

6 

行政院體

委會自行

車道整體

路網規劃

建設計畫 

http://bike.
sac.gov.tw/ 

提供精選自行車道之相關資

訊，如挑戰只路、長度、路面狀

況、車道概況說明等。 
提供精選車道沿途景點之簡略

說明，有助於車友選擇適當休憩

地點。 
結合 GOOGLE MAPS，一般民眾
可迅速上手，不需重新適應系統

環境。 
提供車道周邊交通、住宿，以及

自行車租賃相關資訊。 

缺乏經典車道與

鄰近之自行車道

連接資訊。 

地方

政府 

7 
臺北市自

行車悠閒

網 

http://www
.bike.taipei
.gov.tw/MP
_11700A.h
tml 

提供自行車騎乘多元化資訊，如

車道資訊、租賃資訊、轉乘資

訊、停車資訊、活動訊息。以及

自行車騎乘安全、自行車介紹、

標誌標線介紹、路權說明等 
提供相關自行車行車、旅遊規劃

折頁供民眾下載。 

折頁車道資訊，

僅有自行車道與

周邊景點，但缺

乏周邊交通現況

資訊，。 

 
臺北 

旅遊網 

http://www
.taipeitrave
l.net/ 

提供完整的河濱租借站點之

外，亦可查詢到臺北的吃喝玩

樂，方便又多元。 
 

8 
新北市政

府自行車

網站 

http://bike.t
pc.gov.tw/i
ndex.do 

提供自行車道多元資訊，如路

線、氣象、景點、自行車友善服

務據點、車隊、轉乘、騎乘安全

等訊息。 
提供車友即時通報系統，有助於

管理單位即時掌控車道現況。 

車道資訊網頁無

法獲得車道資

訊。 
大部分提供氣象

資訊之地標，氣

象查詢結果大多

為無資料，形同

虛設。 

9 
新北市觀

光旅遊網 

http://tour.
ntpc.gov.tw
/tom/20120
6_tw/index
.aspx 

提供新北市綜合之觀光旅遊資

訊。 
提供自行車旅遊規劃行程建

議，以及周邊景點介紹。 

車道圖資訊過於

簡略，僅可作為

示意使用。 

10 
桃園縣觀

光導覽網 

http://travel
-taoyuan.ty
cg.gov.tw/c
ontent/link/
link01.aspx 

提供桃園縣綜合之觀光旅遊資

訊。 
提供自行車旅遊規劃行程建議。 

缺乏車道圖面資

料。 

11 
桃園縣自

行車道路

http://traffi
c.tycg.gov.t
w/otherwe

提供自行車旅遊規劃行程建議。 
提供縣境內自行車道資訊，如路

車道周邊景點之

介紹過於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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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址 優點 缺點 
網 b/holoc/01.

htm 
線長度、騎乘時間、難度等級、

停車資訊、公車資訊等。 
結合 GOOGLE MAPS，一般民眾
可迅速上手，不需重新適應系統

環境。 

12 
17公里海
岸線主題

網 

http://17km
.hccg.gov.t
w/ki16.htm 

以單一車道為主軸，大量提供各

項自行車騎乘相關資訊，如周邊

景點、交通資訊、車道資訊、租

賃資訊等。 

自行車道資訊與

周邊交通現況資

訊之圖面資訊可

酌量增加。 

13 
新竹市政

府觀光處 

http://dep-t
ourism.hcc
g.gov.tw/w
eb/SG?pag
eID=24946 

提供大量騎乘行程規劃資訊，有

助於使用者瞭解路線實際情況。 
缺乏路線圖資訊

息。 

14 
新竹縣旅

遊網 

http://travel
.hsinchu.go
v.tw/page.a
spx?wtp=1 

提供新竹縣綜合之觀光旅遊資

訊。 
提供縣境內自行車道資訊，如起

迄點經緯度資訊、路線長度、沿

途景致、車道彎度、車道坡度、

周邊概況等。 

部分車道為

提供圖資訊

息。 
車道圖資辨

識度過低，無

法有效提供

車友使用。 

15 
苗栗鐵馬

行 

http://rideb
icycle.miao
li.gov.tw/L
oadIndex.a
sp 

網頁無法連結 網頁無法連結 

16 
宜蘭縣政

府風景區 

http://scene
ry.e-land.g
ov.tw/relea
seRedirect.
do?unitID=
123&pageI
D=6602 

提供宜蘭縣綜合之觀光旅遊資

訊。 
提供車道建置概況基本資訊。 

無車道介紹、圖

資等相關訊息。 

民間

經營 

17 
宜蘭休閒

自行車道 

http://www
.lanyangnet
.com.tw/bi
keway/inde
x.asp 

提供車道資訊、騎乘須知、租賃

資訊，以及車友交流平臺。 
車 道 資 訊 結 合 GOOGLE 
MAPS，一般民眾可迅速上手，
不需重新適應系統環境。 
車道資訊提供周邊交通資訊以

及鄰近景點介紹。 

車友分享交流平

臺使用頻率過

低。 

18 
宜蘭冬山

河自行車

道 

http://www
.bicycle.or
g.tw/ 

提供冬山河自行車道資訊。 
提供冬山河自行車道套裝行程。 
套裝行程提供專人導覽。 

車道資訊過於簡

略。 

19 慢騎 club 
http://slowr
ideclub.blo
gspot.tw/ 

車隊形式之部落格，提供各式自

辦自行車騎乘活動資訊。 
有大量騎乘路線之周邊圖片。 

缺乏騎乘路線資

訊，及周邊景點

資訊。 

20 單車旅遊
http://bike.
emmm.tw/ 提供全臺各地部分車道資訊 網站資訊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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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址 優點 缺點 
網 更新日程不清。 

21 
自行車道

逍遙遊 

http://travel
.network.c
om.tw/bike
tour/ 

提供自行車道資訊 
提供自行車旅遊常識 
提供自行車旅遊住宿資訊 

車道資訊參差不

齊，且缺乏圖面

資訊。 

22 

自行車暨

健康科技

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 

http://www
.bikelane.o
rg.tw/bikel
ane/index.h
tm 

提供自行車道相關資訊 
提供車道周邊景點或自然環境

資訊。 
提供自行車活動發展相關資訊 

車道資訊不全，

部分車道缺乏圖

資。 

23 
自行車道

工作坊 

http://www
.wretch.cc/
blog/bikela
neteam 

1. 提供大量車道現況之優缺

點，以及初步之改善構想。 
2. 提供國內外自行車環境發展
案例。 

－ 

24 
鐵馬逍遙

遊 

http://www
.sac.gov.tw
/TaiwanBik
e/index.asp
x?wmid=4
70 

  

25 

財團法人

自行車新

文化基金

會 

http://www
.cycling-lif
estyle.org.t
w/ 

1. 提供大量自行車購入與騎乘
之相關資訊。 

2. 提供大量自行車路網資訊。 

路網相關資訊僅

以環島路線為

主，其他自行車

路線資訊較為缺

乏。 

26 
中華民國

自行車騎

士協會 

http://www
.cyclist.org
.tw/ 

提供大量自行車活動資訊 
 

27 
臺北國際

自行車展

覽會 

http://www
.taipeicycle
.com.tw/zh
_TW/index
.html 

以自行車展覽活動為主，提供大

量自行車製造相關產業訊息。 

 

28 

99年度全
國自行車

道系統建

設評比結

果 

 
提供自行車道評比結果，可供各

地自行車道系統參考。 

 

29 單車 ING 

http://bik
ing.cpam
i.gov.tw/
Page 

－ 

 

30 
單車 ING
（APP） 

 類似汽車導航軟體，功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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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自行車悠閒網 新北市政府自行車網站 

  
桃園縣自行車道路網 苗栗鐵馬行 

  
17公里海岸線主題網 新竹市政府觀光處 

圖3-2-8 自行車相關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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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場調查與使用者分析 

一、北臺自行車旅遊發展定位與使用者類型分析 

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可包括休閒、遊憩與觀光三種類型的使用者，其分類係根

據都市交通季刊專題論著「各國發展自行車遊憩經驗之研究」(張馨文,2004)以及參考
Ritchie, Lumsdon 等學者之文獻，茲分述如下： 

1.自行車休閒(Leisure Cyclist) 

休閒是個人在工作或與工作有關的時間以外，所從事的活動。是自由選擇，依不同

的風俗習慣而有不同的活動方式，主要是滿足個人放鬆的需求。自行車休閒是指能隨時

隨地、自由自在在住家周圍騎乘自行車從事休閒與運動。例如各縣市居民於該縣市自行

車道從事自行車休閒活動，包括臺北市及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等。 

2.自行車遊憩(Recreational Cyclist) 

遊憩是休閒時間所從事的活動或經驗。是個人生活型態中，對自由時間的積極利

用。必需是自願選擇、令人愉快的。遊憩包含下列機能：放鬆(relaxing)或精力充沛
(energetic)；激發個人或團體在社會文化或智慧的發展；恢復健康與休養；使參與者再
生或再創造(re-create)。自行車遊憩是指能在環境優美地區騎乘自行車從事戶外遊憩活
動，以半天或一天的遊程，例如各縣市的濱海自行車道等。 

3.自行車觀光客(Bicycle Tourist) 

觀光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產業，指人們離開日常生活(家以外的環境)與工作的地
區，經由選擇所從事的暫時性特定活動，如探親、遊玩等不同形式的短期旅行與訪問等。

自行車觀光是指能吸引其它區域居民甚至各國遊客前來騎乘自行車，從事觀光旅遊活

動。例如北臺八縣市主輔轴線。 

 國際觀光( International tourism)  

2011年陸客來臺共計 178萬人次，陸客視臺灣自行車環島為第一名的夢幻旅遊路
線；日本、東南亞與港澳臺旅客分別為 129萬人次、107萬及 82萬，這些亞洲地區的客
人可來臺體驗臺灣的綠色樂活市場。此外，臺灣每年三月舉辦全球第二大臺北國際自行

車展，可同時推動自行車旅遊提供歐美亞自行車產業界騎乘體驗(technique tour)。2011
年參展廠商共 1,092家，分別來自 36國、國外買主來自 88個國家，與會者高達 6,448
人。 

 國民旅遊(Domestic tourism and Recreation) 

透過遊程規劃可推動七~十天長假日自行車環北臺旅遊、長週末三~五天可以推動 
分區環北臺(如桃竹竹苗、北北基宜等)、以及週休二日跨縣市自行車旅遊。  

 地方休閒(leisure)：  

每個縣市有不同的魅力與特色，由各縣市提出結合自行車道規劃與觀光資源的觀光

政策，推動各縣市區域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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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定義分析 

美國 FHWA(Allen,et al. 1998)將自行車使用者分為三群：Group A、B、C。Group A

稱為進階騎士(advanced cyclists) ，擁有經驗、知識、與技術，從事較長途的目的型旅次，

偏好最直接的路線、多樣化的道路型態，有無自行車設施皆可，佔美國全體騎乘者 10%。

Group B稱為基本騎士(basic bicyclists) ，為偶而騎乘或無經驗者，擁有基本但不深入的

騎乘知識，視騎乘自行車為遊憩性活動，以自行車專用道為主，佔美國全體騎乘者的

40%。Group C 則為孩童。 

美國 ANCA 曾描繪自行車觀光客的特性為平均一日騎乘 39 英哩、且 87%不帶小

孩。臺灣由於地狹人稠，國民旅遊型態仍以一日遊為主，佔 63.8%，加上騎乘旅次短、

以家庭旅遊為主，因此定義自行車遊客為：在旅遊過程中，全程或部份行程利用自行車

從事遊憩活動或旅遊體驗者，自行車在遊程中不一定是運輸工具，也可能是遊憩供給。 

紐西蘭學者 Ritchie(1998)從需求面檢視自行車觀光增加的現象，並界定遊憩型自行

車騎士(recreational cyclist) 。任何遊憩性的自行車活動或郊遊，不超過 24小時或不超過

一夜，不在外過夜，自行車是體驗的方式之一，只有天氣好才騎自行車，自行車是許多

交通工具中的一種。相對而言，自行車騎士(cyclist)則是只騎自行車，遊憩體驗等於騎乘

自行車，自行車是旅遊過程中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車觀光為離家 24 小時以上或在外

停留一夜，其目的為渡假，且使用自行車為假期中絕對必要的交通工具。 

英國學者 Lumsdon(2000)評估永續運輸路網的計畫觀念，以英國 National Cycle 

Network 為研究對象，認為自行車觀光的訴求與吸引力在於給觀光客所需要的遊憩經

驗，例如具挑戰性、達到全面放鬆、以及身心愉快等。並定義遊憩型自行車活動，從一

天或半天的外出，到長距離的旅行假期皆可。基本要件是遊客認為騎乘自行車是構成此

次郊遊或渡假完整的一部份。 

美國學者 Schuett and Holmes(1996)檢討美國東北地區自行車觀光的成本效益，認為

自行車遊客與其它類型的觀光客一樣，尋求多樣化的體驗，但比一般遊客追求更多冒

險。加拿大 Bike On Tours 2003 及歐洲 European Cyclists Federation 2003 對於自行車觀光

客的輪廓描繪為：加拿大的自行車觀光客多為 30-55 歲，白領階級，年收入在 6萬美元

以上。而歐洲的自行車觀光客則為 25-49歲，親子同遊、資深白領階級、住宿從露營到

五星級飯店、沿路需有咖啡廳與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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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臺自行車遊客分析 

北臺自行車旅遊可分為遊憩型自行車(Recreational cycling)，與自行車觀光(Bicycle 
tourism)，其使用者稱為自行車遊客 (Recreational Cyclists) ，自行車觀光客(Bicycle 
tourists)。自行車遊客是指在旅遊過程中，全程或部份行程利用自行車從事遊憩活動或旅
遊體驗者，因此自行車在遊程中不僅是運輸工具，同時也扮演遊憩供給的角色。臺灣以

自行車從事旅遊活動者，可分為一般自行車遊客與專業自行車騎士，兩者的區別在於使

用設備與旅遊行為。 

一般自行車遊客在使用設備(包括自行車配備、自行車擁有數)、騎乘次數與頻率、
社團經驗等，明顯少於專業自行車騎士。一般自行車遊客多使用城市車從事休閒及代

步；專業自行車騎士則多擁有登山越野車，且配有安全帽、水壺等設備，顯示對安全及

補給體力的重視。一般自行車遊客的旅遊目的以休閒放鬆為第一優先，以騎乘自行車為

最後考量。而專業自行車騎士則以騎乘自行車為第一優先，以渡假為最後考量。前者視

騎乘自行車為遊憩體驗的一部份，主要目的為休閒放鬆；後者則視騎乘自行車為主要且

唯一的目的，藉由自行車完成旅程。一般自行車遊客多為自行車半日遊，而專業者則以

自行車從事半日遊、一日以上旅遊、甚至出國參加自行車旅遊。 

臺灣以自行車從事旅遊活動者，包括一般自行車遊客與專業自行車騎士，兩者的旅

遊動機與使用設備明顯不同，對於遊憩環境需求，如道路與鋪面等交通設施、景觀品質

等環境條件、以及週邊的實質環境設施等皆有所不同。 

一般自行車遊客與專業自行車騎士對騎乘環境的偏好排序，以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中各順序等級(很重要、重要、無意見、不重要、很不重要)代表對環境因子的重
視。一般自行車遊客認為最重要之因素前三項為：安全性、自行車專用道、以及汽車

流量低；最不重要的前三項為：地形富挑戰性、路線長度夠長、住宿設施。專業自行

車騎士認為最重要之因素前三項為：安全性、旅遊資源豐富、地形富挑戰性；最不重

視的前三項為：地形平坦、友善的居民、及有舉辦活動。 

表3-3-1自行車遊客專業騎士考量之環境因子 

1.路線長度夠長 8.氣候 15.餐飲、咖啡、小吃 

2.地形富挑戰性 9.友善的居民 16.住宿設施 

3.地形平坦 10.有舉辦活動 17.指標系統 

4.汽機車流量、車速低 11.鋪面品質 18.解說系統、地圖 

5.安全性 12.自行車專用道 19.休憩涼亭、座椅 

6.風景優美、有綠蔭 13.自行車停放架 20.廁所 

7.旅遊資源豐富 14.自行車租借、修理 21便利商店 

一般自行車遊客與專業自行車騎士共同重視的環境因子，包括：安全性、汽機車流

量與車速低、氣候、風景優美有綠蔭、旅遊資源豐富、解說與指標系統、休憩涼亭與座

椅、以及廁所等八項因子。其中安全與汽機車流量低為交通對策；旅遊資源豐富與解說

系統為觀光規劃；風景優美有綠蔭與休憩涼亭、座椅等為景觀設計；廁所則為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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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北臺政府部門在建構自行車道系統時，首要考量為提供交通對策，滿足

所有自行車遊客安全與車流量低的需求；其次以觀光規劃的手段，整合週邊旅遊資源、

提供適當的解說系統。再加上景觀設計手法，規劃設計更多綠蔭與設置涼亭座椅供自行

車遊客休憩；最後則是提供必要的公共設施。兩類騎士皆重視的環境因子尚有氣候，惟

此因子為不可改變的因子，在國外的文獻中僅有 Efrat(1981)提到，但在臺灣的自行車研
究中，氣候一直是影響臺灣遊客騎乘的重要因子。 

一般自行車遊客重視而專業騎士卻不重視的環境因子，包括：自行車專用道、鋪面

品質、自行車租借與修理、以及自行車旅遊地圖。因此當公部門欲吸引更多自行車遊客、

發展自行車觀光時，在實質建設方面，應該提供完善的自行車設施，包括建構良好的自

行車專用道路、以確保自行車專用路權、避免汽機車交通量的干擾。並提高自行車騎乘

的鋪面品質，以及鼓勵私部門於觀光旅遊地區提供自行車租借與修理站。在軟體建設方

面，則應提供完善的自行車旅遊地圖，此與紐約州 Adirondack地區的自行車觀光發展研
究計畫內容相符，亦即好的自行車地圖是推動自行車觀光的重要策略之一。 

專業自行車騎士重視而一般自行車遊客卻不重視的環境因子，包括：地形富挑戰

性、路線長度夠長、住宿設施、餐飲與咖啡。地形與路線因子為自然環境所供給，此類

環境因子在路線規劃技術上更顯重要，而非強調實質建設，因此規劃者在選線上，應針

對地型的挑戰及變化性為優先考量。另外專業騎士重視住宿設施與餐飲服務，亦符合專

業騎士多為一日以上遊程的旅遊需求。 

所有自行車騎士皆不重視的環境因子，包括：地形平坦、有舉辦活動、友善的居民、

自行車停放架、以及便利商店。其中地形平坦、有舉辦活動、以及友善的居民是專業騎

士最不重視的環境因子，符合專業騎士對地形變化的需求、以及較不重視發展觀光旅遊

的因子-活動與當地居民的反應。而一般自行車遊客不重視上述的環境因子，可能因為
即使地形不平坦、或者未舉辦活動，仍能吸引遊客前往。 

2012年博鰲論壇的主題：變革世界中的亞洲~邁向健康與可持續的發展。再次揭櫫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自行車旅遊(bike tour)是綠色觀光(green tourism)的一部份、綠色觀
光則是創造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的重要關鍵。UNDP 的研究報告指出：綠色觀光可
帶來 18%用水節省、44%節能效果及 52%CO2 排放減量；除了對環境的貢獻外，有超過
1/3 的遊客偏好環境友善觀光旅遊，甚至願意多付 2~40%之價格進行綠色觀光。 

 

北臺自行車旅遊希望建構自行車遊客的自行車道(Cyclists motorways)、推動綠色自
行車路網 Green cycle routes，並且儘量以自行車遊客為路權的優先考量者(Priority to 
cyclists)。未來希望能達到 60%以上是自行車專用道或安全的共用道路、共用道的汽車
時速能限制在時速 30 km 以下，達到亞洲最佳自行車旅遊地的目標： 

ABCD ~ Asia Best Cycling Destination 
2012年或 2015年的推動目標初步建議如下： 

1.北臺八縣市 18歲以下的學生要完成環北臺 

2.北臺八縣市大學生環北臺之旅 

3.軍公教人員環北臺 

4.企業獎勵旅遊 mice 

5.家庭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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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行車旅遊市場調查 

本研究參考 98-99年經濟部學研聯合計畫中，有關自行車旅遊市場調查，摘要如下。 

目前市場上自行車旅遊計算費用，是自行車導覽導遊立場來計算，舉辦自行車導覽

旅遊活動時，除了一般所提供的活動費用外，保險費用、導覽費用、接駁車費用、單車

租借、資通訊設備產品等，這些額外提供給消費者的價值屬於科技化產品，導覽設備、

對講機與心跳記錄器，因此除一般活動費用之外，還包含設備費用。 

調查一般市場上收費標準，估算成本約為 10000 元以內，設備費用部份則以使用 2
年為計算，攤銷折舊設備費用，因此評估如每週如有達到預定人數，每位遊客可收費約

320 元即可攤銷完成設備費用，因此，綜合一般支出與設備支出費用部份，花在每月遊
客身上大約 1320 元，因此，若是設計好套裝旅遊行程，願意參加活動之遊客可收費

1500-1600 元，扣掉成本後剩餘費用則可用於人事行政費用即廣告宣傳費用。因此預計
市場上若是有此資通訊產品，若是導遊願意消費購買通訊設備，則可以創造些微利潤，

來創造微型就業。 

 

表3-3-2 成本與收費價格計算 

資料來源：經濟部學研聯合研究計畫~自行車團體旅遊創新服務營運模式計畫, 中華大學, 
98-99 

 成本計算 收費價格 市場收益 

一

般

費

用 

費用包含:保險費用、導覽費用、接駁費
用、單車租借、一餐費用、礦泉水費用、

旅遊紀錄片(成本估約 9900 元)，10000
元/10 人=1000元。 

1000 元 
1040(人)*1,000=104

萬元 

156萬
元/2 年 設

備

費

用 

2年共約 104週 (設備可用 2年)，假設
兩年共可導覽 52週，週六週日都可接
團，共 104次，以一日遊來計算
104(次)*10(人)*X(元)=330000(元) (攤
銷設備費用:導覽設備、對講機、心跳記
錄器)，X=320元。 

500 元 
1040(人)*500 

=52萬元 

合

計 
10000元+320元=1320 元 (成本) 

1500 元 

(收費) 

180元*10人=1800
元(淨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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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行車團體旅遊市場調查 

本研究參考 98-99年經濟部學研聯合計畫中，有關自行車團體旅遊市場調查，摘要
如下。 

該研究根據交通部觀光局調查國內人口旅遊率中喜歡從事自行車活動人口率資料

顯示有 0.021%，透過對於消費者旅遊運輸行為調查與對於本產品接受度調查，期待與
願意付費資通訊產品的人數，以及願付價格方面，評估預期會收到的總費用。該研究祧

選臺灣最熱門自行車旅遊路線約 60多條，預測一條單車路線一年的收益約 1450萬元，
根據該估算，規劃研發資通訊產品與營運成本與收益。 

 

規劃營運模式，除一般設備費用，還有人事與載入設備的資料人事費用，以及廣告

行銷費用，而透過與各地方結合營運，會有其他所衍生的一般費用，因此在此估算 60
條單車路線所會花費的各項總費用。 

 

表3-3-3臺灣自行車旅遊人數與單車旅遊收益 

全臺 
人數 
(A) 

一年旅

遊 
人數
%(B) 

單車

旅遊

人數
%(C) 

期待本

產品人

數% 
(D) 

願意付

費人數% 
(E) 

預期消費

人數 
(A*B*C*D

*E=F) 

付費 
價格 
(G) 

一年總 
收益 

(F*G=H) 

單一路線一

年收益 
(H/60) 

2277 萬 0.876 0.021 0.2 
100  

(18/18) 
83,775 900 $75,397,846 $1,256,631 

2277萬 0.876 0.021 0.2 
94 

(17/18) 
79,121 1,100 $87,003,316 $1,450,555 

2277 萬 0.876 0.021 0.2 
56 

(10/18) 
46,542 1,300 $60,504,444 $1,008,407 

2277 萬 0.876 0.021 0.2 
50 

(9/18) 
41,888 1,500 $62,831,538 $1,047,192 

2277 萬 0.876 0.021 0.2 
17 

(3/18)  
13,963 1,700 $23,736,359 $395,606 

資料來源：經濟部學研聯合研究計畫~自行車團體旅遊創新服務營運模式計畫, 中華大學,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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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合城際交通系統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 

公共自行車計畫(Public Bicycle Scheme，PBS)在全球掀起一股風潮，歐洲與北美及
亞洲主要大城市皆積極推動。典型的公共自行車包含：一組自行車（通常是特別為 PBS
量身打造的自行車）、自行車停放租借站(包括付費與取放、紀錄自行車的機制)、維修機
制、以及自行車派遣系統，以確保足夠的自行車可以被租借得到。因此公共自行車計畫

的定義為：甲租乙還、自動租借、快速借還。 

全球目前已有超過 30 個國家、將近400座城市、設置 35 萬部以上的公共自行車
系統。公共自行車計畫重新定義自行車在城市中的地位，同時滿足都市中短程旅次的需

求，在主流公共運輸系統中，創造一種新的運輸型式。 

歐洲為公共自行車發起的區域，雖然有最多的城市投入建設，但是近三年來，中國

大陸快速發展公共自行車系統，系統規模與公共自行車的數量已超越歐美各國，達到 47
座城市、超過 25 萬部公共自行車，成為全球最大的公共自行車國家。其中杭州提供 
60,000 部、上海 28,000 部，數量遠超過巴黎，成為全球第一與第二大的公共自行車城
市，亞洲城市的公共自行車數量已佔全球 70%以上。 

相較於公共汽車、捷運等公共”大眾”運輸，公共自行車在旅行過程中可以到達個人

的目的地，可視為是公共”個人”運輸，在城市中推動不但可有效減少交通擁擠、降低空

氣污染、減低能源消耗及 CO2 排放、提高環境品質、更有利於個人健康與旅行的方便
性。若能結合北臺八縣市區域內的臺鐵網路，拓展其服務範圍、增進使用率，可發展北

臺區域綠色觀光運輸系統，協助北臺自行車旅遊發展。 

 

   
奧斯陸公共自行車 華府公共自行車 中華大學公共自行車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 YOU BIKE 高雄公共自行車 by KRTC 

圖3-4-1  國內外公共自行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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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在東部推動兩鐵旅遊，未來也希望擴大至北臺八縣市甚至全臺灣，歐洲的自

行車旅遊結合鐵路成功發展觀光，包括瑞士國鐵、奧地利鐵路局等。本研究整理臺鐵目

前開放自行車乘車的相關資訊，如附錄六所示。並整理與北臺有關的西部幹線之山線與

海線、東部幹線之宜蘭線、以及內灣支線與平溪支線，有機會發展兩鐵的車站繪圖如下

所示。 

 
圖3-4-2 兩鐵旅遊之停靠站點示意圖 

建議北臺的旅遊方向以逆時針較可以貼近太平洋，起點若從宜蘭開始，南方澳-礁

溪--福隆--基隆--北海岸-淡水--永安- -新竹-白沙屯-苑裡；另外從淡水-鶯歌-三坑--新竹宵

裡溪，旅遊路線有機會結合臺鐵推動深度旅遊。 

 

除了公共自行車與臺鐵之外，未來推動自行車觀光亦可將高鐵、機場捷運、及客運

等城際交通系統納入，已推動健全完善無縫的北臺自行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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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臺自行車旅遊現勘與訪談 

本計畫一開始先以環保署「全國綠色路網」(http://www.epa-bike.tw)中所載資料為參
考依據。該網站彙整了各縣市自行車路網資訊並以圖資方式加以呈現。參考網頁上各縣

市自行車路網及設施分佈資訊並加以整理，以釐清目前北臺八縣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基隆市、宜蘭縣)自行車設施服務現況。此外，在
資料整理篩選上有 2點須加以說明：(a)在周邊設施有無之判定方面，除考量地理距離
外，亦考慮鄰近道路系統是否便捷可令自行車騎車抵達該設施座落地點。(b)「綠色商
店」、「環保設施」、「空氣品質淨化區」「環保林園大道」四項設施僅列出加以參考，文

中不特別討論。 

自行車設施服務現況分析，主要分為自行車道路網分佈、自行車道沿線設施、自行

車道周邊設施等三大部份。由自行車道路網分佈可瞭解目前各縣市區內遊憩型自行車路

網聯結整合程度；由自行車道沿線及週邊設施分佈可瞭解自行車騎乘之相關服務是否能

有效提供，其中沿線設施主要為自行車道設置之主管機關所管理，而週邊設備多為商家

所提供，兩者在功能上具備互補性，可相互為輔。舉例來說，若車道鄰近自行車業者多，

則對於設置租賃維修站之必要性便較低。換言之，若沿線較少自行車業者且騎乘路段較

長時，便有賴主管機關主動設置維修站以滿足長途騎乘的自行車維修需求。 

除了上述北臺八縣市 133條自行車道外，各縣市的觀光旅遊資源參考「北臺區域休
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該計畫先收集北臺 365處景點，經過分析後，篩選出
158處旅遊景點，本計畫以此 158處旅遊景點為基本資料，套疊自行車路線後，再選出
與自行車道與旅遊服務園區結合的景點與後續潛力評估之參考。同時經由各縣市的探勘

與訪談，瞭解各縣市對於自行車道與自行車旅遊的發展重點，亦分別整理於各節之中。 

本計畫經由四次現場檢核會勘，共 32 場次的訪談與調查，各縣市主管皆非常重視
自行車道的建置，例如苗栗縣已完成三縱六橫自行車道系統規劃；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
自行車道與頭前溪自行車道的建置；新竹縣結合臺鐵、高鐵、與鐵馬的三鐵逍遙遊共計

十三條自行車道規劃；桃園海線濱海自行車道北接新北市、南接新竹市、山線挑戰型自

行車道；新北市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河濱自行車道以及東北角經典示範路網

(25.3km)；臺北市 107 公里遊憩型自行車道；基隆市外木山(3.5km)與基隆河自行車道
(22km)；宜蘭經典濱海自行車道(34km)與宜蘭河、蘭陽溪、冬山河等四環自行車道系統。 

本計畫先建立每一縣市的資料，後續再度確認北臺串連或區域串連的斷裂點，以協

助各縣市政府提出串聯計畫(經費)需求。同時評估服務園區選址建議，以及以自行車服
務園區為中心的遊程規劃，再加上大眾運輸的整合，最後以 GIS 呈現。臺北八縣市可以
有很好的串聯，例如宜蘭縣與新北市、新北市與臺北市的雙北自行車生活、臺北關渡更

是全臺票選 top20 的自行車路線第一名、以及桃園與新竹縣市及苗栗縣的結合等，後續
除了確認縣市整合的缺口外，並附帶思考公共運輸發展方案，例如宜蘭縣將發展大眾運

輸搭配自行車道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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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第一次場勘與訪談(101/02/14-101/02/17) 

   

   

   

各縣市第二次場勘與訪談(101/0320-1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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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第三次場勘與訪談(101/05/02-101/05/09) 

   

   

各縣市第四次場勘與訪談(101/09/03-101/09/10) 

圖4-1 各縣市四次場勘與訪談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4-4 
 

第一節 北臺各縣市自行車路網與相關設施發展現況 

一、宜蘭縣自行車路網現況 

宜蘭縣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圖 4-1-1 顯示宜蘭縣自行車道路網分佈
狀況，其路網聯結程度中等，可分為兩個子系統：濱海及羅東冬山河一帶(冬山河、臺 7
丙線、十六份圳、濱海南北線)、宜蘭市及其郊區一帶(宜蘭河員山段、臺 7 線、雙園線、
安農溪、深洲大道、北成自行車道)。但兩區相距不遠，且可靠臺鐵宜蘭線車站(宜蘭、
羅東)相通聯。車道型態建置相當多自行車專用道、共用道的部份亦為汔機車較少的路
線。 

在車道沿線設施方面，公廁最為完善，其餘設施皆無。另設有租賃維修站、休息站、

出入口資訊等。在周邊設施方面，便利商店、餐飲、停車場、自行車業者較為完善，醫

療院所亦普遍(近宜蘭及羅東市區)，距臺鐵場站亦交通便利(僅濱海線車道較為不便)。 

 

 

圖4-1-1 宜蘭縣自行車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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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宜蘭縣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自行車道與起迄路段 長度 周邊景點 車站 類型 

宜蘭濱海 
自行車道 

竹安漁民活動中心-東港濱
海公園-加禮遠橋 (整合為
宜蘭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

路網~頭澳環狀區域路網(外
澳車站-竹安漁港)99年東部

經典示範路線) 

34km 

烏石港 
頭城老街 
蘭陽博物館 
濱海遊憩區 

外澳 
車站 
頂埔 
車站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車道 
主軸線 

冬山河右岸 
自行車道 

五結堤防-冬山車站 9km 傳藝中心 
冬山河親水 
公園 

利澤老街 

冬山

車站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車道 
主軸線/ 
支線 

冬山河左岸 
自行車道 

五結堤防-宜冬橋 7.6km 

蘭陽溪北岸 
自行車道 

東港濱海公園-再連 14.5km 
金車威士忌 
酒場 

二結

車站 區域型 
支線 蘭陽溪南岸 

自行車道 
－ 8km 二結王公廟 

二結

車站 

得子口溪 
自行車道 

－ 9km 
時潮休閒農場 
時潮水鳥保護

區 

礁溪

車站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車道 安農溪 
自行車道 

－ 21.5km 三星蔥文化館 
二結

車站 
宜蘭河 
自行車道 

－ 15km 
宜蘭河濱公園 
津梅棧橋 

宜蘭

車站 
自行車專

用道 
羅東溪、 
新寮溪 
自行車道 

－ 6.5km 
羅東運動公園 
梅花湖風景區 

羅東

車站 
 

 

   

   

圖4-1-2 宜蘭縣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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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參考「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所篩選出宜蘭縣 20處旅遊景點，
結合宜蘭縣政府規劃完成的賓海縣與四環自行車道系統，再整理中央政府補助的自行車

道建設計畫，以作為後續自行車旅遊的發展參考。 

目前宜蘭縣已建設完成濱海自行車道，為交通部東部經典示範路線，可與新北市東

北角串聯；宜蘭的平原串聯路線規劃建設中；區域旅遊路線已完成四個完整的旅遊軸

線，包括得子口溪自行車道、宜蘭河自行車道、蘭陽溪自行車道、安農溪自行車道、羅

東溪新寮溪自行車道、冬山河自行車道等，自行車道旅遊系統建全。同時民間也提出自

辦服務園區的計畫。 

    宜蘭縣的景點如大溪漁港、北關海潮公園、石牌縣界公園、烏石港、龜山島、五峰
旗瀑布、礁溪溫泉、傳統藝術中心、羅東運動公園、羅東夜市、中山休閒農業區、冬山

河親水公園、蘇澳冷泉、武荖坑、南方澳漁港、內埤豆腐岬、福山植物園、明池、棲蘭、

太平山，共 20處。 

表4-1-2 主軸線周邊景點(宜蘭縣的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大溪

漁港 

大溪漁港有新、舊之分，新港設備較佳，並設有漁市場可以進行交易

拍賣；舊港較小，目前僅部份漁民使用。大溪漁港聞名全省現撈海鮮，

肥美好吃，主要漁貨以「金鉤蝦」為主，因種類較多而能提供遊客多

樣化的選擇。 

2 
北關

海潮

公園 

宜蘭北關海潮公園是許多遊客遊東北角沿途所必造訪的觀海、聽濤休

閒勝地。宜蘭北關海潮公園自古即有「蘭城鎖鑰扼山腰，雪浪飛騰響

怒潮」名句，此兩句清代古詩形容著宜蘭北關海潮公園澎湃壯闊的景

緻，北關是嘉慶年間宜蘭通判高大鏞所闢建，當時城垛、坎馬道、石

級、營房俱備，關隘並有派兵駐防，扼守宜蘭的邊防咽喉，日據時期

因開闢道路，至今舊跡雖難尋，但宜蘭北關海潮公園壯闊的景緻依舊。 

3 
烏石

港 

在宜蘭烏石港遊客中心旁尚有一處烏石港的舊址，目前宜蘭縣政府也

將其規劃成「蘭陽博物館」，但仍然在籌建當中，未來將呈現出不一樣

的烏石港風情。兼具多種功能的烏石港不論冬夏，已然成為遊客來到

頭城所必定前往的著名景點，也為當地的業者帶來可觀的商機，並賦

予烏石港全新的生命力。 

4 
五峰

旗瀑

布 

五峰旗瀑布遠望如五座旌旗插在山頭，似五指山，因而得名為「五峰

旗瀑布」。位在礁溪鄉的五峰旗瀑布，其山峰間有登山步道可以攀爬，

步道的盡頭就是三層瀑布頂層。礁溪五峰旗瀑布的源頭，有著幾處水

塘，水塘的水質甘甜，許多到宜蘭旅遊的遊客還特別取水下山帶回家

泡茶，據說好水泡上好茶，更是清甘香淳。炎炎夏季前來避暑，讓冰

冷泉水清心滌慮，為假日的休閒旅遊勝地。風景區內闢有三層攔砂壩，

是夏季嬉水、晨泳、露營烤肉的好去處，五峰旗攔沙霸是礁溪鄉民眾

喜歡的戲水地方。五峰旗瀑布幽雅天成，登峰一覽別有一番感受。沿

山徑步行可攀登五峰旗山巔聖母山莊，天主教徒視為朝聖的聖山。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peikuanhaichaokungyu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peikuanhaichaokungyu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peikuanhaichaokungyu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wushihhsi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wushihhsiang/
http://www.fuhotel.com/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731/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wushihhsi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wushihhsi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671/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wushihhsi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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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景點 簡介 

5 
礁溪

溫泉 

礁溪溫泉是臺灣少見的平地溫泉，在清代為馳名的「湯圍溫泉」，礁溪

溫泉早期就被列為「蘭陽八景」之一，也是知名的礁溪旅遊景點，因

礁溪境內地質構造較特殊，地下有熱源，在斷層的地帶，熱氣上升混

合地下水湧冒出多處溫泉；礁溪溫泉泉水屬於鹹性溫泉、色清無味，

礁溪溫泉獨特的特性，更被譽為「溫泉中的溫泉」，吸引著許多各地不

同的遊客慕名來礁溪旅遊。 

6 
傳統

藝術

中心 

鄰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蘊含文化、歷史、古味、美食、戲曲、舞蹈、工

藝及民俗雜技，還有各式各樣的ＤＩＹ體驗，豐富多樣的民俗文化結

合之下，會讓您陶醉在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裡，隨心所欲的遊走。傳統

藝術中心為了讓各地來到宜蘭旅遊的遊客，重新探訪即將消失的技

藝，更加認識傳統藝術文化，可在進入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後索取語音

隨身導覽，在需要時按下導覽的號碼，即可以好好享受一趟豐富的遊

程，團體還可以事先來電預約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導覽；隨著現代人休

閒觀光的熱潮，讓傳統藝術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接續傳承歷史與文化。 

7 

中山

休閒

農業

區 

宜蘭中山休閒農業區以茶為主題農場、周邊民宿眾多，著名的宜蘭香

格里拉休閒農場位於宜蘭大元山的山麓上，宜蘭香格里拉休閒農場約

250公尺的海拔高度和年平均 25度 C 的氣溫不致讓人感到畏寒，反而
終年都有適宜的氣候。香格里拉休閒農場隨著四季變化的植物蔬果，

吸引著前來宜蘭旅遊的旅人穿梭於林野之中，滿載一籃的鮮甜水果與

一臉笑顏，這也是讓遊客回歸農村生活的簡單娛樂，滿懷都市人對自

然生態的好奇慾望。 

8 
羅東

運動

公園 

羅東運動公園位在羅東市區西北方，距宜蘭羅東火車站大約 2公里，
設立在寬闊綠地間的羅東運動公園，不但可運動還可讓遊客領略自然

之美。羅東運動公園設計可分為運動設施、地形景觀、水流景觀、森

林植栽四大部分，乃是民眾最佳休閒運動之好去處。宜蘭運動公園則

模仿歐美庭園設計，採用對稱、勻和、協調的美的配對。而羅東運動

公園，則是恰當地架構出傳統中國庭園和日本風味，甚至擷取歐美廣

場設計的整體美。  

9 
羅東

夜市 

宜蘭羅東夜市正位處羅東鎮的中心地帶，主要宜蘭羅東夜市範圍由興

東路、民生路、公園路、民權路所圍繞而成，綠意盎然的中山公園坐

擁其中，形成宜蘭羅東夜市迥異於臺灣其他夜市相當特殊的景象。下

午，羅東夜市裡近百個攤販準備營業，為入夜後即將而來的洶湧人潮

做最後暖身。好玩又好吃的宜蘭羅東夜市，不但是羅東鎮夜生活最具

代表性的人氣景點，宜蘭羅東夜市也是外地客、外國觀光客來到羅東

鎮，必然要前往朝聖的旅遊聖地。 

文字來源:http://travel.tw.tranews.com、大溪漁港 http://www.lanyangnet.com.tw/ilpoint/tc04/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61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61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61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chiaohs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otspri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61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chiaohsi/v610/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chuantungyishuchunghsin/
http://travel.tw.tranews.com/food/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chuantungyishuchunghsi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chuantungyishuchunghsi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chuantungyishuchunghsi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chuantungyishuchunghsi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chuantungyishuchunghsi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33/
http://travel.tw.tranews.com/hotel/yilan/hsiangkelilanungch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hotel/yilan/hsiangkelilanungch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hotel/yilan/hsiangkelilanungch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hotel/yilan/hsiangkelilanungch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03/index.html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che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v593/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che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yehshih/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chen/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yilan/lotungchen/
http://travel.tw.tranews.com/
http://www.lanyangnet.com.tw/ilpoint/t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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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主軸線周邊景點 

5.3km 

外澳車站 

竹安漁港 

22km 

加禮遠橋 
蘭陽溪自行車道北岸 

14.5km 

蘭陽溪自行車道南岸 

8km 五結堤防 

冬山車站 宜冬橋 

冬山河自行車道右岸 

9km 
冬山河自行車道左岸 

7.6km 

再 連 

蘭陽大橋 

宜
蘭
濱
海
自
行
車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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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提供 

圖4-1-4 宜蘭縣政府建議路線 

 

主軸線 

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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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隆市自行車路網現況 

基隆市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下圖顯示基隆市自行車道路網分佈狀

況，可分成三段：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北寧路自行車道、基隆河七堵段沿岸。前兩者

為濱海景點，後者為河岸遊憩景點。其車道型態：外木山及基隆河七堵段為自行車/行人
共用道，北寧路則為自行車專用道。在車道沿線設施方面，外木山和基隆河有設置公廁。

周邊設施方面，基隆河週邊設施較完善。 

基隆港區鄰近基隆市區，未來可考量結合基隆港郵輪碼頭，推動郵輪+自行車遊程。
基隆港區內係港務工作區域，因載卸貨、卡車來往頻繁較危險，且無相關安全設施防護。

後續若相關自行車主輔軸線路段須經過港區範圍內，港務公司願意協助。 

 

圖4-1-5 基隆市自行車道分佈圖 

 
 
 

表4-1-3 基隆市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起訖點 長度、難度 週邊景點 車站 類型 
外木山自行車 
觀光步道 

基隆市中山區外

木山濱海地區 
2km 
逍遙遊 

外木山漁

港、獅子公園 
基隆火車站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北寧路 
自行車道 

八斗子公園 
至平浪橋 

1km 八斗子公園 基隆火車站 
自行車 
專用道 

基隆河七堵段

沿岸水防道路

兼自行車道 

千祥橋 
至至八堵 

11.2km  八堵車站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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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隆潮境公園遠眺基隆嶼 基隆市政府邱文志科長協助會勘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吳小姐 2012年完工/公園已施工多時 

圖4-1-6 基隆市現況照片 

基隆市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基隆市的景點如八斗子海濱公園、碧砂漁港、槓子寮砲臺、和平島地質公園、基隆

嶼、二沙灣砲臺（海門天險）、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中正公園、廟口夜市、崁仔

頂漁市、基隆委託行、獅球嶺砲臺、劉銘傳隧道、基隆港遊港、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築港殉職紀念碑、白米甕砲臺、大武崙砲臺，共 18 處。 

表4-1-4 主軸線周邊景點(基隆市的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碧砂

漁港 

為基隆市一處規劃完善的觀光魚產直銷中心，在此可以挑選購買到各式

各樣琳瑯滿目的海鮮，尤其是初秋時分的螃蟹，品質完全不輸給中國的

大閘蟹，更是知味老饕的最愛。此外，在碧砂漁港旁邊，可搭乘藍色公

路觀光娛樂漁船，欣賞湛藍的海天風情。 直銷中心旁水產試驗所退休
的海功號，為臺灣第一艘遠征極地的遠洋研究漁船，雖然已略顯斑駁，

卻更顯其英雄老邁，豪情不減當年之風發氣勢。 

2 

八斗

子濱

海公

園 

八斗子位於本市東北方之小半島，與和平島遙遙相對。往昔，黃昏時漁

船映照夕陽返航，景色旖旎，是基隆八景之「八斗子夕照」。目前於此

設有海濱公園，有完善的步道、涼亭、及觀海平臺，可眺望大海及基隆

嶼。亦可拾階而下、兩旁綠草如茵，蝶飛鳥舞，是人們所稱之「望幽谷」。

海岸邊多海蝕地形，各種怪石奇岩引人無限聯想。 

3 

和平

島地

質公

園 

和平島原名社寮島，是基隆港的門戶，早期原為凱達格蘭族的聚落。目

前在沿海部份地區設為海濱公園。園區內有重要的海蝕地形景觀，有海

蝕崖、海蝕平臺、海蝕溝，最著名的為「豆腐岩」和「萬人堆」（蕈狀

石）地形景觀。除了瑰麗的地形外，露出地層的生物本體化石和生痕化

石是本區地質上的寶貝。退潮得海蝕平臺可讓人們赤止戲水觀看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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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各種奇岩怪石要好好發揮想像力。 

4 
獅球

嶺砲

臺 

 獅球嶺砲臺為市定古蹟，興建於清光緒十年，當時因安南問題，為了

加強鞏固海防，因而在基隆地區設立了幾處砲臺，而為於基隆港南方的

獅球嶺，因其高度為基隆諸砲臺中較高者，視野良好，故必能有效控制

全港。砲臺主要的結構建材為山岩，雖歷經百餘年，其構造仍然堅固異

常，為清末小型砲臺僅存的代表，其本身所擁有的歷史價值非凡，且因

其居高臨下之利，登高山頂，基隆港全區的景色盡收眼底。 

5 
基隆

廟口 

聞名國內外的「基隆廟口」小吃，可說是基隆觀光的重點。近年來經過

重新規劃整修，整理過的廟口小吃街，不但整條街變得井然有序、整齊

美觀，而專屬的招牌更將各家攤販的販賣物品，清楚地呈現在遊客眼

前，整條小吃街的美食各有不同風味與歷史。 

6 
劉銘

傳隧

道 

劉銘傳隧道為市定古蹟，清光緒十一年臺灣巡撫劉銘傳主理臺政時，積

極建設臺灣，推行洋務運動，並力倡設置鐵路。光緒十三年獲准設立「全

臺鐵路商務總局」。為臺灣第一條鐵路專用隧道，也是僅有的清領時期

鐵路隧道，據文獻記載，當時因土質複雜，北段為堅硬的岩石，南段為

潮濕的軟土，開鑿極為困難。 

文字來源: http://tour.klcg.gov.tw/b/b01_01.asp?sid=5&id=332 

 

圖4-1-7 基隆港區圖 

圖片來源: 臺灣港務局基隆港務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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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市自行車路網現況 

新北市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下圖所示，新北市自行車道路網分佈較

為分散，以地區性遊憩目的為主。主要分成北海岸(三芝、石門、金山、萬里)、東北角(外
有海岸線，內有平溪瑞芳一帶與貢寮福隆火車站鄰近地區，及河岸景點區(淡水河、新
店溪、大漢溪與三峽一帶)。此外，汐止基隆河及金瓜寮溪一帶則呈獨立自行車道系統。 

就聯外運輸而言，河岸景點區與東北角可透過臺鐵鐵路加以聯結(臺鐵縱貫線、宜
蘭線和平溪線)，北海岸一帶以公路系統抵達該地。新北市自行車道型態主要為自行車/
行人共用道(分佈於河岸景點區)及自行車/汽機車共用道(北海岸及東北角一帶)，亦有經
點自行車專用道。 

提供的服務設施以公廁最多，休息站居次，以及北海岸及東北角少數租賃維修站。

就周邊設施而言，便利商店、餐飲、停車場完善，醫療院所亦完善，自行車業者多，且

與臺鐵場站接駁便利(北海岸除外)。 

 

 

圖4-1-8 新北市自行車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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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新北市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起訖點 長度 週邊景點 車站 類型 

八里左岸 
自行車道 

觀音坑溪口→關渡大

橋→八里渡船頭→老

榕碉堡→→十三行博

物館→八仙海岸 

16.4km 
逍遙遊 

關渡大橋、八里渡船

頭、挖子尾生態保護

區、十三行博物館、

八仙樂園、淡水老

街、紅毛城、英國領

事館、淡水漁人碼

頭、淡水祖師廟、淡

水滬尾砲臺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大漢溪左岸

自行車道 
重新橋→三鶯地區 

35.33km 
健腳級 

鶯歌陶瓷博物館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大漢溪右岸

自行車道 
土城媽祖田 

→華江橋 
20 km  

板橋車站 

永寧車站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金色水岸 
自行車道 

關山公園→關渡大橋

→竹圍碼頭→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淡水老

街→淡水渡船頭→榕

堤→港子坪橋 

25km 
逍遙遊 

關渡大橋、滬尾砲

臺、淡水捷運站、淡

水老街、英國理事

館、淡水漁人碼頭、

淡水紅樹林生態保護

區、八里渡船頭、挖

仔尾紅樹林保護區、

十三行博物館、八里

左岸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新店溪左岸

自行車道 

新店碧潭→秀朗清溪

公園→秀朗橋→永和

綠寶石河濱公園→華

江橋下 

25.61km 
健腳級 

秀朗橋、華江大橋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二重環狀 
自行車道 

疏洪運動公園→疏洪

荷花公園→疏洪親水

公園→疏洪中央公園

→疏洪蘆堤公園→微

風運河→疏洪生態公

園→疏洪河畔公園→

疏洪運動公園 

26km 
健腳級 

二重疏洪道河濱公

園、三重先嗇宮、西

雲禪寺、臺北孔廟、

臺北當代藝術館、霞

海城隍廟、保安宮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汐止 
自行車道 

吉林岔口→北山→南

陽→社后→江北大橋

→五堵火車站 

9.6km 
逍遙遊    

北海岸 
自行車 

(三芝石門
線) 

淺水灣 
→鱗山鼻漁港 

10.8km 三芝淺水灣、石門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北海岸 
自行車道 
(金山線) 

中角沙灘→水尾漁港 6.8km 燭臺雙嶼、金山漁村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4-15 
 

名稱 起訖點 長度 週邊景點 車站 類型 
北海岸 

自行車道 

(萬裡線) 

萬里核二廠→員潭溪 

出海口 

3km 
逍遙遊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瓜寮溪 

自行車道 

金瓜寮社區 

→臺九線 35.5K 
9km   

自行車專

用道 

鹽寮龍門 

自行車道 

福隆火車站 

→鹽寮海濱公園 
5km 福隆、鹽寮海濱公園 福隆車站 

自行車專

用道 

舊草嶺隧道

自行車道 

臺北縣貢寮鄉福隆 

→宜蘭頭城鎮石城 
4.5km 

舊草嶺隧道、 
龍門露營區 

福隆車站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道 

東興宮 

自行車道 
福隆火車站→東興宮 1.5km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虎子山 

路線 

土地公廟→福隆火車

站 
2.6 km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貢寮遠望坑

路線 

貢寮火車站 

→遠望坑親水公園 
4.07km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平溪瑞芳 

自行車道 
菁桐→三貂嶺車站 35km 平溪、菁桐 

瑞芳車站 

三貂嶺 

車站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東北角海岸

自行車道 
瑞濱→石城 34 km 野柳地質公園  

自行車與

汽機車混

合道 
 

   

  

北觀風芝門自行車道 萬里-金山自行車到起點(國聖海灘) 

圖4-1-9 新北市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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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參考「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所篩選出新北市 28處旅遊景點、
新北市政府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及中央政府補助之自行車道建設計畫，以作為後續自

行車旅遊的發展參考。 

目前新北市區域型自行車道，以及環島型自行車道之里程均超過 100公里，而除了
與臺北市之自行車道系統連接完善外，與桃園縣、宜蘭縣，未來均可順利串接。綜觀新

北市發展態勢，及新北市政府之意見，服務園區之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都會地區

以河濱公園為主，如二重環狀河濱自行車道周邊地區，以及碧潭周邊地區等；郊區部分

則建議東北角福林國小周邊地區，以及三芝達樂花園周邊地區，郊區部分之發展，則可

有效串連東北角與北海岸之自行車觀光發展元素。 

新北市的景點如福隆海水浴場、澳底漁港、龍洞（龍洞南口海洋公園、龍洞灣公園）、

鼻頭角（鼻頭角步道、鼻頭角燈塔）、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九份、十分風景區、翡

翠灣、野柳地質公園、金山（金包里老街、金山溫泉、朱銘美術館）、富基漁港、淺水

灣、淡水（漁人碼頭、淡水古蹟園區、淡水老街）、左岸公園、十三行博物館、八仙海

岸、林本源園邸、板橋後站商圈、永和樂華夜市、鶯歌（陶瓷老街、陶瓷博物館）、三

峽（三峽老街、清水祖師廟、李梅樹紀念館）、客家文化園區、滿月圓、內洞、烏來、

雲仙樂園、碧潭、深坑，共 28處。 

 
圖4-1-10 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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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主軸線周邊景點(新北市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關渡生

態公園 

淡水河與基隆河交會出海口處，有個貼近自然好地方「關渡生態公園」，是臺北地

區少有自然田園景觀地，佔地五十多公頃，大片溼地上生態豐富，季節交替時還有

大批候鳥棲息，現還規劃腳踏車道，讓民眾運動之餘也貼近自然。修建整齊的腳踏

車道旁，有著大片綠色灌木林，其下生態有招潮蟹、彈塗魚，天上鳥類更是種類繁

多，午後大約三點到五點，還有黃頭鷺鷥、烏秋等穿梭飛翔，是許多賞鳥人士愛好

地點。 

2 
淡水 

老街 

淡水老街是小吃的天堂，加上位於淡水捷運站旁以及金色水岸的美麗風光，也因此

成為許多學生、上班族以及年輕族群的聚集地，一到傍晚過後，下班下課的人群湧

進，擠得水洩不通、熱鬧非凡。淡水老街的小吃非常多元， 由於淡水是的傳統的
漁港，過去更是臺灣重要的通商口岸，因此物資豐富，特別是海產類更是這裡的一

大特色，加上交通、歷史與地方發展，孕育的豐富而多元的飲食文化。 

3 
金色 

水岸 

夕陽灑落，伴隨陣陣海風吹撫，在淡水河上散發出一片淡金色調，這就是著名的淡

水八景「淡水夕陽」，而這片美麗水岸也有個浪漫名字「金色水岸」，沿著紅樹林生

態園區一帶延伸到漁人碼頭，是許多喜愛騎腳踏車人們喜歡觀賞的美景。 

4 
淡水漁

人碼頭 

淡水漁人碼頭法定名稱為淡水第二漁港，位於淡水河出海口的右岸，東邊有綿延的

大屯山山脈，西南邊隔著淡水河與觀音山相望，由於位在淡水河最前端的河海交界

處，因此非常視野遼闊，來到這個熱門的臺北旅遊景點可看山又可看海，一切美景

盡收眼裡。觀賞淡水落日餘暉，最佳地點莫過於漁人碼頭情人橋，橫跨碼頭兩旁的

情人橋，倚淡水出海口，面對觀音山，視野寬廣，天氣好時可見橙紅色雲朵，伴隨

太陽落日，直落至海平面的美景。 

5 情人塔 

淡水漁人碼頭出現了一座外型類似大怒神的旋轉式觀景塔，這座一百公尺高可升降

旋轉的觀景塔又稱情人塔，約為 30層樓的高度，可欣賞整片淡水八里的海港山景，
海景一覽無遺，更不會錯過淡水任何一處美景，包括八里渡輪風情、情人橋落日餘

暉、或是遠眺觀音山吞雲吐霧，這都是搭乘情人塔所能飽覽之美景。 

6 
三芝 

淺水灣 

北海岸三芝淺水灣，位於北海岸眾多景點的中心位置，以南與淡水相鄰，以北又可

以通達麟山鼻、白沙灣、富貴角等知名景點，淺水灣近年來快速發展，各種景觀民

宿、咖啡館林立，呈現欣欣向榮的發展榮景。北海岸三芝淺水灣隨著芝蘭公園的設

立，沿岸增設木製棧道、觀海平臺等，是民眾戲水弄潮、踏浪雕沙的最佳去處。 

7 
野柳地

質公園 

參觀世界級的地質景觀，不用坐飛機出國，近在北海岸萬里地區的「野柳地質公

園」，就可以同時欣賞到包括野柳女王頭、野柳仙女鞋、野柳燭臺石，以及野柳豆

腐岩等超過十種以上的特殊風化、海蝕景觀。每一個享譽世界的景緻，都是經過百

萬年以上的時間雕琢而成。走一趟野柳地質公園，見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 

8 
鶯歌陶

瓷博物

館 

耗時 12年籌建的「鶯歌陶瓷博物館」於民國 89年開館營運，簡稱「陶博館」。「鶯
歌陶瓷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館。除了致力推廣及展現臺

灣陶瓷文化，激發社會大眾對陶瓷文化的興趣，更提升了鶯歌陶瓷產業及地方形

象，陶博館主要以臺灣 200年燒窯技術及常民文化作為展示內容，藉此建構本土陶
瓷文化的主體性。 

9 
鶯歌陶

瓷老街 

「鶯歌陶瓷老街」泛指臺北縣鶯歌鎮的文化路、尖山埔路與重慶街一帶，為鶯歌鎮

陶業最早的聚集地，陶瓷工藝歷史至今已超過２００年，由於，早期窯廠林立的時

代，所採用的胚土區域臨近尖山，因此，鶯歌地區成為舉國聞名的陶瓷重鎮，更有

「臺灣景德鎮」的美名。 

10 
三峽老

街 

「三峽老街」，仍保留舊時紅磚拱廊騎樓與巴洛克風格的三拱牌樓立面，是臺灣至

今保留原貌最完整、最長、景觀最一致的一條老街。假日時便會湧入大量的觀光人

潮，就是三峽老街再生利用狀況良好的最佳證明。  

文字來源: http://travel.tw.tranews.com/ 

 

http://travel.tw.t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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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自行車路網現況 

臺北市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由下圖可知臺北市自行車道路網分佈綿

密，聯繫程度甚佳。若排除非本計畫重點之市區道路自行車道(多為自行車專用道)，北
市之遊憩用自行車車道多以河岸景點為主，如：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等，

其餘者為公園綠地。 

其車道型態主要以自行車/行人共用道為主(註：綠色-自行車專用道，紫色-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道，藍色-自行車與汽機車混合道)。此外，北市自行車路網與捷運路網交會程
度高，利於民眾攜帶自行車搭乘捷運至各處自行車道。 

北市自行車道沿線設施完善，多有停車架、公廁、租賃維修站、休息站，且出入口

標示清楚。且周邊多便利商店及餐飲，此外，周邊停車場，自行車業者、醫療院所亦頗

為普及，並與鄰近之捷運場站均相距不遠。 

 

 

圖4-1-11 臺北市自行車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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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自行車政策的轉變，86年起推動河濱自行車道建置-目前河濱自行車道路網

已完成 110公里；96年自行車定位由休閒遊憩逐步導向休閒、購物及通勤之「生活化交

通工具」；98年推動「分享使用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臺北市自行車道路網發展歷程

如下圖 4-1-2所示: 

 
圖4-1-12 臺北市自行車道路網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 臺北市自行車推廣作法 林麗玉副局長 2011年 

大臺北地區自行車道中臺北市有 235公里，新北市有 310公里，總公里數共 545公

里，雙北市自行車道範圍如下圖 4-1-3所示: 

    

圖4-1-13 雙北市自行車道範圍 

資料來源: 臺北市自行車推廣作法 林麗玉副局長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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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自行車道中自行車專用道共 34公里；人車共道自行車道共 91公里，總

計共 125公里，現況路網連接情形如下圖 4-1-13所示: 

 

圖4-1-14 臺北市市區自行車專用道路圖 

資料來源: 臺北市自行車推廣作法 林麗玉副局長 2011年 

自行車專用道(km)  人車共道自行車道(km) 總計(km) 

34 91 125 

 

  

自行車專用道 人車共道自行車道 

圖4-1-15 臺北市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資料、圖片來源: 臺北市自行車推廣作法 林麗玉副局長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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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自行車道共建置四條自行車道，包括信義區、敦化南北路、公館水岸、

大直美麗華。 

(一)信義區自行車道路網 

1. 本市第一個設置市區自行車專用道路網的地區，93年 5月完成初期路網 10.5公

里。 

2. 佈設於松智路、松仁路、松高路等，目前總規劃之人車共道系統全長已達約 17

公里。 

– 專用道 10.5公里 

– 人車共道 6.5公里 

(二)敦化南北路自行車道 

1. 北段 98年 6月完工、南段 98年 9月完工。 

2. 往北可銜接基隆河河濱自行車道、往南可透過臺灣大學銜接公館商圈及新店溪自
行車道，全長為 9.2公里。 

3. 未來可與捷運松山線、信義線道路復舊完成之自行車道，形成「丰」字型市區主
要幹道的自行車路網。 

(三)公館水岸自行車道路網 

臨河岸公園，景福租借站假日使用率高，串接新北市。 

– 北由新生南路可至臺灣大學及大安森林公園。 

– 東由基隆路可至敦化南北路。 

– 西由汀州路可串聯寶藏巖、自來水園區及客家文化主題園區等。 

(四)大直美麗華自行車道路網 

自行車道路網串連鄰近住宅區、捷運站、學校、購物中心及美堤河濱公園等地點。 

– 98年 7月完成北安路自行車道，採拓寬人行道方式建置自行車專用道，兩側

長約 1.35公里，為 2公尺寬之綠色鋪面。 

– 樂群二路、敬業三路已建置自行車道完成，串聯捷運劍南站至美堤河濱公園
之南北向動線。 

– 大直橋自行車道改善亦於 99年 7月完成。 

   

   

圖4-1-16 臺北市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資料、圖片來源: 臺北市自行車推廣作法 林麗玉副局長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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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臺北市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起訖點 長度、難度 週邊景點 類型 

景美溪 

自行車道 

左岸: 一壽橋→木柵動物園 

右岸: 水源快速道路高架→文湖

捷運高架橋 

左岸 4.5km 

右岸 7.9km  

政治大學、木柵動物園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環社子島 

自行車道 
社子島入口→洲美橋 13.6km 

迪化休閒運動公園、社子花卉廣

場、社子運動公園、紅樹林生態保

護區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新店溪 

自行車道 
景華江橋→水源快速道路高架橋 

10.2km 

逍遙遊 

自來水博物館、自來水園區、華江

雁鴨自然公園、青年公園、龍山寺、

植物園、建國中學、兒童交通博物

館、福和河濱公園、景美河濱公園、

小碧潭、碧潭風景區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淡水河 

自行車道 
社子島→華江橋 8km 

迪化街、霞海城隍廟、林柳新紀念

偶戲博物館、酒泉街方向的臺北孔

廟、保安宮、大稻埕碼頭咖啡廣場、

唐山帆船造景、碼頭拱橋 

專用道、行

人共用道 

基隆河 

自行車道 

右岸:中港河碼頭→內溝疏散門 

左岸: 洲美橋→經貿疏散門 

右岸: 

28.5km 

左岸: 

23.95km 

美麗華百貨、內湖科技園區圓山飯

店、中山橋、大直橋 

自行車專用

道 

雙溪 

自行車道 
雙溪橋→復興橋 6.58km 

舢舨碼頭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信義區 

自行車 

專用道 

 17 km 

臺北 101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敦化 

南北路 
基隆路→民權東路 9.2km 

 自行車專用

道 

大安森林公

園周邊 

信義路與新生南路 

→信義路與建國南路口 
1.92 km 

大安森林公園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貴子坑溪自

行車道 

貴子坑溪口 

→中央北路 2段 257巷 
5km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上塔悠 433

號公園帶狀

公園之廊帶 

樂群二路 266巷→明水路 1.05km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大業路東側

人行道 
承德路七段→光明路 2.48 km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中山北路西

側人行道 

北段: 福國路→雙溪街 

南段: 福林橋→通河街 

北段: 

0.18km 

南段 

:2.5km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中山北路東

側人行道 

北段: 通河街→福林橋 

南段: 中山橋→民生東路 

北段:  

2.5 km 

南段:  

1.72 km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樂群二路雙

側人行道 
堤頂大道→明水路 1.05km 

 自行車與行

人共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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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參考「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所篩選出臺北市 44處旅遊景點、
臺北市政府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及中央政府補助之自行車道建設計畫，以作為後續自

行車旅遊的發展參考。 

目前臺北市區域型自行車道系統相當完善，且可透過下述幾條車道與新北市之自行

車道系統進行連結，如臺北市之淡水河河濱腳踏車道關渡段與新北市之金色水岸河濱自

行車道、臺北市之基隆河右岸河濱腳踏車道與新北市之汐止基隆河自行車道、臺北市之

新店溪河濱自行車道與新北市之新店溪左岸河濱自行車道等。但由於臺北市可供發展空

間較為缺乏，目前對於服務園區發展的想法較傾向於以河濱自行車道為發展重點，如臺

北市立動物園周邊地區、大佳河濱公園周邊地區，以及自來水園區周邊地區等。 

臺北市的景點如陽明山（陽明山國家公園、草山行館、陽明書屋、林語堂故居、陽

明山溫泉、行義路溫泉）、北投（北投溫泉、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文物館）、芝山岩、

國立故宮博物院、張大千紀念館、士林官邸、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北市立天文科學

教育館、士林夜市、美麗華摩天輪、忠烈祠、圓山飯店、大佳河濱公園、饒河街夜市、

五分埔、兒童育樂中心、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故事館、保安宮、孔廟、行天宮、袖珍

博物館、樹火紀念紙博物館、大稻埕碼頭、臺北之家、迪化街、霞海城隍廟、臺北當代

藝術館、華西街夜市、艋舺清水巖祖師廟、龍山寺、西門町（電影主題公園、西門町商

圈、紅樓劇場）、臺灣故事館、國父史蹟紀念館、二二八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國家戲

劇院與國家音樂廳）、國立歷史博物館、自來水園區、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國父紀念館、

信義商圈（臺北 101、臺北世貿中心）、臺北探索館、臺北市立動物園、貓空茶園，共
44處。 

表4-1-8 主軸線周邊景點(臺北市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大稻

埕碼

頭 

騎自行車環島已經成為現代人休閒活動的新樂趣，若是環島車程太

長，約十公里的大稻埕碼頭至淡水，成為適合一家大小都能參與的自

行車活動。不妨趁週休二日假期來大稻埕一個小型的河畔之旅，同樣

能享受騎鐵馬吹風飽覽沿途景緻的「騎妙體驗」。大稻埕碼頭近年來除

了迎節慶放煙火之外，全家大小租自行車在延平河濱公園踏青或是展

開河濱自行車道之旅成為共享天倫之樂與情侶約會的好去處。從大稻

埕出發，不但能飽覽古城新意，蔚藍的天空點綴一片片白雲，山光水

色盡收眼底，微風輕輕吹著青草地，平坦的柏油道路轉個彎竟是一條

蜿蜒的羊腸小徑。 

文字來源: http://travel.tw.tranews.com/ 

 

 

 

  

http://travel.tw.t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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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縣自行車路網現況 

桃園縣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下圖顯示桃園縣目前自行車道路網分佈

呈分散狀態，以各地區性遊憩路線為主，主要分為三大系統：大溪龍潭一帶(鄰近二高
及石門水庫)、沿海四鄉(蘆竹、大園、觀音 新屋，除南北兩環道外，尚有大園溪海花卉
園區及中壢大崙地區)、平鎮一帶(石門大圳、平鎮)。另外，尚有許多休閒路網如桃園市
一帶(南崁溪、成功路)、龜山自行車道、蘆竹親水自行車道、新屋沿海溼地及綠色隧道、
新屋白千層林蔭車道等。已形成地區性系統自行車路網。 

就聯外運輸而言，大溪龍潭一帶可以透過二高與區外聯結，平鎮與桃園市一帶可透

過臺鐵，沿海四鄉鎮可透過地區道路或快速道路聯結。在車道型態方面，桃縣大部份是

自行車/自行車混合道，少部份為自行車專用道及自行車/行人混用道。 

在車道沿線設施方面，約半數路線設有公廁。在周邊設施方面，便利商店、 餐飲、
停車場較多，而醫療院所集中於市區周邊(沿海四鄉及大溪龍潭較少)，自行車業者集中
於市區及大溪龍潭(沿海四鄉較少)，鐵路場站僅市區較多(註：大崙鄰近為高鐵青埔站)。 

 

圖4-1-17 桃園縣自行車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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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桃園縣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起訖點 長度、難度 週邊景點 類型 

新屋綠色走廊 
深圳村→觀海亭→蚵

間村→漂流木公園→

蚵殼港 

12km 
逍遙遊 

永安海濱公園、觀

音海水浴場、竹圍

海水浴場、竹圍漁

港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合車道 

新屋濕地生態

自行車道 
北岸遊憩區 

→永安漁港觀海橋 
2km 永安漁港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 

新屋白千層林

蔭自行車道 
東明村桃園水利會 
→白千層隧道 

1lm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車道 

羅馬公路 
桃園羅浮→新竹馬武

督山 
35.7km 
健腳級 

北橫公路沿線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龍潭大池自行

車道 
龍潭湖→客家文化館 1km  自行車專用道 

石門水庫自行

車道 
環繞著石門水庫 4km 石門水庫週邊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大溪月眉─龍

潭三坑水岸觀

光綠廊 

大溪鎮武嶺橋→龍潭

鄉三坑老街 
4.14km 三坑老街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大園溪海花卉

園區自行車道 
溪海花卉園區 12lm 溪海花卉園區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大溪福安里自

行車道 
北橫公路(5公里處) 
→大久芎(大芎宮) 

2.71km 林家古厝、慈湖 自行車專用道 

龍潭高原村 
自行車道 

三元宮→經開基大伯

公→良山農場→知星

園農場→臺全公司→

建碁公司→壹等賞→

水龍吟 

2km 
逍遙遊 

開基大伯公、良山

農場、知星園農

場、水龍吟、三級

古蹟江夏堂、小人

國鐵軌、藍鷹球場

在折返三元宮。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 

龍潭三林線自

行車道 

客家文化館→建林村

→三林村→富華街→

民生路道楓櫃口 

1km 
逍遙遊 

客家文化館、龍潭

球場草坪、三元宮

及製茶工廠 
自行車專用道 

龜山 
自行車道 

文化一路與復興三 
→忠義路一段與長壽

路口 
9.1km  自行車專用道 

大鶯綠野自行

車道 
沿大漢溪畔→大溪和

平老街的月眉古道 
7.6km 
逍遙遊 

大溪老街、慈湖、

大溪陵寢、大道藝

術館、竹蒿厝、富

田農場、梅鶴山莊

園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南崁溪單車道 
龜山鄉→蘆竹鄉段河

邊自行車道 
2.11 km  自行車專用道 

平鎮鐵馬迎風

自行車道 
平鎮市公所→平鎮鎮

安宮 
13km 石門大圳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沿海四鄉自行

車道─觀音自

行車道 

北環：埤塘之旅 
→南環：蓮園之旅 

15km 白千層林道 自行車與汽機車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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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濱海自行車道起點(西濱南下右) 桃園濱海自行車道起點(西濱南下左側) 

  
西濱上僅有標誌，無自行車標線 桃園與新北市交會(前為林口火力發電廠) 

  
龍潭南坑與新埔交會點現場 桃園新屋永安濱海自行車道(永安漁港) 

圖4-1-18 桃園縣現況照片 

桃園縣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桃園縣的景點如竹圍漁港、觀音蓮花園、永安漁港、埔心牧場、小人國、大溪老街

（李騰芳古厝）、鴻禧大溪別館、大溪花海農場、頭寮陵寢、慈湖陵寢、角板山行館、

石門水庫風景區、小烏來、東眼山、拉拉山、桃源仙谷，共 16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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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 主軸線周邊景點(桃園縣的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慈湖 

慈湖位於桃園大溪鎮，原名「新埤」，俗稱「埤尾」，佔地廣達約 30 公頃，因故總
統蔣公生前經常駐臨大溪鎮，此地集天地靈秀之氣，湖光山色近似浙江奉化山水，

蜿蜒的山間公路上又可遠眺大漢溪，覺得此景觀像極了他的故鄉奉化溪，1959 年
於「慈湖行館」完工，為紀念慈母王老夫人，因此將此地更改名為「慈湖」。慈湖

行館位置極佳，依山面水、坐北朝南，是一座仿四合院閩江式的磚造瓦房，樸實精

美，左右門可至側院，山壁還鑿有防空避難所。1975 年奉厝後改為慈湖陵寢，成
為民眾謁靈的地點，如今則成為最受國內外遊客喜愛的衛兵交接儀式觀光景點。 

2 永安漁港 
永安漁港位於桃園縣新屋鄉的永安村，是臺灣唯一以客家庄為主體的漁港，也是中

壢區漁會轄內的唯一漁港；此外，桃園永安漁港還擁有全臺灣面積最大的海濱公

園，提供遊客戲水、野炊與觀海，觀光與休閒旅遊功能完整。 

3 
竹圍 
漁港 

位於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內，與基隆市的碧砂漁港、臺北縣石門鄉的富基漁港並稱

為北臺灣著名的漁獲供銷重地。為提倡漁港觀光，桃園區漁會在竹圍漁港旁興建一

座兩層樓高的漁產品直銷中心，全年無休供應新鮮漁產 

4 
白沙岬 
燈塔 

白沙岬燈塔位於臺灣西岸桃園縣觀音鄉境內，西元 1901 年點燈啟用之後，至今已
歷經百年以上的歲月洗禮，庭園內甚至還有日治時期的日晷。百年歷史的白沙岬燈

塔於近年被桃園縣政府訂定為縣內第一座縣定古蹟。 

5 
桃園綠色

走廊休憩

中心 

臺 15 線西濱公路，於桃園縣新屋鄉與新竹縣新豐鄉的交界處有一個特別的桃園旅
遊景點，那就是綠色走廊休憩中心，它除利用桃園福興溪的活水源興建親水設施與

烤肉桌椅設備之外，桃園新屋鄉公所也特別請來木雕大師發揮巧手，讓原是廢材的

漂流木搖身一變成為創意木雕，豐富了綠色走廊造景，更增添休憩中心的藝術風貌。 
文字來源:http://travel.tw.tranews.com/ 

  

圖4-1-19 永安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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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竹縣自行車路網現況 

新竹縣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圖顯示新竹縣自行車道路網分佈目前有

路網整合現象。核心為竹北、新埔及臺鐵內灣線一帶(竹東、橫山、芎林、關西)，其次
為寶山峨眉一帶(寶山糖廠、寶二水庫、峨眉十二寮、水磜村/南埔村等)及沿海地區(沿海
自行車道、新豐紅樹林自行車道、竹北新豐濱海串聯自行車道)。另湖口自行車道系統
較為獨立。在車道型態方面，多數為自行車/汽機車混合道，少數自行車專用道。 

在車道沿線設施方面，公廁設置較多。在周邊設施方面，便利商店、餐飲、停車場

較為完善，鐵路場站則集中於內灣線沿線及竹北市，醫療院所大致完善(除濱海車道一
帶)，自行車業者集中於市區，濱海及山區路線分佈較少。 

 

 

圖4-1-20 新竹縣自行車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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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1 新竹縣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起訖點 長度、難度 週邊景點 類型 

海線 
自行車道 

羊寮橋(新屋綠色走廊-新豐交
界)-濱海自行車道-坡頭漁港-
新豐紅樹林自行車道-鳳坑漁
港-舊港大橋縣市交界 

13.5km 

池和宮、新豐紅樹林 
鳳鼻隧道、竹北蓮花

寺 
原生林、烏魚養殖區 
新月沙灣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山線 
自行車道 

龍潭新埔交界-南坑橋-霄裡溪
自行車道-縣 118-縣 115-縣 120-
竹北高鐵 

26km 
照門休閒農業區、六

福村、觀光果園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鳳山溪枋

寮庄車道 
  8.2km逍遙遊 

枋寮義民廟、劉氏雙

堂屋、燒碳窩古道、

西河堂公廳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豆子埔溪

自行車道 

豆子埔溪(光明十一路旁)溪邊
步道→公園→竹北高中→文化

中心 
4.9km逍遙遊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南埔村 
自行車道 

水磜村生態園區預定地→南埔

生態村→百年南埔水車→糯米

橋→老街 

8.2km 健腳級

(坡度較陡) 

北埔老街、義民廟、

南埔生態村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峨嵋湖 峨嵋湖環湖公路 7km逍遙遊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峨眉鄉獅

山遊客中

心至十二

寮車道 

參山風景區獅山遊客中心→九

寮→十二寮→天恩彌勒佛禪寺 
6.7km逍遙遊 

獅頭山國家風景

區、陶笛之家、天恩

彌勒佛禪寺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竹北市區

自行車道 

新竹高鐵站→高鐵體驗館→光

明六路東二段→新瓦屋→新竹

縣立體育館→縣政特區→新竹

縣政府→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光明一路美食街 

11.4km 逍遙

遊 

竹北美食街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新豐 
自行車道 

池府王爺廟→紅毛港遊憩區→

觀海大道→坡頭漁港→新豐濱

海遊憩區→紅毛濱海苗圃→普

元宮 

5km逍遙遊 

紅樹林保護區、坡頭

漁港、新豐濱海遊憩

區、小叮噹科學園區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北埔 
水磜村 
自行車道 

7-11 停車場→水磜村生態園區

預定地→竹碳→手工相框→客

家窯 
1.3km逍遙遊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竹東鎮 
市區 

自行車道 

頭前溪生態公園（頭前溪南岸）

→中山社區→沿河街→竹東火

車站（臺鐵舊宿舍）→林業博

物館→樹杞林博物館→中山國

小（通學道） 

3.4km逍遙遊 

→竹東教會→中央

市場、竹東育樂公園

→大同國小→蕭如

松紀念園區→大同

社區公園→竹東火

車站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竹東 
竹中訪古

自行車道 

竹中國小→柯子湖溪環河車道

→頭前溪河岸-麻園肚堤岸→

支援網路（祠堂、伯公） 
 

竹東竹中訪古

自行車道 

→下昌山鄉村景觀

大道→竹東親水河

濱公園自行車道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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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起訖點 長度、難度 週邊景點 類型 

湖口老街

自行車道 

湖口風力試驗場→茶園風光→

茶廠→碉堡→金獅寺步道→榕

園圃農莊→糞箕窩園區→老街 

12.6km 
逍遙遊 

湖口老街、 
金獅寺步道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寶二水庫

週邊 
自行車道 

環繞寶二水庫週邊道路的自行

車道 
30km 
逍遙遊 

寶二水庫週邊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豐田村 
自行車道 

橫山鄉公所→九讚頭橋→竹

35→增昌橋→ 
7km逍遙遊 

豐田魚池→合歡苗

圃→天人岩屋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峨眉 湖口 新豐 

  
 

霄裡溪 竹北頭前溪堤岸自行車道 

   

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專用道 解說及指標系統 

圖4-1-21 新竹縣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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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參考「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所篩選出新竹縣 9處旅遊景點，
結合新竹縣政府於 2008年完成的十三條自行車道系統規劃，再整理中央政府補助的自
行車道建設計畫，以作為後續自行車旅遊的發展參考。 

目前新竹縣已建設完成的自行車道為新豐濱海自行車道(可與桃園縣新屋鄉及新竹
市 17km 自行車道串聯)；已及山線新埔霄裡溪自行車道與桃園縣龍潭串聯。縣政府建議多處旅

遊服務園區，配合縣長的施政方向加以考量，包括寶二水庫仙岩廟、新埔柿子博物館、

西濱路線新豐竹北、湖口大窩口、以及關西紅茶博物館(臺三線)，同時也提出鼓勵民間
自提私有地發展服務園區的想法。 

新竹縣的景點如新豐紅樹林、湖口老街、義民廟、六福村、內灣（吊橋）、北埔老

街、綠世界、司馬庫斯（神木群）、觀霧，共 9處。 

表4-1-12 主軸線周邊景點(新竹縣的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新豐紅

樹林 

新竹縣新豐鄉紅毛溪出海口的南北兩岸，昰北臺灣地區水筆仔及海茄苳混生

的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紅樹林主要的觀察區位於池府王爺廟附近，紅毛港遊

憩區內建有跨越南北兩岸色彩鮮豔的紅色拱橋、原木棧道曲折地深入紅樹林

區，兩旁水筆仔與海茄苳交錯出現、觀察亭造型典雅共有三座且座落其間，

是目前國內獨具有生態觀光條件的紅樹林保護區。 

2 
內灣 

火車站 

新竹旅遊景點之一的「內灣火車站」是內灣支線算起的第九站，也是內灣支

線的最終站，新竹至內灣間的總長約 27.9km。內灣火車站至今仍保留了當時

50~60年代的獨特建築風格，車站旁設置了一塊為了紀念鐵路開拓艱辛歷程

的「通車紀念碑」。當您來到新竹旅遊時，一定要來看看這個富有時代意義的

知名新竹旅遊景點-內灣火車站。  

3 竹塹城 

新竹竹塹城最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築竹子城，略呈圓形，城牆周長 440

丈，設有四個城門，竹塹城還設有四座砲臺，作為一個廳城有其必要性。設

四城門，東曰迎曦門、南曰歌薰門、西曰挹爽門、北曰拱辰門，並設有四座

砲臺。 

4 城隍廟 

香火鼎盛的新竹城隍廟位於新竹市北門街與東門街口，由於廟內供奉威靈公

都城隍，為本省城隍廟中官位最高者，加上離新竹火車站相當近，因此一直

是新竹旅遊的熱門景點。。新竹城隍廟，為二級古蹟，至今已有 260多年歷

史。這其間新竹城隍廟曾經過七次大修，其中 1924年的一次整修完成之後，

城隍廟就有了現在的規模。 

5 
十八 

尖山 

新竹市東南方向有一處小山丘連綿的丘陵地帶，就是現在新竹市相當有名的

十八尖山。新竹十八尖山標高最高的地方是在介壽亭附近，約 129公尺左右，

晴天時站在亭子裏環顧四周，可以看到新竹縣竹北市、整個新竹市區、甚至

於大霸尖山、五指山等，視線極佳，在風起雲湧時，迎面而來的清風，有涼

透心底的感覺。 

6 
科學 

園區 

竹科總面積占臺灣不到萬分之四的土地，但卻能一再地打破全球科技產業紀

錄，創造出每年高達 400億美金的產值，成為舉世知名的科學園區! 竹科設

立至今成功培育出許多世界級旗艦型的大企業，創造臺灣經濟奇蹟，奠定不

可憾動之產業地位。 

文字來源: http://travel.tw.t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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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竹市自行車路網現況 

新竹市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圖顯示新竹市自行車道路網分佈狀況，

目前有 2條路線：17公里海岸線(可接西濱快速道路)與頭前溪自行車道，各自獨立且有
特定遊憩目的。其中 17公里海岸線為自行車專用道，頭前溪自行車道為自行車/行人共
用道。 

在車道沿線設施方面僅有公廁，其餘設施均無。在周邊設施方面，便利商店、自行

車業者均有，而餐飲、停車場、醫療院所距頭前溪自行車道較近。 

 

圖4-1-22 新竹市自行車道分佈圖 

新竹市在前任市長林政則先生的推動下，於十七公里海岸線打造出頗受國人喜愛的

海岸型自行車遊憩路線。在此自行車遊憩的基礎下，現任許明財市長規劃路網包括已架

構好從中華路到古賢里約 4.5公里、從古賢里到南寮約 5公里，接上港南 17公里海岸自
行車專用道，再從鹽水港溪接到內湖，完成 55公里的自行車路網。未來結合自行車遊
憩與自行車通勤、通學，建構一個自行車生活的友善環境，向東延伸到竹東、向北抵達

竹北、向南到竹南，形成竹竹苗區域型的自行車生活道路網。 

 

圖4-1-23 竹竹苗區域型自行車生活道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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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3 新竹市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與起迄路段 長度 周邊景點 車站 類型 

17km海岸自行車道 
新竹漁港-南港賞鳥區 

17km 
新竹漁港、看海公園、海天一線、港南運河、

紅樹林公園、風情海岸、海山漁港、南港等八

大景點 

香山

車站 
自行車專

用道 

頭前溪自行車道 4.5km 中華路頭前溪橋下至古賢里段 
 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 
     

 

   

  
圖4-1-24 新竹市現況照片 

新竹市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參考「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所篩選出新竹市 8 處旅遊景點，
結合現有已建設完成之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以及頭前溪自行車道兩條線為主軸，整理

中央政府補助的自行車道建設計畫，作為後續自行車旅遊的發展參考。市政府建議的服

務園區以客雅溪污水處理站(公有地)及港南運河(公有地)為主、亦可考量海山漁港連結
香山車站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兩鐵旅遊。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往北以舊港大橋下串聯新竹縣竹北市、往南以南港賞鳥區串

聯苗栗；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可連接新竹縣竹北，目前三處缺口分別為頭前溪向東延伸

工程、頭前溪自行車道串連舊港大橋、新竹市 17公里終點與苗栗縣自行車道交會點。 

新竹市的景點如十七公里海岸風景區、新竹州廳、迎曦門、火車站、都城隍廟、玻

璃工藝博物館、十八尖山、科學園區，共 8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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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4 主軸線周邊景點(新竹市的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 

景點有南寮休閒漁港、風帆運動公園、貝殼公園（戲場）、旅遊中心、南

寮海港、運動公園、腳踏車公園、環保公園、海天一線公園、港南濱海公

園、金城湖賞鳥區、紅樹林公園、看海平臺、海岸風情、香山濕地、海山

漁港、風力發電風車、港南半月形白沙灣等。 

2 南寮漁港 

新竹南寮漁港原為漁民謀生興建的漁港，之後轉型為休閒旅遊為主的港

口。南寮漁港被營造成為地中海風味的休閒旅遊景區，區內尚有自由鐘

樓、貝殼公園、城堡鐘樓、風箏廣場、運動公園等，加上南寮漁港直銷中

心有新鮮的魚貨，可供採買。 

文字來源: http://travel.tw.t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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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苗栗縣自行車路網現況 

苗栗縣自行車路網分布及服務設施現況，如圖 4-6顯示了苗栗縣自行車道路網分佈
狀況，其聯結狀況良好，數個地區性路網(如：西湖鄉、銅鑼虎頭崁、三義鄉、明德水
庫、頭屋鄉鳴鳳自行車道、公館鄉黃金小鎮自行車道、竹南濱海及中港溪一帶)可藉由
東西向縣道(縣 119、126、128、130)及縱向山、海線省道(臺 1線、臺 3線)沿線所設置
之自行車車道加以串聯。此外，苗栗市一帶(貓貍山、後龍溪)自行車道雖自成系統，但
可由臺鐵苗栗站接駁至當地。在車道型態方面，部份為自行車專用道、部份為自行車/
汽機車共用道。 

在車道沿線設施方面，約 2/3 路線有設置公廁。在周邊設施方面，便利商店、餐飲、
停車場為完善，臺鐵場站接駁集中於苗栗、三義、竹南一帶，自行車業者則集中於苗栗

市及省、縣道一帶。 

 

 

圖4-1-25 苗栗縣自行車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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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5 苗栗縣目前現有自行車道 
名稱 起訖點 長度 週邊景點 類型 

貓梨山自行車

專用道 
貓貍山公園 18km 貓貍山公園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綠光海風 
自行車道 

竹南-後龍-通霄-苑裡 68.5km 
龍鳳漁港、 
海角樂園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桐花綠廊 
自行車道 

勝興車站，沿苗 49 線經
龍騰斷橋，再沿苗 51 線
接臺 13 線，再轉進中 22
線，經泰安鐵道文化園

區，最後到達舊泰安車站 

27km 
銅鑼火車站 
龍騰斷橋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臺三 
自行車道 

臺三線 46km 
鯉魚潭水庫 
大湖酒莊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大河之戀 
自行車道 

頭份鎮公所，過東興大橋

後，經劉氏宗祠、一字

屋、永和山水庫等景點，

最後再回到頭份鎮公所。 

39km 
紅樹林保護區、

戀戀河畔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古風農情 
自行車道 

126線 31km 
明德水庫 
五聖宮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後龍溪左岸 
自行車道 

後龍溪沿岸 25km 
新東大橋、後龍

溪高灘地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祕境尋跡 
自行車道 

119線 41.5km 
青錢第古宅 
客屬大橋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懷舊樂趣 
自行車道 

128線 31km 汶水老街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果香逸趣 
自行車道 

130線 33.5km 
三義木雕博物館

灣麗磚瓦博物館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通霄鎮城北 
自行車道 

由蘆沐春風農場出發，沿

途行經黃家古宅、牛車老

巷、阿嬤的柑仔店、窯藝

博物館、九華山腳下及李

氏宗祠 

 
九華山、挑鹽古

道、馬家庄 
自行車與汽

機車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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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6 苗栗自行車道地圖 

  

   
竹南焚化爐自行車專用道(西濱跨越) 西濱橋下騎乘空間不足為危險路段 

  
後龍溪自行車專用道 自行車指標系統 

圖4-1-27 苗栗縣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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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自行車路網周圍相關景點介紹 

參考「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所篩選出苗栗縣 15處旅遊景點，
結合現有已規劃建設完成之三縱六橫自行車道系統，並參考中央政府補助的自行車道建

設計畫，作為後續自行車旅遊的發展參考，同時需確定自行車路線外一定範圍內到達的

旅遊景點。縣政府建議的服務園區以竹南濱海自行車道系統(環島串聯型)的崎頂海水浴
場或外埔漁港為主，惟擔心遊客人數不夠。 

    苗栗縣的景點如龍鳳漁港、外埔漁港、通霄海水浴場、香格里拉樂園、明德水庫、
獅潭仙山、南庄、華陶窯、泰安溫泉區、大湖草莓酒莊、三義（木雕博物館、勝興車站、

龍騰斷橋）、西湖渡假村、飛牛牧場、獅頭山、火炎山溫泉遊樂區，共 15處。 

表4-1-16 主軸線周邊景點(苗栗縣的部分) 

編號 景點 簡介 

1 
龍鳳

漁港 

位於竹南鎮龍鳳里的龍鳳漁港，緊臨西濱公路，原本為一個小漁港，近年來政府積極

將周邊打造成假日遊憩區，並規劃與新竹十七公里海岸線串接，成為苗栗旅遊休閒的

好去處。 

2 
外埔

漁港 

外埔漁港位在後龍鎮的海埔里，自民國六十五年開始經過多次的擴建，成為苗栗地區

最具規模的第三類漁港，目前漁港內的設施有漁貨拍賣場、給水站、儲油庫與製冰冷

凍庫等。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觀光事業，包括綠化環境、興建愚人碼頭木棧道、浮動

碼頭與遊客中心等，將外埔漁港打造成為觀光漁港碼頭。 

3 
崎頂

海水

浴場 

崎頂海水浴場位於苗栗縣竹南鎮的西北方，火車站後方約 500公尺，闢於民國 20年，
52年始正式營業，近來因整建而頗具規模，不僅設備齊全，建有餐飲部、夕陽觀海樓、
沙灘排球場、水上摩托車、氣墊船、露營烤肉區、兒童遊樂場、渡假小木屋等等，這

兒的景觀更是優美，黃金沙灘及蔚藍海域，肯定會讓您流連忘返不虛此行。 

4 
竹南

啤酒

廠 

竹南啤酒廠位於苗栗縣竹南工業區內，是東南亞最大的啤酒廠，也為北部啤酒及酒瓶

最大供應廠，遊客可於開放時間前往參觀啤酒生產流程或至文物陳列館了解啤酒文化

及地方工藝，另外，也開放展售區，提供各種菸、酒產品供遊客選購。 

5 
香格

里拉

樂園 

位在造橋鄉豐湖村的香格里拉樂園佔地約五十多坪，偌大的園區中有著典雅浪漫的歐

風藝術庭園，以及好玩刺激的大型遊樂設施，還有擁有濃厚客家風情的「客家莊」，

客家莊裡頭展示著不同主題的客家文化。此外，園區中也有露營區與桐花渡假飯店，

讓遠道而來的民眾也能享受愜意且豐富的休閒假期。 
文字來源: http://travel.tw.tranews.com、http://okgo.tw/buty/01056.html 

 

圖4-1-28 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miaoli/lungfengyuk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miaoli/lungfengyuk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miaoli/lungfengyukang/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hsinchu/shihchikungli/
http://travel.tw.tranews.com/view/miaoli/
http://travel.tw.t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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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臺自行車整體評估 

 經由上述調查分析，整體評估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設施服務現況，如表 4-1-17所示。
各縣市在自行車道路網整合及沿線、周邊設施服務均朝向區域內完善目標邁進，且沿線

設施不足處可透過周邊商家補強。 

表4-1-17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設施服務評估 

行政區 路網整合評估結果 服務設施評估結果 

臺北市 
 河岸自行車路網聯結良好 
 鄰近捷運場站接駁便利 

 車道沿線設施完善 
 周邊設施亦完善 

新北市 

 自行車路網呈三大系統，各區系

統內聯結良好 
 可透過臺鐵路線聯結河岸景點區

及東北角，但無法聯結北海岸 

 車道沿線設施僅公廁與休息站 
 周邊設施亦完善 

桃園縣 

 各地方遊憩路網自成系統，彼此

不易連結 
 僅桃園市和平鎮地區能以臺鐵聯

結，其餘皆須仰賴聯外公路 

 車道沿線設施僅公廁 
 周邊設施多便利商店、餐飲、

停車場 

新竹市 
 兩條路線相距不遠，有進一步聯

結之潛力 
 車道沿線設施僅公廁 
 周邊設施有便利商店及自行車

業者 

新竹縣 

 路網呈三大系統，其中竹北與內

灣一帶聯結良好，已形成整合骨

幹 
 可透過臺鐵內灣線進行接駁 

 車道沿線設施僅公廁 
 周邊設施多便利商店、餐飲、

停車場 

苗栗縣 

 已透過省、縣道沿線將各地方遊

憩路網加以聯結 
 苗栗市路網雖未與其他路線聯

結，但可透過臺鐵苗栗站接駁 

 車道沿線設施公廁多 
 周邊設施多便利商店、餐飲、

停車場 

基隆市 

 僅 3條區域遊憩路線，且彼此分
隔甚遠 

 濱海景點車道無法利用臺鐵路線

接駁 

 車道沿線設施僅公廁 
 僅基隆河路線周邊設施較多 

宜蘭縣 

 已形成五大自行車路網系統，且

相距不遠 
 可透過臺鐵宜蘭、 羅東兩站加以

接駁 

 除冬山河自行車道沿線設施完

善，其餘多僅設置公廁 
 周邊設施多便利商店、餐飲、

停車場、自行車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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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整體路網跨區連結瓶頸仍存在。基隆市因區內自行車路網甚少，

較難串聯臺北市與新北市路網。宜蘭縣距新北市尚有一段距離，目前濱海自行車道北段

有一段延伸方能完成跨區自行車路網聯結。各縣市多有濱海路段之自行車道，為北臺自

行車主軸線；苗栗縣、新竹縣、桃園縣遊憩景點在山區極具吸引力，因此規劃山線自行

車路網為輔線。建議未來可將鐵公路系統一併納入考量，做整體性規劃，區內可以自行

車道聯結為主，跨區則需考慮鐵公路系統及長途自行車道之建置，並據以規劃服務園區

等級及相關服務。 

 

第二節 北臺八縣市改善點現況及建議方案 

本計畫經由四次現場檢核會勘，共 32場次八縣市的訪談與調查，並經由研究團隊
成員再一次從宜蘭到苗栗完整紀錄主輔軸線的路線與待改善點，整理如附錄十，26處斷
裂點與待改善點之圖冊所示，經費估算匯整如下表，作為後續爭取建設經費之參考。 

表4-2-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暨斷裂點縫合計畫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斷裂點及改善點建議 
經費預估(元) 

規劃費 工程費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改善工程計畫 
1.建議完成全線安全標線與指標系統 618.64公里， 
並縫補 15處待改善點 
2.改善點內容詳表 4-2-2 

300萬 10,200 萬 

北臺自行車斷裂點規劃設計與工程計畫 

1.完成各縣市共計 11處斷裂點規劃設計與施工 

規劃費 5,483,210 元+341 萬元擴充合約完成細部設
計與施工圖說 
 
3.改善點內容詳表 4-2-3 

8,893,210 205,375,178 

合計 8,893,210 307,3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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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改善工程計畫縫補15處待改善點內容 
縣市別 編號 路段 公里數 建議改善方式 

新北市 

1-1 
淡水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風芝
門車道未銜接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北 14古庄(約 14km)  

56km 
 

路權單位 
公路總局 

1.引用交通部北觀處原規
劃完成的北海岸自行車道

計畫 
2.建議加設防撞桿間隔出
自行車道 

1-2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
鍊港沿臺 2公路(約 7km) 

1-3 
濱海臺 2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
海公園自行車道(望海巷-尖山腳) 
(約 21km) 

1-4 
石門北觀處沿臺 2線-金山中角沙
灘自行車道(14km) 

基隆市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
火車站(約 5km)  

6.5km 
建議沿線加強指示牌誌、

地面標誌劃設、解說牌誌 
2-2 

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  
(中山路拓寬四計畫留設自行車
道)(約 1.5km) 

宜蘭縣 3-1 
濱海臺 2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公
園)-宜蘭頭城烏石港 
(約 20km) 

20km 
路權單位 
公路總局 

交通部目前陸續有工程進

行，建議比照北濱福隆段

專用車道施工，以緣石隔

開設自行車專用道。公路

總局刻正規劃中 

桃園縣 

4-1 

桃園縣三坑自行車道-龍興大橋
(臺 3乙) -龍潭高原路-中原路-南
坑路段-南坑橋-新竹縣霄裡溪 
(臺 3乙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
施) 。龍潭鄉臺 3乙線（大溪鎮
－龍潭鄉）設置 40面標誌(約
14m) 路權單位:公路總局 37km 

臺 3線路段建議比照北濱
福隆段專用車道施工，以

緣石隔開設自行車專用道 

4-2 桃林鐵路(約 16km) 
停駛後做為汽車道路，建

議騰出空間建設自行車專

用道 

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 7km) 
利用臺鐵高架橋下之綠帶

空間設置適當的人行道或

自行車道 

新竹縣 5-1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射

擊時需封閉車道  
單點 

建議在兩側出口標誌禁止

通過時段的警示標誌 

新竹市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

南寮自行車道 (1.3km) 
1.9km 

利用二河局既有堤頂防汛

道路，銜接頭前溪自行車

道往西工程終點(舊港大
橋下)至南寮 17 公里濱海
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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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編號 路段 公里數 建議改善方式 

6-2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苗

栗銜接處 (約 0.6km) 

因養豬戶占用林務局用地

且設在產業道路旁﹐味道

惡臭環境不佳，如養豬戶

拆除，建議長期方案增設

自行車專用道。 
短期方案為改走南港街

106巷銜接臺 61線西濱道
路。 

苗栗縣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

龍海堤車道 (約 9km) 

19km 

建議改走苗 9線至大山車
站〈車站前改走沿鐵道小

路〉再沿苗 9至外埔漁港 

7-2 

苗栗山線以縣 119(有自行車指標
系統)接新竹縣峨眉北埔臺三線
無自行車道設施(少部份標線被
汽車佔用為路邊停車) 
 (約 10km) 路權單位:公路總局 

為臺三線路段，建議路寬

部分比照北濱福隆段專用

車道施工，以緣石隔開設

自行車專用道。路窄部分

加設防撞桿間隔車道 
  總公里數 140.4km 

 
備註：公路總局說明，查北濱福隆段專用車道之改善，歷經多次會勘選線，該路段採局

部路段拓寬、無法拓寬路段則利用社區道路替代，並由新北市政府提出計畫向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申請經費補助，再由公路總局代辦。上表建議比照辦理的路段各有不同之道路

狀況（交通量、拓寬工程難易、路幅寬度不足及路側停車需求等），其專用車道設置，

仍應個案辦理規劃分析可行並籌有經費後，再洽商該管路段之養護工程處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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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11處斷裂點規劃設計與工程改善 

縣市別 編號 現況說明 公里數 
建議改善 
方式 

規劃費 
擴充合約 
(含細部設計 
與施工圖) 

工程費 

新北市  1-1  

新北市林口火

力發電廠-臺北
港之間無自行

車道銜接 
林口市界-臺北
港 
(臺 61) 

約

11.14km  

本段原則上於道路外

側以繪設標線方式增

設自行車道，以串連淡

水八里左岸至桃園縣

濱海自行車道，沿途可

串連下罟子漁港、八仙

樂園、八里焚化場等，

本路線起迄點為下罟

子漁港─桃園縣界。 

- - 425.2 萬 

基隆市  

2-1  

基隆火車站-海
洋廣場-市區東
岸碼頭-八斗子
濱海臺 2 公路  

約 10km  

建議東岸碼頭沿線至

和平島路口-可比照高
雄港自行車道改建模

式 

90 萬 - - 

2-2  

基隆火車站-沿
舊八堵宜蘭支

線鐵道-經竹子
嶺隧道-河川局
八堵抽水站-銜
接基隆河河濱

自行車道 (八
德橋)  

約 4km  

竹子嶺隧道可比照舊

草嶺隧道改建模式，沿

基隆八堵臺鐵支線設

自行車道 

80 萬 180萬 3170萬 

宜蘭縣  

3-1 

宜蘭頭城烏石

港-竹安橋（得
子溪口）壯圍

鄉東港濱海自

行車道 

約 3km -- 0 0 3307萬 

3-2 
冬山車站-蘇澳
新站-南方澳漁
港(中城橋)  

約 5km  

建議短期以自行車導

引標字、導覽地圖牌、

遊憩方向指示牌及重

要路口增加安全標誌

等方式，改善本處斷點

情形。長期則因本路段

車輛甚多，為維車友安

全，建議以建置自行車

專用道方式辦理。 

0 0 250萬 

3-3 
羅東溪至安農

溪 
6km 

因道路為鄉間小路，建

議僅有簡易指示牌誌

及地面標誌劃設 
0 0 302萬 

桃園縣  4-1  

新北市林口火

力發電廠-桃園
縣永安漁港  
(沿西濱公路危
險路段的安全

性措施)應有替
代道路  

約 3.5km  
路權線外增設一車道

供自行車使用 
90 萬 161萬 28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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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編號 現況說明 公里數 
建議改善 
方式 

規劃費 
擴充合約 
(含細部設計 
與施工圖) 

工程費 

新竹縣 

5-1  
新港漁港需跨

過三道溪流，

需繞社區 5km  

約 12km 

建議比照新竹市南寮

三座彩虹橋施工模式 
170萬 - - 

5-2 

桃園縣龍潭鄉

三洽水-新竹縣
高鐵九路約

(2km ) 

本路段已建置完成，惟

尚有路段標示系統需

加強，申請改善路線約

2 公里，本路段完成後

以北銜接新增山線自

行車道、以西銜接頭前

溪北岸自行車道通往

新竹市，構成新竹縣、

市完整之東西向自行

車道主軸線。 

1,183,210 - - 

5-3 
頭前溪南岸自

行車道串接計

畫(約 5km) 

多利用堤內一般產業

道路與既有道路，除二

重埔至頭前溪生態公

園尚有部分道路未開

通外，多均利用既有道

路劃設並與周邊資源

串聯；且頭前溪南岸之

既有河濱公園，亦已規

劃自行車道、狗狗公園

及相關遊憩設施。 

0 0 55,523,178 

 
新竹市 

 
6-1 

新竹市頭前溪

自行車道往東

延伸工程計畫 
1.4km 

利用高架道路下方延

既有道路加封 AC鋪面

車道寬度 4公尺，至柯

子瀝排水溝處與新竹

縣自行車道交接 

0 0 900萬 

  總公里 56.04km  5,483,210 341萬 205,375,178 

合計數總計 214,26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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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庫系統建置內容與資料說明 

本計畫針對北部地區之自行車系統進行勘查，完成後健全北部地區自行車道資訊。

本計畫自行車道調查成果所建置之 GIS 自行車道資料庫，可供日後研究及相關資料庫網
站建置之參考。 

一、系統概述及建置方式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包括自行車道與服務園區建置評估，而地理資訊系

統的應用，則可以透過圖形介面，有效的管理現有設施，並針對未來規劃項目，進行評

估。 

本研究團隊之地理資訊系統係透過 ARC GIS 軟體，結合內政部營建署「自行車道
查詢網（圖 4-3-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圖 4-3-2）」、北臺八縣市各相
關單位之自行車道圖資，以及本研究團隊歷年所建置之地理資訊系統圖資資料庫建構而

成。 

 
圖 4-3-1 自行車道查詢網 

 
圖4-3-2 全國綠色路網 

近年來為朝向節能減碳的綠色運輸規劃理念，各縣市均積極建置自行車道，除前述

圖資外，本研究團隊也多方蒐集各新建車道，及各項與自行車相關之最新圖資，以整併

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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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前所建置的 GIS 圖層，包含地標、現有自行車道、高鐵、鐵路、道路、
流域、行政區、待改善路線、主軸線等項目進行整合繪製。 

表4-3-1 北臺八縣市 GIS 自行車相關圖層簡介表 

編號 圖層名稱 建置方式 
1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周邊之地標分布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2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路網之分布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自行車道查詢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及本

計畫重新繪製。 

3 北臺八縣市大眾運輸路網之分布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4 北臺八縣市之道路分布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5 北臺八縣市之流域分布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6 北臺八縣市之行政區範圍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7 北臺八縣市之火車站分布 
依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Google 

Earth及現地勘查判讀，本計畫重新繪製。 

8 北臺八縣市大眾運輸路網之分布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9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路網之分布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自行車道查詢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及本

計畫重新繪製。 

10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待改善路線之分布 依據現地勘查、航照圖判讀劃設範圍。 

11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主軸線之分布 
依據現地勘查及自行車專業人士建議繪

製最適旅遊路線。 

12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周邊之地標分布 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系統資料。  

13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主軸線之各自行車

道類型分布 
依據現地勘查判讀，本計畫重新繪製。  

(一)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周邊之地標分布圖層 

自行車道周邊之相關地標分布圖層，主要係指蒐集與自行車相關之資訊，如觀光景點、

醫療院所、住宿、餐飲、學校、加油站、警消單位等，資料庫建置欄位詳圖 4-3-4。 

(二)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路網之分布圖層 

現有自行車道路網之分布圖層，主要係指場勘調查之自行車道相關之資訊，如自行車

道名、所在區域、車道類型、車道型態、長度等，資料庫建置欄位詳圖 4-3-6。 

(三)北臺八縣市大眾運輸路網圖層 

大眾運輸路網圖層，此圖層包含臺鐵系統及高鐵系統之路線資訊。 

(四)北臺八縣市之道路分布圖層 

道路分布圖層，此圖層資訊包含道路線型及道路等級之基本資訊。 

(五)北臺八縣市之流域分布圖層 

流域分布圖層，此圖層以說明各河川之分佈型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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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臺八縣市之行政區範圍圖層 

行政區範圍圖層，此圖層以說明各縣市及鄉鎮市區之界線及面積。 

(七)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待改善路線之分布圖層 

依據各地方政府進行路線之檢視及主軸線行經之坡度、高程差分析，瞭解斷裂線串

接之各種可能性。 

(八)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主軸線之分布圖層 

於 101年 5月上旬進行北臺八縣市自行車主軸線系統規劃之第三次勘查，並根據勘
查結果與臺灣綠色旅遊協會林惠忠先生建議，進行主軸線系統路線規劃。 

  
行政區範圍 道路分布 

  
大眾運輸路網 流域分布 

 
 

自行車道周邊之地標分布 主軸線上各航點資訊 

圖4-3-3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圖層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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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周邊之地標資料庫建置示意圖 

二、自行車道系統 

目前完成北臺八縣市的車道清查，並依照現地勘查之結果進行自行車道主軸線之數

值化。 

(一)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系統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整合清查之後，利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計算，各縣市自行

車道長度歸納如表 4-3-2所示，全長共計約 1,665公里。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概況，
請參考圖 4-3-5（地理資訊系統對數化資料之運算，係依照實際數化路線進行，故會與
主管機關之路線長度有所差異）。 

 

圖4-3-5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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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路網資料庫建置示意圖 

表4-3-2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長度 

所在縣市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系統計算值） 所在縣市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系統計算值） 

臺北市 222.8公里 新北市 313.3公里 
宜蘭縣 243.9公里 新竹市 22.2公里 
苗栗縣 376.0公里 新竹縣 267.6公里 
桃園縣 206.3公里 

總計 1,665公里 
基隆市 12.8公里 

(二)主軸線 

從前述之資料及圖面上，可看出各縣市之自行車道路網分佈概況。而整體自行車旅

遊之遊程規劃，則需針對路網以及周邊景點、設施等加以考量，並進行初步規劃。透過

前述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系統、現地勘查及專家建議，得出自行車道最適旅遊路線。 

1.自行車道無需改善路線之分布 

本計畫自行車道無需改善路線係指主軸線路線規劃上，可以跟現有自行車道系統進行

串接的路線。 

2.自行車道待改善路線之分布 

本計畫的自行車道斷裂線係指主軸線路線規劃上，無法跟現有之自行車道系統進行串

接的路線，其中包含狀況如：現況無自行車道之路線、現況自行車道標線標誌不清楚及

危險之路線。斷裂線處未來建議可透過自行車道之建置、標線標誌劃設，或大眾運輸系

統之轉乘，來達成串接的目的，以建構完整之環北臺遊程。相關各縣市自行車主軸線及

行經各縣市之路網長度，及各縣市斷裂線歸納如表 4-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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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主軸線行經各縣市之長度及各縣市斷裂點 

所在縣市 主軸線長度（系統計算值） 斷裂點長度 
臺北市 30.8公里 － 
宜蘭縣 109.3公里 14公里 
苗栗縣 69.5公里 － 
桃園縣 72.2公里 12公里 
基隆市 29.7公里 14公里 
新北市 244.2公里 11.14 公里 
新竹市 25.4公里 1.4公里 
新竹縣 41.1公里 12公里 
總計 618.64公里 56.04公里 

目前主軸線路線之規劃，也交由各地方政府進行路線之檢視，以進一步瞭解斷裂線

串接之各種可能性。下一階段則結合後續之相關圖資系統，並針對主軸線進行分段，以

設計各路段合宜之遊程。下圖 4-3-7則是以地理資訊系統軟體處理主軸線後，並輸出為
相容 Google earth 之圖資，並針對各主軸線行經之坡度、高程差加以分析彙整。 

 

圖4-3-7 自行車主軸線高程及坡度分析示意圖 

3.整合後建議之自行車道最適旅遊路線（含斷裂線） 

研究團隊於 101年 5 月上旬進行北臺八縣市自行車主軸線系統規劃之第三次勘查，
並根據勘查結果與臺灣綠色旅遊協會林惠忠先生建議，進行主軸線系統路線規劃，調查

與記錄方式詳附錄九。主軸線系統路線規劃之理念，係希望以現有自行車道系統，整合

周遭之觀光景點，進行整體遊程設計。下圖 4-3-8則為北臺八縣市自行車主軸線規劃路
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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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主軸線規劃路線之示意圖 

(三)主軸線周邊相關地標分析 

上述圖資編修處理完畢後，則依主軸線周邊之環域範圍，對各式地標進行分類，以

協助遊程規劃之進行。另方面，則進一步整合主軸線周邊之交通設施，作為後續規劃全

臺自行車遊程規劃之節點。下圖 4-3-9則分別以自行車主軸線周邊 0.5公里、1公里、1.5
公里，以及 2公里進行環域劃設，如此可瞭解鄰近主軸線之相關設施景點分布。 

 

圖4-3-9 主軸線周邊地標分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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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系統用途 

本系統除整合各式相關圖層資料，供研究團隊進行基本資訊查詢外，未來設計以下

應用功能：  

1.自行車道導覽 

自行車道導覽可提供大眾獲取相關騎乘自行車所需之訊息，如車道路線、周邊景

點、休憩維修站、租借站等，並進一步結合地形高程資訊，提供騎乘路線坡度資訊等。  

2.自行車道維護管理 

自行車道維護管理，係可供車道維護管理單位，確實掌握目前車道及週邊設施概

況，未來也可搭配設計即時回報機制，強化整理之管理效率。  

3.自行車服務區最適區位分析 

本系統所整合之各項圖資，除供作前述的導覽、維護管理等功能外，透過環域分析、

路網分析，將可針對自行車服務區之最適區位進行篩選，以供後續規劃參考。 

4.公路總局公里數、里程碑 

公路總局提供道路公里數及里程碑供研究團隊進行基本資訊查詢如圖 4-3-10所示。 

 

 
圖4-3-10 公里數及里程碑示意圖 

資料來源: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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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北臺自行車旅遊整體發展策略規劃 

第一節 課題與對策 

本研究經由歷次工作會議、三場次專家顧問會議、四次現場勘查、以及八個縣市政

府的多次訪談，整理出北臺八縣市推動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所面對的課題，並提出具體

解決之對策，茲敘述如下： 

課題一：如何改善北臺八縣市自行車環境，建設完善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 

說明： 

體委會 2002 年~2011 年共計補助北臺八縣市 125 項自行車道建設計畫；2009 年配合「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於 2009-2011

年三年共計投入全臺自行車道新臺幣 30 億元的建設經費。惟北臺自行車道經由本研究

在八縣市四場次檢核會勘、以及三次專家學者與各部會座談會全面檢討後，仍有 26 處
約 180餘公里需縫合補強，以建構完整的北臺第一條自行車 618.64公里主輔軸線系統。 

對策： 

1. 整合體委會、營建署、交通部、環保署等中央部會歷年所投入北臺的自行車道既有
補助建設計畫，將北臺 26處待改善點縫合補強，建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的旅遊環
境，並結合沿線土地開發及觀光旅遊產業之異業結盟方式，推動自行車旅遊產業的

發展。建立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的主輔軸線。 

2. 研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計畫。 

3. 研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 618.64 公里待改善點縫合補強的細部規劃設計計
畫，作為後續指標系統與安全標線系統工程之依據；以及協助各縣市斷裂點規劃設

計與施工經費爭取。 

課題二：如何整合北臺自行車道旅遊系統，統一標誌與標示 

說明： 

經由八縣市的多次探勘與訪談，各縣市主管皆非常重視自行車道的建置，例如苗栗縣三

縱六橫自行車道系統；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自行車道與頭前溪自行車道；新竹縣結合臺
鐵、高鐵、與鐵馬的三鐵逍遙遊共計十三條自行車道；桃園現有 206.3 公里的自行車路
線；新北市淡水河以及東北角經典示範路網(25.3km)；臺北市 107公里遊憩型自行車道；
基隆市外木山(3.5km)與基隆河自行車道(22km)；宜蘭經典濱海自行車道(34km)與宜蘭
河、蘭陽溪、冬山河等四環自行車道系統。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推動自行車發展，努力

興建自行車道，在諸多自行車道建設之後，指標系統非常多樣化，北臺八縣市全線標誌

系統亦待統一，包括體委會、營建署、交通部及各縣市的指標等，本研究視北臺為一整

體旅遊資源，因此整合各縣市的旅遊服務設施包括指標與標示系統等項目成為重要的發

展課題。建立第一條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實有必要思考標誌與標示系統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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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1. 參考交通部運研所擬定的 100 年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方向指示牌
與指標牌面之設置與設計原則，建議北臺識別系統，包含標示與標線等示意圖如下

所示，供各縣市政府參考。並建議未來朝向無障礙或無縫隙之自行車友善環境建置

為主。 

 

圖 5-1-1 北臺自行車指標識別示意圖 

2. 參考英國國家自行車道路網(NCN)建立完善的自行車道指示標誌、以及整體的哩程數
計算等。英國政府組織 Natural England積極推廣自行車旅遊，其成功關鍵在於自行
車與服務設施的整合，包括：提供安全的自行車道系統、正確的標示系統、安全穿

越馬路以及提供充足的自行車資訊。或是參考瑞士自行車將戶外遊憩等活動以顏色

來管理標誌系統，又或是丹麥配合歐盟的整體自行車系統加以整合標誌系統等作法。 

 
 

圖 5-1-2 歐盟整合標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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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如何建立推動聯盟以永續發展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  

說明： 

根據經建會「跨域加值、區域治理、自我營運」的精神，透過北臺區域合作平臺運作機

制，參考本研究之建議，於 2012年 6月 22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副首長會
議裁示通過，成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如何結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實踐跨

域合作之理念，並持續改善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環境，完成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的細

部規劃設計，進一步爭取中央部會經費，共同行銷以帶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

以及自行車友善環境的建構，為現階段值得努力之課題。 

對策： 

1. 向經建會提案申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成立計畫暨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建置計

畫。整合產官學研各界力量，持續向中央部會爭取預算，推動北臺自行車觀光旅遊

產業發展。使北臺的自行車旅遊成為臺灣的新觀光魅力，以帶動沿線八縣市觀光旅

遊服務產業發展。依據本研究提出之主輔軸線規劃旅遊路線，推動成為國際觀光魅

力據點，將自行車旅遊定位為臺灣的新觀光魅力。 

2. 參考全球第一名的自行車王國~丹麥政府推動自行車旅遊組織架構為例，目前已包含

Danish Road Directorate(道路管理單位)、HORESTA(丹麥旅館餐飲與觀光業協會)、

VisitDenmark/the regional tourist development companies(旅遊推動單位及旅行社)、

Danish Nature Agency(自然資源保育單位)、Danish Outdoor Council(推廣戶外活動的

非營利協會組織)、the quality label scheme Active Denmark(觀光業服務品質的認證單

位)。其他單位包含 Foreningen Danske Destinationer(旅遊景點管理單位)、Danish 

Regions/LGDK (Local Government Denmark)(區域及治理單位)、Danish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丹麥環境部)、 DN(Danish Societ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丹麥國土

資源保育部)、Danish Cancer Society/Æ ldre Sagen(癌症防治及高齡化議題研究單位)

。把握兩點原則： 

(1) 在個別投資者有興趣的層級規模上發展旅遊產品 

(2) 必須搭配既有之行政監督與政府權責部門組織架構 

 

3. 針對北臺八縣市發展跨縣市自行車旅遊之發展環境進行分析，歸納出適宜之發展方

向及相對應之推動組織架構。針對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中，各成員分工角色、

分工目標、利益得失、相互支援功能進行分析。維繫組織內各成員持續參與之誘因

分析，探討所提出之建議組織架構是否具備調整上的彈性，利於未來進行組織功能

擴增或開發新的遊程產品。 

4. 除了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參考歐盟模式，可建立亞洲地區自行車旅遊聯

盟，並積極參與全球自行車城市大 velo-city global，邀請北臺八縣市首長前往 2013

年主辦城市維也納考察，並爭取 2016年 velo-city第一次在亞洲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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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如何推動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行銷計畫 

說明：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建置後，除了環境面外，尚包括軟體面的建設與發展，如何向中央

部會爭取北臺自行車旅遊觀光行銷類計畫經費，包括自行車黃金遊程競賽計畫與套裝旅

遊產品規劃、媒體行銷計畫等、整合推動北臺雙鐵旅遊、以及整合協調各縣市系統建置

子計畫。 

對策： 

1. 邀請國際自行車旅遊團隊組織來臺 WORKSHOP、考察體驗與宣傳、舉辦凝具共識

的國際座談會，爭取由交通部觀光局建置自行車旅遊的中英文入口網站。 

2. 結合旅行社與旅遊業者規劃自行車套裝旅遊產品、結合餐飲住宿與服務設施業者行

銷產品。 

3. 邀請國際最成功知名的德國 ADFC 自行車組織協助建置自行車旅遊路線旅遊產品評

鑑制度與行銷。 

4. 配合 2013年臺北國際自行車展(第 26屆)，舉辦臺灣第一次的會後技術參訪與自行車

旅遊行程。結合每年三月舉辦全球第二大的臺北國際自行車展，提供歐美亞自行車

產業界騎乘體驗(technique tour)。以 2012年為例，參展廠商共 36 國 1,092 家，國外

買主共 88國，6,448人，規劃提供會前或會後體驗自行車旅遊活動行程，推動深化

臺灣的會展產業。 

 

課題五：如何健全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提供完善的住宿服務設施 

說明：北臺八縣市具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各縣市亦努力建構自行車道系統，透過”線狀”

的自行車道、結合旅遊”點”、健全北臺成為一個完善的區域旅遊”面”，以創造最佳的經

濟、環境與社會效益。其中住宿設施是決定遊客停留的關鍵因素，如何鼓勵民間業者提

供友善的住宿設施，並建立良好的評鑑制度，為當前旅遊服務的重要課題。 

對策： 

1. 健全的自行車旅遊系統應包括：觀光旅遊產業(餐飲業、旅館業、民宿、青年旅舍、

旅行業、旅遊業、遊樂園、渡假村、公部門景點與遊客服務中心等)；自行車產業(自

行車供給與自行車租借等)、交通運輸服務業(高鐵、臺鐵、客運、臺灣好行觀光巴

士等運輸接駁與停車場等公共設施)；零售業(服務園區經營管理)等，其中住宿為帶

動旅遊發展的龍頭產業，應協助青年旅館、一般旅館與民宿等改善並建置自行車友

善環境的住宿設施。輔導自行車主題飯店建置。 

2. 參考國際最知名的 Velo Qubec組織的住宿評鑑制度建構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環境，

並與國際自行車旅遊發展接軌。 

3. 研擬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環境建置計畫，內容應包括：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認證制

度與評估指標之研究、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認證機制之建立、北臺自行車友善

住宿設施商家標章輔導計畫、以及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網站建置與推廣行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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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如何建立自行車道維護管理機制、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自我營

運之規劃建設，以永續發展北臺自行車騎乘環境 

說明： 

由上述課題說明可知各縣市皆已建置遊憩型自行車道，惟在土木與景觀工程建設之後，

面對部份自行車道使用率低、如何提升自行車遊客使用率？如何瞭解自行車遊客的使用

行為、以及維護自行車騎乘環境，為北臺八縣市政府需思考改善與解決之議題。 

旅遊系統的管理除了參考日本關東地區建立自行車旅遊規劃與管理的專責單位外，如何

建立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透過使用者回饋，掌握旅遊系統之缺失與維護資訊，建立自

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示範規劃與招商作業流程。事實上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之關

鍵環節為自行車服務園區的建置。 

對策： 

1. 藉由自行車服務園區的建立，可提供自行車的租借管理、以及自行車騎乘環境的維
護與管理。利用 web2.0 的概念，結合觀光雲端科技與手機 app，協助北臺自行車騎
乘環境的通報與維護。 

2.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應能透過權利金之回饋，完善旅遊系統之營運。北臺遊憩資源
豐富且多樣性、地方特產及文化資源極具觀光與文創價值，若能依使用者需求提出

遊程設計，利用服務園區的空間提供各項旅遊服務設施，應可增加遊客停留時間，

提高消費機會，帶來經濟效益，有效推動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尤其臺灣北部旅

遊經常受到氣候影響，透過完善的服務園區的建置，可增加旅遊活動與服務的選擇。 

3. 配合經建會「財務規劃評估與自償率計畫」之原則進行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招商作

業示範計畫，以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 BOT為主，法源依據為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內容與步驟包括：(1).政策公告 (2).民間提出規劃構想書 (3).公開徵

求民間投資人 (4).審核等四項。 

4. 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618.64公里的旅遊環境，結合沿線土地開發及觀光旅遊產

業異業結盟，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規劃建設。自行車服務園區之規劃，以既

有場地為主，由政府將園區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經營為主，以政府興建新設施，

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經營為輔，因此在財務分析上必須以民間參與投資的角度，

進行財務計畫分析。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財務計畫之試算與評估，以創造公部門與

民間機構穩健且雙贏之財務計畫為目標，評估民間機構參與經營之可行性，引進民

間活力與創意，增加自行車服務園區之空間利用價值與觀光活動之效益。自行車旅

遊服務園區以 OT方式進行，評估項目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

風險與敏感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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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七：如何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兩鐵旅遊 

說明： 

交通部在東部建置經典自行車道並推動兩鐵旅遊，其中冬山車站為自行車環境友善的經

典車站，如何將東部的發展模式，延伸到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規劃建設北臺自行車旅

遊系統之兩鐵結合，並改善現有車站，包括福隆車站、萬華車站、香山車站等，改善自

行車進出車站、上下月臺、寄放行李、以及套裝旅遊行程規劃、票證整合、臺鐵公共自

行車建置示範計畫等。 

對策： 

1. 雙鐵旅遊的推動現階段需配合臺鐵開放自行車乘車的列車班次、人車限制等，透過

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的平臺，先推動示範計畫，包括： 

示範路線一：新竹縱貫線+苗栗海線(香山-崎頂-竹南-談文-大山-後龍-龍港-白沙屯-

新埔-通霄-苑裡) 

示範路線二：新竹縱貫線+苗栗舊山線(香山-崎頂-竹南-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

三義) 

示範路線三：新竹+桃園縱貫線(新竹-北新竹-竹北-湖口-富崗) 

延伸計畫：結合宜蘭現有東部兩鐵計畫，往北延伸結合基隆與新北市 

2. 考察並參考瑞士 Swiss mobility兩鐵旅遊的成功經驗，建構兩鐵旅遊的國際友善環

境、提升國家綠色旅遊的良好形象。 

3. 推動兩鐵旅遊應該分為專列(專門列車)與非專列，前者應由專業協會或旅行社承辦；

後者則配合臺鐵開放自行車乘車的班次安排遊程。 

4. 參考歐盟推動自行車旅遊，提供多元遊程規劃，相關發展策略詳表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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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八：如何結合公共自行車服務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並推動雙北河濱

自行車道甲租乙還的服務 

說明：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計畫 2009年 3月於信義區啟用，設有 11 站、500輛車、
會員人數逾 4萬人、使用次數逾 30萬次、民調支持率達 79%於；今年(2012) 起擴大服
務範圍，將方三年建置 162 站、提供 5,350輛車。第一期(101年七月-102年七月)建置
30個租借站(加上試辦期間 11站共 41站)、提供 960 輛公共自行車，以捷運車站或公共
運輸轉運站為中心，於周邊活動強度高之地點佈建，服務站距為 300-600公尺。站位分
布以南港、公館生活圈、捷運板南、蘆洲及文湖線等重要交通場站為主，其設站與分布

圖如下所示。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在臺北市的部份如何結合公共自行車 YOU-BIKE推
動通學通勤以外的休閒旅遊機會，搭配河濱自行車道？甚至雙北河濱自行車道如何整合

提供遊客甲租乙還的服務？皆為自行車旅遊系統中應思考的課題。 

對策： 

1.提供公共自行車及自行車甲租乙還服務，將可提高自行車使用的機會，同時也可從小

眾自助旅遊擴展到大眾旅遊(mass tourism)。尤其臺灣近年來積極推動自行車活動，若能

強化自行車旅遊過程中佈點很密的自行車，再加上旅遊資訊的提供、管理資訊的整合、

安全與危機處理等，例如英國 NCN手機 APP、以及培養自行車團體旅遊嚮導，將有助

於自行車旅遊產業發展。 

2.雙北合作河濱自行車道「甲租乙還」事宜，除了「大臺北黃金雙子城」合作計畫外，

亦可透過自行車經營合約規範雙北的合作，以及以 GIS 為基礎之救援體系之防救災警示

等。 

3.建立自行車旅遊服務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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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30個租賃租賃站點表 
編號 站名 地址 

000 服務中心 松仁路 2號 

001 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對面 415號公園 

002 福德公園 大道路/福德街路口 

004 饒河夜市 八德路四段立體停車場旁人行道 

005 松山家商 松商家商(福德街)之人行道 

008 中強公園 信義路五段 150 巷中強公園 

011 松山車站 西出口外自行車格內 

014 永吉松信路口 松信路/永吉路南西側人行道 

017 五常公園 松隆路/虎林街 30巷口 

029 玉成公園 玉成街 247號前 

003 榮星花園 五常街及龍江路口西南角人行道 

006 民生光復路口 民生東路/光復北路口 

007 社教館 八德路/北寧路口 

010 民生敦化路口 敦化北路/民生東路口、公車民生敦化路口站 

022 中崙高中 八德路四段 91 巷(中崙高中)旁人行道 

023 捷運行天宮 1號 
行天宮 1號出口後方自行車架處至松江路 228號前 

024 捷運行天宮 3號 
捷運 3號出口站外人行道(錦州街至松江路 259巷
間) 

009 捷運科技大樓站 
捷運出口對面，復興南路二段平面停車場內沿圍牆

側 

013 大安森林公園 
建國南路二段/信義路三段西南側交叉口之自行車
架處 

018 金山愛國路口 愛國東金山南路口 

019 基隆長興街路口 基隆路三段/長興街西南側 

020 辛亥新生路口 辛亥路一段/新生南路三段(路口橋下) 

021 捷運六張犁站 捷運出口外和平東側樹穴間 

025 臺大資訊大樓 
辛亥路二段/辛亥路二段 171巷以東(臺大外語學院
外) 

026 捷運東門站(4號出口) 捷運東門站 4 號出口 

027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和平東路一段/師大路口 

012 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側門(東明街 62號前) 

015 捷運昆陽站(1號出口) 1號出口外停車場旁人行道側 

016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5 號出口) 5號出口旁之自行車停放區內 

028 南港世貿公園 三重路/經貿二路 88巷北東側 

030 中研公園 
研究院路二段 12巷/研究院路二段 12巷 58弄西南
側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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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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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推動自行車旅遊的發展策略 

針對前述課題，參考第二章歐盟的案例，整理發展策略綜理如下表 5-1-2 所示，簡

要對照策略與案例如表 5-1-3所示。 

表5-1-2 自行車旅遊的發展策略 

發展策略 國外發展經驗說明 國外案例發展效益 

一、路網開發策略  

1 建立北臺

自行車旅遊

利益關係人

組織 

瑞士 SchweizMobil Network 

1 瑞士強調高品質的標準路網開發，包括鋪面、指標與解

說系統。 

2 利益關係人的參與確保各個部門整合及開發過程，包括

旅遊、運動、交通及地方經濟。SchweizMobil負責計畫協

調，夥伴服務包括大眾運輸、租借自行車、住宿等。以及

國家級贊助商、私人組織和公司。 

3 約 1200 個合作事業被授予住宿品質標籤，超過 100 個租

借點提供高達 3000 輛的自行車租借。 

1999 年自行車遊客

330 萬 

2007 年提高到 480

萬 

花費高達 8800 萬歐

元。 

2008 年路網營收高

達 2~3.4 億歐元。 

2 北臺自行

車旅遊跨區

域路線整合 

奧地利 Drau自行車路線及火車運輸 

1 奧地利鐵路局提供 2至 5 人的自行車運輸行程，每人 35

歐元。車票在當地及區域火車都有效。 

2 觀光局提供特別的自行車套裝遊程。經由旅行社購買。

推廣到家庭旅遊騎自行車下坡再搭火車回程。每人 42 歐元

（家庭 110 歐元）、效期一星期、可搭乘各種火車和巴士。

觀光局刊登一整頁廣告歡迎騎自行車而不開車渡假的遊

客。 

觀光局和交通運輸

業者共同設計推廣

整合運輸和觀光的

旅遊體驗。搭火車上

山再騎自行車下坡

的吸引力證明大受

歡迎。 

塞爾維亞自行車路線開發 

1 目標是提升經濟發展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提升東南歐

多瑙河沿岸國家旅遊、投資和環境保護。 

2 透過公私合營 PPP 計畫，內容包含路線開發、觀光事業

服務提供、支援市場行銷活動和經濟合作諮詢服務等。建

立文化和自然潛力、及各式各樣永續旅遊的建立。 

3 指標建立、以及觀光部門在路線開發的早期階段就主動

投入，被證明為計畫成功的兩大重要因素。  

引進訓練課程支援

當地居民建立住宿

事業，住宿設施的數

量迅速激增至 280

處，帶給地方經濟及

就業正面的影響。 

3 結合北臺

自行車旅遊

~臺鐵車站

與廢棄鐵道

資源再利用 

西班牙 Vias Verdes 綠色道路 

1 將過去工業廢棄資源轉變為未來遊憩資產的有效性。 

2 襲產和建築物被保存及轉換成大眾及商業投資活動的可

能性。 

3 當地社區參與路線開發的重要性。 

4 老舊火車站再利用的重要性。超過 50 座老舊車站建築被

保存，轉變成飯店、餐廳、資訊站、文化或自然襲產博物

館、自行車租借點等。 

高達 64%的使用者

享受過 3 個路線上

火車站提供的餐

飲。代表當地發展和

創造就業機會，特別

是鄉村地區。 

4 朝向永續

觀光綠色旅

遊的遊程規

奧地利多瑙河自行車路線 

1 自行車旅遊發展原本受當地旅遊公司反對，擔心這是曇

花一現。如今許多小城鎮的住宿及餐廳業者依賴自行車旅

自行車旅遊在當地

住宿佔了 60~80%。 

2006年夏有 2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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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國外發展經驗說明 國外案例發展效益 

劃 遊事業。一年 8 萬人次的過夜住宿，十年內成長 27%。 

2 吸引較多高收入的自行車旅遊者，過夜及單日騎士每人

每日消費更多。該路線有較多外國騎士(40%)。城鎮越來越

依賴自行車旅遊。 

3 結合自行車、巴士、輪船和火車服務推動柔性觀光(soft 

tourism)，提供自行車套裝遊程。打進其他國家的新興自行

車旅遊市場，維持該路線的國際旅遊地位、提供結合美食

和節慶的遊程。 

次一日遊及6.5萬人

次的過夜遊客。每年

創造 650 萬歐元的

產值。 

成為進軍國際市場

的主流。 

5 建構以城

市為核心的

自行車旅遊

~ 臺北市的

重要性 

柏林圍牆都市自行車路線 

1 結合首都的大眾運輸、電車、地下鐵及城市鐵路

（S-Bahn）、地方火車，皆可放置自行車。同時吸引當地居

民及外來旅客。提供觀光導覽，包含最多 8 天的過夜旅遊。 

2 都市遺址、城市觀光和柔性運輸可以發展成居民及遊客

永續享受觀光體驗的機會。 

自行車騎士和登山

客透過主動積極參

與保衛及體驗重要

的文化與政治遺

產，並成為好的典

範。 

二、路線行銷策略 

1 結合旅遊

業者行銷北

臺自行車與

套裝遊程 

波蘭的琥珀古道行銷 

1 原本在觀光市場並未廣為人知，經旅遊業者努力，利用

路線附近的歷史文化來行銷。結合自行車體驗當地特色旅

遊景點，包括手工藝、貿易歷史、一系列的節慶、美食、

藝術和文化聯結。 

2 和旅遊業者合作，提供七至十天的套裝遊程，分為自導

式與有導遊（費用較貴），且包含住宿、租借自行車及行李

運送。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

人次。 

輔導中小型旅行

社，可以產生遊客，

是路線開發的成功

關鍵，也提供跨界合

作的好典範。 

2 整合包括

陸海空公路

等大眾運輸

增加北臺自

行車路網的

國際化與永

續性 

CY.RO.N.MED地中海自行車網路主題古道的宣傳 

1 零排放的自行車旅遊結合大眾運輸和海運。並改善城鎮

生活品質。 

2 計畫團隊執行大量準備和規劃工作以確保路網以最有效

的方式來設計及實現。積極的路網規劃包含現存道路和運

輸連結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該地區自行車旅遊的研究。 

3 開發過程第一步是在政府都市政策白皮書中規劃自行車

道，並與水公司協議，爭取水路的再利用及轉型。 

舉辦公開演講和國

際研討會，發表計畫

成果。 

區域交通法規首次

將自行車路線納入

考量。 

3 完整資訊

提供業者行

銷北臺自行

車旅遊 

北海自行車路線 EuroVelo12 

1 全世界最長的國際自行車路線，長度超過 6000 公里，穿

越八個臨北海的國家。 

2 共有 68 個夥伴參與發展，強調發展自行車路線時，向觀

光資訊業者行銷的重要性。 

3 為路線創作一個宣傳短片，提供路線經過的八個國家風

光，也強調路線的國際地位。 

受訪者收到影片且

看過佔 86%。調查顯

示認知該路線獲重

大改善。 

72%的觀光相關人

員表示熟知該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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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國外發展經驗說明 國外案例發展效益 

三、配套設施策略 

1 輔導旅行

社推廣自行

車旅遊 

 

荷蘭鐵路旅行社 

1 荷蘭專業旅行社，服務著重在鐵路旅行，結合自行車及

火車套裝旅遊行程。 

2 六年前成立，擁有 35 個員工及超過 1500 萬歐元的營業

額。 

3 因為荷蘭設置夜間火車路網，營業額巨幅成長，實際營

業額預期高出三至五成。 

4 近年來火車及自行車營業額的成長：2006 年 11.4 萬歐

元、2008 年 33 萬歐元。 

自行車套裝行程，平

均每2.8人就有一人

訂購，每次平均價格

約 450 歐元。 

自行車旅行社(Cycle Holiday Shop) 

1 在套裝旅遊市場中旅行社扮演非常重要的環節。改旅行

社已營運三十年，專門設計與銷售自行車假期。自行車旅

遊是該旅行社的唯一經營服務。 

2 該旅行社與巴士公司、長途客運、火車、及航空公司合

作運送自行車。 

3 案例顯示旅行社在永續發展中、推動自行車旅遊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 

荷蘭自行車旅行市

場十分穩定，營業額

成長的部份為年長

者（60 歲以上）以

及帶著小孩的父母。 

2 北臺自行

車友善住宿

設施建立 

Bett&Bike友善自行車住宿 

1 友善自行車住宿在德國自行車旅遊調查中被列為「重

要」。 

2 奧地利的受訪者 73%對友善自行車住宿非常有興趣。 

3 一旦標準都能達到且被認可，則自行車旅遊的顧客團體

將帶來可觀的收益。 

4 自行車住宿公認標準已成功被引進許多國家，包含法國

及英國。 

5 德國自行車組織於 1995 年設立實驗計畫 Bett&Bike，鑑

定自行車友善住宿。 

6 Bett&Bike的會員數從 1995年的 216家成長到 2009年約

5000 家。 

有 5000個來自 3100

個地點的住宿企業

參與(含露營區)。

Bett&Bike 計畫是自

行車旅遊中最成功

的行銷。Bett&Bike

指南(發行量 50,000

份 

瑞士 SchweizMobil 頒發給 1200 家住宿設施品質標章。要

求類似德國設定的標準。 

住宿點標示在網路地圖上的正確位置，也會出現在瑞士住

宿指南並獲得其他利益。 

2006 年瑞士對住宿產業會員進行調查（n=168），估計增加

14.5 萬自行車住宿遊客。 

自行車住宿遊客佔

總住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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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整大眾

運輸整合的

重要性 

1 瑞士國家鐵路的自行車運輸持續成長，攜帶自行車人數

從 2000 年 363,000 增加到 2007 年 589,000 人次。 

2 自行車遊客可以使用專為其發展的免費時刻表計畫，提

供有關火車、公車、輪船連結、快速、易懂的資訊（包含

出發時間、可乘載人數和價格）。 

3 遊客對於自行車運輸的回饋都是正面，除了有些對高單

價有意見外。 

4 運作良好的自行車及火車網路能夠帶給運輸公司實際的

利益。也再次證實自行車旅遊者使用鐵路和公車的需求；

以及供給和交流必須清楚滿足騎士們的需求。 

自行車遊客在交通

花費佔了該路網總

營業額的 18%，每年

合計約 1600 萬歐

元。 

四、路線與使用者監測策略 

1 長期監測 

英國東北部自行車路線監測 

1 為了取得路線使用者的基本數據，且為了提供累計的基

礎，利用自行車計數器記錄自行車流量。計數器再輔以人

工計數，也可以用來核對自動計算結果。 

2 運用攔截調查取得使用者客群的數量、年齡和性別等，

也包含自行車騎乘經驗、旅遊目的及來自哪裡，並採用閉

合式問卷調查。 

3 為了記錄較敏感的資訊如收入及支出，受訪者提供旅行

日記以半結構方式記錄旅行和其他額外細節。重要的是，

日記使受訪者能紀錄實際支出而不是預估。 

發展一致性的監測

方法很重要，才能確

定需求改變帶來的

影響，特別是經濟、

社會及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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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策略與案例簡要對照表 

發展策略建議  參考案例  

1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利益關係人組織 路網開發策略 ~瑞士 SchweizMobil 
Network 

2北臺自行車旅遊跨區域路線整合 
奧地利 Drau 自行車路線及火車運輸 

塞爾維亞自行車路線開發 

3結合北臺自行車旅遊~臺鐵車站與廢棄鐵道 

再利用 
西班牙 Vias Verdes 綠色道路 

4 朝向永續觀光綠色旅遊的遊程規劃 奧地利多瑙河自行車路線 

5建構以城市為核心的自行車旅遊~ 臺北市的 

重要性 
柏林圍牆都市自行車路線 

6 結合旅遊業者行銷北臺自行車與套裝遊程 路線行銷策略~波蘭琥珀古道行銷 

7整合包括陸海空公路等大眾運輸增加北臺 
自行車路網的國際化與永續性 

地中海自行車網路主題古道宣傳 

8完整資訊提供業者行銷北臺自行車旅遊 北海自行車路線 EuroVelo12 

9 輔導旅行社推廣自行車旅遊 
配套設施策略~荷蘭鐵路旅行社 

自行車旅行社(Cycle Holiday Shop) 

10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建立 

Bett&Bike 友善自行車住宿 

瑞士 SchweizMobil1200 家住宿設施品 

質標章 

11 完整大眾運輸整合的重要性 
瑞士國家鐵路結合自行車運輸實際利 

益 

12路線與使用者監測策略 英國東北部自行車路線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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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程規劃 
遊程規劃原則系依據地區特性調查、吸引力與活動、資源規劃與管理、以及遊客使

用與承載量等。各縣市遊程規劃參考交通部運研所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

務（1/2）、自行車旅遊網站四方通行以及各縣市觀光網站等，規劃遊程如下，包括半日
遊、一日遊與二日遊等各種建議遊程。臺北市為觀光母都市，許多遊程皆可搭配臺北市

區觀光旅遊，因此未特別規劃臺北市。 

一、主軸線遊程規劃 

(一)宜基北北次系統遊程建議 

宜蘭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路網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冬山河左

岸自行車

道-冬山

河右岸自

行車道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自

行車道-親水公園-五結防

潮閘門-冬山河右岸自行

車道-冬山車站(18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親水 

公園 

上

午 

沿冬山河左側河畔，騎乘自行

車，進入親水公園遊憩、用餐。 
親子 

共遊 
夏 

下

午 

騎乘自行車沿冬山河左岸至五

結堤防，轉向右自行車道，享

受河岸風光。 

冬山河左

／右岸自

行車道-

宜蘭濱海

自行車道 

冬山車站-冬山河右岸自

行車道-五結防潮閘門-

禮遠橋-東港海濱公園-

宜蘭濱海自行車道-竹安

折返-冬山河左岸自行車

道-親水公園-冬山車站

(38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親水 

公園 

上

午 

騎自行車追風挑戰體力，徜徉

冬山河兩側河畔及東北海岸

線。 

一般者 夏 

下

午 

於親水公園用餐、遊憩後，進

入左側河畔，騎乘自行車回到

冬山車站。 

冬山河左

岸自行車

道-冬山

河右岸自

行車道+

傳藝中心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自

行車道-五結防潮閘門-

冬山河右岸自行車道-傳

統藝術中心-冬山車站

(18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傳藝 

中心 

上

午 

沿冬山河兩側河畔，騎乘自行

車享受河岸風光，進入傳統藝

術中心用餐。 
一般者 夏 

下

午 

於傳統藝術中心遊憩後，騎乘

自行車沿冬山河右岸回到冬山

車站。 

冬山河左

／右岸自

行車道+

傳藝中心

-宜蘭濱

海自行車

道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自

行車道-親水公園-五結

防潮閘門-宜蘭濱海自行

車道-竹安折返-冬山河

右岸自行車道-傳藝中心

-冬山車站(38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傳藝 

中心 

上

午 

騎自行車追風挑戰體力，徜徉

冬山河兩側河畔及東北海岸

線。 

一般者 
春、

夏、秋 

下

午 

於傳統藝術中心用餐、遊憩

後，沿右側河畔，騎乘自行車

回到冬山車站。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文獻:交通部東部運研所  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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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路網半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冬山河左

岸自行車

道-冬山

河右岸自

行車道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自行

車道-五結防潮閘門-冬山

河右岸自行車道-冬山車站

(18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冬山 

車站 

沿冬山河兩側河畔，舒適自在騎乘自

行車。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宜蘭濱海

自行車道 

東港榕樹公園-公館段涼

亭休憩點-永鎮休憩點-鎮

安宮-竹安折返-東港榕樹

公園(29.6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東港榕

樹公園 

徜徉在東北海岸線，騎自行車追風挑

戰體力，享受自然風光及地方小吃。 
一般者 

春、

夏、秋 

冬山河左

(右)岸自

行車道-

宜蘭濱海

自行車道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自

行車道-五結防潮閘門-禮

遠橋-東港海濱公園-宜蘭

濱海自行車道-竹安折返-

五結防潮閘門-冬山河右

岸自行車道-冬山車站

(38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冬山 

車站 

騎自行車追風挑戰體力，徜徉在冬山

河兩側河畔及東北海岸線，享受自然

風光及地方小吃。 

一般者 
春、

夏、秋 

 
基隆市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

出 

遊季

節 

外木山自

行車道 

1.基隆中正公園-海門天
險(二沙灣砲臺) 

2.望幽谷-和平島濱海公
園-基隆廟口小吃 

3.外木山自行車觀光步道 

b 

R+b 

B+b 

C+b 

 
基隆 

廟口 

騎乘單車環遊其中，沿途可欣賞蔚藍美

麗的海景及遠眺基隆嶼，遼闊的視野景

觀，是絕佳的視覺享受，也使得這趟單 

車之旅充滿著驚奇與愜意之感。 

親子 

共遊 

春、 

夏、

秋 

參考網址: 四方通行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新北市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金色水岸 

捷運竹圍站-河濱公園-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淡水

渡船頭-漁人碼頭 

b 

R+b 

B+b 

C+b 

 
淡水 

老街 

金色水岸有一條經過紅樹林區、漁

人碼頭及老街的自行車道，讓您一

邊騎乘自行車，一邊欣賞海濱風

光，還可遠眺觀音山與出海口的景

色。若搭快速遊艇到漁人碼頭，可

見沿岸中西交融的特殊印記，加上

18處淡水古蹟的風華重現，水鄉風

情必定讓印象加深。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北海岸自

行車道 

三芝區芝蘭公園-萬里核

二廠-員潭溪出海口 

b 

R+b 

B+b 

C+b 

 
金山 

老街 

自行車道全長約有 20公里左右，其

中涵概了三芝、石門、金山、萬里

等鄉鎮，騎乘單車環遊其中，可欣

賞迷人的明媚風光及遼闊宜人的海

岸景致。 

一般者 
春、 

夏、秋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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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日 

程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 

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關渡自然

公園+臺

北市立動

物園 

關渡宮→關渡自然公

園→貴子坑溪段→貴

子坑親山步道口折返

→臺北市立動物園→

萬華 

b 

R+b 

B+b 

C+b 

關渡 

碼頭 

傳藝 

中心 

關渡 

公園 

／萬華 

上

午 

。「關渡自然公園自行車

道」平緩的木棧道單車

路線，搭配上"淡水河口

"與對岸"觀音山"的美

景，以及"北海岸沿線"

的多樣風情，輕鬆騎完

整段自行車道，在美景

陪伴下心情也開朗。 

親子 

共遊 

春、夏、

秋 

下

午 
參觀臺北市立動物園 

第

二

日 

國立故宮

博物院+

士林夜市 

士林官邸 → 國立故

宮博物院 → 士林夜

市 

士林 

夜市 

上

午 
參觀士林官邸 

  
下

午 

故宮收藏的文物珍寶，

是舉世聞名的文化資

產，傳承有序的國立故

宮博物院典藏，其收藏

品的年代幾乎囊括了整

個中華文化五千餘年未

曾中斷的歷史，在世界

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結

束後事事林夜市大吃美

食 

宜蘭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路網二日遊行程規劃表 
日 

程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冬山河

左岸自

行車道+

傳藝中

心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

自行車道-親水公園-

五結防潮閘門-冬山河

右岸自行車道-傳藝中

心(11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傳藝 

中心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上

午 

沿冬山河左側河畔，騎

乘自行車享受河岸風

光，進入親水公園遊

憩、用餐。 

親子 

共遊 

春、夏、

秋 

下

午 

五結堤防觀浪，沿冬山

河右岸河畔進入傳藝中

心遊憩及住宿。 

第

二

日 
冬山河

右岸自

行車道+

乘船 

傳藝中心-小船遊冬山

河-冬山河右岸自行車

道-冬山車站(7km)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傳藝 

中心 

/冬山 

車站 

上

午 

傳藝中心瀏覽傳統藝術

建築，配合傳統美食技

藝及戲曲藝文表驗，發

思古之幽情。 

下

午 

乘小船遊冬山河，沿冬

山河右側河畔回到冬山

車站。 

第

一

日 

冬山河

左／右

岸自行

車道+傳

藝中心-

宜蘭濱

海自行

車道 

冬山車站-冬山河左岸

自行車道-親水公園-

五結防潮閘門-宜蘭濱

海自行車道-竹安折返

-冬山河右岸自行車道

-傳藝中心(31km) 
b 

R+b 

B+b 

C+b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傳藝 

中心 

傳藝 

中心 

上

午 

沿冬山河左側河畔，騎

乘自行車享受河岸風

光，進入親水公園遊

憩、用餐。 

一般者 
春、夏、

秋 

下

午 

騎自行車追風挑戰體

力，徜徉東北海岸線，

五結堤防觀浪，冬山河

右側河畔進入傳藝中心

遊憩及住宿。 

第

二

日 
冬山河

右岸自

行車道+

乘船 

傳藝中心-小船遊冬山

河-冬山河右岸自行車

道-冬山車站(7km) 

親水 

公園 

／傳藝

中心 

冬山 

車站 

上

午 

傳藝中心瀏覽傳統藝術

建築，配合傳統美食技

藝及戲曲藝文表驗，發

思古之幽情。 

下

午 

乘小船遊冬山河，沿冬

山河右側河畔回到冬山

車站。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文獻:交通部東部運研所  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1/2） 

 

備註:以上行程規劃亦可搭配新北市、基隆市、臺北市作為二日遊更換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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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角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路網半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舊草嶺隧道自

行車道 

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

城觀景區-舊草嶺隧道折

返-福隆車站(9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穿越(丟丟銅仔)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

城海景，攝影、聽濤，騎自行車輕鬆暢

遊舊草嶺隧道及品嘗地方小吃。 

親子 

共遊 

四季 

皆宜 

主要活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龍門-鹽寮自

行車道 

福隆車站-龍門吊橋-鹽寮

海濱公園-龍門吊橋折返-

福隆車站(9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騎自行車輕鬆暢遊，欣賞龍門到鹽寮海

岸線上的岩礁、塊狀岩石、沙灘、沙丘、

沙嘴、海濱植物及海星海膽等海中動物

生態。品嘗地方小吃。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舊草嶺隧道、

龍門自行車道 

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

城觀景區折返-福隆車站-

龍門吊橋-鹽寮海濱公園-

福隆車站(18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騎自行車輕鬆暢遊，穿越(丟丟銅仔)裡

的火車山洞，欣賞龍門到鹽寮海岸線上

的岩礁、塊狀岩石、沙灘、沙丘、沙嘴、

海濱植物及海星海膽等海中動物生態。 

一般者 
春、 

夏、秋 

 

東北角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路網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舊草嶺隧

道自行車

道+福隆海

水浴場 

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

城觀景區折返-福隆車站

(9km)- 福隆海水浴場(搭

乘遊覽或小客車)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穿越(丟丟銅仔)裡的火車山

洞，於折返點石城風景區，欣賞石城海

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文史蹟、旅

遊景點等各種資訊的展示及解說。 

龍門-鹽寮

自行車道+

福隆海水

浴場 

福隆車站-龍門吊橋-鹽寮

海濱公園折返-福隆車站

(9km) - 福隆海水浴場

(搭乘遊覽或小客車)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欣賞東北角美麗山海間綠色長

廊及海岸線。 親子 

共遊 
春、夏 

下

午 
戲水堆沙，享受海邊自然風情。 

舊草嶺隧

道、龍門-

鹽寮自行

車道+福隆

海水浴場 

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

城觀景區折返-福隆車站-

龍門吊橋-鹽寮海濱公園

折返-福隆車站-福隆海水

浴場(搭乘遊覽或小客車)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追風挑戰體力，穿越(丟丟銅

仔)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城海景，欣賞

東北角美麗山海間綠色長廊及海岸線。 一般者 
春、 

夏、秋 
下

午 

體驗風帆、衝浪、獨木舟等水上活動，

享受海邊自然風情。 

舊草嶺隧

道自行車

道+福隆遊

客中心 

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

城觀景區折返-福隆車站

(9km)- 福隆遊客中心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龍洞/

石城車

站 

上

午 

騎自行車穿越(丟丟銅仔)裡的火車山

洞，欣賞石城海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文史蹟、旅

遊景點。 

龍門-鹽寮

自行車道+

福隆遊客

中心 

福隆車站-龍門吊橋-鹽寮

海濱公園折返-福隆車站

(9km) - 福隆遊客中心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欣賞東北角美麗山海間綠色長

廊及海岸線。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文史蹟、旅

遊景點等各種資訊的展示及解說。 

舊草嶺隧

道、龍門-

鹽寮自行

車道+福隆

遊客中心 

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

城觀景區折返-福隆車站-

龍門吊橋-鹽寮海濱公園

折返-福隆車站(18km)-福

隆遊客中心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追風挑戰體力，穿越(丟丟銅

仔)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城海景，欣賞

東北角美麗山海間綠色長廊及海岸線。 一般者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文史蹟、旅

遊景點等各種資訊的展示及解說。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文獻:交通部東部運研所  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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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角地區自行車道經典示範路網二日遊行程規劃表 
日

程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舊草嶺

隧道自

行車道+

隆遊客

中心 

福隆車站-舊草

嶺隧道-石城觀

景區折返-福隆

車站(9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龍門露

營區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穿越(丟丟銅仔)

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城海

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

文史蹟、旅遊景點等各種資

訊的展示及解說。 

第

二

日 

福隆海

水浴場 
福隆海水浴場 - 

福隆海

水浴場 

全

天 

戲水堆沙，體驗風帆、衝

浪、獨木舟等水上活動，享

受海邊自然風情。 

第

一

日 

龍門-鹽

寮自行

車道+福

隆遊客

中心 

福隆車站-龍門

吊橋-鹽寮海濱

公園折返-福隆

車站(9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龍門露

營區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欣賞東北角美麗

山海間綠色長廊及海岸線。 

親子 

共遊 
夏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

文史蹟、旅遊景點等各種資

訊的展示及解說。 

第

二

日 

福隆海

水浴場 
福隆海水浴場 - 

福隆海

水浴場 

全

天 

戲水堆沙，體驗風帆、衝

浪、獨木舟等水上活動，享

受海邊自然風情。 

第

一

日 

舊草嶺

隧道、龍

門-鹽寮

自行車

道+福隆

遊客中

心 

福隆車站-舊草

嶺隧道-石城觀

景區折返-福隆

車站-龍門吊橋

-鹽寮海濱公園

折返-福隆車站

-福隆遊客中心

(18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龍門露

營區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穿越(丟丟銅仔)

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城海

景。 

一般者 夏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

文史蹟、旅遊景點等各種資

訊的展示及解說。 

第

二

日 

福隆海

水浴場 
福隆海水浴場 - 

福隆海

水浴場 

全

天 

戲水堆沙，體驗風帆、衝

浪、獨木舟等水上活動，享

受海邊自然風情。 

第

一

日 

舊草嶺

隧道自

行車道+

福隆遊

客中心 

福隆車站-舊草

嶺隧道-石城觀

景區折返- 福

隆遊客中心

(9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龍門露

營區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穿越(丟丟銅仔)

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城海

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

文史蹟、旅遊景點等各種資

訊的展示及解說。 

第

二 
東北角 

福隆-南雅-鼻

頭公園-龍洞-

金沙灣-澳底-

鹽寮-三貂角-

萊萊-石城車站 

- 
鹽寮海

濱公園 

全

天 

乘車遊覽南雅地形、鼻頭遠

眺海岸線、鹽寮海濱公園品

嘗咖啡、三貂角燈塔、萊萊

海蝕平臺等等東北角特有

地質等海岸美景。 

第

一

日 

龍門-鹽

寮自行

車道+福

隆遊客

中心 

福隆車站-龍門

吊橋-鹽寮海濱

公園折返- 福

隆遊客中心

(9km) 

b 

R+b 

B+b 

C+b 

福隆 

車站 

 
福隆/

龍門露

營區 

福隆 

車站 

上

午 

騎自行車穿越(丟丟銅仔)

裡的火車山洞，欣賞石城海

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參觀東北角的自然生態、人

文史蹟、旅遊景點等各種資

訊的展示及解說。 

第

二

日 

東北角 

福隆-南雅-鼻

頭公園-龍洞-

金沙灣-澳底-

鹽寮-三貂角-

萊萊-石城車站 

- 
鹽寮海

濱公園 

全

天 

乘車遊覽南雅地形、鼻頭遠

眺海岸線、鹽寮海濱公園品

嘗咖啡、三貂角燈塔、萊萊

海蝕平臺等等東北角特有

地質等海岸美景。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文獻:交通部東部運研所  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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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竹竹苗次系統遊程建議 

桃園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新屋綠色

走廊 

新屋綠色走廊南岸濱海

自行車道-永安漁港-新

屋鄉綠色走廊 

b 

B+b 

C+b 

『永安

雪森林

濱海遊

憩區』 

對面 

永安 

漁港 

由於「新屋鄉綠色走廊」緊臨海岸

線，在單車步道上騎乘單車的時

候，沿途可以眺望海天一線及洶湧

的浪濤，碰到海浪退潮的時候還可

看見遼闊且白淨的沙灘，同時迎面

而來的海風濕潤且清涼。在「新屋

鄉綠色走廊」的途中設置有觀海

亭，在此觀看夕陽西下，落日餘暉

染紅海平面與天際，夕陽的景色相

當的優美。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參考網址: 四方通行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新竹縣/市 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17km海

岸 

紅樹林公園-風情海岸-

南港賞鳥區-香山濕地自

然公園-海天一線觀景區

-港南運河-海山漁港觀

海平臺-旅遊服務中心 

b 

R+b 

B+b 

C+b 

旅遊服

務中心 

南寮 

漁港 

設置腳踏車專用道、賞鳥棧道、中

央軸線步道、沙雕場、小型攀岩場。

新竹漁港進行了娛樂漁船碼頭及運

動公園工程，開發觀光休閒漁業並

添加多元使用的遊憩設施。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新豐 

紅樹林 

新豐海堤-紅毛港遊憩區

-姜厝朴樹林保護區-天

水堂-池府王爺廟-鳳鼻

隧道 

b 

R+b 

B+b 

C+b 

  

到此可欣賞臺灣海峽壯闊的景觀，

傍晚走在新豐海堤可以享受海風的

吹拂，還可觀賞落日餘輝。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17km海

岸 

+ 

新豐 

紅樹林 

南寮休閒漁港-看海公園

-海天一線觀景區-港南

運河-海山漁港觀海平臺

-旅遊服務中心-新豐海

堤-紅毛港遊憩區-鳳鼻

隧道 

b 

R+b 

B+b 

C+b 

  

渾然天成的海天一線景觀，視野遼

闊、一望無際，草原寬闊，適合從

事各項活動、團康及音樂會等，亦

是假日時全家出遊、休憩的最佳場

所。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苗栗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主要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濱海生態

觀光休憩

自行車道 

外埔漁港-濱海景色-滯

洪池一景-溪洲港生態區

-神風公園-大山車站-興

山寺-後龍濱海休憩區 

b 

R+b 

B+b 

C+b 

 
外埔 

漁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竹南綠光

海風自行

車道 

崎頂海水浴場→野餐區

→龍鳳漁港、跨港景觀橋

→觀海棧橋、假日之森→

親子之森→紫斑蝶保護

區→長青之森→人工濕

地公園→紅樹林保護區 

b 

R+b 

B+b 

C+b 

 
龍鳳 

漁港 

沿路行經國際知名之風帆運動場

地、紫斑蝶、防風林相帶、龍鳳漁

港、海水浴場、溼地、紅樹林等，

自行車道沿途景觀優美，且具有自

行車夜騎路段，以龍鳳漁港景觀橋

為中心串聯北側海堤及南側濱海

棧道兩處為夜騎路線。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苗栗縣通

霄與後龍

鎮海岸跨

區整合規

劃自行車

道 

後龍鎮半天寮休閒園區

→海角樂園→過港貝化

石地質區→清海宮→白

沙屯站→通霄精鹽場→

秋茂園 

b 

R+b 

B+b 

C+b 

-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網址: 苗栗鐵馬行自行車 http://ridebicycle.miaoli.gov.tw/LoadHotRoad.asp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http://ridebicycle.miaoli.gov.tw/LoadHotRoa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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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三日遊行程規劃表 
日 

程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新屋綠

色走廊 

+ 

新豐 

紅樹林 

新屋綠色走廊南岸

濱海自行車道-永安

漁港-新屋鄉綠色走

廊-新豐海堤-紅毛

港遊憩區-姜厝朴樹

林保護區-天水堂-

池府王爺廟-鳳鼻隧

道 

b 

R+b 

B+b 

C+b 

 
喜來登

飯店 

永安 

漁港 

上

午 

由於「新屋鄉綠色走廊」

緊臨海岸線，在單車步道

上騎乘單車的時候，沿途

可以眺望海天一線及洶湧

的浪濤，碰到海浪退潮的

時候還可看見遼闊且白淨

的沙灘，同時迎面而來的

海風濕潤且清涼。 

一般者 
春、

夏、秋 

下

午 

到此可欣賞臺灣海峽壯闊

的景觀，傍晚走在新豐海

堤可以享受海風的吹拂，

還可觀賞落日餘輝。 

第

二

日 

17km 

海岸 

+ 

竹南綠

光海風

自行車

道 

南寮休閒漁港-看海

公園-海天一線觀景

區-港南運河-海山

漁港觀海平臺-旅遊

服務中心-新豐海堤

-紅毛港遊憩區-崎

頂海水浴場-野餐區

-龍鳳漁港、跨港景

觀橋-觀海棧橋、假

日之森-親子之森-

紫斑蝶保護區-長青

之森-人工濕地公園

-紅樹林保護區 

南寮 

旅遊服

務中心 

 

南寮休

閒漁港

/龍鳳

漁港 

上

午 

設置腳踏車專用道、賞鳥

棧道、中央軸線步道、沙

雕場、小型攀岩場。新竹

漁港進行了娛樂漁船碼頭

及運動公園工程，開發觀

光休閒漁業並添加多元使

用的遊憩設施。 

下

午 

沿路行經國際知名之風帆

運動場地、紫斑蝶、防風

林相帶、龍鳳漁港、海水

浴場、溼地、紅樹林等，

自行車道沿途景觀優美，

且具有自行車夜騎路段。  

第

三

日 

果香逸

趣自行

車道 

(130線) 

苑裡車站-經苗 130

線-灣麗磚瓦博物館

-三義市區-雙潭休

閒農業區-薑麻園休

閒農業區-臺 3線路

口 

 
西湖 

渡假村 

雙潭休

閒農業

區/薑

麻園休

閒農業

區 

在苑裡到三義間，有灣麗磚瓦

博物館及三義木雕等當地文

化特色值得車友們去體驗。沿

途會經過雙潭休閒農業區及

薑麻園休閒農業區等景點，車

友們可以選擇在此用餐，品嘗

當地的農產品及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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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三日遊行程規劃表 
日 

程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內灣 

一日遊 

+ 

頭前溪 

+ 

17km 

海岸 

 

新竹高鐵站-內灣風

景區-內灣老街-頭

前溪自行車道-新豐

海堤-紅毛港遊憩區

-姜厝朴樹林保護區

-天水堂-池府王爺

廟-鳳鼻隧道南寮休

閒漁港-看海公園-

海天一線觀景區-港

南運河-海山漁港觀

海平臺-旅遊服務中

心-新豐海堤-紅毛

港遊憩區-鳳鼻隧道 

b 

R+b 

B+b 

C+b 

南寮 

旅遊服

務中心 

喜來登

飯店 

內灣 

老街 

上

午 

「內灣垂釣」 是新竹八大勝

景之一。區內的廣濟宮、火車

站、戲院、北角吊橋是充滿懷

舊的景點。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設置腳踏車專用道、賞鳥棧

道、中央軸線步道、沙雕場、

小型攀岩場。新竹漁港進行了

娛樂漁船碼頭及運動公園工

程，開發觀光休閒漁業並添加

多元使用的遊憩設施。 

第

二

日 

竹南綠

光海風

自行車

道 

+ 

三義 

崎頂海水浴場-野餐

區-龍鳳漁港、跨港

景觀橋-觀海棧橋、

假日之森-親子之森

-紫斑蝶保護區-長

青之森-人工濕地公

園-紅樹林保護區 

 
西湖 

渡假村 

龍鳳 

漁港 

上

午 

沿路行經國際知名之風帆運

動場地、紫斑蝶、防風林相

帶、龍鳳漁港、海水浴場、溼

地、紅樹林等，自行車道沿途

景觀優美，且具有自行車夜騎

路段。  

下

午 

油桐花季節裡，沿途油桐成

林，步行在緩坡油桐小徑上，

頭上頂著大片花海、腳下則是

剛飄落的桐花地毯，讓人不流

連也難。 

第

三

日 

果香逸

趣自行

車道 

(130線) 

苑裡車站-經苗 130

線-灣麗磚瓦博物館

-三義市區-雙潭休

閒農業區-薑麻園休

閒農業區-臺 3線路

口 

  

雙潭休

閒農業

區/薑

麻園休

閒農業

區 

在苑裡到三義間，有灣麗磚瓦博

物館及三義木雕等當地文化特色

值得車友們去體驗。沿途會經過

雙潭休閒農業區及薑麻園休閒農

業區等景點，車友們可以選擇在

此用餐，品嘗當地的農產品及水

果。 

 
桃園機場-桃竹苗三日遊行程規劃表-1 

日 

程 

主要

活動

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運

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新屋

綠色

走廊 

+ 

新豐 

紅樹

林 

桃園機場-永安漁港-

新屋綠色走廊南岸濱

海自行車道-新屋鄉

綠色走廊-新豐海堤-

紅毛港遊憩區-姜厝

朴樹林保護區-天水

堂-池府王爺廟-鳳鼻

隧道 

b 

R+b 

B+b 

C+b 

 
喜來登

飯店 

永安 

漁港 

上

午 

由於「新屋鄉綠色走廊」緊臨

海岸線，在單車步道上騎乘單

車的時候，沿途可以眺望海天

一線及洶湧的浪濤，碰到海浪

退潮的時候還可看見遼闊且

白淨的沙灘，同時迎面而來的

海風濕潤且清涼。 

一般者 
春、

夏、秋 

下

午 

到此可欣賞臺灣海峽壯闊的

景觀，傍晚走在新豐海堤可以

享受海風的吹拂，還可觀賞落

日餘輝。 

第

二

日 

內

灣、峨

眉、北

埔 

一日

遊 

 

內灣風景區-內灣老

街-金廣福公館-峨眉

湖-峨眉湖 

環湖自行車道 

 
香格 

里拉 

內灣 

老街 

上

午 

「內灣垂釣」 是新竹八大勝

景之一。區內的廣濟宮、火車

站、戲院、北角吊橋是充滿懷

舊的景點。 

下

午 

在「峨眉湖環湖自行車道」沿

途的不同位置，都可以俯瞰不

同角度的湖畔景色，還可以在

此區散步、享受湖畔風光，十

分愜意。 

第

三

日 

臺三

線 

三灣市區-臺三線-獅

潭鄉-汶水老街-大湖

市區 

  

汶水 

老街/ 

大湖 

酒莊 

沿線具豐富的旅遊經驗，獅潭鄉

及三灣鄉，有許多特色果園供民

眾體驗採果的樂趣，議可選擇往

東的南庄鄉或泰安鄉體驗不同的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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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桃竹苗三日遊行程規劃表 -2 
日 

程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第

一

日 

觀音北

環埤塘

自行道 

、南環

蓮園之

旅 

+ 

新屋綠

色走廊 

 

桃園機場-觀音"北

環埤塘"自行車道-

觀音南環蓮園之旅

-永安漁港-新屋綠

色走廊南岸濱海自

行車道-新屋鄉綠

色走廊 

b 

R+b 

B+b 

C+b 

 
喜來登

飯店 

永安 

漁港 

上

午 

暢遊觀音自行車道遊客不必

自備自行車，附近蓮園都有出

租，玩累了，許多農園都有附

設餐飲服務，或特色簡餐，待

個溫暖午后，正是人間好時

節。 

一般者 
春、

夏、秋 

下

午 

「新屋鄉綠色走廊」緊臨海岸

線，在單車步道上騎乘單車的

時候，沿途可以眺望海天一線

及洶湧的浪濤，碰到海浪退潮

的時候還可看見遼闊且白淨

的沙灘，同時迎面而來的海風

濕潤且清涼。 

第

二

日 

新豐 

紅樹林 

+ 

17km 

海岸 

 

新豐海堤-紅毛港

遊憩區-姜厝朴樹

林保護區-天水堂-

池府王爺廟-鳳鼻

隧道南寮休閒漁港

-看海公園-海天一

線觀景區-港南運

河-海山漁港觀海

平臺-旅遊服務中

心-新豐海堤-紅毛

港遊憩區- 

 
香格 

里拉 

內灣 

老街 

上

午 

「內灣垂釣」 是新竹八大勝

景之一。區內的廣濟宮、火車

站、戲院、北角吊橋是充滿懷

舊的景點。 

下

午 

在「峨眉湖環湖自行車道」沿

途的不同位置，都可以俯瞰不

同角度的湖畔景色，還可以在

此區散步、享受湖畔風光，十

分愜意。 

第

三

日 

竹南綠

光海風

自行車

道 

+ 

臺三線 

崎頂海水浴場-野

餐區-龍鳳漁港、跨

港景觀橋-觀海棧

橋、假日之森-親子

之森-紫斑蝶保護

區-長青之森-人工

濕地公園-紅樹林

保護區-三灣市區-

臺三線-獅潭鄉-汶

水老街-大湖市區 

  

汶水 

老街/ 

大湖 

酒莊 

 

 

沿線具豐富的旅遊經驗，獅潭

鄉 

及三灣鄉，有許多特色果園供

民 

一般者 
春、

夏、秋 
 

 

 

眾體驗採果的樂趣，議可選擇

往 

東的南庄鄉或泰安鄉體驗不

同的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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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線遊程規劃 

新竹縣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參考文獻:新竹縣自行車道整體規劃設計 總結成果報告書 
註 1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註 2：新竹縣政府目前正辦理綠色樂活地圖計畫，未來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亦可將該綠色遊程納入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竹北 

一日遊 

新瓦屋-體育館-文化中心

-美食街-竹北濱海遊憩區 

-蓮花公園 

b 

R+b 

B+b 

C+b 

  

參觀客家生態園區，竹北濱海遊憩區

設有人行步道，景觀臺及停車場等公

共設施，可玩風帆。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湖口 

一日遊 

湖口老街-天主堂-金獅寺

步道-金獅寺眺望臺-湖口

觀光茶園 

b 

R+b 

B+b 

C+b 

 
湖口 

老街 

近南園、九芎湖、金獅寺、湖口老街

等風景名勝，佔地約 70 公頃，所產

的「長安茶」香純可口。 

 一般者 
春、 

夏、秋 

新埔 

一日遊 

枋寮義民廟-新埔老街-照

門休閒農業園區 

b 

R+b 

B+b 

C+b 

 
新埔 

老街 

九芎湖區入口由原木構築而成，進入

園區沿途綠樹成蔭，農莊點綴其間，

水塘池畔垂柳處處。 

一般者 
春、 

夏、秋 

北埔 

一日遊 

北埔老街-金廣福-天水堂

-南埔生態村-竹語茶蘆 

b 

R+b 

B+b 

C+b 

 
北埔 

老街 

北埔老街裡珍藏著歷史的味道，四面

環山，以慈天宮為中心的老街天水

堂，有濃濃的歷史味道，南埔為傳統

農村聚落，阡陌縱橫，一望無際的田

野風光令人心曠神怡。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寶山 

一日遊 

寶山水庫-雞油凸休閒農

業園區-沙湖壢藝術村 

-寶二水庫 

b 

R+b 

B+b 

C+b 

  

區內特產豐富有柑橘、橄欖、水梨、

楊桃、綠竹筍，於全縣產量、面積占

重要地位。全年皆可提供遊客採果及

農村體驗。鑑於新竹地區工商業快速

發展所以建置寶山第二水庫，風景優

美。 

一般者 
春、 

夏、秋 

峨眉 

一日遊 

峨眉湖-十二寮休閒農場-

十方禪林-細茅埔吊橋-獅

頭山風景區 

b 

R+b 

B+b 

C+b 

  

峨眉湖溫柔婉約，湖水迷濛蕩漾，對

映蓊鬱的遠山近林，依四時運轉，晴

雨涼暖各有特色。獅頭山風景區內寺

院毗連，是臺灣佛教勝地的代表，暮

鼓晨鐘，香客如織。獅頭與獅尾全憑

一條以青石舖成的石板古道，是一條

健行踏青的幽徑，全山一片清靜莊

嚴。 

一般者 
春、 

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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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網址: 

四方通行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桃園縣觀光導覽網 http://travel-taoyuan.tycg.gov.tw/content/suggest/suggest02.aspx?sid=3 

               http://mypaper.pchome.com.tw/ceng0166/post/1320414013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大鶯綠

野自行

車道 

桃園市-大溪橋-大鶯綠野

自行車道-鶯歌三鶯大橋-

桃園市 

b 

R+b 

B+b 

C+b 

  

長約 7公里的大鶯綠野景觀自行車道， 

這條路線擁有美麗山水和大溪老城文化景

觀，不僅是全縣最美麗的自行車道，更是北

臺灣絕無僅有的自行車道。開通後，吸引許

多鐵馬愛好者暢遊桃園縣。 

一般者 
春、 

夏、秋 

觀音"北

環埤塘"

自行車

道 

縣道 112，中山路 2段 963

巷進入，中途有一段由白

千層樹木圍繞而成的綠色

隧道 

b 

R+b 

B+b 

C+b 

  

暢遊觀音自行車道遊客不必自備自行車，附

近蓮園都有出租，玩累了，許多農園都有附

設餐飲服務，或特色簡餐，待個溫暖午后，

再來杯下午茶，正是人間好時節。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觀音南

環蓮園

之旅 

南環蓮園之旅 自 11線道

轉桃 84新華路或桃 99金

華路進入 

b 

R+b 

B+b 

C+b 

  

騎乘自行車向南行可穿越 66號東西向快速

道路，連接新屋的蓮園，而每個季節一片片

不同主題的花田，爭奇鬥豔招呼來客，行經

其間，十分愜意，也是情侶、親子們捕捉鏡

頭的好地點。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石門追

風一日

遊 

石門水庫自行車道 → 楓

香道 → 大壩、八角亭 → 

環湖遊艇碼頭 

b 

R+b 

B+b 

C+b 

水庫旁

有自行

車出租

店 

 

自行車道環湖而行、風光明媚，給人青翠山

嵐、微風送爽的感覺，與全家人共同騎乘自

行車徐緩前行，讓樹濤拂掠耳際，有著一種

沉浸幸福的美感。 

一般者 
春、 

夏、秋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http://travel-taoyuan.tycg.gov.tw/content/suggest/suggest02.aspx?s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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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一日遊行程規劃表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網址:苗栗鐵馬行自行車車道資訊網 http://ridebicycle.miaoli.gov.tw/ 

 

 
 

 

主要活

動路線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懷舊樂

趣自行

車道 

(128

線) 

128線與臺一線路口-往

馬家庄道路口-西湖鄉-

銅鑼市區-公館市區-黃

金小鎮-汶水老街-臺 3

線路口 

b 

R+b 

B+b 

C+b 

- 
汶水 

老街 

欣賞黃金小鎮特有的農村景緻，沿著

臺 6線向東行，走一小段山路後，最

後到達大湖鄉汶水老街，在這裡可以

逛逛老街，補充能量，如果還有體力

的話，可以再騎一段路到大湖體驗採

草莓或泡溫泉放鬆身體。 

一般者 
春、夏、

秋 

苗中丘

陵-桐

花綠廊

自行車

道 

銅鑼火車站-環保公園-

客家大院-雙潭社區-萬

壽橋河濱休息區-龍騰社

區活動中心-龍騰斷橋-

鯉魚潭水庫三角公園 

b 

R+b 

B+b 

C+b 

-  

本車道沿途行經銅鑼鄉及三義鄉，沿

途多彎且高低起伏較大，沿線經過許

多風景區，並有多處民宿及餐廳，可

於此路線體驗大自然芬多精的清

新，並體驗客家美味及山間農村生

活，意可見證龍騰斷橋及勝興車站等

歷史痕跡。 

一般者 
春、夏、

秋 

大河之

戀自行

車道 

紅樹林保護區-戀戀河畔

邊-參山國家風景區-南

庄草莓園-南庄 

b 

R+b 

B+b 

C+b 

-   一般者 
春、夏、

秋 

古風濃

情自行

車道 

(126

線) 

臺61線與苗126線路口-

後龍市區-水車村-轉臺

13線-明德水庫-臺 3線

路口 

b 

R+b 

B+b 

C+b 

-  

明德水庫風景區，在這裡除了有湖光

山色可以欣賞外，壩頂附近也有許多

美食小吃及活魚餐廳可供騎士們飽

餐一頓。 

一般者 
春、夏、

秋 

果香逸

趣自行

車道 

(130

線) 

苑裡車站-經苗 130線-

灣麗磚瓦博物館-三義市

區-雙潭休閒農業區-薑

麻園休閒農業區-臺 3線

路口 

b 

R+b 

B+b 

C+b 

- 

雙潭休

閒農業

區/薑麻

園休閒

農業區 

在苑裡到三義間，有灣麗磚瓦博物館

及三義木雕等當地文化特色值得車

友們去體驗。沿途會經過雙潭休閒農

業區及薑麻園休閒農業區等景點，車

友們可以選擇在此用餐，品嘗當地的

農產品及水果。 

一般者 
春、夏、

秋 

後龍溪

左/右

岸自行

車道 

龜山大橋旁-經堤外自行

車道-新東大橋-玉清大

橋-頭屋大橋 

b 

R+b 

B+b 

C+b 

  

車道沿途景觀優美，路旁種植大量的

波斯菊，以及顏色鮮豔之花卉，花開

時節，非常美麗。沿途路面平整，適

合全家大小一同前往。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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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二日遊行程規劃表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文獻:新竹縣自行車道整體規劃設計 總結成果報告書 

主要活

動路線 

日

程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新豐 

二日遊 

 

第

一

日 

古農休閒農場-

新豐濱海遊憩

區 
b 

R+b 

B+b 

C+b 

 

小叮噹

科學遊

樂區 

古農休

閒農場

/小叮

噹科學

遊樂區 

第

一

日 

古農美食休閒農場園區規劃

有美食館及生態園區，富有遊

憩及教育意義。新豐濱海遊憩

區內建有跨越南北兩岸色彩

鮮明的拱橋、原木棧道、觀景

亭等設施，風景相當漂亮。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第

二

日 

小叮噹科學遊

樂區 

第

二

日 

小叮噹科學遊樂區，一直堅持

以科學主題為設計方向，提供

給國人另一種渡假知的享

受，並成為國民教育自然科學

之唯一戶外實驗教室。 

芎林、 

橫山 

二日遊 

第

一

日 

鄧雨賢紀念公

園-東窩溪賞螢

區 

b 

R+b 

B+b 

C+b 

 

 

/內灣

老街 

第

一

日 

鄧雨賢紀念館採客家圓樓建

築，從入口處可眺望頭前溪附

近的農田，每年 6月至 7月份

鄉公所會舉辦鄧雨賢音樂

會。東窩溪谷流域因溪水水質

良好且清澈見底，因此造成野

生螢火蟲的大量繁衍。 

親子 

共遊 

春、 

夏 

第

二

日 

萬瑞森林遊樂

區-內灣風景區

-內灣老街 

第

二

日 

萬瑞森林遊樂區位於橫山鄉

大山背山，天然之景觀景色宜

人，四季如春，是全國唯一離

都市最近的原始森林樂園，可

眺望新竹縣市全景。「內灣垂

釣」 是新竹八大勝景之一。

區內的廣濟宮、火車站、戲

院、北角吊橋是充滿懷舊的景

點。 

竹東 

二日遊 

第

一

日 

成豐夢幻世界 

b 

R+b 

B+b 

C+b 

 

成豐夢

幻世界 

成豐夢

幻世界 

第

一

日 

坐擁山林是一個恬靜的世外

桃源，園場備有寬敞溫馨歐式

休閒渡假小木屋、休閒旅館，

典雅的小木屋座落於夢幻世

界曲道小徑上，可眺望世紀廣

場，享受如交響樂般的蟲鳴鳥

叫。 一般者 春、冬 

第

二

日 

五指山觀光果

園 

-軟橋 
 

第

二

日 

五指山山麓原本就是桶柑種

植地帶，隨著上山觀光的人潮

漸多，這些果園農家一一加入

休閒農業的行列，於每年 11

月到翌年 2月，開放果園，提

供遊客採果。 

關西 

二日遊 

第

一

日 

六福村 

b 

R+b 

B+b 

C+b 

 

關西 

六福莊 

六福村

/雲海

休閒 

農場 

第

一

日 

六福村整體規劃風格和遊樂

設施可媲美歐美許多大型遊

樂園區，門票採一票玩到底，

目前共有 4大主題遊樂區，包

括美國大西部、南太平洋、阿

拉伯皇宮和野生動物王國。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第

二

日 

雲海休閒農場  

第

二

日 

雲海休閒農場正座落其中，農

場主人范綱海是關西鎮仁安

區段茶葉班班長，自 5年前開

始，便著手進行茶園、茶廠的

轉型經營，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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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二日遊行程規劃表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網址:四方通行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主要活

動路線 

日

程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桃園農

場藝文

之旅 

第

一

日 

新屋綠色走廊

南岸濱海自行

車道-新屋鄉綠

色走廊-桃園觀

音鄉觀光休閒

農業園區-青林

休閒農場 

b 

R+b 

B+b 

C+b 

 

 

桃園觀

音鄉觀

光休閒

農業園

區 

新屋的蔚藍海岸配合藍天綠蔭，美

麗的景觀，騎著鐵馬在桃園縣特有

的沿海綠色隧道中，共同欣賞沿海

美景，令人心曠神怡，這樣的情景

適合共同騎著車，一同享受大自然

的美景。每年的夏季，桃園縣觀音

鄉及新屋鄉遍地散發著清郁的蓮花

香，美麗的蓮花在兩地朵朵開放，

其中觀音鄉更成為北臺灣最大蓮花

復育地。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第

二

日 

義美食品觀光

工廠 -可口可

樂博物館-大溪

老街-大溪藝文

之家-大溪橋 

 
大溪 

老街 

走在充滿歷史懷舊風情的大溪老

街，巡視著周遭的古式異國建築，

猶如穿梭時空般的場景，古今時空

交錯的大溪老街，在歷經繁華變

遷、幾代更迭後，始終保持著原有

的模樣。 

桃園慈

湖、老

街、原

野之旅 

第

一

日 

慈湖-大溪陵寢

-後慈湖-大溪

老街-大溪藝文

之家 
b 

R+b 

B+b 

C+b 

 

 

大溪 

老街 

早期各式族群進駐大溪發展出多元

的信仰文化，除了多式的宗祠、廟

宇可供遊覽，還有迷宮巷、李騰芳

古厝、月眉通路，也是遊賞大溪重

要的景點。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第

二

日 

青林休閒農場-

桃園觀音鄉觀

光休閒農業園

區-新屋綠色走

廊南岸濱海自

行車道 -新屋

鄉綠色走廊 

 
永安 

漁港 

新屋的蔚藍海岸配合藍天綠蔭，美

麗的景觀，騎著鐵馬在桃園縣特有

的沿海綠色隧道中，共同欣賞沿海

美景，令人心曠神怡，這樣的情景

適合共同騎著車，一同享受大自然

的美景。 

桃園文

化觀光

之旅 

第

一

日 

范姜老屋群-永

安漁港-新屋鄉

綠色走廊 

b 

R+b 

B+b 

C+b 

 

 

永安 

漁港 

新屋范姜古屋原本共有五座，目前

僅剩四座。每一幢因建造時間不同

而各有不同的特色，都位於 110巷

內。騎著鐵馬在桃園縣特有的沿海

綠色隧道中，共同欣賞沿海美景，

令人心曠神怡，一同享受大自然的

美景。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第

二

日 

三坑子老街-桃

園縣客家文化

館-龍潭三林線

自行車道 

 
三坑子

老街 

以永福宮為信仰中心的三坑子，向

兩側延伸展開而呈現線型的聚落型

態，街道、廣場、廟埕等依序分佈。

龍潭三林線自行車道全長約有 3公

里左右，騎乘單車悠遊其中，也可

順道拜訪當地著名的觀光景點，像

是茶園、寺廟、製茶廠、自然生態

公園、老磚窯遺址等，這是一趟極

具意義價值的單車休閒之旅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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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二日遊行程規劃表 

註  出遊運具代號：自行車 b、臺鐵 R、巴士 B、自小客車 C。 

參考網址:四方通行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主要活

動路線 

日

程 
路線據點 

出遊 

運具 

自行車 

租賃點 

建議 

住宿點 

建議 

餐飲點 
活動內容/項目 

適合遊 

客對象 

適合出 

遊季節 

單車賞

桐趣‧二

日遊 

第

一

日 

挑炭古道

-飛牛牧

場-銅鑼

自行車道 

b 

R+b 

B+b 

C+b 

 

飛牛 

牧場 

飛牛 

牧場 

 

上

午 

過去的「挑炭古道」便是現稱「三

通嶺古道」的步道，一階階質樸

的卵石階，兩旁漫佈相思林、楠

木、樟樹、油桐樹等原生林木，

彷彿置身綠色隧道，每逢油桐花

季，空氣中漫步著 一股淡淡的

花香、蟬鳴鳥叫，令人忘卻這世

俗的煩憂及紛擾，熙來人往的賞

花遊客，也重新活絡了這條古

道。  

 

 

 

 

 

 

親子 

共遊 

 

 

 

 

 

 

春、 

夏、秋 

下

午 

柔和的陽光映襯著翠綠的青草

地，微風輕拂，只見綠色的波浪

中夾雜著黑白相間的牛隻，遠處

圍籬旁一棟紅頂白牆的農舍，散

發出鄉間田野的風貌；留神凝

聽，並有大自然的樂章陪伴您一

同欣賞這片自然的美景！這樣

一幅美麗的田園風光，您即可在

此中部酪農村．飛牛牧場親自體

驗。 

第

二

日 

桐花樂活

公園-油

桐花坊 

  

桐花樂活公園是一座以客家文化為特

色的主題公園，興建傳統的客家三合

院，充分地表現出客家文化的傳統精

神。每年一到四或五月，便是客家油

桐花開的季節，放眼望去，潔白如雪

的油桐花盛開滿地，形成如此奇特的

花海美景進而吸引許多人潮到此賞

花，陶醉於花海的氛圍。 

  

http://bike.easytravel.com.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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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2-1遊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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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服務園區及遊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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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 
第一節 自行車服務園區發展規劃 

本研究視北臺地區自行車路網為一完整旅遊系統，希望藉由自行車服務園區的設

置，發展為自行車旅遊的核心並向外擴張，帶動周邊產業（如民宿、餐飲、手工藝品等），

作為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發展的首要策略規劃。 

本節旨在協助各縣市政府提出適合發展為服務園區的基地，依立地條件、旅遊

屬性與周邊環境及自行車產業之關係，發展不同型態之服務區，如觀光遊憩基地、運動

競技基地、博物館基地、展銷基地、研發基地與生產基地等，進而將各服務區串聯周邊

自行車道系統、觀光遊憩景點與自行車相關活動，建構北臺自行車旅遊區域。 

自行車服務園區系統建置，應考量自行車道維護管理系統、遊程規劃設計系統、

以及服務區營運及行銷策略；設置區位應考量自行車車道系統、騎乘人次、土地權屬與

週邊發展潛力等。經由研究團隊與各縣市政府討論，提供適合設置自行車服務區的區

址，再由規劃單位進行服務區評估、規劃、開發成本概估等建議。 

一、國內外自行車服務園區 

臺灣現有的自行車服務園區為交通部於 2009 年「振興景氣方案」提出東部自行車示
範計畫，規劃五種等級自行車補給站，整建完成後，由臺鐵局標租給民間業者經營；臺

鐵局規劃開發兩鐵旅遊，補給站除提供簡易租車修車服務，還可「甲地租車，乙地還車」，

提供完整的花東線兩鐵(鐵路加鐵馬)無縫運輸。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規劃自行車補給站，提供騎士與遊客

休息、盥洗、簡易醫護、緊急救護、餐飲、單車租賃、旅遊資訊等服務。交通部以串聯

路網方式，推出東部 4 縣 5 經典自行車路線，整合路網規劃、車道設置、標線標誌、自
行車路權、車道寬度及淨高、路線辨識碼與命名，吸引國外觀光客騎自行車慢遊臺灣。

目前花東八個補給站由巨大公司的捷安特旅行社經營。交通部在東部自行車示範計畫所

提出的自行車補給站，其級別與設備、面積建議如下；臺鐵補給站服務內容亦說明如下： 

表6-1-1交通部東部自行車示範計畫自行車補給站內容一覽表 

級別 設備 面積 

第一級 
維修設備、洗手臺、初級外傷醫護藥品、可提供飲水的簡易休憩

空間，為簡易補給站 
約 5 到 15 平方公尺 

第二級 
比第一級多了淋浴空間（包括廁所及洗手臺）及旅遊宣導品、交

通指引 
15 到 75 平方公尺 

第三級 
比第二級增加自行車配件販售及自行車租賃與販售，休憩空間含

餐飲服務 
75 到 150 平方公尺 

第四級 比第三級多了道路救援服務與自行車停車場 150 到 250 平方公尺 

第五級 比第四級再增加住宿功能 250 平方公尺以上 

資料來源：交通部「振興景氣方案」東部自行車示範計畫,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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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 臺鐵補給站服務內容一覽表 

臺鐵級別 交通部級別 臺鐵火車站點 服務內容 

A 級補給站 5 花蓮(計畫) 
除具備 4 星級補給站之功能外，提供專業級自行車

租賃與販賣及簡易住宿。(是否辦哩，仍需是工程及

招商可行性評估及招商結果而定) 

B 級補給站 4 
新城、玉里、 

  關山、臺東 

設置空間 200 平方公尺，不包括租賃空間；除具備

3 星級之功能外，另有餐飲零售、停放保管、自行

車販賣等之服務。 

C 級中繼站 3 壽豐、瑞穗、安通 
設施空間 50~100 平方公尺，不包括租賃空間；配件

販售、自行車租賃、維修清洗、道路救援、旅遊諮

詢、衛生盥洗、置物櫃、提供飲用水 

 資料來源:交通部臺鐵局 

本研究比較美加及歐洲的發展，整理各國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創意構想如下表 6-1-3
所示： 

表6-1-3 國外自行車服務區發展比較一覽表 

 
名稱 國家 

自行車 
道長度 

設施 圖片 

1 
Mammoth  
Mountain 

美國 
加州 

90 公里 

行政管理中心、遊 
客通行證明、自行 
車租借、展示、維 
修等業務，設置接 
駁車 

 

2 
Skyline  
Wilderness  
Park 

美國 
加州 

20 公里 

公園設施如動植物 
欣賞、公共座椅 
露營區、高爾夫球 
區、賞鳥區等 

 

3 
Olympic  
Park 

加拿大 
Calgary 
市 

----- 

初學者及中級者的 
訓練路線，牆壁乘 
駕、降落和街頭特 
技等，跳躍路線、 
訓練中心、有專業 
登山車輔導員、醫 
療課程  

4 
惠斯勒 
(Whistler)  
園區 

加拿大 
200 
公里 

三種技巧訓練中 
心，包括綠色訓練 
中心（讓車手學會 
面對地上障礙和木 
板）、藍色訓練中心 
（增加困難度，窄 
化設施物，例如道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6-3 
 

 
名稱 國家 

自行車 
道長度 

設施 圖片 

路等）、雙黑訓練中 
心（專家級車手之 
訓練） 

5 
Balnain 
Bike Park 

蘇格蘭 ----- 

設計不同路段、運 
動、體能、技巧、 
越野競賽、觀賞野 
生動物漫步等 

 

6 
Moray  
Monster  
Trails 

蘇格蘭 30 公里 
設計不同難度路 
段，包含初學、中 
級、專家級的道路 

 

7 
Learnie  
Red Rock 

蘇格蘭 16 公里 
設計不同難度路 
段，包含初學、中 
級、專家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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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ycle Center 自行車服務中心 

Cycle Center自行車服務中心近年來在美國與澳洲出現，是旅運需求管理(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TDM)的一種新模式。這種大型的旅次結束設施(end –of-trip 

facility)提供自行車騎士在旅途結束時，有存放自行車、更衣室、置物箱、淋浴間、

自行車維修、以及其它的舒適設施，使用者付費。 

澳洲的第一處自行車服務中心設置於布里斯本的 King Gorge 廣場，2008 年開

幕，由私部門營運，取名為 cycle2city，共設置 420 部自行車停車位，會員擁有自

行車停車、置物箱、淋浴間、毛巾浴巾、自行車保養維修、洗衣設備以及其它服務。

半年會員費約 525 美金，平均每天 3.5 美金，2010 年達到兩百位會員。 

美國的第一處自行車服務中心設立於 1996 年加州 Long Beach，2005 遷至新場地，

1999 年增設兩處於 Palo Alto 與柏克來、2003 年再增設於西雅圖、2007 年於聖塔巴巴

拉、2010 年設於 Claremont 與 Covina的捷運站旁、以及加州以外的奧勒崗。該公司 Mobis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執行長Andréa White-Kjoss將此服務設施發展為一個可複製加

盟的商業模式，適用於社區、轉運站與校園。 

 
資料來源：Mobis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 Inc 網站 

目前最知名的自行車中心是美國芝加哥的麥當勞服務中心，提供 300 個停車架、除

了置物箱、淋浴間以外，有餐飲與夏日戶外座椅、自行車維修、自行車租借(高檔自行

車一天 99 美金)。並提供八條市區與景點的團體導覽自行車遊程、以及七條自導式遊程，

內容非常豐富。3 小時輕鬆騎乘 13km，每人 40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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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園區功能定義及評估流程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依服務需求可分為：主要服務區─匯集全縣自行

車旅遊網，由各縣市提供一個大服務區，服務國內外自行車遊客(可提供餐飲、住宿、

可及性高)。次要服務區─以臺鐵火車站為二級服務區，結合臺鐵的兩鐵無縫旅遊，Bike 
on train，可服務國內外自行車旅遊(可提供餐飲、可及性高)。三級服務區即為簡易維修
站。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所需具備之功能大致可概分為以下兩類： 

1. 旅遊服務微型園區：如同高速公路服務區加上住宿設施，成為該縣市觀光旅遊的吸

引力，滿足餐飲、住宿、遊程安排甚至購物需求。 

2. 樞紐中心：搭配臺鐵火車站，結合臺鐵兩鐵無縫旅遊，以及大眾運輸及停車場設施

等，成為自行車旅遊的 Hub & Spoke (樞紐中心)，匯集該縣市自行車旅遊網，亦可

滿足餐飲、遊程安排、導覽解說及購物等需求。 

表 6-2-1 為各類型自行車服務園區功能定位整理比較。自行車服務園區除了提供旅

遊相關服務外，亦可舉辦自行車競技、騎乘教學或產業觀摩，以做為旅遊活動進行之內

容場域。然而，就本計畫目的而言，在於探討如何針對北臺八縣市既有之自行車道系統

及服務設施進行整合，希暨能進一步提升其自行車旅遊潛力及遊程規劃之廣度(例：跨
縣市遊程之規劃)。因此，服務園區在本案中所扮演之角色，應著重於其旅遊支援服務
功能之結合，方能與本案之系統整合服務觀點相一致。 

以自行車串聯北臺八縣市，帶動綠色產業，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觀光旅遊服務業。自

行車服務區規劃層級如下：自行車觀光＋自行車遊憩＋自行車休閒。 

1. 自行車服務區本身具有旅遊吸引力 

2. 串聯資源的目的型自行車服務區：加強附屬設施(停車場 Park & Ride、廁所、指標系
統、標線等)與可及性。 

3. 延伸路線、帶動鄉村發展的自行車道：將既有資源或路線加以延伸，賦予優勢鄉鎮
帶動弱勢鄉鎮的功能。 

在本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中，工作項目重點在於整合目前

北臺八縣市之自行車旅遊設施與服務，希冀以北臺系統觀點角度出發，規劃出跨縣市之

中長途自行車旅遊遊程。就中長途自行車旅遊遊程而言，除了八縣市自行車車道網路系

統串聯、與鐵路運輸整合進行雙鐵旅遊外，途中可供民眾休憩補給甚至進行消費活動之

旅遊服務園區，亦為本計畫研究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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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各類型自行車服務園區功能定位比較 

                      

           功能  

     

      

     

 

型態 

騎乘設施服務 旅次轉乘(轉運)所需 
旅遊遊憩活動所需 

舉辦活動必

要 

提
供
簡
易
駐
車
臨
停
設
施(

充
分
自
行 

車
停
車
架
數
量)  

確
保
自
行
車
防
竊
、
防
破
壞
之
機
制  

提
供
自
行
車
道
路
網(

主
幹
線)

銜
接
點
資
訊  

提
供
自
行
車
租
賃
服
務  

考
慮
鼓
勵
設
置
自
行
車
簡
易
維
修
、
救
護
站  

提
供
完
整
自
行
車
維
修
服
務 

販
售
自
行
車
騎
乘
相
關
配
備 

具
備
自
行
車
與
其
他
運
具
之
轉
運
功 

能(

停
車
場
、
場
站)  

提
供
可
攜
帶
自
行
車
搭
乘
大
眾
運
輸
之
功
能  

提
供
大
眾
運
輸
路
線
及
班
表
資
訊  

提
供
鄰
近
地
區
景
點
資
源
相
關
說
明  

包
含
具
備
休
閒
遊
憩
功
能
之
景
點  

提
供
簡
易
飲
水
及
盥
洗
功
能  

提
供
飲
食
、
住
宿
服
務
或
相
關
資
訊  

提
供
當
地
特
產
、
伴
手
禮
、
紀
念
品
販
售  

自
行
車
運
動
競
技 

自
行
車
製
造
生
產
教
學
觀
摩 

自
行
車
騎
乘
及
安
全
教
育
教
學  

Cycling  

Hub(自行車中繼站)  
  ○  ○        ○      

Cycling 

Station/Terminal 

(自行車轉乘站)  

○ ○ ○ ○  ○ ○ ○ ○ ○ ○  ○ ○     

Cycling Recreational/ 

Sport Park(自行車休憩

/運動園區)  

○ ○ ○ ○  ○ ○ ○  ○ ○ ○ ○ ○ ○ ○  ○ 

表6-2-1 各類型自行車服務園區功能定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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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網路(含自行車道、大眾運輸、公路系統)與服務園區分別扮演了旅程中「航線」

與「島嶼」之角色。在中長途自行車遊程規劃中，必須考量遊客的身心負擔及活動目的，

適時地於適當地點駐足休息，方能令旅客有舒適愉快之遊程體驗。除了提供飲食、盥洗

等服務以滿足旅客所需外，服務園區亦代表了民眾旅遊加值消費之契機，透過地方特色

商品與紀念品之交易購買，藉以帶動地方產業之發展。換言之，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

遊系統整合，不僅是為了提供更完善之服務，更希望藉由良好服務吸引更多的旅客集中

至服務園區，進一步誘發創造民眾的旅遊消費，令地方旅遊產業能有合理獲利，方能永

續經營。 

表6-2-2 自行車服務園區分類及功能需求說明 

服務園區類型 設置條件與目的 功能需求 

自行車旅遊服務

園區 

Cycling Park 

設置於旅遊景點或環

島主幹線，提供整體性

自行車旅遊騎乘服務 

1. 提供充分自行車停車架數量 

2. 確保自行車防竊、防破壞之機制 

3. 提供完整自行車維修服務 

4. 販售自行車騎乘相關配備 

5. 提供自行車道主幹線銜接資訊 

6. 提供鄰近地區景點資源、自行車路網資

訊 

7. 提供飲食、住宿服務或相關資訊 

8. 提供當地特產、伴手禮、紀念品販售 

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設置於自行車路網交

會處，提供自行車騎士

/遊客休憩補給 

1. 提供簡易駐車臨停設施 

2. 提供鄰近景點資源、自行車路網資訊 

3. 提供簡易飲食、盥洗功能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 

設置於大眾運輸場站

鄰近，提供旅遊轉乘服

務 

1. 提供大眾運輸路線及班表資訊 

2. 提供簡易飲食、盥洗功能 

3. 提供攜自行車搭乘大眾運輸之功能，或

提供自行車租賃服務 

在自行車服務園區功能規劃方面， 主要可分為旅遊服務供給、運輸路網銜接及產

業行銷三個層面。依其著重層面之比重不同，本研究目前將其分為以下 3 類(如表 6-2-2

所示)：第一類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Cycling Park)，著重於完整的旅遊服務及地方產業

行銷；第二類為自行車中繼站(Cycling Hub)，著重於自行車騎乘時的簡易補給；第三類

為自行車轉乘站(Cycling Station)，著重與大眾運輸系統之整合。 

在界定自行車服務園區替選方案後，本計畫採用以下流程步驟進行評估，請參考圖

6-2-1。 

一、 請各縣市政府初步提出服務園區建議用地，以篩選出各縣市之備選場址。 

二、 研訂服務園區評估準則、指標之層級架構。 

三、 透過專家座談與問卷調查，由專家群體決定各評估準則權重及各方案在準則下之

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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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地方政府人員依據各準則下指標，針對先前所提出之縣內備選場址，加以評分

並評比指標重要性，加權後得到該場址於各準則下之得分。 

五、 結合專家群體準則權重及地方政府場址評分，計算該場址於各服務園區方案下得

分，比較並評估該場址適宜之服務園區發展定位。 

六、 若方案得分差異甚小，則後續再進一步討論複合功能使用。 

 

圖6-2-1 自行車服務園區方案評估流程圖 

透過專家群體對於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發展目標之掌握，以及地方政府對於建

議用地(場址)現場狀況之瞭解，綜合雙方專業與資訊，對於各縣市之建議地點進行服務

園區設置之合理評估。本案基於計畫時程，且工作項目以評估北臺八縣市整合可行性及

發展潛力為主，在本案中將以發展服務園區評估權重架構為主，並提出評估方式之建

議，以供未來各地區進行自行車旅遊服務整合時，評估預定場址適宜發展何種服務園區

之執行參考依據。 

 

第三節 服務園區設置之評估準則架構 

在建構自行車服務園區評估準則架構時，考量到服務園區必須具備自行車旅遊服務

提供及帶動地方旅遊產業發展之特性，因此由以下三點主要因素，構思合適之評估準則

(自行車服務園區評估架構如圖 6-3-1 所示)。 

 

 

 
各準則對於決定該場 

址服務園區類型之權 

重(相對重要性) 

地方政府協助

助 

專家群體協助 

該場址最適宜發展之服務 

園區類型 

根據各準則下指標，針對該場址表現進行評分， 

並判斷同準則下各指標之重要性，進行加權後得 

到該場址於各準則下得分 

各服務園區方案在各準則 

下之相對權重(適宜性) 

由各縣市政府先提出服務園 

區建議用地(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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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 自行車服務園區方案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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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位條件 

區位條件反映出該場址與運輸路網(自行車道、大眾運輸、公路系統)銜接之程度，不僅

代表遊客主要之匯流集中處，亦有利於集中提供服務以提升服務成本效益之潛力。就區位條

件而言，本計畫提出三項評估準則：「與既有公路系統之銜接」(評估指標包含聯外道路及停

車位)、「與既有大眾運輸系統之銜接」(評估指標包含鄰近場站與否、路線及設站多寡及班次
密集程度)、「與既有自行車網路系統之銜接」(評估指標包含自行車道數及車道等級)。 

2. 旅遊產業帶動效果 

景點多寡與景觀生態豐富性帶動了旅遊活動發生，而旅遊活動所導致之遊客群聚亦帶來

無限商機。就旅遊產業帶動效果而言，本計畫提出兩項評估準則：「鄰近地方觀光旅遊景點」

(評估指標包含景點數量及遊客人數)、「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評估指標包含地方特產之販
售與生產聚落)。 

3. 建置可行性 

不論有多好的發展條件與潛力，仍須具備一定程度之可行性，方可實現建置服務園區之

目標。就建置可行性而言，本計畫提出三項評估準則：「土地使用狀態」(評估指標包含土地

使用管制、土地產權所屬、是否已使用、土地面積大小、土地取得成本)、「政策支持度與組

織面配合」(評估指標包含專責單位、重點計畫推行及首長支持度)、「財務及經營管理面」(評
估指標包含建設經費、營運經費、營運人力及民間投資意願)。 

在執行評估之流程方面，首先依據各項評估指標針對建議用地評估其表現優劣，並彙整

為 8 項評估準則下的評估值。其次評估 8 項準則與各方案之關聯性，以瞭解各方案實行條件
下所重視的項目。其中方案除了原本所提出的三類服務園區外，再增加「不適宜設置服務園

區」一項，以作為在準則系統架構下仔細評估後，進一步思考該場址是否適宜設置自行車服

務圓區之檢驗機制(註：儘管各縣市在提出建議用地時，已初步認為該場址具備設置服務園區
之潛力，但在整體目標取捨下，結合專家群體意見後或許會得出不建置為較佳選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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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評估方法、問卷設計及分析結果 

在進行準則及方案評估方面，本計畫採用 AHP/ANP 之評估方法。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分析階層程序法)及 ANP(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網路分析程序法)兩者的基本理

念皆是先將原本決策問題中所牽涉的因素區分數個集合(AHP 中稱為層級，ANP 稱為群落)，
例如：目標、子目標、準則、子準則、方案等。再透過建立各層級(群落)元素之間的關聯強
度(權重關係)，以反映在各因素之競爭作用下，原本的決策問題如何逐層(群)收斂至最佳的方

案選擇上。  

前者 AHP 採用的是層級架構，假定各層間彼此獨立，層內的各元素亦彼此獨立，透過層
內各元素的影響強度比較，再反映至上層元素做為綜合影響之評估值，當最下方的方案層

(Alternative)收斂至最上方的目標層(goal)時，即可知方案如何透過中間的準則層(criteria)，對

目標產生綜合性之影響，經比較影響程度高低後即可獲得最佳方案；後者 ANP 為 AHP 方法
之延伸，改採更加彈性(flexible)之網路結構，各群間不再具備上下層級關係，而為互動

(interaction)及反饋(feedback)之關係，並且不再受到原本獨立性假設之限制。透過各群落元素

彼此影響後，亦會達成一收斂平衡之狀態，此時觀察方案群群內權重，便可知各方案優先性

為何(註：決策問題及其影響因素或決策者須事先界定好)。 

此外，兩兩比較亦為 AHP/ANP 方法之特色之一。AHP/ANP 不採用傳統的評分方式
(rating)，而是透過各元素彼此兩兩比較、決定相對強度的方式，來確認各元素間的影響強度。

為求影響強度關係之穩定性，AHP/ANP 要求必須對比較結果進行一致性(consistency)檢定，

針對各元素比較之順序及強度之遞移性進行檢核(Ex：A 比 B 強 2 倍，B 比 C 也強 2 倍，則 A
應該比 C 強 4 倍)，以確保強度關係之穩健可信。 

本計畫在評估問卷設計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評估準則相對重要性評比」，主要是針

對專家群體進行調查，透過 AHP/ANP 兩兩比較方式，確認各準則在服務園區建置整體目標
下的重要性，以及各方案受準則影響的強度(如表 6-4-1 所示)。第二部份為「評估指標評分」

主要是請地方政府針對建議用地(場址)現況進行評估。由於評估指標總計達 23 項，若仍採兩

兩比較方式將過於耗時費力，因此採用項目表現及指標重要性評分之作法，再據以換算該場

址於各準則下的評分，並整合至後續 ANP 模式分析中(如表 6-4-2 所示)。 

此外，就評估準則彼此間可能產生之影響而言，由於財務健全性受其潛在預期收益影響，

且政府政策支持將有利於服務園區之經營管理(Ex：民間投資意願及借貸融資)，因此，在問
卷中特別詢問「財務及經營管理面」受「鄰近地方觀光旅遊景點」、「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面配合」影響之強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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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問卷內容(第一部份節錄) 

1.請針對「評估各縣市建議地點是否適宜發展自行車服務園區及其定位」之目的， 比較以下各

準則之相對重要性(請於方格內勾選)。 

評估準則 A 
A：B 

評估準則 B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尺度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尺度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與既有大眾運輸系

統之銜接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與既有自行車網路

系統之銜接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鄰近地方觀光旅遊

景點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土地使用狀態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與既有公路系統

之銜接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與既有大眾運輸

系統之銜接 
                 與既有自行車網路

系統之銜接 
與既有大眾運輸

系統之銜接 
                 鄰近地方觀光旅遊

景點 
與既有大眾運輸

系統之銜接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與既有大眾運輸

系統之銜接 
                 土地使用狀態 

與既有大眾運輸

系統之銜接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與既有大眾運輸

系統之銜接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與既有自行車網

路系統之銜接 
                 鄰近地方觀光旅遊

景點 
與既有自行車網

路系統之銜接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與既有自行車網

路系統之銜接 
                 土地使用狀態 

與既有自行車網

路系統之銜接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與既有自行車網

路系統之銜接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鄰近地方觀光旅

遊景點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鄰近地方觀光旅

遊景點 
                 土地使用狀態 

鄰近地方觀光旅

遊景點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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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準則 A 
A：B 

評估準則 B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尺度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尺度 
鄰近地方觀光旅

遊景點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帶動地方觀光產

業發展 
                 土地使用狀態 

帶動地方觀光產

業發展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帶動地方觀光產

業發展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土地使用狀態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土地使用狀態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政策支持度與組

織面配合 
                 財務及經營管理面 

2.請針對「與既有公路系統之銜接」項目， 比較以下各方案受此準則影響之相對強度(請於方
格內勾選)。 

方案 A 
A：B 

方案 B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尺度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尺度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

區(Cycling Park) 
                 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

區(Cycling Park)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

區(Cycling Park) 
                 不適宜設服務園區 

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 
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不適宜設服務園區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 
                 不適宜設服務園區 

3.請針對「財務及經營管理面」項目， 比較受以下各準則影響之相對強度(請於方格內勾選)。 

方案 A 
A：B 

方案 B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尺度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尺度 
鄰近地方觀光旅遊

景點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鄰近地方觀光旅遊

景點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政策支持度與組織

面配合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6-14 
 

表6-4-2 問卷內容(第二部份) 

請您針對本縣市所建議之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地點，根據以下評估指標加以評分(請於方格內勾選)，並填
寫指標對於最左欄評估準則之重要度(請給分 0~100)。 
縣市名稱(請填寫)：                         評選地點 1(請填寫)： 

評估準則 評估指標 
表現評分(劣優) 

重要度 
1 2 3 4 5 

與既有公路

系統之銜接 
1. 該地區聯外道路系統是否完善       
2. 該地區停車位數量是否完善       

與既有大眾

運輸系統之

銜接 

1. 是否鄰近鐵路或公車場站       
2. 該地區公車路線數量與停靠設站多寡       
3. 該地區大眾運輸班次密集程度       

與既有自行

車網路系統

之銜接 

1. 該地區自行車道數量足夠       
2. 該地區自行車道等級(共構專用道)       

鄰近地方觀

光旅遊景點 
1. 該地區遊憩景點數量       
2. 該地區遊客人數多寡       

帶動地方觀

光產業發展 
1. 附近是否有地方特產之販賣       
2. 是否鄰近地方特色產業聚落       

土地使用狀

態 

1. 是否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2. 是否屬公有地       
3. 是否已有使用中建築或設施(劣)       
4. 土地面積大小       
5. 土地取得成本低廉       

政策支持度

與組織面配

合 

1. 地方政府是否有專責推動自行車道建

設的單位 
      

2. 地方政府是否有推動自行車觀光之重

點計畫 
      

3. 地方首長是否視推動觀光為施政重點       

財務及經營

管理面 

1. 是否有足夠經費來源進行服務園區建

設 
      

2. 是否有足夠經費來源維持服務園區營

運 
      

3. 政府是否有足夠人力管理服務園區       
4. 是否有民間業者願意投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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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模式建立及權重架構評估方面，為反映各人對於各準則權重及各方案與該準則下

重要性之評估差異，因此採用模型設定結構上較具彈性之 ANP 模式，建構此兩階段式的決策

過程。其模式如圖 6-4-1 及 6-4-2 所示。 

 

圖6-4-1 自行車服務園區方案評估之ANP模型架構(主網路) 

 

 

圖6-4-2 自行車服務園區方案評估之ANP模型架構(子網路) 

 
 
 
 
 

由圖 6-4-1 及 6-4-2 可知，本計畫自行車服務園區 ANP 評估模式主要分為兩層：上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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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為專家群體針對各準則所建立之相對權重架構，而下層子網路則是特定場址於各指標(或
稱次準則)之得分(註：圖 6-4-2 以「公路銜接」準則下的子網路為例)、各地方政府人員評估
指標之相對重要性，以及專家群體評估各服務園區方案受準則影響之強度所構成。因此，各

評估準則之下層子網路雖可評估出在該準則下之最佳方案，但仍須再透過上層主網路之各準

則權重，加權方能獲得方案之整體性評估結果。 

就整體目標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為「地方產業」、「財務經營」、「政策組織」三項，

顯示專家群體認為自行車服務園區建置方案選擇應以帶動地方旅遊產業為主要目的，且政策

支持度、財務與經營管理議題會是影響方案選擇的關鍵因素。 

就公路銜接準則而言，「Station」、「Hub」之權重值略高於「Park」，顯示在三類服務園區
選擇上，公路銜接皆是必須納入考慮的準則，但就前兩者而言，更加強調與運輸系統和自行

車路網之聯結。此與目前自行車旅遊多以開車前往旅遊景點，再進行短距離之自行車騎乘現

象相符，且由於鐵路運輸目前難以涵蓋大部份旅遊景點區，多數旅遊景點區聯外仍依賴公路

系統為主，因此在自行車轉乘站之設置評估上，仍有必要將公車系統(允許載運自行車)納入

規劃考量中，由於大眾運輸系統尚無法完全涵蓋旅遊地且提供便捷服務，與公路系統相輔相

成仍是服務園區設置之主要考量。 

就 PT(Public Transport)銜接準則而言，「Park」權重值高於「Station」與「Hub」，顯示在
此準則下，可優先考量建置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其次為轉乘站及中繼站。鄰近大眾運輸系

統雖有利於轉乘，但旅客於大眾運輸場站多半停留一段持續的時間(例如：等待車班或騎乘後

休息)，有利於旅客進行餐飲購物之消費，因此亦有進一步發展為服務園區的潛力。 

就 Bike 銜接準則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為「Hub」&「Park」，符合原本自行車中繼站

提供自行車騎士短暫停留、休息盥洗之設置目的。此外由於自行車騎士駐留亦可積蓄人潮，

因此亦有潛力進一步開發為服務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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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3 專家群體權重結構分析 

目標/準則 項目 權重值 

整體目標 

1_公路銜接 0.07950 
2_PT 銜接 0.10390 
3_Bike 銜接 0.11767 
4_鄰近景點 0.13956 
5_地方產業 0.17362 
6_土地使用 0.07411 
7_政策組織 0.15264 
8_財務經營 0.15901 

公路銜接 

1_Park 0.26989 
2_Hub 0.33059 
3_Station 0.30246 
4_Not Install 0.09706 

PT 銜接 

1_Park 0.34109 
2_Hub 0.25054 
3_Station 0.28199 
4_Not Install 0.12638 

Bike 銜接 

1_Park 0.38503 
2_Hub 0.40212 
3_Station 0.13325 
4_Not Install 0.07961 

鄰近景點 

1_Park 0.51014 
2_Hub 0.23382 
3_Station 0.17051 
4_Not Install 0.08553 

地方產業 

1_Park 0.55917 
2_Hub 0.19641 
3_Station 0.17074 
4_Not Install 0.07369 

土地使用 

1_Park 0.46477 
2_Hub 0.18356 
3_Station 0.17506 
4_Not Install 0.17661 

政策組織 

1_Park 0.49406 
2_Hub 0.17476 
3_Station 0.18827 
4_Not Install 0.14290 

財務經營 

1_Park 0.60697 
2_Hub 0.14830 
3_Station 0.17927 
4_Not Install 0.14826 

就鄰近景點準則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為「Park」，顯示主要景點區可聚集較多遊客量，

因此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設置於該地，較有利於集中服務與降低營運成本，且遊客量多應會

帶來較多之營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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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方產業準則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為「Park」，顯示對於地方特產、特色商品而言，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提供另一個人潮聚集的銷售點，因此若鄰近原本的販售門市或生產聚

落，將有利於減少貨品運送時所耗費之時間與成本。 

就土地使用準則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為「Park」，顯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因佔地較
廣，因此設置評估時受此準則影響較大。反之「Hub」與「Station」因服務提供項目較少，用
地空間不大因而受衝擊較小。 

就政策組織準則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亦為「Park」，顯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設置較
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相較於其他方案而言，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並非旅途中絕對必要的項目，

且未必能與既有服務設施進行整合，但卻有助於帶動地方旅遊相關產業發展、活絡地方經濟，

因此除非地方政府視旅遊活動為施政重點，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方有機會得到奧援加以發展。 

就財務經營準則而言，權重值較高的項目仍為「Park」，顯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建設及
營運時均需要較多的資金，營運上需要更多人力，也更加仰賴民間資金的挹注(前提是要有商

機)，因此受此準則影響較大。 

綜合以上所述，交通便捷(公路/大眾運輸/自行車路網)因素不僅利於轉乘站、中繼站之設
置，亦因聚集人潮而有潛力發展成較全面之服務園區。然而受到地區旅遊發展潛力(鄰近景
點、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及推動資源限制(可用土地及財務條件)影響，兩者權衡之下將會決定
該場址應朝「基礎服務」(轉乘站/中繼站)或「商業帶動」(服務園區)的方向發展。此外，地區

政府首長若願於相關政策方面大力支持，對於推動服務園區設置將更加有利。其概念如圖

6-4-3 所示(註：星號者為對最終決策影響權重較大者)。 

 

圖6-4-3 自行車服務園區方案評估因素探討說明 

+ 
+ 

+ 

+ 

+ 

+ 

+ 

 

 

 

交通便捷 

公路銜接 

PT銜接 

Bike銜接 

鄰近景點 

土地使用 

服務園區 

轉乘站/中繼站 

地方產業 
☆ 

政策組織 
☆ 

財務經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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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自行車服務園區規劃構想 

本計畫以建構北臺地區自行車路網為一完整旅遊系統，藉由自行車服務園區的設

置，帶動周邊景點與產業的發展。而各縣市政府如何依其在地資源提出適合發展的服務

園區型態，則需依據基地之立地條件、旅遊屬性…等，發展出不同型態之服務區，進而

將各服務區藉由自行車道系統加以串接。然自行車服務園區系統之規劃，應依據各地區

服務需求之不同，就休憩、盥洗、簡易醫護、緊急救護、餐飲、單車租賃、旅遊資訊等，

提供差異性之規劃與服務。 

一、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願景目標與機能構想 

(一) 目標 

1. 開創結合觀光遊憩、運動競技、博物館、研發、展銷、生活服務於一體之多功能綜合

服務區，促進自行車產業發展 

整合業界及專家、學者意見，建立運動競技、博物館、研發、展銷、生活服務等多

功能綜合園區，以兼具環保、節能、休閒、運動之綠色運具帶動自行車活動風氣，開拓

自行車產業發展新局。 

2. 整合現有觀光資源及自行車道系統，建置優良之自行車騎乘環境 

經由相關背景資料之蒐集與國內、外自行車園區案例分析，透過園區定位與選址評

估，整合現有觀光資源及自行車道系統，並藉由現有公共設施來提供完善之服務與休憩

設施，建置優良之自行車騎乘環境。 

3. 形塑兼具開創品牌（Brand）、創意（Innovation）、知識（Knowledge）、生態（Ecology）

融合之自行車服務區系統 

於園區開創研發、檢驗、物流與交易等複合功能之媒介，並可劃設自行車博物館，

作為自行車歷史、文化與商業展覽交流中心，並且成立零組件專業貿易商，最終營造出

一次購足的集中採購環境。 

4. 提供自行車展示、測試、客製化服務與行銷平臺 

將服務區作為自行車產業展銷場所，導入客製化服務概念，透過技術研發與管理策

略，建構彈性之生產網絡，以零組件裝配服務滿足顧客需求，並提供展銷、測試之場所，

結合自行車道系統，期望帶動自行車產業研發、運動、觀光遊憩等整體產業聚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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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願景 

1. 設置自行車服務區：延伸效果，連結現有自行車道系統及未來自行車連結各地觀光資
源、重要交通節點及關聯產業策略地區，以推廣北臺地區自行車旅遊活動。  

2. 擴展自行車活動網絡：串聯周邊自行車道系統與觀光遊憩資源 。 
3. Cycle 北臺八縣市：串聯各縣市樂活綠廊，建置完善的自行車地圖集。  

(三) 機能 

1. 生活服務設施：提供餐飲、休憩、自行車維修、出租空間，發揮自行車活動所需之生

活服務機能。  

2. 展示行銷：提供自行車業者多元行銷通路、自行車組裝服務，現場訂單、現場組裝之

客製化服務，滿足消費者與業界一次購足。  

3. 觀光遊憩：提供完善的自行車騎乘環境與遊憩體驗空間，並結合區內外之自行車道、

公共設施與公園綠地，提供消費者試乘、測試及遊客休閒之用，進而拓展至自行車

旅遊活動，提供多元的旅遊行程。  

4. 運動競技：提供自行車特技、競技與競速之活動空間，並提供舉辦國內外自行車競技

賽事使用，藉由完整之運動休閒空間，讓民眾享有良好運動休閒環境。  

5. 學習研發：設置自行車解說中心：提供自行車收藏、展示、儲存空間，將具紀念性之

自行車相關產品於以儲放供展，提供具教育、文化與紀念性之展示空間）  

6. 研究發展：提供相關研發單位或關聯產業如：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中心進

駐之研發空間，帶動自行車產業朝研發設計、高值化、高科技化之發展。  

7. 旅遊系統管理：各服務區應能透過使用者回饋，掌握旅遊系統之缺失與維護資訊， 

8. 並透過權利金之回饋，完善旅遊系統之營運。 

二、自行車服務園區整體環境規劃方向 

由於各縣市政府對於觀光景點與主題的推動，以及行銷方式上有著各自不同的理

念，對於推動自行車服務園區在系統規劃理念上，本計畫為避免逾越權責，故採依據不

同規模自行車服務園區，提出不同設施規劃之具體構想建議，做為各縣市政府在推動自

行車服務園區功能需求上之參考依據。 

各縣市政府觀光景點各有不同之目標族群，如何透過主題性的空間匯集，發展成多

元的觀光據點，是園區在觀光整體競爭力提升的關鍵。然觀光景點與場域，不外乎就是

我們生活中的印痕與記憶，因此可以運用”環境博物館”的概念，來經營自行車服務園

區，如此除休閒遊憩外，更可以提升整體地區觀光的深度與品質。 

本計畫期透過自行車旅遊系統的整合，集觀光遊憩、休閒運動、研發展銷、生活服

務於一體之多功能綜合服務區，促進自行車產業發展，並帶動整體經濟成長，並推廣在

地深層的軟實力。未來期待能藉由發展飲食文化、生活體驗、宗教信仰、藝文學習、活

動節慶、文化遺產等觀光潛力，並藉由故事性、多樣化的整併結合、開發自行車觀光的

可能性。 

銜接北臺特色遊程之港口、藍色公路、綠廊道及軟硬體配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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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觀光發展上，過去 10 年間，單純以單點單區的開發為導向之觀光格局，正

面臨著嚴苛的挑戰。本計畫以北臺 8 縣市區域之觀光重點景點及周邊資源為自行車系統

串接之重點規劃區域，其不僅是點的發展，更是藉由線的連結擴及至面狀的整體環境品

質與競爭力的提升。參考相關國內外觀光發展成功之經驗，有 6 項具體的執行指標，可

做為本計畫推動執行之依據，並依此提出未來自行車旅遊系統及空間設施改善建議之原

則與執行策略，以及後續各縣市政府推動自行車旅遊環境改善之檢核項目。 

(一) 交通運輸—以自行車路網結合周邊大眾運輸為導向 

規劃採以大眾運輸為導向，先期妥善進行大眾運輸系統間之銜接，未來期待能讓遊

客有更多不同運具選擇上之樂趣（臺鐵、捷運），讓移動不再單調。未來更需以規劃人、

車行動線結合遊程的概念，提供重點體現地方特色與主題的機會，藉此操作模式，可避

免盲目重點、處處建設的系統規劃。此外，為順應節能省碳，應以無縫接駁的綠色交通、

綠運具等，納入未來交通規劃考量。 

1. 主系統(運具串聯)：觀光景點間，優先提昇大眾運輸系統之便利性，並改善停車環境，

妥善串接火車站、捷運站、公車站至重要景點之人行步道系統，進而改善大眾運輸

周邊景點的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 

2. 系統延伸：包括大眾運輸周邊設置友善停車空間，因應大眾運輸運具的投入，應優先

改善周邊服務區，讓未來能提供更多跨景點載運之機會。 

3. 公共運輸之潛力：未來北臺區域鐵路捷運化（鐵路局）的整合運用，「臺灣觀光巴士」

納入北臺旅遊定期路線。 

4. 自行車路網系統：建構對自行車友善的整體道路環境及自行車專用道路。 

  

圖6-5-1 友善的自行車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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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觀美質—以建構地方自明性為導向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往往要求快速製程，產品被要求規格化、同質化，北臺區域眾

多觀光據點亦呈現此狀況，均質景觀、加上周邊環境未加清整，外人皆難以親近。本計

畫提出以建構地方自明性為導向，並非要求各景點皆需創造獨特元素以提升生活美學。 

1. 逐步依地方需求及觀光遊憩強度，增添適宜景觀元素（如強化地標、照明）。 

2. 為提供良好的觀光休憩環境，採平面及立體式綠化，為應持續執行之工作。 

3. 各縣市政府立即執行設施簡（減）化清查：毀損、老舊無功能設施清除；設計形式語

彙過於繁雜及過大量體之水泥化設施移除（如老舊地標、入口意象等）。 

4. 重點在整頓型塑焦點地標、建設綠廊道，強化重點觀光區域起迄空間及景點入口的意

象營造 

5. 研擬北臺觀光設施設計原則及規範、圖說，建議未來可參考觀光局風景區管理處研擬

「風景區設施設計規範」之作法，並運用在地文化特色及故事素材，做為未來具在

地特色的景觀風貌呈現及應用上使用。 

  

 (三) 觀光環境—以主題式、自導式自行車路網觀光環境為導向 

由 95 年度國人旅遊調查報告發現，在旅遊中旅行時間約為 2-3 小時，若長途旅行

更長達 6-8 小時，在旅行時間中產生意外的驚喜或停留，往往會替旅程產生了更多的樂

趣並增加旅程的豐富性。 

以自導式自行車路網觀光環境為導向，充分體驗周邊環境特色，不需解說員、志工、

引導員等第三者的解說。 

1. 重視明確方向及自行車、步道動線的串接延續，重視周邊文化故事及私房景點的展現。 

2. 服務據點周邊之設施面向，重視周邊旅館、賣店、餐廳等介紹及引導。 

3. 活動據點周邊之設施面向，重視周邊休閒農業活動（特色產業）、節慶活動、水域活

動、生態體驗活動等之說明。 

4. 友善之「自導式自行車路網」觀光環境，包括具特色主題的觀光場域、建置資訊及服
務系統、型塑文化故事街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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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區資訊中心，提供地方吃喝玩樂資訊及服務，並結合主題導覽、或體驗式 DIY 活

動，帶動地方產業附加價值。 

6. 文化故事街區自導式觀光遊程系統的發展潛力：呈現處處有故事、處處有文化，適宜

一年四季參訪的動線。 

 
 

圖6-5-2 具主題式、自導式自行車路網可促進整體觀光之便利性與自明性 

 

(四) 資訊提供—以健全自行車路網資訊服務中心軟硬體設備為導向 

為讓觀光客更了解到自行車路網周邊各遊憩據點之最佳旅行方式，有必要提供旅遊

資訊整合之服務機制，觀光諮詢的提供涵納了軟硬體建置的面向。軟體面結合強化遊憩

資訊之提供，提供即時網路和服務有效提升旅遊資訊之提供；而與硬體設施等面向則應

加強旅遊服務資訊中心之整備，提升旅遊區相關資訊設備之品質。 

1. 導入旅遊資訊服務中心同時是旅遊景點的理念，與觀光系統結合，吸引城市內部居民

及國內其它地區的旅客前往觀光休閒。 

2. 可結合既有空間加強資訊系統的建制。 

3. 透過導航與資通訊技術管理旅行團隊，並預先提供自行車路網周邊景點導覽與周邊業

者旅遊景點規劃。並且依適地性於景點內設置互動式多媒體之硬體資訊導覽系統，

以利旅遊中取得必須的資訊與服務。 

(五) 地方文化行銷策略—以深度自行車體驗旅遊/創意、故事行銷為導向 

在整體觀光遊憩的思維上，仍希望所有的建設、體驗、活動或是地區發展轉型的機

會是根植於地區的故事，期待透過故事的魅力與傳承，使自行車路網所有的體驗得以有

生活的意義並能產生強烈的重遊意願。 

1. 搭配文創風潮鼓勵創意遊程：以在地老故事，提供地區行銷基礎、相關創意活動的舉

辦、強化深度地方體驗、發展特色遊程、進行地方票證整合，都是各縣市政府在促

進觀光活動上可以加強的部分。 

2. 節慶活動之宣傳行銷整合：重點在透過各縣市政府長期、長久性協助宣傳行銷推動，

並搭配創意遊程舉辦重大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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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服務園區分類及功能 

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之區位條件必須評估自行車道、大眾運輸、公路系統之銜接之

程度，即考量「與既有公路系統之銜接」(評估指標包含聯外道路及停車位)、「與既有大
眾運輸系統之銜接」(評估指標包含鄰近場站與否、路線及設站多寡及班次密集程度)、「與
既有自行車網路系統之銜接」(評估指標包含自行車道數及車道等級)。此外，「鄰近地方
觀光旅遊景點」(評估指標包含景點數量及遊客人數)、「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評估

指標包含地方特產之販售與生產聚落)，為整體旅遊產業可持續行推展之重要基礎。 

在本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中，工作項目重點在於整合目前

北臺八縣市之自行車旅遊設施與服務，希冀以北臺系統觀點角度出發，規劃出跨縣市之

中長途自行車旅遊遊程。就中長途自行車旅遊遊程而言，除了八縣市自行車車道網路系

統串聯、與鐵路運輸整合進行雙鐵旅遊外，途中可供民眾休憩補給甚至進行消費活動之

旅遊服務園區，亦為本計畫研究重點之一。  

運輸網路(含自行車道、大眾運輸、公路系統)與服務園區分別扮演了旅程中「航線」
與「島嶼」之角色。在中長途自行車遊程規劃中，必須考量遊客的身心負擔及活動目的，

適時地於適當地點駐足休息，方能令旅客有舒適愉快之遊程體驗。除了提供飲食、盥洗

等服務以滿足旅客所需外，服務園區亦代表了民眾旅遊加值消費之契機，透過地方特色

商品與紀念品之交易購買，藉以帶動地方產業之發展。換言之，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

遊系統整合，不僅是為了提供更完善之服務，更希望藉由良好服務吸引更多的旅客集中

至服務園區，進一步誘發創造民眾的旅遊消費，令地方旅遊產業能有合理獲利，方能永

續經營。 

參考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以及各國自行車服務系統，

本計畫提出自行車服務園區分類及功能需求說明；第一類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

(Cycling Park)，著重於完整的旅遊服務及地方產業行銷；第二類為自行車中繼站(Cycling 
Hub)，著重於自行車騎乘時的簡易補給；第三類為自行車轉乘站(Cycling Station)，著重
與大眾運輸系統之整合。 

服務園區類型 設置條件與目的 功能需求 
自行車旅遊  
服務園區  
Cycling Park 

設置於旅遊景點或環島主

幹線，提供整體性自行車

旅遊騎乘服務 

1.提供充分自行車停車架數量  
2.確保自行車防竊、防破壞之機制  
3.提供完整自行車維修服務  
4.販售自行車騎乘相關配備  
5.提供自行車道主幹線銜接資訊  
6.提供鄰近地區景點資源、自行車路網資訊  
7.提供飲食、住宿服務或相關資訊  
8.提供當地特產、伴手禮、紀念品販售  

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設置於自行車路網交會

處，提供自行車騎士/遊客
休憩補給 

1.提供簡易駐車臨停設施  
2.提供鄰近景點資源、自行車路網資訊  
3.提供簡易飲食、盥洗功能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  
設置於大眾運輸場站鄰

近，提供旅遊轉乘服務 
1.提供大眾運輸路線及班表資訊  
2.提供簡易飲食、盥洗功能  
3.提供攜自行車搭乘大眾運輸之功能，或提
供自行車租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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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行車服務園區設施設置原則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二版)，有關自行車休憩

點與補給站設置原則如下: 

(一) 休憩點 

休憩點係於自行車道沿線適當距離（一般約 3～5 公里設置一處，環島型路線約    

8～10 公里設置一處），在有腹地或景觀優美之地點提供騎士休息停留之服務功能。 

其設施大致包括：休憩座椅、遮蔭設施、自行自行車停放空間等，有關休憩座椅及

遮蔭設施之設置原則說明如下。 

1. 座椅及遮蔭設施為自行自行車道附屬設施中最常與人體接觸之設施，因此貼心之座椅

及遮蔭設計可提升遊憩品質。 

2. 可設於自行自行車道的起、終點、或自行自行車道沿線之休憩點。避免於斷層帶、地

質破碎處、生物主要棲息地、稀有動植物棲息地等環境敏感區、風口處以及崖邊等

危險地區設置。 

3. 座椅與自行自行車道動線間宜具適度之緩衝空間（應留設 50 公分～100 公分間距），

避免干擾自行自行車行進動線。 

4. 設計之材質、形式應考慮與環境之關係，如海濱地區應考慮防曬、風沙堆積、颱風或

大浪侵襲等問題；坡度陡峭腹地狹小地區，只宜建造體積較小或順應地形起伏之休

憩亭臺。 

5. 座椅設置可搭配遮蔭之植栽或棚架、涼亭或結合建物、矮牆、休憩亭臺之型式設置。 

6. 造型宜簡單避免繁複之裝飾、雕琢，材料選用以耐候性佳之材質為優先考量。椅面之

材質應避免於自然環境中冷熱差異大之材質，如金屬類。 

7. 亭臺周圍原有植栽應予以保留，或運用植栽美化。 

(二) 補給站與資訊中心 

補給站為提供自行自行車相關補給之空間，其提供之服務包括：提供騎士休息、盥

洗、飲水、簡易醫護、緊急救護、餐飲、單車租賃服務與旅遊資訊等服務功能。 

其設施層級可分為： 

1. 基本設施：簡易維修設備、洗手臺、緊急救護設備等。 

2. 強化設施：休憩空間、淋浴設施、餐飲提供、旅遊資訊的提供等。 

3. 完整設施：自行車租賃與販售、旅客中心、道路救援等。 

4. 豪華設施：除上述項目外再加上住宿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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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功能及層級，將補給站分成 5 個等級：  

1. 第 1 級：提供維修設備、洗手臺、初級外傷醫護藥品、簡易休憩空間（包括飲水）等

設施服務，所需面積約 5m2~15m2。 

2. 第 2 級：提供維修設備、淋浴設備、廁所、洗手臺、初級外傷醫護藥品、簡易休憩空

間(包括飲水) 、旅遊宣導品設置及交通指引等設施服務，所需面積約 15m2~75m2。 

3. 第 3 級：提供維修設備、淋浴設備、廁所、洗手臺、初級外傷醫護藥品、充足休憩空

間(包括餐飲) 、旅遊宣導品設置及交通指引、自行車配件販售、自行車租賃與販售

等設施服務，所需面積約 75 m2~150m2。 

4. 第 4 級：提供維修設備、淋浴設備、廁所、洗手臺、初級外傷醫護藥品、充足休憩空

間(包括餐飲) 、自行車配件販售、自行車租賃與販售、旅遊服務中心與道路救援、

自行車停車場等設施服務，所需面積約 150 m2~250m2以上。  

5. 第 5 級：提供維修設備、淋浴設備、廁所、洗手臺、初級外傷醫護藥品、充足休憩空

間(包括餐飲)、自行車配件販售、自行車租賃與販售、旅遊服務中心與道路救援、住

宿等設施服務，所需面積約 250 m2以上。 

發展跨區域性路網及環島型路網沿線適當地點及距離（約 20 公里）應有一處補給

站之設置，其補給站之層級與功能可視腹地空間設置，至少應有一星級。 

為利大眾運輸與自行車的轉乘發展，建議主要交通節點與場站皆應設置自行車補給

站，其補給站之層級需達三星級以上，其服務設施至少應包含休憩空間、廁所、淋浴設

備、自行車維修設備、初級外傷醫護藥品、加水及餐飲服務、旅遊資訊服務、自行車配

件販售、自行車租賃與販售等功能。 

五、自行車服務園區規劃構想方案 

(一)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以結合臺鐵補給站的轉乘系統 

1. A 級補給站：在 B 級補給站功能外，提供專業級自行車租貸與販售，簡易住宿。 

2. B 級補給站：除了中繼站的功能，還提供自行車配件販售、自行車停放保管等，並供

應簡單餐飲  

3. C 級中繼站：提供自行車租貸販售、維修清洗、道路救援、旅遊諮詢、簡易緊急救護、

淋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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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漢寶車站結合公共自行車的友善轉乘系統 

  

  

圖6-5-3 德國漢寶客運車站結合公共自行車的友善轉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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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Zuidas 將火車線、地鐵線及八線環狀道路合計寬 200 公尺、長 12 公里的運

輸走廊地下化，並在上方興建所有商業、住宅、休閒及綠化設施 

  

  

  

  

  

圖6-5-4 丹麥哥本哈根火車站設置的BIK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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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5 Washington, DC. 的Union Station Bicycle Transit Center 
資料來源：http://www.archdaily.com/108514/union-station-bicycle-transit-center-kgp-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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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其設施層級為基本設施(簡易維修設備、洗手臺、緊急救護設備等)、強化設施(休憩

空間、淋浴設施、餐飲提供、旅遊資訊的提供等)；其服務等級含括第 1 級至第 2 級。 

  

  

圖6-5-6 大鵬灣休閒特區的BIKE Hub 

  

 

 

 

 

丹麥哥本哈根 

SHOPPING CENTER 

設的 BIK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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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7 德國慕斯特市中心的Bicycle Center 

  

   

  

圖6-5-8 芝加哥千禧公園的Mcdonalds_Bike_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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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9 芝加哥千禧公園Mcdonalds_Bike_Center的服務設施 
資料來源：http://www.archdaily.com/31324/mcdonalds-cycle-center 

-at-millennium-park-mullermuller/ 

  

  

  

圖6-5-1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Twin Cities Bike Center 
資料來源： http://sites.uci.edu/bikeuci/2012/06/08/university-of-minnesota-twin-cities-bike-center/ 

http://www.archdaily.com/31324/mcdonalds-cycl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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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 Cycling Park 

除含括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之設施外，其設施層級包括完整設施(自行車租賃

與販售、旅客中心、道路救援等)、豪華設施(住宿的提供)；其服務等級含括第 3 級至第

5 級。 

 
圖6-5-11 丹麥的自行車園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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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自行車園區 

 

  

圖6-5-12 ARIZONA的CHANDLER BMX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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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ZONA 的 CHANDLER BMX PARK 

資料來源：http://www.psychicflyingmonkey.com/Chandler.htm 

 

圖6-5-13 Philadelphia bicycl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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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archdaily.com/59611/the-breakaway-we-are-you/ 

Philadelphia bicycle center 中，提供各

式服務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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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建置前 園區建置後 

  
園區建置前 園區建置後 

  

園區建置前 園區建置後 

圖6-5-14 自行車服務園區規劃方案構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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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建置前 

 

園區建置後 

圖6-5-14 自行車服務園區規劃方案構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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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1服務園區建議設置地點 
縣市  服務園區設置地點 面積 功能 園區定位 

基隆市 1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9 巷 61 號) 
9.6 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遊程服

務 
CYCLE HUB 

宜蘭縣 

2 
冬山河森林公園 
(268 宜蘭縣五結鄉親河

路二段 2 號) 
16 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自行車

維修 
民間 OT CYCLEPARK 

3 
礁溪溫泉公園 (262 宜蘭

縣礁溪鄉公園路 70 巷 60
號) 

5.02 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住宿、

自行車維修 
民間 OT CYCLE HUB 

桃園縣 
4 

永安漁港 (327 桃園縣新

屋鄉中山西路三段 1165
號) 

－ 
餐飲、住宿、休憩、廁所、

自行車維修 
配合客家大棚計畫可成

為旗鑑園區 

5 
竹圍漁港  (臺灣桃園縣

大園鄉沙崙村 1 鄰 10 號) 
－ 

餐飲、住宿、休憩、廁所、

自行車維修 
配合客家大棚計畫可成

為旗鑑園區 

新竹縣 

6 新豐坡頭漁港(新豐鄉) 
－ 餐飲、休憩、廁所 CYCLE HUB 

7 
竹北新月沙灣(302 新竹

縣竹北市鳳岡路五段) 

8 
新埔宵裡溪自行車道旁

(305 新竹縣新埔鎮新關

路五埔段 1358 號) 
私有地 公園、停放自行車 民間 OT 

9 

竹東車站 

195m
2

 餐飲、休憩、廁所 三鐵旅遊 橫山采風館 

內灣一線九站 

新竹市 10 

17 公里海岸旅客服務中

心 (新竹市南寮街

(沿海十七公里海

岸)) 

1174m
2

 
餐飲、休憩、廁所、自行車

維修 
CYCLE HUB 

苗栗縣 

11 
外埔漁港(356 苗栗縣後

龍鎮) 
80 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 CYCLE HUB 

12 
龍鳳漁港(350 苗栗縣竹

南鎮 39 號) 

13 
塭仔頭、南港、白沙屯、

通霄、新埔、苑港、

苑裡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臺北市 

新北市 
14 Cycle center － 結合餐飲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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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服務園區大眾運輸接駁路線構想 

一、基隆市 

1.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1)園區面積：9.6 公頃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遊程服務 

(3)園區定位：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基隆火車站或三坑火車站後接至基隆市北

寧路(自行車道斷裂點上)約 8.2 公里後，抵達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或從各地

區搭乘火車至三坑火車站後接至基隆市北寧路(自行車道斷裂點上)約 8.6 公里

後，抵達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B 方案.公車：從基隆火車站外至基隆市公車總站，搭乘 103 號公車、104 號公

車或 101 號公車(經祥豐街)經海洋大學、碧砂漁港等公車站下車，騎乘自行車

道斷裂點上，約 2 公里，抵達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未來建議行駛該路線公車車廂內部應逐步設置

自行車停放空間，或是購置特殊提供自行車平放設施之設計車廂。 

二、宜蘭縣 

1.冬山河森林公園 

(1)園區面積：16 公頃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自行車維修 

(3)園區定位：民間 OT CYCLEPARK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鄰近火車站，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冬山火車站，騎經冬山路

約 0.5 公里後，即抵達冬山河森林公園。 

2.礁溪溫泉公園 

(1)園區面積：5.02 公頃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住宿、自行車維修 

(3)園區定位：民間 OT 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礁溪火車站，騎經中山路二段約 0.9 公里後， 

抵達礁溪溫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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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縣 

1.永安漁港 

(1)園區面積： 

(2)功能：餐飲、住宿、休憩、廁所、自行車維修 

(3)園區定位：配合客家大棚計畫可成為旗鑑園區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富岡火車站，騎經 114 縣道約 13 公里後 

抵達主軸自行車道，抵達永安漁港。 

B 方案.公車：搭乘桃園客運 5039 號公車，中壢-崁觀經永安、觀音，於西濱 

路口站下車，即抵達永安漁港；或搭乘桃園客運 5027 號公車，開往後湖， 

於西濱路口站下車，即抵達永安漁港。 

C 方案.可搭配以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2.竹圍漁港 

(1)園區面積： 

(2)功能：餐飲、住宿、休憩、廁所、自行車維修 

(3)園區定位：配合客家大棚計畫可成為旗鑑園區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轉乘至海湖火車站，騎乘自行車經海山中 

街約 3 公里後抵達自行車道斷裂點上，抵達竹圍漁港。 

四、新竹縣 

1.新豐坡頭漁港 

(1)園區面積：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 

(3)園區定位：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新豐火車站，騎經竹 3 鄉道約 7.9 公里後 

抵達主軸自行車道或至湖口火車站下車，騎經新湖路約 8.6 公里後抵達主軸 

自行車道，抵達新豐坡頭漁港。 

B 方案.公車：從湖口火車站出發，搭乘新竹客運 5611 號公車至埔和站，下 

車後，騎乘自行車約 1 公里，抵達新豐坡頭漁港。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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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北新月沙灣 

(1)園區面積：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 

(3)園區定位：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竹北火車站，騎經 118 縣道約 9.8 公里後 

抵達自行車道斷裂點接至主軸自行車道，即抵達竹北新月沙灣。 

B 方案.公車：從新竹火車站出發，搭乘新竹客運新竹往山腳的公車，在崇 

義村站下車(新竹開車時刻表:07:00、08:45、12:25、16:00、17:50、18:15； 

山腳開車時刻表:06:10、06:20、08:00、09:25、13:05、17:00)，下車後，騎 

乘自行車約 2 公里，抵達竹北新月沙灣。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3.新埔宵裡溪自行車道旁 

(1)園區面積：私有地 

(2)功能：公園、停放自行車 

(3)園區定位：民間 OT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竹北火車站，騎經 118 縣道約 8.4 公里後 

抵達主軸自行車道，抵達新埔宵裡溪自行車道。 

B 方案.公車：至新竹客運臺元紡織廠站搭乘 5620 號公車，開往中正路(約每 

20 分鐘一班車，車程約 34 分鐘)於新埔站下車，即抵達新埔宵裡溪自行車道。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4.竹東車站、橫山采風館、內灣一線九站 

(1)園區面積：195m
2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 

(3)園區定位：三鐵旅遊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新竹火車站轉乘內灣支線至內灣火車站， 

即抵達內灣一線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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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竹市 

1.十七公里海岸旅客服務中心 

(1)園區面積：1174m
2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自行車維修 

(3)園區定位：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新竹火車站，騎經 112 線道約 7.3 公里後， 

即抵達十七公里海岸自行車道。 

B 方案.公車：1.從新竹火車站至火車站前新竹客運搭乘 15 號市區公車，開

往南寮漁港直銷中心(約每 20 分鐘一班車，車程約 32 分鐘)於南寮站下車，

即抵達十七公里海岸自行車道。本市除 15 路公車外，上有增闢 55 路公車

路線往返南寮地區與科學園區，民眾可於新竹市文化中心站、臺鐵新莊站

或園區新安站等地點程車至南寮地區。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六、苗栗縣 

1.外埔漁港 

(1)園區面積：80 公頃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 

(3)園區定位：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海線)至大山火車站，經苗 8 鄉道約 3.4 公 

里後，即抵達外埔漁港自行車道。 

B 方案.公車：從各地區搭乘火車(海線)至後龍火車站，步行至後龍國中(約 

五分鐘)搭乘 5816 號公車(約 30 分鐘，經 12 站)，即抵達外埔漁港自行車道。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2.龍鳳漁港 

(1)園區面積：80 公頃 

(2)功能：餐飲、休憩、廁所 

(3)園區定位：CYCLE HUB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竹南火車站，經延平路、龍天路、龍江 

街約 2.9 公里後，即抵達龍鳳漁港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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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塭仔頭、南港、白沙屯、通霄、新埔、苑港、苑裡安檢所 

(1)園區面積： 

(2)功能：休憩、廁所 

(3)園區定位：鐵馬驛站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通霄火車站，騎乘自行車經西部濱海快

速公路慢車道，即抵達此區自行車道範圍。 

 

七、臺北市 

1.大稻埕 

(1)園區面積： 

(2)功能：結合餐飲業 

(3)園區定位：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臺北火車站後轉捷運淡水線或中和線至 

雙連站，經 1.2 公里後，即抵達大稻埕碼頭。 

B 方案.公車：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臺北火車站後轉捷運淡水線或中和線至 

雙連站，搭乘紅 33 號公車(車程約 5 分鐘，中間經過三站)即抵達大稻埕碼 

頭。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鐵路轉公車。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八、新北市 

1.淡水(八里) 

(1)園區面積： 

(2)功能：結合餐飲業 

(3)園區定位： 

(4)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A 方案.鐵路：從各地區搭乘火車至臺北火車站後轉捷運淡水線至終點站淡 

水捷運站(車程約 40 分鐘)，即抵達淡水。(於碼頭乘船可至八里)。 

B 方案.公車：若出發地接近淡水線，可搭乘市區公車前往當地最近之捷運 

站並轉乘至淡水站。 

C 方案.可搭配以上規劃，公車轉鐵路。 

＊目前公車皆不得攜帶自行車，故建議公車可設置自行車停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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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財務可行性評估及策略行銷 

本案涉及兩類財務分析，第一類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財務試算，第二類則是興

建自行車服務園區之財務試算。第一類多屬於工程建設，且散布在北台各縣市，因此本

團隊將根據開發目的與開發特性，提出可行之開發模式，並輔以財務試算。第二類自行

車服務園區處於初步構想，且並不屬於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必要範圍，因此不納入第

一類財務分析中，屬於獨立之分析。惟如果增設服務園區，將可增加自行車使用的效益，

因此本團隊透過服務內容與財務分析，以評估其未來營運可行性。 

一、跨產業、跨公私資源整合機制建議 

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與服務園區開發不僅涉及各類資源投入，投入方式也因開發方

式之差異，而有不同之組合，因此本節將就開發模式與開發方式進行界定，並以其為基

礎提出跨產業、跨公私資源整合機制建議。 

(一)開發模式 

園區開發模式依開發主體可分為「公部門」、「私部門」及「公私協力」規劃開發等

模式，本規劃涉及之面向屬於第一與第三類，其中第一類屬於「自行開發」，第三類公

私協力規劃開發模式，則依開發模式差異，而有「委託開發」、「合作開發」、「設定地上

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開發模式。 

自行開發主要是由管理機關因公用、公務或事業所需，依預定計畫、規定用途或事

業目直接使用管理，以政府編列預算或爭取預算進行開發，由於政府財政壓力，因此該

類開發多屬於公用與公務用，且無營利行為之基礎建設為主。如以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

為例，則適合以此模式進行開發。 

委託開發之優點在於政府不需籌措開發資金，僅需協助取得土地，受託開發單位雖

然負擔資金，卻可獲取開發及銷售期間工程施作及代瓣費利潤；缺點則是若景氣不佳影

響土地出售情況，所投入之開發成本利息將不斷累增，造成土地資源閒置浪費及開發單

位沉重的財務負擔。目前公有土地採取委託開發模式者大多屬政府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及經濟部委託開發租售管理辦法所委託開發工業區，如臺南科技、雲林科技工業區等之

開發。以自行車園區為例，此開發方式僅適用於研發型基地及生產型基地，不適合用於

本計畫服務功能之自行車園區規劃。 

合作開發係由管理機關提供土地，並發給合作對象使用權同意書，其餘開發所需之

規劃、資金、勞力及各項機具全部由合作對象負責，開發完成後，雙方按投資比例分配

利潤或收益。合作開發方式風險較小，但因其以出售開發完成之不動產出售以獲取收益

為目的，多運用在住宅及商業用地開發，因而民間機構可能考量投資效益而影響參予合

作開發之意願。自行車產業園區非屬出售土地或建物之開發模式，因此，合作開發方式

亦不適合用於本計畫之自行車服務園區特性。 

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優點，在於政府可獲取地租及權利金收入，地上權人亦不

用購買土地即可取得土地使用權利；缺點是政府無法主導土地之開發，以達成開發政策

目的。然因設定地上權之開發營運期間雖然可達五十年，但政府無法掌控地上權人開發

內容與時程，故此種開發方式仍不予考慮。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6-46 
 

有鑒於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並不充裕，為求節省政府財政的支出並有效地引入民間

規劃、開發及管理的專業，本團隊認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以「自行開發」為主，自行

車服務園區則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主，以政府提供土地，民間提供資金、技術及

營運管理的方式來開發公共建設，特許期間屆滿，土地及設施物及營運權移轉回縣政

府，故建議在整體規劃得宜、民間機構投入資金得以回收之前提下，可依據「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之開發模式較為適宜。以下開發方式與營運管理則以自行車服務

園區內容為主。 

 (二)開發方式  

近年來，產業園區之開發囿於政府經費及人力限制，常致使開發時程延宕，因而有

引進民間資金及技術投入開發之趨勢。本團隊評估近年地方政府財政並不充裕，為求節

省政府財政的支出並有效地引入民間資金與民間規劃、開發及管理的專業，建議自行車

服務園區可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開發模式作為跨公私資源整合之機制。以公有土地與

既有設施為主，並在此前提下，以具體落實自行車園區規劃為主要目標，提出資源整合

與財務分析。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包括以下七種方

式：(1) BOT：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2)
無償 BTO：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3)有償 BTO：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

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4) ROT：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

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5)OT：由政府投資

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6)BOO：為配合

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7)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開發模式主要是以政府提供土地或建物，由民間提供資金、技

術及營運管理的方式來開發公共建設，特許期間屆滿，土地及設施物及營運權移轉回地

方政府。本案規劃之自行車園區由於經營不易，且處於草創初期，因此建議可以既有設

施如火車站或旅客服務中心為主，在整體規劃得宜、民間機構投入資金得以回收之前提

下，可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規定以 OT 的開發模式，民間不用提供資金
興建公共設施之方式較為適宜。 

政府辦理 OT 開發，按公共建設的目的制訂遴選辦法，並訂定投標資格、條件及招

標、審查等方式，尋求特許公司為合作對象，並邀請相關專家組成甄審委員會，辦理甄

審作業，甄審委員會並就申請人提出資料，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定

之。甄選之民間機構與政府簽訂合約，政府興建公共設施或提供公共設施，投資人就公

共建設享有營運收益，藉以回收其投資，期滿後投資人再將設施資產所有權移轉予政

府。目前採用 OT 模式之相關案例包括彰化縣政府成功營區親水空間委託經營管理、彰
化縣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案、「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形象商圈觀景樓」

委託經營管理案等。採用 OT 模式之優點在於民間機構可節省初期投入之建設成本，並
可改善政府營運效率。缺點是民間機構若無營運獲利，損失將由自行承擔。 

本團隊根據目前國內自行車園區之經營現況，建議以 OT 開發自行車服務園區，由
政府提供既有公有設施，民間不用提供資金興建公共設施之方式，配合遴選機制引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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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資金與民間專業之模式。公有設施之選取則是由中央與地方單位就適宜之區位進行選

址，選址條件包括考量自行車環北臺車手需要度、設施取得容易度、設施完好度、設施

主管機關配合度、周邊環境區位適宜度為重要選址等因素進行區位選址，選址完成後則

是建議由設施主管機關進行後續委託民間營運管理事宜。 

 (三)營運管理 

自行車服務園區主要是服務自行車使用者中途休息、用餐或自行車維修服務，因此

在營運管理上建議可由私部門企業或由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進行營運管理，至於何者較

為適宜，則建議須就不同的自行車服務園區進行考量。 

1. 私部門企業經營管理 

由政府部門明訂私部門企業的經營設施項目、範圍與權責，雙方並以契約或其他形

式規範之，而由私部門企業經營管理。此類型的營運模式將有以下之效能與課題。 

(1)經營目標達成效果 

以自行車租借、展示銷售空間及自行車周邊產品、紀念品專賣店、餐飲服務等服務，

作為營運之財源基礎。 

(2)角色職權分配 

政府部門與私部門企業訂定契約，營運期間政府部門則依契約之規範控管私部門之

營運方式，故雙方契約之規範內容極為重要，惟政府部門在契約內容的制定上可擁有較

強勢的主導性。 

私部門企業須依雙方所規範之內容，統籌各項營運事宜，並負擔營運虧損。 

(3)經營管理資金來源 

私部門企業自籌資金。 

自行車服務園區之營運收益。 

(4)運優勢與限制 

為發揮自行車服務園區的最大功效，政府與私部門往往須透過多次的溝協調通程

序，才易於在政府部門的發展目標以及私部門的追求最大利益間取得平衡點，凝聚雙方

的經營管理共識。 

倘若自行車產業園區之經營管理，能整合政府之行政資源、私部門的專業經營模

式、其他專家之建議，則可獲得政府、私部門企業、參與活動者等多贏的局面。 

由私部門經營管理，可避免增加政府部門的行政業務與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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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經營管理 

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包含了政府部門推動自行車相關政策實踐的公益性角色，以及

私部門之企業營運精神，且其非營利性與公正性特質，適合作為政府、私部門、參與活

動者之間協調中介之角色。此類型的營運模式將有以下之效能與課題。 

(1)經營目標達成效果 

較易整合政府部門、私部門、民眾之期望，達成推廣自行車產業與自行車服務之目

標，以及發揮私部門企業經營精神理念，兼顧自行車服務園區之營運收益。 

(2)角色職權分配 

政府部門與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訂定契約，營運期間政府部門則依契約之規範控管

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之營運方式。 

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依與政府所規範之契約內容，負責營運與相關事務。 

(3)經營管理資金來源 

自行車產業園區之營運收益。 

其他財團捐助。 

成立基金會之收入。 

(4)營運優勢與限制 

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不隸屬政府機構，其組織、經營、管理及決策均可擁有較彈性

的空間施展經營理念。 

其公正且非營利之社會形象易於獲得各界之支持，較政府及私部門更適宜扮演中介

角色，易達成多贏的局面。 

由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經營管理，可有效減輕政府部門的行政業務，毋須增加人事

成本。 

經營模式不若私部門側重於商業活動機能與經濟利益營收，其財源籌措是否無虞應

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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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性自行車服務區（站）財務可行性分析 

自行車服務園區之規劃方向，主要是以既有場地為主，由政府將園區委託民間機構

參與投資、經營為主，以政府興建新設施，在由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經營為輔，因

此在財務分析上必須以民間參與投資的角度，進行財務計畫分析。本案期末階段將以宜

蘭礁溪公園旅遊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礁溪服務園區)與新竹縣內灣合興車站(以下簡稱內

灣合興車站)，進行財務計畫之試算與評估，以創造公部門與民間機構穩健且雙贏之財

務計畫為目標來評估民間機構參與經營之可行性，期望引進民間活力與創意，增加自行

車服務園區之空間利用價值與觀光活動之效益。以下則是以 OT 方式之基本假設與參數
設定、成本效益分析、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風險與敏感性分析進行說明。 

(一)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此段主要是就評估基期、評估期間、物價上漲率、折舊方式、稅賦、資金成本等項

目之基本假設與參數規劃進行說明。 

1.評估基期 

本案之各項財務評估均以民國 102年為基期，每年各項收支並依物價上漲率調整之。 

2.評估期間 

本案之許可期間自民國 102 年下半年起至民國 122 年上半年，共計 20 年。 

3.物價上漲率 

本案之物價上漲率依行政院主計處之統計資料及出版資料來評估，依民國 81 年至

100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年成長率 1.66%為基礎(如表 6-6-1)，同時考量未來物價上漲

率之發展趨勢，最後以 2%作為後續計算物價上漲率之基礎。 

表6-6-1 民國81-100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率 

年度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物價上漲率 4.46 2.95 4.1 3.66 3.08 0.9 1.69 0.17 1.25 0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物價上漲率 -0.2 -0.28 1.61 2.3 0.6 1.8 3.52 -0.86 0.96 1.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4.折舊方式 

依行政院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為基礎，以直線法攤提折舊。 

5.稅賦 

兩案主要是以提供自行車租借、提供自行車旅遊資訊餐飲服務、提出場地舉辦活

動，因此考慮營利事業所得稅 17%即可。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6-50 
 

 

6.資金成本 

【稅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率】 = (自有資金比率×股東要求報酬率) +【(負債比率×
平均融資利率×(1-所得稅率)】。假設自有資金比率為 40%，股東要求報酬率為 15%，負
債比率為 60%，平均融資利率為 5%，所得稅率為 17%。得出資金成本為 9.045%。 

最後，整合資金成本與物價上漲率兩數值，兩案以 11.045%作為折現率之財務計算

值。 

(二)開發收入與成本估算 

1.營運收入 

營運收入依本案各項設施之特性，計有自行車租金收入、提供自行車業者辦理活動

之場租費、廣告收入等項目。 

(1)自行車租借收入 

依據交通部 2011 年「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數據顯示，2011 年前
往宜蘭礁溪五峰旗瀑布景點之旅遊人次約有 156 萬 1426 人，前往內灣風景區之旅遊人

次約有 236 萬 3370 人，以下將以保守與樂觀兩個方向進行推估： 

a.保守估計 

保守觀估計以 1%推估自行車租借人口，礁溪服務園區約有 1 萬 5614 人次，內灣合
興車站約有 2 萬 3634 人次。服務園區提供不同功能型態(一般、親子)與還借形式(甲租
甲還、甲租乙還)之自行車租借，平均以 30 元/每臺.每人.每小時計算，1 人租用時間以 3
小時計算，礁溪服務園區一年約有稅前營收 140 萬 5283 元，內灣合興車站一年約有稅

前營收 212 萬 7033 元。 

b.樂觀估計 

樂觀估計以 5%推估自行車租借人口，礁溪服務園區約有約有 7 萬 8071 人次，內灣
合興車站約有 11 萬 8169 人次。服務園區提供不同功能型態(一般、親子)與還借形式(甲
租甲還、甲租乙還)之自行車租借，平均以 30 元/每臺.每人.每小時計算，1 人租用時間
以 3 小時計算，礁溪服務園區一年約有稅前營收 702 萬 6417 元，內灣合興車站一年約
有稅前營收 1 千 63 萬 5165 元。 

(2)餐飲服務收入 

服務園區提供簡單之餐點與飲料服務，平均每人約消費 100 元，以保守估計礁溪服
務園區一年約有稅前營收 156 萬 1426 元，樂觀估計一年約有稅前營收 780 萬 7130 元。

內灣合興車站以保守估計一年約有稅前營收 236 萬 3370 元，樂觀估計一年約有稅前營

收 1 千 181 萬 6850 元。 

(3)提供自行車業者辦理活動之場租費 

預計每年舉辦 6 次自行車活動，預估將每次動收取 3 萬元/日，兩個服務園區一年 6
次共有稅前營收 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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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廣告收入 

日常營運或舉辦活動時可收取各廠商於本基地設立旗竿或看板之廣告費用，一年推

估約可收取稅前營收約 50 萬元。 

2. 開發成本 

由於本基地採 OT 方式開發，由政府提供場地並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理，主要開發

成本為購買自行車、服務站裝潢費用、工程費用。 

(1)自行車購入費用 

依據交通部 2011 年「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數據顯示，2011 年前
往宜蘭礁溪五峰旗瀑布景點之旅遊人次約有 156 萬 1426 人，其中單月最高人次為 24 萬
人，最低人次有 6 萬人次，以兩者平均來推估，並以 5%推算使用自行車人次比例，每
天約有 250 人次使用自行車(15 萬÷30 天×5%)。以此人次推估自行車數量至少需要 100
臺，每臺以 5000 元估算，共需 50 萬元。 

內灣合興車站旅遊人次約有 236 萬 3370 人，其中單月最高人次為 25 萬人，最低人
次有 15 萬人次，以兩者平均來推估，並以 5%推算使用自行車人次比例，每天約有 330
人次使用自行車(20 萬÷30 天×5%)。以此人次推估自行車數量至少需要 100 臺，每臺以
5000 元估算，共需 50 萬元。 

另外，考量自行車之使用率年限，本團隊以 10 年做為使用期限，並於該年購置新

自行車。 

(2)餐飲服務設施與園區裝潢 

礁溪服務園區與內灣合興車站提供租借自行車、舉辦自行車車展活動、簡單之餐點

與飲料服務，因此不須複雜之大型設施，初步推估整體費用約 100 萬元。 

 

3.營運成本 

依本基地各項設施特性，所需付出的各項支出計有展示人事成本、管銷費用、水電

及瓦斯費、保險費用、維護及重置費用、相關稅賦以及權利金等項目，其計算過程如表

6-6-2 說明。 

(1)人事成本 

依照本案初步規劃礁溪服務園區與內灣合興車站固定需要有兩位服務人員，一位提

供餐飲、詢問、自行車租借服務，另一位則是提供自行出租借與維修服務。每位月薪以

30000 元計算，每月支出 60000 元，一年共需支出 72 萬元。 

(2)行銷費用 

礁溪服務園區與內灣合興車站每年會投入場地行銷與舉辦活動增加知名度，每年活

動費用為 68 萬元。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6-52 
 

(3)管銷費用 

每年管銷費用如水電瓦斯費、保險費用、維護與重置費用約占總營收之 5%，礁溪
服務園區保守推估每年總稅前營收約 364 萬 6709 元，管銷費用則為 18 萬 2335 元；樂
觀推估每年總稅前營收約 1 千 551 萬 3547 元，管銷費用則為 77 萬 5677 元。內灣合興
車站保守推估每年總稅前營收約 517 萬 403 元，管銷費用則為 25 萬 8520 元；樂觀推估
每年總稅前營收約 2 千 313 萬 2015 元，管銷費用則為 115 萬 6601 元。 

(4)權利金 

本案固定權利金假設為每年 50 萬元，變動權利金則視營運收入調整，當總營收超

過 1 千萬時，則多收取 50 萬元，超過 2000 萬時，則多收取 100 萬元。依照試算，保守
估計總營收未超過 1 千萬，樂觀估計則超過 1 千萬，因此兩種模式採用不同的權利金計

算。 

表6-6-2 營運成本計算方式整理表 

類別 計算方式說明 

人事成本 2 位員工＊30000 元/人＊12 月=72 萬元 

管銷費用 

 礁溪服務園區保守估計：364 萬 6709 元＊5%=18 萬 2335 元 
 礁溪服務園區樂觀估計：1 千 551 萬 3547 元＊5%=77 萬 5677 元 
 內灣合興車站保守推估：517 萬 403 元＊5%=25 萬 8520 元 
 內灣合興車站保守推估：2 千 313 萬 2015 元＊5%=115 萬 6601 元 

權利金 

 礁溪服務園區保守估計：364 萬 6709 元→50萬元 
 礁溪服務園區樂觀估計：1 千 551 萬 3547 元→100萬元 
 內灣合興車站保守推估：517 萬 403 元→50萬元 
 內灣合興車站保守推估：2 千 313 萬 2015 元→150萬元 

 

4.資本預算表 

財務效益分析主係由市場分析資料挹注，就兩個服務園區進行財務評估，其資本預

算表如表 6-6-3 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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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3 保守與樂觀推估之資本預算表 

 礁溪服務園區 內灣合興車站 
 保守 樂觀 保守 樂觀 

營收   
自行車租借 1,405,283 7,026,417 2,127,033 10,635,165 
餐飲收入 1,561,426 7,807,130 2,363,370 11,816,850 
場租費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廣告收入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稅前總收入 3,646,709 15,513,547 5,170,403 23,132,015 
稅後總收入 2,735,032 11,635,160 3,877,802 17,349,011 
初期成本   
第一年自行車購入費用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第十年自行車購入費用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餐飲服務設施與園區裝潢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合計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營運成本   
人事費 720,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行銷費用 680,000 680,000 680,000 680,000 
管銷費用 182,335 775,677 258,520 1,156,601 
權利金 500,000 1,000,000 500,000 1,500,000 
合計 2,082,335 3,175,677 2,158,520 4,056,601 

 

(三)財務效益評估 

1.財務效益評估 

財務計算方法如淨現值、內部報酬率、回收年期等方法，分析結果如表 6-6-4 所整

理，根據結果顯示本計畫所選兩個服務園區具財務可行性，具有民間參與投資之誘因，

其現金流量表如表 6-6-5, 6-6-6, 6-6-7, 6-6-8。事實上，本案樂觀方式推估之腳踏車需求

量，在真實使用行為中仍屬正常值，間接顯示短期來說不僅能減少政府公共建設支出與

增加民間收益，同時創造民眾休閒遊憩的設施空間；長期來說，如能透過政府與民間的

有效合作，進行更多元的異業結合，未來更能擴大財務效益，進而帶動地方及產業發展。

此構想也正符合經建會「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中強調跨域加值與資源整合

之理念。 

表6-6-4 礁溪服務園區與內灣合興車站財務效益評估 

 礁溪服務園區 內灣合興車站 
財務計算方法 保守推估 樂觀推估 保守推估 樂觀推估 

淨現值(NPV) 3,158,178 58,978,336 10,784,488 93,534,782  
修正內部報酬率(MIRR) 11.74% 27.24% 17.43% 30.16% 

*再投資報酬率假設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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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敏感性分析 

任何投資計畫皆須確認各類風險，並進行風險管理，以降低可能阻礙計畫進行隻

風險發生機率。在進行「風險鑑定」與「分析作業」時，依據本計畫特性，就計畫之不

同執行期程，分別羅列各種可能產生之風險，並加以分析可能產生之損失，以做為規劃

風險分擔之參考。 

(1) 確認風險因素 

本案由於屬於 OT 營運模式，提供之服務也較單純，因此根據風險管理之考量，主

要需考量營運期風險，考量內容如下。以下將就營運收入、營運成本等重要參數變動對

淨現值之影響，進行敏感度分析，以了解個別變數對計畫整體財務效益之影響程度。 

a.市場風險 

礁溪服務園區以自行車租售、維修服務、餐飲服務為主要之營收來源，屆時遊客量、

出租率若未達到預期目標、將面臨市場策略之考驗風險。 

b.價格風險 

當競爭條件改變（如附近有其他遊樂園區設立或觀光效益未達預期水準），是否仍

能維持規劃之收費水準，應是營運期間注意之重點。民間機構可分析價格變動對營收影

響，檢視價格彈性做為訂定價格政策之參考。 

c.管理能力風險 

如何提供安全的環境將是基地開發經營管理之重點，否則任何之意外責任對民間機

構而言，將是頗高的營運風險。 

d.營運中斷風險 

倘若發生經營不善而導致營運中斷，將造成嚴重營業損失。 

e.營運成本超支風險 

興建所投入固定成本極大，營運之變動成亦高，依財務規劃顯示，扣除折舊費用後

之營運成本仍高；人事成本、活動舉辦費用與管銷費用佔營運成本之比例較高，未來投

資廠商如能妥善控制成本，以及設施維持正常運作，營運成本才可能與收入打平。 

(2)敏感度分析 

就自行車租借人數進行不同模式比較，可發現財務結果差異非常大，淨現值樂觀與

保守差異達 16 倍，MIRR 則有 15%之差異，可以看出租用人數對於營運扮演非常重要
之角色。由表 6-6-11 分析礁溪服務園區案例，可看出保守推估模式受營運收入變動率影

響較大，相對樂觀推估模式在各種變動率下皆為正值。其中保守推估模式收入減少 20%
時 NPV 值即成為負值，相對營運成本增加到 20%時，NPV 值仍為正值；內灣合興車站

則呈現不同樣之狀況，由於遊客數較多，因此不管是保守或是樂觀推估，收入減少到 30%
時或成本增加 30%時，NPV 仍為正值。整合以上分析可看出，顯示如何增加自行租用

率或增加遊客數，是廠商在營運時的重點考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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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5 礁溪服務園區保守推估之現金流量表 

期數 成本 營運收入 營運支出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累積現值流量 
0 1,500,000    -1,350,804 -1,350,804 
1  2,735,032 2,082,335 652,697 529,314 -821,490 
2  2,735,032 2,082,335 652,697 476,666 -344,824 
3  2,735,032 2,082,335 652,697 429,255 84,431 
4  2,735,032 2,082,335 652,697 386,560 470,991 
5  2,735,032 2,082,335 652,697 348,111 819,101 
6  2,735,032 2,082,335 652,697 313,486 1,132,587 
7  2,735,032 2,082,335 652,697 282,306 1,414,893 
8  2,735,032 2,082,335 652,697 254,226 1,669,119 
9  2,735,032 2,082,335 652,697 228,940 1,898,059 
10 500,000 2,735,032 2,082,335 152,697 48,233 1,946,291 
11  2,735,032 2,082,335 652,697 185,662 2,131,954 
12  2,735,032 2,082,335 652,697 167,195 2,299,149 
13  2,735,032 2,082,335 652,697 150,566 2,449,714 
14  2,735,032 2,082,335 652,697 135,590 2,585,304 
15  2,735,032 2,082,335 652,697 122,103 2,707,407 
16  2,735,032 2,082,335 652,697 109,958 2,817,365 
17  2,735,032 2,082,335 652,697 99,021 2,916,387 
18  2,735,032 2,082,335 652,697 89,172 3,005,559 
19  2,735,032 2,082,335 652,697 80,303 3,085,862 
20  2,735,032 2,082,335 652,697 72,316 3,158,178 

 

表6-6-6礁溪服務園區樂觀推估之現金流量表 

期數 建造成本 營運收入 營運支出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累積現值流量 
0 1,500,000    -1,350,804 -1,350,804 
1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6,860,343 5,509,539 
2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6,177,984 11,687,523 
3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5,563,496 17,251,019 
4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5,010,127 22,261,146 
5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4,511,799 26,772,946 
6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4,063,037 30,835,983 
7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3,658,910 34,494,893 
8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3,294,980 37,789,872 
9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2,967,247 40,757,120 
10 500,000 11,635,160 3,175,677 7,959,483 2,514,176 43,271,296 
11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2,406,333 45,677,629 
12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2,166,989 47,844,618 
13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951,451 49,796,069 
14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757,352 51,553,421 
15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582,558 53,135,979 
16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425,150 54,561,129 
17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283,399 55,844,528 
18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155,747 57,000,275 
19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1,040,791 58,041,066 
20  11,635,160 3,175,677 8,459,483 937,270 58,978,336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6-56 
 

表6-6-7內灣合興車站保守推估之現金流量表 

期數 建造成本 營運收入 營運支出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累積現值流量 
0 1,500,000    -1,350,804 -1,350,804 
1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1,394,277 43,473 
2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1,255,597 1,299,070 
3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1,130,710 2,429,780 
4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1,018,245 3,448,024 
5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916,966 4,364,990 
6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825,760 5,190,750 
7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743,627 5,934,377 
8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669,663 6,604,040 
9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603,055 7,207,095 

10 500,000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385,137 7,592,232 
11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489,057 8,081,288 
12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440,413 8,521,701 
13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396,608 8,918,309 
14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357,159 9,275,468 
15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321,635 9,597,103 
16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289,644 9,886,747 
17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260,834 10,147,581 
18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234,891 10,382,472 
19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211,528 10,594,000 
20  3,877,802 2,158,520 1,719,282 190,488 10,784,488 

 
表6-6-8內灣合興車站樂觀推估之現金流量表 

期數 建造成本 營運收入 營運支出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累積現值流量 
0 1,500,000    -1,350,804 -1,350,804 
1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10,779,677 9,428,873 
2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9,707,485 19,136,358 
3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8,741,938 27,878,295 
4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7,872,428 35,750,723 
5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7,089,403 42,840,127 
6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6,384,262 49,224,389 
7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5,749,256 54,973,645 
8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5,177,411 60,151,056 
9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4,662,444 64,813,501 
10 500,000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4,040,762 68,854,263 
11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3,781,078 72,635,341 
12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3,404,996 76,040,337 
13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3,066,321 79,106,658 
14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2,761,332 81,867,990 
15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2,486,678 84,354,669 
16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2,239,343 86,594,012 
17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2,016,608 88,610,620 
18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1,816,028 90,426,648 
19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1,635,398 92,062,047 
20  17,349,011 4,056,601 13,292,410 1,472,735 93,53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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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9礁溪服務園區保守與樂觀財務敏感分析表 

評估項目 變動率 
礁溪服務園區 內灣合興車站 

保守 樂觀 保守 樂觀 

收益類 

-30% -2,708,638 34,020,186 2,466,358 56,320,061 

-20% -753,033 42,339,569 5,239,068 68,724,968 

-10% 1,202,572 50,658,953 8,011,778 81,129,875 

0 3,158,178 58,978,336 10,784,488 93,534,782 

10% 5,113,783 67,297,720 13,557,198 105,939,688 

20% 7,069,388 75,617,103 16,329,908 118,344,595 

30% 9,024,993 83,936,487 19,102,617 130,749,502 

成本類 

-30% 7,624,918 65,790,364 15,414,649 102,236,445 

-20% 6,136,005 63,519,688 13,871,262 99,335,891 

-10% 4,647,091 61,249,012 12,327,875 96,435,336 

0 3,158,178 58,978,336 10,784,488 93,534,782 

10% 1,669,264 56,707,660 9,241,101 90,634,227 

20% 180,351 54,436,984 7,697,713 87,733,672 

30% -1,308,563 52,166,309 6,154,326 84,833,118 

單位；元 

 

(四)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所收取之權利金或盈餘分配挹注相關軟硬體設備維護等之具體

可行做法 

自行車服務園區之規劃方向，主要是以既有場地為主，由政府將園區委託民間機構

參與投資、經營為主，以政府興建新設施，在由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經營為輔。本

章前段以宜蘭礁溪公園旅遊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礁溪服務園區)與新竹縣內灣合興車站

(以下簡稱內灣合興車站)，並以 OT 開發方式進行財務計畫之試算與評估，以創造公部

門與民間機構穩健且雙贏之財務計畫為目標來評估民間機構參與經營之可行性，以下則

將就未來民間經營管理所收取之權利金或盈餘分配，如何挹注相關軟硬體設備維護等內

容提出具體可行之做法。 

本規劃以兩個服務園區進行財務評估，兩案固定權利金假設為每年 50 萬元，變動

權利金則視營運收入調整，當總營收超過 1 千萬時，則多收取 50 萬，超過 2000 萬時，

則多收取 100 萬。依照試算，以保守估計約有 50 萬元，樂觀估計時高達 150 萬元。另
外，本案許可時間高達 20 年，財務結果淨現值之樂觀與保守差異非常大，且營運收入

變動率對於 NPV 之影響較成本變動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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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分析，本規劃考量權利金或盈餘分配挹注相關軟硬體設備維護等之具體可

行做法，建議以每一年年底為合約檢查時間，設施業務主管機關得視營收準則進行判

斷，擬定不同的軟硬體設備維護措施。營收判斷準則主要有四： 

 如受委託機關在合約檢查時間點時，仍未達到收支平衡或投資回本時，如有公

共危險之虞，建議可由設施業務主管機關以權利金協助受委託單位進行軟硬體

設備維護。 

 如受委託機關在合約檢查時間點時，仍未達到收支平衡或投資回本時，但無公

共危險之虞時，建議設施業務主管機關得要求受委託單位提出財務評估報告與

軟硬體設備維護措施建議。 

 如受委託機關在合約檢查時間點時，已達到收支平衡或投資回本時，且有公共

危險之虞，建議設施業務主管機關得要求受委託單位以其盈餘 10%進行軟硬體
設備維護，不足之處受委託單位可向設施業務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如受委託機關在合約檢查時間點時，已達到收支平衡或投資回本時，但無公共

危險之虞，建議設施業務主管機關得要求受委託單位提出未來軟硬體設備維護

計畫，並由設施業務主管機關核准之。 

 

三、區域性自行車服務系統財務計畫及自償率可行性分析 

本團隊建議採用政府「自行開發」之開發模式，以整合北台自行車旅遊系統。採用

原因是因為本案的開發內容包括北台 15 處改善點與 11 處斷裂點，26 處皆散布在北台各
縣市，如由各縣市自行申請經費建置，一方面難以確保工程品質，另一方面在效率上會

因各縣市差異，致使系統整合出現延滯。另外開發目的部分，本案屬於公共性質，且收

益部分，多數是由政府取得，民間只能透過自行車服務園區或間接服務(如自行車購買

與修繕)才能獲取收益，因此建議以「自行開發」進行後續財務試算。以下將就工程費

用、收入估算與財務分析三大面向進行財務分析。 

(一)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此段主要是就評估基期、評估期間、物價上漲率、折舊方式、稅賦、資金成本等項

目之基本假設與參數規劃進行說明。 

1.評估基期 

本案之各項財務評估均以民國 102年為基期，每年各項收支並依物價上漲率調整之。 

2.評估期間 

本案工程經費投入期間自民國 102 年下半年起至民國 104 年下半年，共計 3 年。 

3.物價上漲率 

本案之物價上漲率依行政院主計處之統計資料及出版資料來評估，依民國 81 年至

100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年成長率 1.66%為基礎(如表 6-6-1)，同時考量未來物價上漲

率之發展趨勢，最後以 2%作為後續計算物價上漲率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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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折舊方式 

依行政院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為基礎，以直線法攤提折舊。 

5. 報酬率 

本案屬於政府投資，因此以一般銀行定存利率 1%計算。 

(二)工程費用 

本團隊根據現地調查分析與專業評估，認為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共計有 26
點待改善，建議以兩類方式進行改善，總經費共計 2.98 億元。財務分析部分，預計分三

個年度投入，由於歷時三年，考量變動成本，每年初估 1 億元，共 3 億元。 

 第一類，全線安全標線與指標系統，指標系統單價每公里 140,000 元，安全標
線單價每公里 24,000 元，全長 618.64 公里，兩者經費需求共計 1.02 億元工程
經費。 

    A. 加強指標系統 

a.自行車道型態：架構於既有道路上，與現有車道或步道共用之自行車道 

b.設施項目：簡易指示牌誌、或於地面劃設自行車標誌、標線劃設等 

c.基本工項：地面標誌劃設、指示牌誌等 

d.經費概估：14萬元/公里、或56元/平方公尺 

表6-6-10 自行車道經費概估表 

工程項目 自行車道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地面標誌劃設 M 1.00 120.00 120.00   
2 指示牌誌 組 0.01 2,000.00 20.00 每 100M 一組 

每 M 單位計價   140.00  

每 MP2P 單位計價   56.00  

註：以上材料、單價、數量等應視實際需要而進行調整。 

    B. 加強安全與標線 

a.加強指標系統，一般指標系統1根約1.2萬元 

b.加強安全與標線，一般標線以面積計價，每米平方240元，如果是塗整片，則將面
積乘上240元，如果是畫標線，將總長度乘0.1再乘240元；另外，若是使用膠質桿區隔車

道與自行車道，1根1200元。 

 第二類，以規劃自行車道串連自行車系統，包括 15 處待改善點(缺標誌標線及

安全指示系統) 以及 11 處斷裂點(需進行工程改善)，估計共需 1.96 億元 

兩類工程經費之來源建議由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持續向體委會爭取「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相關經費補助。後續將配合營收之推估說明本案之財務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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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估算 

  本團隊初步規劃，收入主要來自各園區服務站所繳交之權利金。整體時程可分三個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前 5 年，園區開設先後順序是先假設前 3 年預計每個縣市至少完
成一個服務園區，共 7 個服務園區(包括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

新竹縣、苗栗縣)。第二階段為第 6 年至第 10 年，完成本團隊規劃建議之其它 7 個園區，
共計 14 個園區。第三階段則為第 11 年至第 20 年，以 14 個園區營運為主要收入來源。
財務分析採用兩個方案進行，方案 A 為 20 年皆以權利金 100 萬計算。方案 B 則是第 11
年之後以權利金 150 萬元計算。假設條件先不考慮園區的面積，因為園區面積和權利金
在此案並非絕對關係，園區多半位於郊區，所以採用營業額估算一方面可減少廠商成本

負擔，一方面也是給廠商優惠與鼓勵。 

(四)財務計畫及自償率 

財務計畫之計算內容如淨現值、內部報酬率、敏感度分析等方法，結果如表 6-6-11

與表 6-6-12 所整理。根據結果顯示本計畫以 20 年期間估算，方案 A 最低有 45%，最高

有 51%，方案 B 最低有 59%，最高有 67%，其現金流量表如表 6-6-13 與 6-6-14。以短

期保守方式估計，不管從方案 A 與方案 B，自償率至少有 45%以上，長期來說，如能透

過政府與民間的有效合作，進行更多元的異業結合，未來更能擴大財務效益，進而帶動

地方及產業發展。此構想也正符合經建會「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中強調跨

域加值與資源整合之理念。 

表6-6-11 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財務效益評估 

財務指標 方案 A 方案 B 
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出現值總和 282,861,135 282,861,135 
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和 136,787,448 179,924,248 
自償率 48% 64% 
淨現值(NPV) -146,073,687 -102,936,887 

修正內部報酬率(MIRR)* -1.656% -0.177% 
單位：元 

表6-6-12 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財務敏感分析表 

評估項目 變動率 工程現值總和 營收現值總和 自償率 NPV 

方案 A 

折現率 

+20% 279,629,381  127,065,567  45% -152,563,814  

+10% 281,237,480  131,814,019  47% -149,423,461  

0 282,861,135 136,787,448 48% -146,073,687 

-10% 284,350,858  141,514,279  50% -142,836,579  

-20% 285,602,356  145,610,081  51% -139,992,276  

方案 B 

折現率 

+20% 279,629,381  166,321,070  59% -113,308,311  

+10% 281,237,480  172,960,195  61% -108,277,285  

0 282,861,135 179,924,248 64% -102,936,887 

-10% 284,350,858  186,552,298  66% -97,798,560  

-20% 285,602,356  192,302,460  67% -93,299,897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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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13 方案 A 現金流量表 

期數 成本 營運收入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累積現值流量 
0 100,000,000   -100,000,000  -97,087,379  -97,087,379  
1 100,000,000  2,000,000  -98,000,000  -92,374,399  -189,461,778  
2 100,000,000  4,000,000  -96,000,000  -87,853,599  -277,315,377  
3  7,000,000  7,000,000  6,219,409  -271,095,968  
4  7,000,000  7,000,000  6,038,261  -265,057,706  
5  7,000,000  7,000,000  5,862,390  -259,195,316  
6  7,000,000  7,000,000  5,691,641  -253,503,676  
7  7,000,000  7,000,000  5,525,865  -247,977,811  
8  7,000,000  7,000,000  5,364,917  -242,612,894  
9  7,000,000  7,000,000  5,208,657  -237,404,237  
10  7,000,000  7,000,000  5,056,949  -232,347,288  
11  14,000,000  14,000,000  9,819,318  -222,527,969  
12  14,000,000  14,000,000  9,533,319  -212,994,651  
13  14,000,000  14,000,000  9,255,649  -203,739,001  
14  14,000,000  14,000,000  8,986,067  -194,752,934  
15  14,000,000  14,000,000  8,724,337  -186,028,597  
16  14,000,000  14,000,000  8,470,230  -177,558,367  
17  14,000,000  14,000,000  8,223,525  -169,334,842  
18  14,000,000  14,000,000  7,984,004  -161,350,838  
19  14,000,000  14,000,000  7,751,461  -153,599,377  
20  14,000,000  14,000,000  7,525,690  -146,073,687  

 

表6-6-14 方案 B 現金流量表 

期數 成本 營運收入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累積現值流量 
0 100,000,000   -100,000,000  -97,087,379  -97,087,379  
1 100,000,000  2,000,000  -98,000,000  -92,374,399  -189,461,778  
2 100,000,000  4,000,000  -96,000,000  -87,853,599  -277,315,377  
3  7,000,000  7,000,000  6,219,409  -271,095,968  
4  7,000,000  7,000,000  6,038,261  -265,057,706  
5  7,000,000  7,000,000  5,862,390  -259,195,316  
6  7,000,000  7,000,000  5,691,641  -253,503,676  
7  7,000,000  7,000,000  5,525,865  -247,977,811  
8  7,000,000  7,000,000  5,364,917  -242,612,894  
9  7,000,000  7,000,000  5,208,657  -237,404,237  
10  7,000,000  7,000,000  5,056,949  -232,347,288  
11  21,000,000  21,000,000  14,728,977  -217,618,310  
12  21,000,000  21,000,000  14,299,978  -203,318,332  
13  21,000,000  21,000,000  13,883,474  -189,434,858  
14  21,000,000  21,000,000  13,479,101  -175,955,757  
15  21,000,000  21,000,000  13,086,506  -162,869,252  
16  21,000,000  21,000,000  12,705,345  -150,163,906  
17  21,000,000  21,000,000  12,335,287  -137,828,619  
18  21,000,000  21,000,000  11,976,007  -125,852,613  
19  21,000,000  21,000,000  11,627,191  -114,225,422  
20  21,000,000  21,000,000  11,288,535 -102,93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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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歐盟的研究，推動自行車旅遊成功的三大關鍵分別為：安全連續的自行車路線、愉

快的環境與友善城市、以及清楚可依賴的指標系統。歐盟統計一日遊的自行車觀光每年高達

28億旅次、二日遊自行車渡假每年超過2600萬旅次；國際觀光與國內旅遊創造540億歐元產值

，其中50億歐元的貢獻直接來自EuroVelo~自行車旅遊產品。自行車觀光已是觀光產業中最快

速成長的部門。 

本研究的主要方向為串聯北臺八縣市第一條完整連續的自行車旅遊路線，共計618.64公

里、結合八縣市的旅遊景點及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構想，提供魅力與友善的騎乘環境；建

議完善的標誌標線系統。根據經建會「跨域加值、區域治理、自我營運」的精神，透過北臺

區域合作平臺運作機制，完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包括下列七項具體成

果： 

1. 完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的調查，建構618.64公里的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其中

自行車專用道320.76公里，占主軸線51.85%；共用道252.82公里，占主軸線40.87%；建議

串連路線45.06 公里，占主軸線7.28%。詳圖7-1-1所示。 

2. 提出15處待改善點(缺標誌標線及安全指示系統)約140.4公里、以及11處斷裂點(需進行工

程改善)約56.04公里。經費估算整體標誌標線及安全指示系統需求約1.02億元；斷裂點改

善需求約1.96億元。 

3. 提出三種類型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構想及十五處北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與遊程計畫

建議，分別詳圖7-3與圖7-5所示。 

4. 透過四梯次32場次拜訪會勘八縣市、以及舉辦三場次專家座談會，提出23項行動方案建議

：包括15項跨縣市計畫、以及8項各縣市計畫。計畫內容共分為三大類：觀光政策類計畫

、整合及改善類計畫、旅遊行銷類計畫，經費需求共計約2.34億元。 

5. 2012年6月22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副首長會議裁示通過，同意設立「北臺自

行車旅遊推動聯盟」，結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實踐跨域合作之理念，持續向中央部會爭

取預算，推動北臺自行車觀光旅遊產業發展。 

6. 2012年12月7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次副首長會議裁示通過，同意持續推動本計

畫，積極爭取體委會「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相關經費補助；自行車旅遊推動

聯盟由區域平臺賡續推動；觀光行銷類計畫主席指示由小組再向交通部提案爭取。 

7. 建立國際鏈結，與全球自行車旅遊組織接軌，包括歐洲自行車聯盟(ECF)、德國ADFC、

加拿大VELO QUBEC、以及丹麥自行車大使Cycling Embassy of 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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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獲經建會 100 年核定補助辦理「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之計畫

，為推動跨域合作平臺機制，落實跨域自行車系統整合，以「系統活化」概念為核心，全面

檢視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及中央各部會投入自行車道既有補助建設計畫，經北臺八縣市相關

單位及中央部會共同討論（32 場次現勘、3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提出北臺自行車系統網絡升

級與服務加值等綜整性策略，包含自行車道路網縫補（估計有 26處斷裂點/待改善處，約 180

餘公里）、指標系統整合、自行車服務園區建置之可行性、遊程規劃等後續實質改善等議題。

具體結論與建議共分為三大項：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後續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

區的執行與推動、以及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行銷與遊程推動。 

壹、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後續推動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共計 26處待改善點，後續推動應完成全線安全標線與指標

系統 618.64公里，縫補 15處待改善點，經費需求共計 1.02億元工程經費；以及全線共計 11

處斷裂點，規劃設計與施工經費(56.04km)估計共需 1.96 億元。總經費共計 2.98 億元，推動

方式將透過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持續向體委會爭取「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

相關經費補助；並協助各縣市積極爭取自行車旅遊次系統的發展。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

軸線 26處待改善點如圖 7-1 所示。  

計畫項目 建議作法 推動方式 經費需求 

北臺自行車旅遊

主輔軸線 26處

待改善點縫補計

畫 

A類: 加強指標系統 

B類: 加強安全與標線 

C類: 規劃銜接自行車

道 

2012年 12 月 7日北臺區域發

展推動委員會第二次副首長會

議裁示通過，同意持續推動本

計畫，積極爭取體委會「自行

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

相關經費補助。 

總經費共計 2.98

億元 

各縣市自行車旅遊待改善縫合預算概估如下： 

縣市 標誌標線工程 斷裂點縫補工程 總額(元) 

新北市 5,051,200 12,092,000 17,143,200 

臺北市 17,925,200 0 17,925,200 

基隆市 11,398,000 36,110,000 47,508,000 

宜蘭縣 11,840,800 41,390,000 53,230,800 

桃園縣 4,870,800 36,490,000 41,360,800 

新竹縣 40,048,800 58,406,388 98,455,188 

新竹市 4,165,600 9,266,000 13,431,600 

苗栗縣 6,740,400 2,660,000 9,400,400 

合計 102,040,800 196,414,388 298,45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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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及改善建議圖 

為持續改善整合北臺八縣市自行車系統網絡環境，完成區域性自行車系統主輔軸線之縫

補及整合性設施之規劃設計原則，同時爭取並善用中央各部會經費支持，爰 101 年度由「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跨域合作機制平臺提出「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獲交通部、體

委會、內政部等相關中央部會支持，並經 101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 年第 1 次

副首長會議決議列為優先推動計畫。並爭取到經建會補助，將透過後續計畫之落實，持續推

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及建構自行車友善環境，擴大自行車旅遊服務之觀光效益，促

使北臺區域成為國家推動永續發展、節能減碳及建構綠色交通網之政策願景之最佳實踐區域

。後續計畫目標將完成下列四項需求： 

1. 完成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縫補計畫，強化騎乘休憩服務系統功能，創造自行車相
關產業附加價值及品牌形象。 

2. 透過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含主輔軸線）規劃設計原則及指標系統整合，建構北臺自行車
友善環境。 

3. 透過整合產官學研領域專業，強化北臺區域自行車相關產業鏈結，增加跨域合作與公私資
源整合之效益，提升產業競爭力。 

4. 建構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營造具舒適、便捷、安全、樂活、易親近等複合式休閒系統，
並推廣低碳、環保、節能及國際化綠色旅遊區域。 

後續推動計畫之預期成果及效益包括下列三點： 

1. 完成縫補策略規劃及指標系統整體設計，提升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品質。 
2. 協調北臺 8縣市自行車合作及分工介面，推動綠色運輸之活化及實踐。 
3. 透過公私合作、資源活化整合，創造政府及民間產業多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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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可行性研究針對主輔軸線的建設經費估算與指標系統整合原則建議 
如下： 

一、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改善點經費估算方式 

自行車道設施概算以1公尺長及1平方公尺面積所需之工程經費來估算，做為公部門進行
自行車道建設預算編列之依據。以下內容為概略性之評估，實際內容需依各路段工程實務而

調整。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全長將近620km，估計共需10200萬元。計畫內容包括：加強
指標系統、以及加強安全與標線系統。 

(一) 加強指標系統 

1.自行車道型態：架構於既有道路上，與現有車道或步道共用之自行車道 

2.設施項目：簡易指示牌誌、或於地面劃設自行車標誌、標線劃設等 

3.基本工項：地面標誌劃設、指示牌誌等 

4.經費概估：14萬元/公里、或56元/平方公尺 

表7-1 自行車道經費概估表 

工程項目 自行車道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地面標誌劃設 M 1.00 120.00 120.00   
2 指示牌誌 組 0.01 2,000.00 20.00 每 100M 一組 

每 M 單位計價   140.00  

每 MP2P 單位計價   56.00  

註：以上材料、單價、數量等應視實際需要而進行調整。 

(二) 加強安全與標線 

1.加強指標系統，一般指標系統1根約1.2萬元 

2.加強安全與標線，一般標線以面積計價，每米平方240元，如果是塗整片，則將面積乘
上240元，如果是畫標線，將總長度乘0.1再乘240元；另外，若是使用膠質桿區隔車道與自行
車道，1根1200元。 

(三) 經費概估方式說明如下 

620K × 14萬元/K 約= 8700萬元 

620K × 1000 × 0.1 × 240元 約= 1500萬元 

所需經費共計：8700萬元 + 1500萬元 約= 10200萬元 

(四) 11處斷裂點(需進行工程改善)約56.04公里經費需求為1.96億元，概算方式詳第四章第二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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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指標系統整合原則 

指標系統在自行車道系統與公共空間中，扮演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協

助使用者順利找到目的地，有效抵達想去的場所。然而，指標系統如未能合

理合宜的設置，反而將導致錯誤的引導，徒增使用者的困擾，嚴重者更影響

使用者的安全。 

北臺自行車道主輔軸線長度約618.64公里，其中自行車專用道324.75公里
，共用道247.28公里，所串接之景點有都市、有鄉村、有山區、有海岸，各
縣市政府為了指引自行車道使用者安全抵達各地點，不同的主管單位分於道

路上為各自主管的事項設置了指標系統，導致今日道路上指標林立，甚而形

成使用上的干擾；且各指標亦未考量共同意象的營造，更影響整體道路景觀

觀瞻。 

未來著手進行北臺自行車指標系統整合時，應以「北臺自行車道」做為

共同之主視覺標誌，其次再依據各不同區域休閒遊憩系統發展屬於該休閒遊

憩景點特性之圖像符號，使「指標系統的改善」及「共同意象的營造」兩者

相輔相成，讓北臺自行車道在一致的主視覺引導下，仍保有屬於地區之性格

。以下針對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指標系統整合原則加以說明。 

(一)指標系統的設置原則 

有關自行車道標誌設置之原則，可詳參交通部運研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內文中針對自行車道形式、設施、標誌標線、休憩點與補給站等之設置原則，均已有詳盡

之規範。本計畫所建議的，是基於此規範下，如何展現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之多樣性

與自明性。創造易於指認及辨識的空間意象有助於地區風格的塑造，指標系統在形塑景觀特

色分區之整體規劃架構下，以視覺化、標準化、系統化逐步彰顯地區環境特色，建立特色視

覺形象(image)，以落實地區自明性，實有助於自行車旅遊系統網路之建構與行銷。 

為提升北臺區域國內外遊客抵達各旅遊景點之便利性及安全性，同時配合自行車指標系

統網絡的建立，建議八縣市觀光遊憩地區之指示標誌系統，其共同意象規劃構想如下： 

1. 指示標誌精神的愉悅化 

依循第二章國外自行車旅遊系統指標系統的案例說明，指標的設置除顏色、圖像、語言

、大小等外在層面的物理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的內在心理因素。指標的主題為「觀光

遊憩」，其帶給遊客的心裡感受應是愉悅的、快樂的。所以觀光遊憩指示標誌的設置亦須考量

使用人內心的感受，藉由生動的圖像及具吸引力色彩，提升指示標誌的活潑度；並將建築與

環境特色融入指示標誌中，提升其藝術性。因此，本計畫建議未來北臺觀光遊憩資源的指標

，應以愉悅的抽象心理因素作為設計「精神指標」。 

2.旅遊景點分級化 

考量旅遊景點的涵蓋範圍廣泛，因此北臺觀光遊憩資源指標共同意象的規劃，應結合旅

遊景點的分級，以減少部分強度不足的景點爭設指示牌面，影響整體視覺景觀。除本計畫第

七章整合北臺自行車旅遊策略規劃之主要旅遊景點，並進一步依旅遊資源價值及旅遊強度予

以分級化，給予不同指標設置強度，以有效降低指示牌面的設置數量，及避免觀光指標過於

混雜，降低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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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點特性圖像化 

依照交通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87條之1規定，為配合指示標誌的國際
化與多樣化，打造友善之旅遊環境，除於標誌牌面上應加註英文外，並得於標誌牌面設計代

表觀光地區特色的圖案。而此一觀光地區特色的圖像化除可明顯地表示旅遊景點的資源特性

，亦有助於旅遊者對於景點特性的辨識性。因此，本計畫建議觀光遊憩資源指標系統共同意

象的規劃，建議可參照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整體規劃及細部設計」案

之分類方式，形塑共同意象。 

 

 

 

 

圖7-2 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案所提出之山、海、傳、城視覺意象 

4. 指示標誌內容統一化 

本計畫建議未來北臺觀光遊憩指示標誌的設計，除配合前述旅遊景點特性的圖形符號化

，亦將就牌面的尺寸、文字配置、字體大小、方向、距離等設置予以統一化，以達到北臺自

行車旅遊系統指標的整體性。 

(二)指標系統規劃原則 

針對自行車道指標系統之整體規劃，應符合下列原則： 

1. 資訊內容應分層，建立指標各層級系統，使指標能完整而有系統的引導使用者。 

2.運用共桿共構建立整體性，有系統的展現各層及資訊之外，更提高資訊輔助設施的普
及性。 

3.配合空間環境的機能與目的展現環境意象，為各自行車旅遊景點建立整體空間自明性
、識別性，並助於地區觀光遊憩之發展。 

4. 指標型式及資訊內容，應依設置地點的道路等級加以分類，協助遊客在各岔路口快速
獲得足夠的方向指引。 

(三)北臺八縣市指標系統的整合原則 

由於既有北臺自行車道主輔軸線各縣市政府均已分別設置指標系統，在全數更換所造成

建置經費龐大的考量下，建議優先針對自行車道斷裂點利用指標系統加以銜接與導引，後續

再由各縣市政府依據整體性，以損壞置換、增加主視覺標誌、或加掛標示牌等方式，做為北

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共同意象營造。有關北臺八縣市指標系統的整合，本計畫建議以減量為優

先，提出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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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拆除違法設置之指標 

對於多數未申請而擅自設置之指示標誌，造成與合法設置之觀光指標相互干擾，嚴重影

響整體道路景觀。因此，在實際執行北臺自行車旅遊指標系統共同意象營造前，建議應全面

性的檢視違法設置的指示標誌，並予以強制拆除。 

2. 合法設置之觀光指標減量化 

依據《觀光遊樂地區申請設置道路交通指示標誌審核要點》規定，符合第三點指稱之觀

光遊樂地區可申請設置觀光旅遊道路指示標誌；該要點第四點並就各類觀光旅遊地指示標誌

設置之路段與原則予以規範。然實際勘查北臺各區域觀光指示標誌設置現況，其設置之指示

標誌牌面數明顯高於前述原則規範。因此，建議以勸導方式協助相關業者或單位調整指示標

誌設置區域，儘量予以減量設置。 

3. 分期分區執行建議 

為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之整體意象，同時考量指示標誌改善之成本、業者抗性及執

行效益，建議採以分期分路段方式執行。 

(1)短期： 

a.建議北臺八縣市政府優先執行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之違規指標拆除作業。 

b.建議北臺八縣市政府優先執行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合法設置之觀光指示標誌之減量改
善作業。 

c.北臺八縣市斷裂點、或新設自行車路網之指標系統，建議依本計畫建議之設置原則辦
理。 

(2)中長期： 

a.進行北臺自行車旅遊指標系統共同意象營造之改善更新作業，以提升旅遊強度及遊客
使用時之易讀性與安全性。 

b.有關自行車旅遊指標系統之更新，建議由中央編列設計經費，各縣市政府依據整體規
劃及施工圖說，自行編列工程經費發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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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執行與推動 

透過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自我營運之規劃建設，以建立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維護管

理機制，並永續發展北臺自行車騎乘環境，為本研究之具體結論。經本研究調查指出，各縣

市皆已建置遊憩型自行車道，惟在土木與景觀工程建設之後，面對部份自行車道使用率低、

如何提升自行車遊客使用率、瞭解自行車遊客的使用行為、以及維護自行車騎乘環境，為北

臺八縣市政府需思考改善與解決之議題。 

自行車旅遊環境的管理在目前公部門人事精簡無法成立專責單位，如何善用民間的活力

與資源，透過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設立、設計使用者回饋管理系統，掌握自行車旅遊系統

之缺失與維護資訊，後續應積極建立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示範規劃與招商作業。 

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之關鍵環節為自行車服務園區的建置，藉由自行車服務園

區，可提供自行車的租借管理、以及自行車騎乘環境的維護與管理。利用 web2.0 的概念，結

合觀光雲端科技與手機 app，協助北臺自行車騎乘環境的通報與維護。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應透過權利金之回饋，完善旅遊系統之營運。北臺遊憩資源豐富且

多樣性、地方特產及文化資源極具觀光與文創價值，若能依使用者需求提出遊程設計，利用

服務園區的空間提供各項旅遊服務設施，應可增加遊客停留時間，提高消費機會，帶來經濟

效益，有效推動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尤其臺灣北部旅遊經常受到氣候影響，透過完善的

服務園區的建置，可增加旅遊活動與服務的選擇。 

配合經建會「財務規劃評估與自償率計畫」之原則進行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招商作業示範

計畫，以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 BOT為主，法源依據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內容與步驟包括：(1).政策公告 (2).民間提出規劃構想書 (3).公開徵求民間投資人 (4).審核等

四項。 

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618公里的旅遊環境，結合沿線土地開發及觀光旅遊產業異業結

盟，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規劃建設。自行車服務園區之規劃，以既有場地為主，由政

府將園區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經營為主，以政府興建新設施，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

經營為輔，因此在財務分析上必須以民間參與投資的角度，進行財務計畫分析。自行車旅遊

服務園區財務計畫之試算與評估，以創造公部門與民間機構穩健且雙贏之財務計畫為目標，

評估民間機構參與經營之可行性，引進民間活力與創意，增加自行車服務園區之空間利用價

值與觀光活動之效益。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以 OT方式進行，評估項目包括成本效益分析、

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風險與敏感性分析等。 

 本研究經由八縣市主管單位推薦與討論，提出24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建議地點，詳
圖7-3所示。後續推動建議由各縣市政府主導，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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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建議作法 推動方式 經費需求 

自行車旅遊服務

園區示範計畫 

1. 各縣市就轄區內所提的服務

園區進行示範選點評估 

2. 研擬招商可行性與財務評估

計畫 

3. 確立各服務園區的規劃定位 

透過北臺區域發展

推動委員會平臺整

合與協助爭取經費

補助及後續推動與

執行。 

由各縣市政府編

列 

 
 

 
圖7-3北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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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行銷與遊程推動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建置後，除了環境面外，尚包括軟體面的建設與發展，將透過北臺

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持續向中央部會爭取北臺自行車旅遊觀光行銷類計畫經費，包括自行車

套裝旅遊產品規劃、媒體行銷計畫等。具體建議包括下列四項作法： 

1. 邀請國際自行車旅遊團隊組織來臺 WORKSHOP、考察體驗與宣傳、舉辦凝具共識的國際
座談會，爭取由交通部觀光局建置自行車旅遊的中英文入口網站。 

2. 結合旅行社與旅遊業者規劃自行車套裝旅遊產品、結合餐飲住宿與服務設施業者行銷產品
。 

3. 邀請國際最成功知名的德國 ADFC 自行車組織協助建置自行車旅遊路線旅遊產品評鑑制

度與行銷。 
4. 配合 2013年臺北國際自行車展(第 26屆)，舉辦臺灣第一次的會後技術參訪與自行車旅遊
體驗行程。結合每年三月舉辦全球第二大的臺北國際自行車展，提供歐美亞自行車產業界

騎乘體驗(technique tour)。 

此外，在健全的旅遊服務系統中，應包括：觀光旅遊產業(餐飲業、旅館業、民宿、青年

旅舍、旅行業、旅遊業、遊樂園、渡假村、公部門景點與遊客服務中心等)；自行車產業(自

行車供給與自行車租借等)、交通運輸服務業(高鐵、臺鐵、客運、臺灣好行觀光巴士等運輸

接駁與停車場等公共設施)；零售業(服務園區經營管理)等，北臺八縣市具有豐富的旅遊資源

，透過”線狀”的北臺自行車道主輔軸線、結合旅遊”點”與帶動旅遊發展的龍頭產業~住宿服務

，健全北臺成為一個完善的區域旅遊”面”，創造最佳的經濟、環境與社會效益。 

住宿設施是決定遊客停留的關鍵因素，鼓勵民間業者提供友善的住宿設施，建立良好的

評鑑制度，提昇當前的自行車旅遊服務層次，包括鼓勵青年旅館、一般旅館與民宿等改善並

建置自行車友善環境、輔導自行車主題飯店建置等。參考國際最知名的 Velo Qubec組織的住

宿評鑑制度建構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環境，並與國際自行車旅遊發展接軌。 

本研究透過多次專家座談會與審查會議討論，提出 23 項行動方案，其中包括 15 項跨縣

市計畫與 8 項各縣市計畫。15 項行動方案共分為三大類：觀光政策類計畫共需 3350 萬元、

整合及改善類計畫共需 1.77 億元、旅遊行銷類計畫共需 2330 萬元。總計 2.34 億元。計畫項

目包括：國際魅力景點計畫、臺北自行車展會後體驗行程、以及觀光局入口網站與中日合作

自行車電影等。行動方案架構如下圖 7-4所示、圖 7-5 北臺自行車旅遊遊程建議圖。 

本研究於期末簡報會議上，包括審查委員、經建會及主辦單位都對本計畫後續推動充滿

期待，因此建議瞭解送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的提案相關作業程序。經訪談中華大學觀

光學院蘇成田院長，建議程序如下：由臺北市政府或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發函至交通部

觀光局(企畫組)，並述明提送行政院政觀推委員會。可先以報告案的方式呈現。述明本案的

緣由，以及需要行政院協調各部會的部份。惟經2012年12月7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二

次副首長會議，主席裁示2.34億觀光行銷類計畫由北臺平臺小組討論研擬向交通部研提計畫

。 

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3899&report_id=15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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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建議作法 推動方式 經費需求 

自行車旅遊系

統整體行銷與

遊程推動計畫 

 

1.透過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

盟優先整合推動。 

2.由各縣市政府觀光主管機關

透過北臺平臺觀光遊憩組提

案，共同向中央主管機關爭取。 

透過北臺區域發

展推動委員會平

臺整合與協助爭

取交通部經費補

助。 

15項行動方案包括：觀光

政策類共需 3350萬元、整

合及改善類共需 1.77億

元、旅遊行銷類共需 2330

萬元。總計 2.34億元。 
 

 

圖7-4 行動方案架構圖 

 
 
 
 
 
 
 
 
 
 
 
 
 
 
 
 
 
 
 

圖7-5北臺自行車旅遊遊程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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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有關觀光導覽APP與雲端旅遊建置、策略聯盟推動方式以及雙鐵旅遊等內容提出下
列建議，期望未來能建置連續完善且與國際接軌的自行車旅遊系統。 

一、北臺自行車旅遊雲端導覽之建議 

針對自行車道建設，中央及地方政府皆有相關APP建置，本研究於第三章已有收集分析
比較。建議未來可建置「北臺自行車觀光導覽APP」，系統架構建議如下圖7-6所示。 

 

 

圖7-6 APP系統架構示意圖 

救難工作分秒必爭，由臺北市首創的河濱公園救難代碼系統曾發揮效益，去年底完成救

難代碼系統間距調整，原告示牌間距為500公尺，因實施後成效良好，在2011年11月大幅縮短
告示牌間距為100公尺，將更能提高河濱公園救難效率，以期縮短警消救難時間。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在全球掀起風潮後，不斷以倍增速度在全球擴大市占率，根據 Nielsen 
Wire 統計報告指出，目前美國大約有 43%的人口使用智慧型手機，而臺灣的使用者也從 
2009 年的 40 萬用戶，上升到 2011 年的 320 萬，未來預估全球智慧型手機熱潮將會以驚
人的速度延燒。APP 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望眼全世界各國政府，為展現
智慧型態樣貌，紛紛投入建置 APP 的熱潮中，發展各式各樣 APP 的應用服務。利用企業顧
客導向的精神應用於警民之間，以貼近民眾生活訴求為主要件，開發相關智慧型手機的警政

服務 APP，讓民眾實際參與並體驗警察的服務，可增加與民眾接觸的管道，警民之間良性互
動越多，擴散效應亦越大，讓民眾感受到被尊重的感覺，藉以提高警政形象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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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八縣市幅員遼闊，北臺自行車道規劃618公里長，現階段要全面裝置告示牌及指標系
統硬體，經費將遠超過軟體建置，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計畫建置一套跨平臺之自行車專屬醫

療救難APP系統，長期則可建置自行車旅遊服務雲，有效解決119勤務中心得知傷者所在位置
之問題，在最短時間到達現場。 

 

 

 

 

 

 

 

 

 

 

  

緊急救援系統的建置內容建議包括： 

(一) 醫療救難中心資訊管理圖臺(Web-base) 

1.WebGIS資訊管理系統：自行車道資訊展示查詢功能，可顯示緊急通報任務。 

2.便民查詢系統：彙整、提供民眾關心的即時動態資訊。 

3.緊急通報簡訊管理系統：提供即時通報資訊，結合簡訊系統傳遞訊息。 

4.專屬網頁開發及後臺資料庫管理平臺：管理人員權限控管機制建立，並提供景點資料
庫管理、統計分析功能。 

(二) 行動APP系統 

1.醫療救難APP (iOS+Android雙平臺)：提供目前市場最常用的雙平臺APP，功能包括景
點查詢、路徑規劃。 

2.醫療救難APP(Win 8+網頁版)：提供Win 8 及網頁版APP，功能包括景點查詢、路徑規
劃等。 

3.社群化系統：轉化參與者的體驗，活化APP價值，景點對應的虛擬徽章，組合出各種任
務，增加使用量。 

(三)資訊站及服務項目 

1.Kiosk資訊站：在重點服務站建置Kiosk資訊站 

2.推廣課程及行銷活動：在初期辦理推廣課程及基本行銷活動。 

    
醫  醫療救難中心 

    資訊管理圖臺 

   

     醫療救難 

    APP 

     (Win 8) 

 

  醫療救難 

  APP 

  (iOS) 

 

 

    醫療救難 

    APP 

    (Android) 

 

  

自行車旅遊 

服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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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推動建議 

本研究透過三場次的專家座談會、期初期中期末三次審查會議、以及四梯次32場次拜訪
會勘八縣市，獲得中央各部會及八個縣市政府、以及產官學研代表等對於北臺推動自行車旅

遊的認同，相關與會代表統整如下圖7-7所示。 

 

圖7-7 相關與會代表統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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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本研究所提之推動聯盟架構，建議後續計畫執行方向如下： 

針對北臺八縣市發展跨縣市自行車旅遊之發展環境進行分析，歸納出適宜之發展方向及

相對應之推動組織架構。針對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中，各成員分工角色、分工目標、利

益得失、相互支援功能進行分析。維繫組織內各成員持續參與之誘因分析。探討所提出之建

議組織架構是否具備調整上的彈性，利於未來進行組織功能擴增或開發新的遊程產品。 

除了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參考歐盟模式，可建立亞洲地區自行車旅遊聯盟，

並積極參與全球自行車城市大velo-city global，邀請北臺八縣市首長前往2013年主辦城市維也
納考察，並爭取2016年velo-city第一次在亞洲舉辦。實際執行工作項目建議如下： 

1. 透過北臺自行車旅遊聯盟，推動北臺自行車觀光旅遊產業發展。擬定推動聯盟的組織
章程，並舉辦成立大會，定期召開記者會與說明會。 

2.將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辦公室設立於臺北市政府北臺區域平臺顧問室，並設專案
聯絡人。 

3. 邀請國際自行車旅遊專家團隊組織來臺WORKSHOP、考察體驗與宣傳；並舉辦一場
凝具共識的國際座談會。 

4.透過聯盟爭取2016年舉辦VELO-CITY GLOBAL的主辦權。 

5.瞭解丹麥自行車大使館(CYCLING EMBASSY OF DANMARK)、德國ADFC、加拿大
VELO-QUBEC等組織團體的作法與推動方式。 

推動聯盟組成方式：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公部門、私部門、NPO、NGO。具有都市發展、
城鄉規劃、觀光旅遊、自行車活動推廣行銷、綠色交通運輸與設施規劃等相關專業者。 

公部門：北臺八縣市首長代表、中央政府各部會首長代表(包括交通部、體委會、環保署
、營建署、觀光局等部會) 

私部門：具有建築、景觀與都市規劃專業的顧問公司；具有土木、交通與工程專業的顧

問公司；資通訊科技公司；自行車製造相關產業、旅行社與旅遊相關事業等 

NPO與NGO：自行車協會、自行車旅遊協會、臺灣精品品牌協會、健康與教育相關協會
等代表 

組成方式：推動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兩名、執行委員三名；上述委員由

委員會遴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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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透過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下設立的「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持續

向中央爭取相關建設經費，其組成建議如下圖7-8所示。 

 

圖7-8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 

 

三、北臺雙鐵旅遊的推動方式 

從歐盟的研究資料顯示，自行車遊客使用大眾運輸的比率比起主流市場的觀光客還要高

，主要原因是自行車遊客不想再騎回頭路，因此會結合大眾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此一行

為模式強調自行車旅遊的永續性，因為比起遊覽車的團體遊客或自行車駕車出遊的遊客確實

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奧地利一份針對自行車遊客的研究顯示，73%的受訪者對於結合大眾運輸的自行車旅遊
產品具有高度興趣。歐洲各國推動雙鐵旅遊有兩種模式： 

1. 在火車站提供自行車租借 
2. 提供可運送自行車的火車 

交通部在東部建置經典自行車道並推動兩鐵旅遊，其中冬山車站為自行車環境友善的經

典車站，北臺自行車旅遊後續計畫亦亟盼能推動雙鐵旅遊，將東部的發展模式，延伸到北臺

自行車旅遊系統，規劃建設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之兩鐵結合，並改善現有車站，包括福隆車

站、萬華車站、香山車站等，改善內容包括自行車進出車站、上下月臺、寄放行李、以及套

裝旅遊行程規劃、票證整合、臺鐵公共自行車建置示範計畫等。 

發展模式可以異業結合臺鐵與自行車租賃業者、或短期先以區間車的車廂執行最適合載

運自行車。進出月臺皆需進行改善工程，以達到自行車友善設施的標準。惟臺鐵局針對本研

究之雙鐵旅遊提案，皆以不可行回覆之，實在非常可惜。(詳P.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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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國鐵的”Rent a Bike”計畫，推動自行車觀光旅遊非常成功；此外，針對攜帶自行車上

火車模式，德國和瑞士就是兩個非常明顯的消長案例： 

德國國鐵(DB)改變政策不提供自行車上火車，結果乘客數從1999年575,000旅次降至2007
年的250,000旅次，使用者減少超過一半以上！(資料來源：ADFC, 2009)。相反的，瑞士國鐵
(SBB)鼓勵攜帶自行車上火車，結果從2000年的363,000旅次增加至2007年的589,000旅次！(
資料來源：SBB, 2009) 。此外，因為德國國鐵的夜車允許攜帶自行車，結果自行車運輸從2002
年的20,000旅次增加至2007年的40,000旅次，激增兩倍！(資料來源：ADFC, 2009)。 

歐洲議會提出EU TPP(Third Railway Package)歐洲第三條套裝鐵路，希望透過鼓勵各國鐵
路開放自行車上火車，帶動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這也是自行車旅遊成為永續觀光產品的

關鍵。建議考察並參考瑞士Swiss mobility兩鐵旅遊的成功經驗，建構兩鐵旅遊的國際友善環
境、提升國家綠色旅遊的良好形象；同時參考歐盟推動自行車旅遊產品，提供多元遊程規劃

。 

目前臺鐵不鼓勵發展雙鐵旅遊，現階段需配合臺鐵開放自行車乘車的列車班次、人車限

制等，因此只能以專列的方式申請單一活動的舉行，屬於節慶式的旅遊活動，尚無法普及成

為經常性的旅遊產品。北臺推動兩鐵旅遊應該分為專列(專門列車)與非專列，前者應由專業
協會或旅行社承辦；後者則配合臺鐵開放自行車乘車的班次安排遊程。未來建議朝下列示辦

計畫進行： 

示範路線一：新竹縱貫線+苗栗海線(香山-崎頂-竹南-談文-大山-後龍-龍港-白沙屯-新埔-
通霄-苑裡) 

示範路線二：新竹縱貫線+苗栗舊山線(香山-崎頂-竹南-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三義) 

示範路線三：新竹+桃園縱貫線(新竹-北新竹-竹北-湖口-富崗) 

延伸計畫：結合宜蘭現有東部兩鐵計畫，往北延伸結合基隆與新北市 

 

 
圖7-9 環島兩鐵旅遊 

圖片來源:臺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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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可行性 

從整體計劃觀點分析財務可行性，就相關收入與所有建設支出事項之財務關聯性說

明如下： 

 

 

建設支出 預估收入 備註 

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主輔軸線共計26處待

改善點，後續推動應完

成全線安全標線與指

標系統618.64公里，縫

補15處待改善點，經費

需求共計1.02億元工

程經費。 

2. 全線共計11處斷裂點

，規劃設計與施工經費

(56.04km) 估 計 共 需

1.96億元。 

1.國際觀光 

101年 12月臺灣國際觀光人

次達 700萬人次 

· 700萬人次*0.1%=7000人次 

· 7000人次*100美元*5 天 

  =350萬美元≒1.05 億元 

 

 

 

· 預估國際自行車觀光客

占有率為 0.1% 

· 每天平均消費 100美元 

· 平均停留 5天 4夜 

經費需求共計2.98億元 國際觀光收入1.05億元 

1.計畫內容共分為三大類

：觀光政策類計畫、

整合及改善類計畫

、旅遊行銷類計畫。 

2.國民旅遊 

· 1億人次*67%=6700萬人次 

· 6700萬人*0.1%=6.7萬人次 

· 6.7萬人次*100美元*3天  

=2010萬美元≒6.03億元 

· 國民旅遊超過 1億人

次，其中自行駕車出遊

超過 67% 

· 預計北臺自行車道建設

完成，將可轉移 0.1%自

行車旅遊 

經費需求共計2.34億元 國民旅遊收入 6.03 億元 

共計        5.32億元 7.08 億元  

 

本研究概估財務可行性總體支出約 5.32億元，預估收入約 7.08億元，為財務規劃之

自償率夠高，因此建議未來可辦理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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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一場專家座談會議記錄-自行車產業+自行車旅遊 

 
會議時間：2012年 4 月 20日(星期五) 上午 9時~12時 
會議地點：臺北市府大樓 8樓(西南區)都委會會議室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丁育群局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一、主席致詞：丁育群局長 
北台自行車旅遊應由系統觀點出發規劃 ，並建立自我活化、永續經營的機制。 
 
二、會議簡報：張馨文主任 (略) 詳見簡報資料 
 
三、會議實錄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院長蘇成田 
1. 自行車旅遊系統之規劃與發展，除了國民日常休閒，國民旅遊新選擇外，應

該進一步將之定位為台灣之新觀光魅力(如民宿一般)，成為吸引外國人來台
觀光的新賣點，北台灣自行車旅遊系統扮演旗艦之角色。 

2. 自行車旅遊系統之規劃應以市場行銷(需求)之角度來思考，將北台灣之自行
車旅遊路線，結合景點、住宿、餐飲、服務設施等，規劃成可以行銷之旅遊

產品。 
3. 當北台自行車旅遊系統之產品成型之後，即應將此項旅遊產品之資訊請交通

部觀光局納入其入口網站中，宣傳行銷。 
4. 自行車旅遊路線(產品)應進一步建立等效評鑑機制，以利使用者之選擇。 
 
台灣大學張學孔教授 
1. 台灣自行車王國發展呈不對稱現象，雖為生產大國但使用尚未普及。 

2. 對於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在本計畫之努力與發展

成果給予高度肯定。研究團隊能整合北台公部門、學者專家透過縝密規劃與

高效執行效率，預期最後成果必能達到預期目標，作為我國自行車旅遊系統

進一步完善之藍圖。 

3. 北台各地之自行車在鋪面、標誌、標線、照明以及交通安全設施標準不一，

研究團隊在訪查、檢視過程中，可以提出全國一致標準之具體建議。 

4. 服務園區之概念頗佳，對於規劃三大類園區之服務功能可針對潛在使用者，

透過「社群網站」進行調查、訪問，同時對於未來財務永續性應納入考量。 

5. 考量國際旅遊及行銷，建議桃園機場亦可納為園區，以門到門的服務思維進

行規劃,對國際旅客而言，航空運輸與攜帶自行車之整合界面(Air & Biking 

Interface)尚待發展。 

6. 結合每年自行車國際展覽將自行車旅遊作為活動、套裝行程之建議極佳!建

議能推廣至其他國際會展活動，將自行車旅遊作為會展技術參訪或會前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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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行程。 

7. 如此大型計畫之執行過程也應重視行銷，結合各縣市訪談以及透過社群網站

之調整過程，亦是行銷活動，應予以妥善運用。 

8. 建議利用本計畫過程，進一步檢視跨河橋梁造成自行車道不連續情況，並進

一步提出以人、自行車為本的跨河新橋建設計畫。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長李素馨教授 

1. 台灣觀光應走向綠色旅遊(Green Tourism)，可分為吸引力來源、遊程規劃、

價值感提升 3方面。但目前台灣旅客仍以團體旅遊(Mass Tourism)和陸客佔

大多數。 

2. 自行車旅遊除與鐵路整合外，尚可考量公路系統支援(Ex：公車、遊覽車加

掛自行車)。 

3. 服務園區建議地點如何評選? 建議可採用 SWOT分析。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劉麗珠執行長 

1. 自行車旅遊除了自行車與維修的提供之外，應包含食、住、民宿與 Hotel 是

否 cycling friendly ，應列入議題。 

2. 建議建立 cycling friendly的 logo。 

3. 造成斷裂點的原因往往是因為私有地之故，尚有賴政府相關單位加以協調突

破。 

4. 7-11目前已可提供自行車騎士許多服務機能，未來規劃服務站可將其納入考

量。 

5. 自行車旅遊活動須納入交通部來共同推動，方能有效維護管理。例如：台 2

線東北角環狀路線有碎石，須請公路局處理，乃屬交通部權責。 

6. 建議探訪某些結束營業的單車服務園區業者，了解無法經營的原因，如:高

雄愛河自行車道休憩站，及宜蘭冬山河業者及福隆火車站的捷安特。 

7. 自行車道的永續維護，應納入本案。 

 
顏嘉良經理 

1. 自行車服務園區或自行車主題飯店確實可以有效解決環島或分段環島的自

行車騎士需求。但國外旅客起終點，間距與客載量均須詳細規劃。 

2. 如何以科技系統串聯服務將是特色產生的關鍵。 

 
朱來順總經理 

1. 台鐵局已推出完整的兩鐵運輸，目前台鐵長途列車中部份已設置自行車上車

車廂(北迴 2列，南迴 3列)，不僅列次很多並且有折扣，但有許多民眾不太

知曉這類訊息，全已列在官網，可加強宣傳。 

2. 以鐵道車站為中心點，規劃適合的自行車道，以別一般大眾來參與，並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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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在推動兩鐵旅遊方面，部份台鐵車站週邊空間已提供自行車騎士休息

區。 

3. 以車站的出發的旅遊規則，旅行社可以預先規劃，當列車 supply增加時，

可立即加入操作。 

4. 一般休閒級的旅客市場潛力大，應是未來發展重點客群。 

5. Cycling park, hub or station 的設置，一定要考慮財務的可行性，不要設置

後，造成往後的負擔。 

6. 交通部應加入研究的團隊，可由政策的決定以改善必要的軟硬體設施 

 

悟饕集團劉信志經理 

1. 自行車旅客量平日與假日差異甚大，造成營運收支上的困難。 

2. 地區氣候因素的考量(例如：宜蘭近期持續下雨，自行車旅客量大幅減少) 

3. 政府相關權責單位太多，應有整合性單一窗口，避免協調耗時無效率。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任培義理事長 

1. 環島路線、區域路線、地方路線應加以區分，設計不同的遊程及目標市場。 

2. 以關山自行車道為例，當地業者已將其當做旅遊產品加以促銷。 

3. 如何帶起民眾對於自行車旅遊的認知，帶動潛在需求，北台自行車旅遊系統

才有成功的機會，僅從供給面規劃角度是不足的。 

4. 可規劃 1日或 2日遊自行車行程，旅遊產品須明確易懂可執行，方有利於其

促銷。 

5. 在非封閉式車道上規劃自行車道，自行車用路路權須有法規明確規範。 

6. APP 應列為自行車旅遊資訊重點工具，方能有效提供旅遊資訊給區外旅

客。另外，資訊提供上應擇其重點，給太多資訊反而無用。 

 

林惠忠老師 

1. 贊成交通部參與共同推動北台自行車系統，將有助於促成系統路網聯結。 

2. 提高推動的層面 

(1) 努力清除旅遊路線的困難與模糊地帶(尤其是基隆市)。 

(2) 主管相關歸屬(主幹道就是自行車國道概念)。 

3. 建構安全為主的指標系統 

(1) 以公路總局的規格(與汽車指標系統相同)結合指標系統。 

(2) 將幹道無法銜接路段運用指標系統來接軌。 

4. 建置經過整合的網站 

(1) 提高層級之交通部觀光局作為入口網站來連接。 

(2) 整合路網的周邊景點。 

(3) 非主幹線上的其他路網來作引導連結。 

5. 擴大鐵路局雙鐵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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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高級列車或專列之外，亦同時考量陸客過度擁擠使用。 

(2) 蘇花公路路段，建議放寬普通列車散客使用。 

(3) 在尖峰時間開放整車不拆車搭載。 

6. 教育機制引導 

讓運動體驗較為放慢騎車體驗，旅行是慢慢享受的。 
 
脫宗華委員 
1. 以北台觀光資源與環境，建議定位為”Asia’s Best Biking Destination”。 
2. 依 CNN所考量 best biking city之評估因素係 smooth roads、beautiful views、

plenty of service。建議該三項因素要納入規劃之參考。 
3. 交通部現已有自行車道之設置規範，建議可從國外案例檢視有無可改進之

處，並加入國際接軌之考量(含指標雙語、號誌一致….等)，再由各縣市政府
執行。 

4. 遊程規劃在分級方面，除距離外，上有坡度等之考量，建議參考國外之 ride 
rating system。 

5. 自行車旅遊系統之建立首要考量無縫接軌(含軟、硬體)，再提昇騎乘與服務
之環境。所以在 ABCS 方面要從國內外騎士之使用觀點來檢視，另包含機
場、行李存放、汽車出租、地圖、APP  GPS、充電、意外救援等。 

6. 要成為國際級之自行車旅遊遊程(產品)之多元化(如山、海邊)，即可以到達
舒適、享受、甚至是自我實現之境界，是規劃之目標。 

7. 建議參考CNN及 lonely planet有關 best cycliry routes及 biking cities之案例。 
8. 有關行銷部分，建議先把產品健全後，在全力宣傳，至於通路及價格部分留

由私部門處理。 
9. Stakeholder建立在推動上可提行政院觀光工作推動小組層次。 
 
新竹縣政府景觀總顧問代表鍾珮林 
1. 目前縣內自行車道施工品質不一。 

2. 設置車道方式不宜複雜，以利施工和維護。 

3. 設施服務應重視使用者觀點。 
 
台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張惠玲 

1. 北市目前利用部份橋下空間，提供自行車旅客休憩平台， 

2. 自行車旅遊資訊 APP，目前尚在推動中。 
 
台北市政府交工處張維翰 

1. 在指標系統統一方面，尚待明確準則加以依循及推動。 

2. 後續將建置路況查報回饋系統。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葉思妤 

北市自行車道資訊已可由北市旅遊網查詢得知，但北台遊程資訊系統目前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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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林建元教授 

1. 北台合作案，符合跨域治理概念，在推動上不僅須跨地域、縣市整合，跨部

門合作也是必須的(只有都發局和交通局是不夠的)。 

2. 須瞭解北台 8縣市合作的綜效，讓資訊與服務更加完整，並帶北台地區生活

水準提升。 

3. 路網系統整合，除了車道聯結外，施工品質、安全性也要統一。 

4. 北台自行車道管理權責也要統一，方能建立聯合救援系統。 

5. 跨域優點：創造實地就業和帶來財源(Ex：雙北居民前往宜蘭旅遊) 

6. 要充分運用民間參與的力量，亦可透過鼓勵獎項帶動公家機關推行熱忱。 

 
丁育群局長補充 
1. 自行車騎士行為須有明確規範加以依循，例如：下坡時應推著車走(walk the 

bike。 

2. 自行車垂直停放車架設置，可於發放建照時加以規範，藉以提升設置比率。 

3. 未來應蒐集旅客種類統計的統計數據，在規劃方向上才有所依據。 
 
張學孔教授補充 

北台系統在整合上遭遇許多跨橋(僅供汽車使用，自行車與行人無法通行)的阻

礙，在規劃上須加以考量 

 

解鴻年教授總結 

感謝各位專家提供意見，協助計畫執行方向更加明確。總結如下： 

1. 應從行銷角度出發，兼顧業界的需求，遊程與設施分級有助於產品分類定位。 

2. 北台系統管理權責才有助於後續維護及處理民眾意見回饋。 

3. 後續 SWOT分析將請各縣市景觀總顧問協助進行。 

4. Cycling Friendly Logo 建立，待期中會議時再討論檢核。 

5. 跨縣市之遊程，將可創造更大的價值。 

6. 財務可行性後續會請台經院龔副院長協助進行。 

7. 旅遊產品上架時曝光率將有利於其行銷(Ex：越南飯店業者即提供湄公河一

日遊)。 

8. 將會參考 APEC 標示資訊，做為後續指標系統統一及國際接軌之依據。 

9. 推動自行車優點甚多，可與民眾溝通，徵收適當用地，毋須委曲求全勉強串

聯既有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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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議照片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丁育群局長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林建元教授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張學孔教授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 
蘇成田院長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李素馨理事長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劉麗珠執行長 

   
看見台灣基金會 
脫宗華顧問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任培義理事長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林惠忠副秘書長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

研究發展中心 
顏嘉良經理 

臺鐵餐旅總所 
朱來順總經理 

悟饕集團 
劉信志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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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 

謝伯鴻 

新竹縣政府 

鍾珮林 

臺北市政府交工處 

張維翰 

   
台北市政府觀傳局觀光

發展科葉思妤 

台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 

張惠玲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陳信良副總工程司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武聰科長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丁秋霞正工程司 

中華大學休閒系系主任 

張馨文副教授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

畫學系解鴻年副教授 

政治大學地政系 

白仁德副教授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 

賴以軒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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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拓景觀顧問公司 

陳大同副總經理 

計畫主持人簡報 會議現況 

   
會議現況 會議現況 會議現況 

   
會議現況 會議現況 會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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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二場專家座談會議記錄-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評估系統 

 
會議時間：2012年 4 月 20日(星期五) 下午 1時 30分~17時 30分 
會議地點：臺北市府大樓 8樓(西南區)都委會會議室 
主持人：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解鴻年秘書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一、主席致詞： 
下午場特別邀請各縣市的景觀總顧問和有關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相關專家學

者，來做進一步的探討，在會議開始之前請計畫主持人張馨文主任先簡報，再進

行會議。 
 
二、會議簡報：張馨文主任 (略) 詳見簡報資料 
 
三、會議實錄 

 
交通部運研所蘇振維組長 

1. 交通部在推動自行車方面採正面支持之態度，包括舉辦自行車節。 

2. 在推動自行車旅遊方面，因東部地區可行性較高，所以先推行；至於西部尚

在努力中。 

3. 可透過舉辦活動節慶來帶動觀光。 
 
體委會何金樑處長 

1. 體委會努力推動山、海線車道規劃，串聯為環島路線。 

2. 運動彩卷可提供財源供後續自行車道建設。 

3. 先由區域整合做起，未來再談全台整合。 

4. 點線面整合概念：可提供哪些服務(點)，再透過路線加以串聯(線)，繼而帶

動地區產業發展(面)。 

5. 目前體委會支持運動產業發展，因此樂見體育、產業、觀光三者整合。 
 
台經院副院長龔明鑫 
1. 在和許多科技業者所組成的自行車車隊討論後，大家的看法是，倘若以自行

車旅遊單一訴求，去建置自行車服務園區（包括食宿），恐無法達成自償性

的財務需求，因此，倘若真要建置，可從兩方面思考，一是在既有的其他觀

光據點服務處，加設自行車相關服務項目，舉例，目前建議台北市的 6個地
點中，其中，大佳（把圓山包括進來）、與關渡兩處，觀光支撐力度較夠，

可以一試；自行車服務園區的另一方面可思考是，在既有的民間相關服務據

點，去擴充其服務功能及能量，目前許多民間車隊早已建置各地區自我經營

的據點資料，唯這些據點都還稱不上為服務園區的規模，或可公與民合作。 
2. 至於自行車中繼站的部份，則較單純，應以開放及協助民間業者模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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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學衛萬明教授 
1. 本計畫之可行性研究部分十分具體且可行。 
2. 以本服務園區之評估，除可進一步強化上述「可行性」研究外，更重要者，

應可敘述可透過此「評估」之成本/效益分析，以獲得未來之重要利益性。 
3. 本規劃案應見承先啟後之貢獻性。除提出可行性研究；亦建議並提供目前及

未來重要與研究方向，如劃畫面、網路、路線、GIS/GPS/APP，自行車旅遊
與通勤之可行性。 

4. 本規劃案提出對於相關產業之關連性與影響面。此點之概念及提出其具意

義。規劃團隊亦深具此方面(產業結合交通運輸)之規劃能力與背景。 

5. 評估系統之指標系統的建立十分重要，內容包含主/客觀及質/量化指標之考

量，指標系統一致性對北台系統整合很重要。 

6. 同意蘇組長提出以「健康」之觀點來看自行車規劃的正面效益。若以世界潮

流來看，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結合交通運輸(transportation)的規劃已成
為規劃主流之一 (eg.真理面：運動/走路/騎車→體重的控制；心理面：增加
人際關係的提升/提高與鄰里的互動)→如 TOD 亦為增進健康的規劃手法。 

7. 本規劃案未來的性質研究極具潛力，體委會何處長亦提及，有關體育之經費

來源及預算亦是重要。同此，未來的”資源分配”(resource allocations)”亦
是本規劃案後續的一項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 

 
中華大學游坤明院長 
1. 計畫應考量如何提供一個自行車旅遊者所需之間易使用且具親和力的

APP，不僅僅簡單的旅遊線路規劃，尚能提供使用者能自我發掘所需之各種
資料與資訊，如：完整的人文、生物、生態之各樣資訊，讓自行車旅遊者能

自行規劃出屬於他自己的個人化、適性化及差異化的旅遊行程。 
2. 計畫在規劃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時，應考慮如何達到分眾、分段、分流之三

分天下的策略，如：分眾之策略需考量自行車旅遊者應分為幾個不同族群，

專業型(50KM↑)、半專業型(30-50KM)、進階型(10-30KM)、入門型等等，
針對不同族群提供族群適合之旅線之規劃，分段則需提供旅程前、旅程中、

旅程後之各種服務。分流則需考量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知到達方式及離開路

線之規劃將旅遊人群分流引導，以達到旅遊者歡喜而來，高興而歸。 

3. 可透過社群網站，將旅遊經驗分享出去，帶動自行車觀光。 
 
新竹市景觀總顧問李奕樵老師 
1. 新竹市 17公里海岸具知名度，縱向單向移動及風力影響，橫向路線可循客

雅溪、頭前溪、八股搆溪設置，hub可設在南寮漁港或環保局或海山漁港，
可委為利用香山車站整合二鐵(此點具文資與區位之優勢)，另可循景觀及客
雅大道與青草湖周邊景點結合市區部分，可以新竹車站為二鐵起點串連新竹

舊城與十八尖山等景點。 
2. 銜接竹線受限於頭前溪出海口，以西濱路橋跨接有相當的距離與安全考量，

可否考量”擺渡”過河的銜接方式，與苗栗縣銜接處受限於保護區限制，現

況銜接亦有其限制，借用西濱路權或其旁側興建自行車道似較可行。 
3. 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可結合資訊服務與物流的功能，單點出發原路折回的限

制必須打破，人車歸位宜透過大眾運輸整合，可提”政府出資民間經管”模

式於相關景點周邊之公有地優先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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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車(自有)載運的工具若以小汽車為主有其推展上的限制，如何把自行車
運到目的地，如何藉由物流系統配送(協助)，如鐵路運輸，建議可透過資訊
平台建構與民間團體的協助使其可行。 

5. 圳路、糖鐵、戰備道列入路網的參考。 
6. 指標系統宜優先既定建置，結合景點設置，公廁與安全系統宜同步定位。 
7. 野狗的問題，突然遭逢大雨之避雨設施。 
8. 功能多樣的高等級園區可結合多樣功能(如住宿、餐飲、購物等)。 

 
新北市景觀總顧問許晉誌總經理 
1. 應以區域層級以上的自行車道來讀，純縣市鄉鎮層級由縣市政府自行串整即

可，因此自行車等級要先確認，甚至有編號(學名) 
2. 新北市集中河、海兩系統，河域部分為目前使用大宗，但串連度稍不足，屬

縣市層級，海域部分以台二線為主，但斷裂點及路況有待加強，卻是屬於串

接宜蘭縣、基隆、臺北市、桃園之路線。 
3. 整合上，在新北市要結合北觀及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並加上台鐵、體委會，

共同協商，攜手共進。 
4. 服務園區可區分公私，並分級分層，類似星級標示，同時滿足不同自行車等

級需求，大的如清水休息站，小的可結合 7-11即可，供與需要清楚知道，
是需求下的提供，還是政策上創造需求。 

5. 新北市車道以河濱車道、海線台 2線為主，後者因斷裂點多且多採共構設

計，在串聯上較具困難度。 

6. 新北市景點多半未屬地方政府管轄(北觀、東北角都是直屬交通部)，若欲整

合須進一步跨部門協調。 

 

苗栗縣景觀總顧問鄭宇廷 

若要結合台鐵車站與自行車推動兩鐵旅遊，路線交會共構設計及轉乘資訊提供兩

者是應優先考量的因素。 

 
脫宗華委員 
1. 服務園區與服務站之功能與定位宜分開，建設服務站僅是提供最基本之

ABCS 服務，而園區是提供較綜合性之衍生服務，如：休閒餐飲、觀光、學
習…功能。至於是否將產業及研發納入，可在探討。 

2. 服務站及園區可再分級，利於使用者瞭解可提供之服務項目。 
3. 服務園區建設由私部門管理，不一定要有具體之範圍而係功能導向且要符合

基本規範，以利因應未來發展。若係利用公有地，則要兼顧市場及發展潛力，

且以非固定建物方式經營。 

4. 若為簡易餐飲，可考慮直接讓民間經營，或者 結合 7-11。 

5. 觀光短期內或許看不到市場獲利，但應著眼於未來發展潛力。 

6. 設置自行車旅遊服務站，最簡單做法即是固定里程間隔設置，但須瞭解民眾

騎乘長度特性與設施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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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景觀總顧問余卉羚 

1. 市區內主要用地多為港務局所有，土地取得不易。 

2. 在發展上可串聯基隆市內人文景點(Ex：劉銘傳隧道)。 

3. 贊成景點選擇上應由區域整體觀點進行規劃。 

 

林惠忠顧問 

由比較正向觀點來想，基隆或許可以從頭開始仔細規劃串聯景點的路線，反而不

用被既有車道條件限制束縛。 

 

新竹縣景觀總顧問代表鍾珮林 

1. 新竹景點主要分為山(橫山內灣一線九站、頭前溪、竹東圳)、海(竹北新豐濱

海)、湖(寶山、峨眉湖)。 

2. 自行車道建設後，後續營運管理是比較困擾的問題。 

 

解鴻年教授 

1. 6/2 第二次座談會時，希望能針對各縣市路線層級、經費爭取、服務園區構

想進一步加以討論 

2. 感謝體委會支持自行車產業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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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照片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

畫學系解鴻年副教授 

體委會綜合計畫處 

何金樑處長 

看見台灣基金會 

脫宗華顧問 

   
交通部運研所  

蘇振維組長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

環境學系衛萬明教授 

中華大學資訊學院 

游坤明院長 

   
新北市政府景觀總顧問 

許晉誌總經理 

新竹市政府景觀總顧問 

李奕樵助理教授 

苗栗縣政府景觀總顧問 

惇陽公司鄭宇廷先生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林惠忠副秘書長 

桃園縣政府 

謝伯鴻 

新竹縣政府 

鍾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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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國土研究中心 

閻永祺博士 

基隆市政府 

余卉羚 

會議實況 1 

   

會議實況 2 會議實況 3 會議實況 4 

   
會議實況 5 會議實況 6 會後討論 1 

   
會後討論 2 會後討論 3 會後討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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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第三次專家座談會第三次專家座談會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簡報者:中華大學休閒系系主任張馨文博士

中華民國 101年6月2日(六) 1

第三場專家學者座談會~自行車旅遊發展策略與效益評估

歡迎與會專家學者:
•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蘇成田院長(行政院政觀推委員) 
• 體委會曾參寶副主委、台灣大學土木系張學孔教授

• 脫宗華委員、經建會于慧慧簡任技正

• 交通部部長室陳賓權博士、運研所蘇振維組長

• 公路總局規劃組李忠璋組長、北觀處陳美秀處長

臺鐵餐旅總所總經理朱來順• 臺鐵餐旅總所總經理朱來順

•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劉麗珠

•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副秘書長林惠忠•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副秘書長林惠忠

•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陳信良副總工程司、陳永恩

• 中華大學資訊學院游坤明院長• 中華大學資訊學院游坤明院長

•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系解鴻年副教授

• 政治大學地政系白仁德副教授政治大學地政系白仁德副教授

• 中華大學科管系賴以軒副教授
2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貳.自行車旅遊案例分析貳.自行車旅遊案例分析

參.北台自行車旅遊發展定位

肆 北台主軸線及改善點肆.北台主軸線及改善點

伍 北台自行車旅遊規劃構想與方案伍.北台自行車旅遊規劃構想與方案

陸.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

3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 經建會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政策

• 北臺八縣市區域合作平臺之機制• 北臺八縣市區域合作平臺之機制

• 推動北台跨區域合作自行車旅遊

2009-2011體委會投入三年
三十億自行車道建設

北台自行車旅遊主軸線

自行車省道622 4k三十億自行車道建設

2002-2011體委會->北台

125項建設計畫

自行車省道622.4km

提出26處改善方案

20項自行車旅遊推動策略

北台現有1665km自行車道

0項自行車旅遊推動策略

24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

貳.自行車旅遊案例分析

• 英國一年2500萬人次自行車遊客，每年五億英磅
觀光收益

• 美國自行車協會 (ACA) 研究，自行車旅遊在北美美國自行車協會 (ACA) 研究 自行車旅遊在北美
、南美與歐洲一年可創造890億美元市場價值

• 2000年自行車騎士在魁北克省的消費達1 66億美• 2000年自行車騎士在魁北克省的消費達1.66億美
元，自行車產業銷售超過1.81億美元，提供2800
個就業機會個就業機會

• 國人從事國民旅遊全年總旅次超過一億人次,67%
駕駛汽車出遊只要轉移一個百分點為騎乘自行車駕駛汽車出遊,只要轉移一個百分點為騎乘自行車，
則有67萬人次自行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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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行車旅遊事業推動

由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道路局主導自行車四大政策：

1.大規模自行車道(4300km)
整合區域路網，目標812km，已建設完成624km，範圍含括
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群馬縣、槴木縣、茨城
縣等七個轄區。

2 自行車政策先進都市(指定30個示範都市)2.自行車政策先進都市(指定30個示範都市)
3.自行車通行環境整備(選定98個模範區,計畫338km)
4 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15個示範地區)4.自行車旅遊推動事業(15個示範地區)
藉由強化自行車道與觀光資源、親水河岸、港灣綠地，促進地區活化.  
選定15個示範區，強調三個方向:旅遊環境、吸引意象、以及推動機制.選定15個示範區 強調三個方向:旅遊環境 吸引意象 以及推動機制.
千葉縣結合國道公路(台灣省道)休息站，設置21處自行車站(CYCLE
STATION)，專用停車，提供騎士如廁、飲食休息、修理打氣等免費使用

作為北台由上而下發展策略參考 7

C l t tiCycle station

8

歐盟自行車案例分析

• 歐洲自行車路網(The European Cycle Route Network~ EuroVelo)
是歐洲議會推動跨國自行車旅遊的永續路網，共12條，長66,000
公里，由歐洲自行車聯盟(ECF)管理

• 視自行車旅遊為一種永續觀光產品

• 自行車遊客需要連續、安全、有趣的自行車路線+好的指標系統

• 自行車遊客每日花費平均為53歐元(包括住宿)、一日遊遊客平均
花費 歐元花費16歐元

• 歐盟27國加上挪威與瑞典，自行車旅遊的統計如下：

1.一日遊的自行車觀光每年高達28億旅次

2.二日遊以上的自行車渡假每年超過2600萬旅次

3.創造540億歐元的產值，此一數值包括國際觀光與國內旅遊

4 估計其中有50億歐元的貢獻直接來自EuroVelo，可視為自行車4.估計其中有50億歐元的貢獻直接來自EuroVelo，可視為自行車
旅遊產品(cycle tourism product)

9

德國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LOGO

瑞士國鐵與自行車資訊整合歐盟EUROVELO路網
10

歐盟最新的鐵幕自行車道(Iron Curtain Trail)

• 2005年德國柏林眾議院議員、也是歐洲議會議員(MEPs) 
Michael Cramer，提議沿柏林圍牆規劃160公里自行車道
(Berlin Wall Trail)，讓遊客體驗東西柏林歷史；此一成功(Berlin Wall Trail)，讓遊客體驗東西柏林歷史；此一成功
提案，促成1400公里德國邊界自行車道的規劃；

• 接著Michael Cramer以開發軟性的機動觀光產品(soft 
mobility tourism product)，提出6800公里鐵幕自行車道，
行經20國家、14個歐盟會員國。

• 該計畫以「永續歐洲的觀光發展之新挑戰」為主題，於• 該計畫以 永續歐洲的觀光發展之新挑戰」為主題，於
2006年通過歐洲議會，沿著過去的軍事區域推動跨國生態
觀光，並成為歐盟第十三條Eurovelo自行車道，同時宣告
將成為全球最長的史蹟自行車道 歐盟於將成為全球最長的史蹟自行車道(heritage trail)。歐盟於
2010年開始接受各國的計畫申請。

• 鐵幕自行車道對於歐盟各國的市場與遊客量預測每年將• 鐵幕自行車道對於歐盟各國的市場與遊客量預測每年將
產生849,000個渡假旅次、330萬一日遊旅次、創
造3.55億歐元的觀光價值。造3.55億歐元的觀光價值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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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歐盟案例可資借鏡的發展策略
發展策略建議 參考案例發展策略建議 參考案例

1建立北台自行車旅遊利益關係人組織 路網開發策略~瑞士SchweizMobil Network

奧地利Drau自行車路線及火車運輸
2北台自行車旅遊跨區域路線整合

奧地利Drau自行車路線及火車運輸

塞爾維亞自行車路線開發

3結合北台自行車旅遊~臺鐵車站與廢棄鐵道再利用 西班牙Vias Verdes綠色道路

4 朝向永續觀光綠色旅遊的遊程規劃 奧地利多瑙河自行車路線

5建構以城市為核心的自行車旅遊~ 台北市的重要性 柏林圍牆都市自行車路線

6 結合旅遊業者行銷北台自行車與套裝遊程 路線行銷策略 波蘭琥珀古道行銷6 結合旅遊業者行銷北台自行車與套裝遊程 路線行銷策略~波蘭琥珀古道行銷

7整合包括陸海空公路等大眾運輸增加北台
自行車路網的國際化與永續性

地中海自行車網路主題古道宣傳

8完整資訊提供業者行銷北台自行車旅遊 北海自行車路線EuroVelo12

9 輔導旅行社推廣自行車旅遊
配套設施策略~荷蘭鐵路旅行社

自行車旅行社(Cycle Holiday Shop)自行車旅行社(Cycle Holiday Shop)

10北台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建立
Bett&Bike友善自行車住宿5000家

瑞士SchweizMobil1200家住宿設施品質標章

11 完整大眾運輸整合的重要性 瑞士國家鐵路結合自行車運輸實際利益

12路線與使用者監測策略 英國東北部自行車路線監測 13

參.北台自行車旅遊發展定位

• 國際觀光( bicycle tourism) 2011年/萬人次

陸客視台灣自行車環島為第一名的夢幻旅遊路線(178萬)– 陸客視台灣自行車環島為第一名的夢幻旅遊路線(178萬)
– 東南亞、港澳與日本的綠色樂活旅遊市場(107、82、129)
– 每年三月舉辦全球第二大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提供歐美亞自每年三月舉辦全球第二大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提供歐美亞自

行車產業界騎乘體驗(technique tour)
(參展廠商共36國1,092家，國外買主共88國，6,448人 )

• 國民旅遊(recreation)
– 環島(七~十天..)長假日

– 環北台(三~五天)長週末

– 跨縣市(一~兩天)週休二日

• 地方休閒(leisure)
– 各縣市區域旅遊路線

•每個縣市有不同的魅力與特色，由各縣市提出結合自行車道規劃與觀光資源的觀光政策
14

使用者分級與目標客群使用者分級與目標客群
• 專業級 >100 km /天 (5 hrs)
• 進階級 60 100 km /天• 進階級 60-100 km /天
• 中階級 30-60 km /天
• 初階級 <30 km km /天初階級 <30 km km /天
• 入門級或家庭級 10-20 km/天
• 親子級 <10km /天 2012年或2015年目標親子級 10km /天 2012年或2015年目標

•北台八縣市<18歲學生完成環北台
•北台八縣市大學生環北台之旅北台八縣市大學生環北台之旅
•軍公教人員環北台
•企業獎勵旅遊mice
家庭旅遊•家庭旅遊

15

遊程規劃(北宜二日遊)

第一天
8:00出發 8:30 12:00休息用餐 17:00 20:30回飯店休息18:30

舊草嶺隧道

約25公里

礁溪溫泉公園

約8 3公里

烏石港 傳藝中心

第一天

羅東夜市福隆車站

約1 5公里 約18公里 約7公里約25公里 約8.3公里

周邊景點：
龍門吊橋
鼻頭角

周邊景點：
五峰旗瀑布
羅東運動公園

約1.5公里 約18公里 約7公里

鼻頭角
福隆海水浴場

羅東運動公園
蘇澳冷泉

第二天

13:00 16:00 17:30返家9:00

傳藝中心內玩樂 小船遊冬山河 冬山河森林公園 冬山車站

約3.2公里 約5.1公里

周邊景點：
五結防潮閘門
冬山河左右岸自行車道
梅花湖自行車道

1616

梅花湖自行車道

肆.北台主軸線及改善點

北台主軸線 622.4 km
須改善點約 178 km須改善點約 178    k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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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主輔軸線
26處待改善現況與改善建議綜理表

建議改善方式
編號 縣市別 現況說明

建議改善方式
A B C D

km/經費 主管機關 時程

1-1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台北港之間無自行車道銜接
林口市界-台北港(台61) □ □ ■ □ 約7km 新北市府 中期

淡水圭柔山溪出海口 三芝風芝門車道未銜接
1-2 新北市

淡水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風芝門車道未銜接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北14古庄

■ ■ □ □ 約14km 公路總局 中期

1-3 新北市 石門北觀處沿台2公路-金山中角海灘自行車道不明顯 ■ □ □ □ 約14km 北觀處 短期

1 4 新北市 核二廠國聖海灘 經野柳 萬里瑪鍊港沿台2公路危險路段 ■ ■ □ □ 約7k 北觀處
短期

1-4 新北市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台2公路危險路段 ■ ■ □ □ 約7km 北觀處
短期
中期

1-5 新北市
濱海台2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海公園自行車道
(望海巷-尖山腳) □ □ ■ □ 約21km 公路總局 中期

2 1 基隆市 基隆外木山車道 文化路口 基隆火車站無自行車道規劃 ■ □ □ □ 約5km 市政府 中程2-1 基隆市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無自行車道規劃 ■ □ □ □ 約5km 市政府 中程

2-2 基隆市
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
(中山路拓寬四計畫留設自行車道) ■ □ □ □ 約1.5km 市政府 中程

2 3 基隆市
基隆舊港濱鐵道口〈仙洞隧道〉沿舊鐵道已拆除部份-基隆

□ □ ■ ■ 約10km 港務公司 長程2-3 基隆市
火車站-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台2公路 □ □ ■ ■ 約10km 港務公司 長程

2-4 基隆市
基隆車站-沿舊八堵宜蘭支線鐵道-經竹子嶺隧道-河川局八
堵抽水站-基隆河河濱自行車道 (八德橋) □ □ ■ ■ 約4km 台鐵局 長程

3 1 宜蘭縣 濱海台2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公園) 宜蘭頭城烏石港 □ □ ■ □ 約20km 交通部 中程3-1 宜蘭縣 濱海台2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公園)-宜蘭頭城烏石港 □ □ ■ □ 約20km 交通部 中程

3-2 宜蘭縣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子溪口〉壯圍鄉東港濱海自行
車道 □ □ ■ □ 約3km 交通部 中程

3 3 宜蘭縣 冬山車站 蘇澳新站 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 □ ■ □ 約5km 交通部 中程3-3 宜蘭縣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 □ ■ □ 約5km 交通部 中程

4-1 桃園縣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永安漁港
(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應有替代道路 □ □ □ ■ 約12km 縣府規劃中 中期

19

編號 縣市別 現況說明
建議改善方式

A       B      C      D
km/經費 主管機關 時程

4-2 桃園縣
桃園縣三坑自行車道-龍興大橋(台3乙)
-龍潭高原路-中原路-南坑路段-南坑橋-新竹縣霄裡溪 ■ ■ □ □ 約14km 公路總局 中期4 2 桃園縣 龍潭高原路 中原路 南坑路段 南坑橋 新竹縣霄裡溪
(台三乙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

■ ■ □ □ 約14km 公路總局 中期

4-3 桃園縣
桃林鐵路(運煤列車年底將停駛)成為單段鐵軌,縣府預計規
劃為大眾運輸與自行車路線 □ □ □ ■ 約16km 台鐵局 長期

4-4 桃園縣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 □ □ ■ □ 約7km 台鐵局 長期4-4 桃園縣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 □ □ ■ □ 約7km 台鐵局 長期

5-1 新竹縣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射擊時需封閉車道 □ □ □ ■ -- 北台平台 短期

5-2 新竹縣
新埔自行車道配合區段徵收細計規劃自行車道
過新埔大橋-義民廟-鳳山溪橋 □ □ □ ■ 約14km 縣府已規劃 中期

5 3 新竹縣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僅需繞社區5k □ □ □ ■ 約5k 體委會 長期5-3 新竹縣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僅需繞社區5km □ □ □ ■ 約5km 體委會 長期

5-4 新竹縣 頭前溪竹港大橋下接南寮+舊港大橋 ■ □ □ ■ 500m 公路總局
中期
長期

5 5 新竹縣
新竹縣新埔以縣115或縣117銜接頭前溪自行車道

■ ■ □ □ 公路總局 中期5-5 新竹縣
車流量極大為危險路段 ■ ■ □ □ -- 公路總局 中期

6-1 新竹市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
(二河局規劃費300萬元目前為期末階段) □ □ □ ■ 800萬 體委會 短期

新竹市17km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因一家養豬戶佔用 短期
6-2 新竹市

新竹市17km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因一家養豬戶佔用
需繞行西濱公路 ■ □ □ ■ 900m 林務局

短期
長期

7-1 苗栗縣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
(被海砂遮斷)替代方式 ■ □ □ □ 約9km 縣政府 短期

7-2 苗栗縣
苗栗縣中港溪堤岸自行車道,西濱橋下空間不足易導致民
眾受傷(已於橋下另闢替代車道) ■ □ □ □ 單點 縣政府 短期

7-3 苗栗縣
苗栗山線以縣119(有自行車指標系統)接新竹縣峨眉北埔台
三線無自行車道設施(少部份標線被汽車佔用為路邊停車) ■ ■ □ □ 約10km 公路總局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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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A 加強指標系統、B 加強安全與指標彩色鋪面的可行性、C 規劃銜接自行車道、D 中長程計畫
註2：台北市與周邊縣市自行車路網建構完整無斷裂點，故未出現表中。主軸線斷裂點請景觀總顧問協助提案

4/20第一場專家座談會-自行車產業+自行車旅遊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丁育群局長

臺灣大學城鄉所林建元教授 臺灣大學土木系張學孔教授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中華大學觀光學院
蘇成田院長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李素馨理事長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劉麗珠執行長

看見台灣基金會
脫宗華顧問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任培義理事長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林惠忠副秘書長脫宗華顧問 任培義理事長 林惠忠副秘書長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顏嘉良經理

臺鐵餐旅總所
朱來順總經理

悟饕集團
劉信志經理

21

第二場專家座談會-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評估系統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解鴻年 體委會綜合計畫處 看見台灣基金會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解鴻年
副教授

體委會綜合計畫處
何金樑處長

看見台灣基金會
脫宗華顧問

交通部運研所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中華大學資訊學院
蘇振維組長 衛萬明教授 游坤明院長

新北市政府景觀總顧問
許晉誌總經理

新竹市政府景觀總顧問
李奕樵助理教授

苗栗縣政府景觀總顧問
惇陽公司許晉誌總經理 李奕樵助理教授 惇陽公司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林惠忠副秘書長

桃園縣政府
謝伯鴻

新竹縣景觀總顧問
鍾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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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規劃構想與發展方案
根據三梯24場次拜訪會勘八縣市、與主辦單位五次工作會議，及兩場專家座
談會建議，期中階段初步提出20個發展方案，包括13個跨縣市計畫與7個各
別縣市計畫，共分為三大類：
A.政策類計畫

發展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主辦/協辦 經費 期程 順序 性質發展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主辦/協辦 經費 期程 順序 性質

A1 北台自行車旅遊~
國際魅力景點計畫

1.發展定位~臺灣新觀光魅力
2 結合旅行社與旅遊業者規劃旅

行政院政觀
推委員會

1000
萬元

102-103
年

最優先 政策類
計畫國際魅力景點計畫 2.結合旅行社與旅遊業者規劃旅

遊產品
3.結合餐飲住宿與服務設施行銷
產品

推委員會

觀光局
萬元 年 計畫

4.納入交通部觀光局入口網站
5.建立自行車旅遊路線評鑑制度

A2 北台自行車旅遊
stakeholder推動組織

跨域治理、部會與縣市及部門整
合

北台
委員會

200萬
元

102-103
年

優先 政策類
計畫stakeholder推動組織

與委員會成立計畫
合
包括中央與地方、公部門與私部
門、產官學研代表

委員會 元 年 計畫

A3 北台自行車旅遊套裝規劃2013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會 外貿協會 500萬 101 9 最優先 政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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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北台自行車旅遊套裝
遊程與MICE規劃

規劃2013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會
後技術參訪與自行車旅遊行程

外貿協會 500萬
元

101.9-
102.2

最優先 政策類
計畫

發展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主辦/協辦 經費 期程 順序 性質

B.整合及改善類計畫

B1 北台八縣市主輔軸線明
確指標系統或鋪面、標
誌、標線、照明及安全
設施整體性規劃 (參考

示範1.台北市大稻埕台北大橋銜接新北市
河濱自行車道

北台委員會
臺北+新北

2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示範2.台北市華江橋-新北市新北橋河濱自
行車道

北台委員會
臺北+新北

2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

設施整體性規劃 (參考
APEC)

示範3.桃園縣南坑橋-新竹縣霄裡溪自行車
道(山線)

北台委員會
桃園+竹縣

2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

示範4.桃園縣新屋綠色隧道+新竹縣濱海車
道+竹市自行車道

北台委員會
桃+竹縣市

2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

示範5.竹市自行車道+苗縣濱海自行車道 北台委員會 2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示範 竹市自行車道 苗縣濱海自行車道 北台委員會
竹市+苗縣

萬元 年 優先

B2 北台鐵馬驛站整體發展
與服務設施改善計畫

苗栗縣現有7處(安檢所)、宜蘭縣現有 處、
新北市現有 處

新北+ 宜蘭+
苗栗

5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3 北台兩鐵旅遊建設改善 複製東部兩鐵旅遊的作法,建設內容包括自
行車進出車站 上下月台 旅遊行程

交通部
鐵路局

第一期
萬元

103-106年 次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與分年分期推動計畫(含

車站設置公共自行車計
畫)
延伸計畫：公共自行車

行車進出車站、上下月台、旅遊行程
示範1.新竹縱貫+苗栗海線(香山-崎頂-竹南
-談文-大山-後龍-龍港-白沙屯-新埔-通霄-
苑裡)
示範2新竹縱貫+苗栗舊山線(香山-崎頂-竹

鐵路局 3000萬元
第二期

3000萬元
第三期

3000萬元

善類計畫

建置示範計畫
(

南-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三義)
示範3新竹+桃園縱貫線(新竹-北新竹-竹北-
湖口-富崗)
延伸計畫：宜蘭現有東部兩鐵計畫,可往北
＋基隆＋新北

第四期
3000萬元

＋基隆＋新北

B4 Bike on Train支線鐵路旅遊
建設計畫

1.平溪支線
2.內灣支線+六家高鐵+六家台鐵三鐵旅遊
推動建設計畫

交通部
台鐵局
高鐵局

2000
萬元

103-105年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5 雙北河濱自行車道聯合服務 1新北市河濱行動餐車台北市可行性 臺北 新北 200萬元 102 103年 次優先 整合及改B5 雙北河濱自行車道聯合服務
計畫

1新北市河濱行動餐車台北市可行性
2雙北河濱整合自行車租借甲租乙還計畫

臺北+新北 200萬元 102-103年 次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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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行銷計畫

編號 發展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主辦/協辦 經費 期程 優先順序 計畫性質

C1 北台自行車旅
遊雲端導覽與
管理系統建置
計畫

1網站、APP、導航與導覽，硬體資訊設
備建置計畫、科技系統串聯服務
2導覽解說人員訓練計畫
3自行車旅遊微型創業輔導計畫

北台平台
1000
萬元

102-104年 優先
行銷計畫

計畫 3自行車旅遊微型創業輔導計畫
4life seeing tourism 推動計畫
5people to people program 3P計畫

萬元

C2 北台最美與最
安全自行車道

示範1.龍潭+新埔~北台最美共用道

示範2宜蘭舊草嶺隧道(東部經典路線)~北
桃園+竹

縣 600萬元 102-103年 優先 行銷計畫
安全自行車道
推動計畫

示範2宜蘭舊草嶺隧道(東部經典路線) 北
台最美專用道 宜蘭

600萬元 102 103年 優先

C3 北台自行車友
善住宿設施認
證制度建立計

1YH、旅館與民宿CYCLE FRIENDLY輔
導與改善及認證

2自行車主題飯店輔導設置計畫 觀光局 300萬元 102-103年 次優先 行銷計畫
證制度建立計
畫

C4 北台自行車旅
遊 LOGO 競賽
計畫

建立北台自行車旅遊系統LOGO
八縣市共同行銷與推廣 體委會 200萬元 102-103年 最優先 行銷計畫

計畫
C5 北台自行車旅

遊整體行銷~中
日合作微電影
拍攝計畫

1.日本Breath電影公司願意協助北台拍攝
bike road movie(含劇本、明星、拍攝、放
映)
2.來台拍攝電影成本估計約需1000萬日本拍攝計畫
円, 制作会社狩野善則社長願意爭取400萬
日本円;在台拍攝時間約10天,片長90分;制
作総合3個月
3.宣伝與發表洽談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講談
社參與

觀光局

北台平台

300萬元

(約600
萬日元)

101.9-12 優先 行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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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參與
4.配給會社(製片)Dream Kid公司
5日本自行車製造業石橋公司部份贊助

各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主輔軸線規劃構想與發展方案

編號 發展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主/協辦 經費 期程 順序

1
景觀橋自行車道興
建計畫

新北市浮州合宜住宅
新北市政府規劃中

新北市 --- 102-103 優先

2
國際交通運輸整體
建設計畫

配合桃園縣客家海洋大棚建設計畫，整體交
通運輸系統包括國際機場、高鐵青埔站、台
鐵桃園站、客運轉運站以及自行車道系統建
議整體規劃

客委會
桃園縣

10億元 103~ 一般

議整體規劃

3
北濱自行車專用道
計畫

如果蘇花改計畫通過,可將北濱公路規劃自行
車專用道

交通部
宜蘭縣

--- 103~ 一般

4
北台第一個bike on

冬山河電動遊艇＋自行車套裝旅遊計畫 宜蘭縣 200萬元 101 102 最優先4
boat推動計畫

冬山河電動遊艇＋自行車套裝旅遊計畫 宜蘭縣 200萬元 101-102 最優先

5
北台第一個旅館自
行車分享示範計畫

輔導宜蘭旅館業者結合公共自行車系統旅遊
景點計畫

觀光局
宜蘭縣

100萬元 102-103 優先

服務園區政策公告

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BOT, 法源依
據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內容與步驟簡
要包括 1 政策公告 2 民間提出規劃構想書 3 經建會

6
服務園區政策公告
示範計畫

要包括：1.政策公告 2.民間提出規劃構想書 3.
公開徵求民間投資人 4.審核,以宜蘭縣礁溪溫
泉公園與冬山河森林公園為示範地點
延伸計畫：新竹縣新埔與寶山服務園區

經建會
宜蘭縣

100萬元 101-102 最優先

7
CYCLE CENTER
試辦計畫

徵求民間合作夥伴,如麥當勞、悟饕集團等, 提
供土地與建築物, 輔導設置C.C.

台北市
新北市

500萬元 102-103 優先26

陸.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
-功能定義及評估流程功能定義及評估流程

服務園區類型 設置條件與目的 功能需求
自行車旅遊服 設置於旅遊景點或 1. 提供充分自行車停車架數量自行車旅遊服
務園區
Cycling Park

設置於旅遊景點或

環島主幹線，提供
整體性自行車旅遊
騎乘服務

1. 提供充分自行車停車架數量
2. 確保自行車防竊、防破壞之機制
3. 提供完整自行車維修服務

4. 販售自行車騎乘相關配備(著重於完整的旅遊
服務及地方產業行 5. 提供自行車道主幹線銜接資訊

6. 提供鄰近地區景點資源、自行車
路網資訊

7 提供飲食、住宿服務或相關資訊

服務及地方產業行
銷)

7. 提供飲食、住宿服務或相關資訊

8. 提供當地特產、伴手禮、紀念品
販售

自行車中繼站 設置於自行車路網 1. 提供簡易駐車臨停設施自行車中繼站
Cycling Hub

設置於自行車路網

交會處，提供自行
車騎士/遊客休憩補
給

提供簡易駐車臨停設施

2. 提供鄰近景點資源、自行車路網
資訊

3. 提供簡易飲食、盥洗功能
自行車轉乘站 設置於大眾運輸場 提供大眾運輸路線及班表資訊

(著重於自行車騎
乘時的簡易補給)

自行車轉乘站
Cycling Station

設置於大眾運輸場

站鄰近，提供旅遊
轉乘服務

1. 提供大眾運輸路線及班表資訊
2. 提供簡易飲食、盥洗功能

3. 提供攜自行車搭乘大眾運輸之功
能，或提供自行車租賃服務

(著重與大眾運
輸系統之整合)

能，或提供自行車租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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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
評估準則架構-評估準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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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服務園區建議與發展定位

縣市 服務園區設置地點 面積 功能 園區定位

基隆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9.6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遊

程服務
CYCLE HUB

程服務

宜蘭縣 冬山河森林公園 16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自

行車維修
民間OT

CYCLEPARK
餐飲 休憩 廁所 住 民間OT

宜蘭縣 礁溪溫泉公園 5.02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住

宿、自行車維修
民間OT

CYCLE HUB
宜蘭縣 派出所安檢所 － 餐飲、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新北市 結合餐飲業新北市 Cycle center － 結合餐飲業 －

台北市 Cycle center － 結合餐飲業 －

桃園縣
永安漁港 餐飲、住宿、休憩、廁

可成為旗鑑園區桃園縣
配合客家大棚計畫 所、自行車維修

可成為旗鑑園區

新竹縣 新豐坡頭漁港 － 餐飲、休憩、廁所 CYCLE HUB
新竹縣 竹北新月沙灣活動中心 餐飲、休憩、廁所 CYCLE HUB新竹縣 竹北新月沙灣活動中心 － 餐飲、休憩、廁所 CYCLE HUB
新竹縣 寶二水庫仙爺廟 1公頃 公園、停放自行車 民間OT
新竹縣 新埔宵裡溪自行車道旁 私有地 公園、停放自行車 民間OT
新竹縣 橫山采風館 餐飲 休憩 廁所 民間新竹縣 橫山采風館 餐飲、休憩、廁所 民間OT
新竹縣 竹東車站 195㎡ 餐飲、休憩、廁所 兩鐵旅遊

新竹縣 內灣一線九站 餐飲、休憩、廁所 三鐵旅遊 29

縣市 服務園區設置地點 面積 功能 園區定位

新竹市 17公里海岸旅客服務中心 1174m2 餐飲、休憩、廁所、自行車維修 CYCLE HUB

苗栗縣 竹南啤酒製瓶廠 6.5公頃
台灣菸酒公司將搬遷至竹南
工業區,土地再利用規劃中

餐飲、休憩、廁所

結合火車站成為旗鑑
園區

苗栗縣 外埔漁港 80公頃 餐飲 休憩 廁所 CYCLE HUB苗栗縣 外埔漁港 80公頃 餐飲、休憩、廁所 CYCLE HUB

苗栗縣 塭仔頭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苗栗縣 南港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苗栗縣 白沙屯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苗栗縣 通霄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苗栗縣 新埔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苗栗縣 苑港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苗栗縣 苑裡安檢所 － 休憩、廁所 鐵馬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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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Cycle Center自行車服務中心規劃構想
C l C t 自行車服務中心近年在美國與澳洲出現 是旅運需求管理(T l-Cycle Center自行車服務中心近年在美國與澳洲出現，是旅運需求管理(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TDM)的一種新模式。由使用者付費。

-大型的旅次結束設施(end –of-trip facility), 提供自行車騎士在旅途結束時，有存放
自行車 更衣室 置物箱 淋浴間 自行車維修 及其它舒適設施自行車、更衣室、置物箱、淋浴間、自行車維修、及其它舒適設施，

-澳洲第一處自行車服務中心設於布里斯本King Gorge廣場，2008年開幕，由私部門
營運，取名為cycle2city，共設置420部自行車停車位，會員擁有自行車停車、置物箱

淋浴間 毛巾浴巾 自行車保養維修 洗衣設備以及其它服務 半年會員費約 2、淋浴間、毛巾浴巾、自行車保養維修、洗衣設備以及其它服務。半年會員費約525
美金，平均每天3.5美金，2010年達到兩百位會員。

-美國第一處自行車服務中心設於1996年加州Long Beach，2005遷至新場地，1999年
增設兩處於 與柏克來 年再增設於西雅圖 年於聖塔巴巴拉增設兩處於Palo Alto 與柏克來、2003年再增設於西雅圖、2007年於聖塔巴巴拉、
2010年設於Claremont 與Covina的捷運站旁、以及加州以外的奧勒崗。

-該公司Mobis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執行長Andréa White-Kjoss將此服務設施
發展為一個可複製加盟的商業模式，適用於社區、轉運站與校園。

資料來源：Mobis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 Inc網站 31

目前最知名的自行車中心是美國芝加哥的麥當勞服務中心，
提供300個停車架、除了置物箱、淋浴間以外，有餐飲與夏
日戶外座椅、自行車維修、自行車租借(高檔自行車一天99美
金)金)。
並提供八條市區與景點的團體導覽自行車遊程、以及七條自
導式遊程，內容豐富。3小時輕鬆騎乘13km，每人40美金。導式遊程，內容豐富。3小時輕鬆騎乘13km，每人40美金。

32

服務園區及遊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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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
財務可行性分析-財務可行性分析

保守 樂觀 淨現金流量 保守推估 樂觀推估

保守與樂觀推估之資本預算表 保守與樂觀推估之現金流量表

保守 樂觀

營收

腳踏車租借 1,405,283 7,026,417

餐飲收入 1,561,426 7,807,130

期數
淨現金流量

項目
保守推估
現金流量

樂觀推估
現金流量

0 初期投入成本 (1,500,000) (1,500,000)
1~30 每淨營收 652,697 7,959,483餐飲收入 1,561,426 7,807,130

場租費 180,000 180,000

廣告收入 500,000 500,000

稅前總收入 3,646,709 15,513,547
財務計算方法 保守推估 樂觀推估

淨現值(NPV) 4 070 903 65 042 969

礁溪服務園區財務效益評估

, , , ,

稅後總收入 2,735,032 11,635,160

初期成本

自行車購入費用 500,000 500,000

淨現值(NPV) 4,070,903 65,042,969
修正內部報酬率
(MIRR)*

11.96% 26.88%

餐飲服務設施與園區裝潢 1,000,000 1,000,000

合計 1,500,000 1,500,000

營運成本

淨現值樂觀與保守差異達16倍，
MIRR則有15%之差異，可以看出租用
人數對於營運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

人事費 720,000 720,000

行銷費用 680,000 680,000

管銷費用 182,335 775,677 

權利金 500,000 1,500,000

合計 2,082,335 3,675,677 
34

2012全球自行車城市大會主講Keynote speaker

執行長 哥本哈根環境市長美國Portland市長 BIXI執行長 哥本哈根環境市長

溫哥華交通局長 丹麥DSB執行長

Translink 副總裁Velo Quebec CEO 韓國昌原市長

討論議題

1北台八縣市stakeholder的建立
2民間經營自行車服務園區的機制2民間經營自行車服務園區的機制
3北台規劃構想與發展方案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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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自行車旅遊stakeholder建立

公路總局公路總局
路政司
運研所
台鐵

台北市都發局交通局
新北市交通局
基隆市都發處交旅處
宜蘭縣工商旅遊處
桃園縣交通局桃園縣交通局
新竹縣交通旅遊處
新竹市交通處觀光處
苗栗縣水利城鄉處苗栗縣水利城鄉處

37

舊草嶺自行車環狀

日月潭環潭旅遊 Park的概念

香港車友
App

島波海道旅遊 單車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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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專家學者論壇會議記錄 

一、 會議時間：101年 6月 2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30分~17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中華大學觀光學院研發大樓三樓（I304） 

三、 會議主席：觀光學院蘇成田院長                   紀錄：饒子琳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陳永恩 

五、 工作會議簡報：張馨文主任 

六、 會議實錄： 

(一)中華大學觀光學院蘇成田院長 

1. 推動自行車旅遊應以帶動地方各產業活化為目標，以苗栗通霄的小旅館為例，昔日
車站功能及人潮聚集逐漸消失後，透過經營者的轉型，目前以自行車騎士為主要

消費客群。 

2. 有關 APP部分建議後續增加自行車救援系統建置的基礎。 

3. 建議自行車服務園區（park）範圍應擴及周邊景點，且服務性設施為其一環，園區

內部即可提供旅客及周邊居民騎乘自行車。 

4. 建議可參考國家公園的方式，成立 National Cycling Park。 

5. 建議由地方政府協商統籌成立「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 

 (二)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曾參寶副主委 

1. 有關體委會下階段將執行自行車 5年計畫，預計每年約有 10億經費投注。 

2. 體委會已規劃 2套完整的環島系統，分別為山線小環島及海線大環島。 

3. 本計畫係為自行車整合的前導計畫，可作為擴增自行車路網的一環，並成為未來單
車國道的基礎。 

4. 建議將 APP業者一併納入 Stakeholder聯盟範疇之內，以利發展自行車旅遊相關資

訊服務。另有關「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Stakeholder可持續擴增，納入更多可

能的合作機會與對象。 

5. 建議朝向成立「體育運動發展產業園區」進行評估，整合周邊旅遊景點、自行車製
造生產、自行車相關服務提供等。 

6. 體委會將於近期舉辦自行車旅遊產品徵選，獲獎者將於臺北旅展中加以展示。 

(三) 臺灣大學土木系張學孔教授 

1. 肯定規劃團隊中華大學以及臺北市政府都發局、經建會、北臺區域平臺對於區域
性自行車整合計畫之努力。 

2. 建議強化本計畫與國際化接軌之內容，自行車旅遊產業可結合經濟部會展推動單
位，將自行車旅遊納入會展資訊以廣為推廣。 

3. 建議城市核心旅遊可結合無車日活動推廣，並透過每週的無車日活動形成連續型
自行車城市旅遊路線。 

4. 有關運具整合部分，可思考 Bike + Rail / Bike + MRT / Bike + Ferry / Bike 

+ Air等。另外，infrastructure則建議評估跨橋之建設。 

5. 建議規劃單位可持續推動北臺自行車系統整合之服務團隊，除擔任「北台自行車
推動聯盟(NTCA)」之核心幕僚，並持續作為各地方產業及公私部門相關單位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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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商之角色。 

6. 自行車服務園區具有外部效益，故有關自行車系統之基礎建設應由政府提供資源
建置；後續維護管理部分則分別由民間單位進行經營。 

7. 建議有關自行車救援及修護系統宜運用 ICT進行建置。 

8. 本計畫可透過會展活動手冊行銷具特色的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9. 北臺區域內部分河流有渡輪，建議可考慮提供自行車上船過河(bike on boat)的

服務。另有關城市核心型自行車旅遊發展須配合周邊交通系統整合才有可能實

現，請規劃單位一併納入考量。 

 (四) 看見台灣基金會脫宗華顧問 

1. 有關北臺自行車旅遊 stakeholder建議須達到無縫接軌之理想，相關交通（機

場、捷運、高鐵、台鐵等）之配合亦甚重要。建議考量與民意代表進行研商推動

區域性自行車網絡系統，例如目前基隆、臺北及新北市已有議員聯合推動之組

織；另外國外案例上，還有彩券基金、非營利組織…等之加入。 

2. 有關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英文建議應納入考量，且與國際接軌。如若用
Cycling Park，在國外包括競技場（Track Racing、Mountain Biking、Cyclo cross

及 BMX racing等，故「服務園區」及「運動園區」是否須區隔，建議加以考量。

（註:可參考英國 Cyclo park、愛爾蘭 Cuchulainn Cycling Park、南非 Toyota 

MTN Cycle Park 、香港 Cycling Park等）。  

3. 有關發展方案相關建議如項下： 

(1) A3建議主辦單位為國貿局，協辦單位為外貿協會，經費建議修正為 200萬以下。 

(2) B2建議由各縣市政府自行釐清轄區內是否有類似的自行車驛站。 

(3) B3建議改為「無縫交通整體規劃」，並邀請相關單位一併參與推動。 

(4) C2建議由各地方政府提出代表性自行車道，再由客觀機制評選。 

(5) C3之住宿建議納入露營項目。 

4. 建議透過「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跨域合作平台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服務之
整合。 

 (五)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劉麗珠執行長 

1. 建議本計畫可透過自行車旅遊的 stakeholder共同成立「北台自行車旅遊推動聯

盟」，並輔導各自行車租賃業者採用高品質的自行車，才能提高民眾租賃使用的意

願。 

2. 建議整合旅館業者發展 Hotel Cycling Friendly Service。 

3. 建議本計畫可參考日月潭風景區向山遊客中心，其為自行車服務站參考範例。 

(六)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于慧慧簡任技正 

1. 本案應著重於建立自行營運管理機制及整合性財務建設構想。 

2. 工作項目應加強財務規劃內容，評估自償財務之具體可行作法，以達本計畫原定「自
我營運管理」之目標。 

3. 中央主管部會及各縣市政府之参與及支持程度，及財務規劃為研發成果得否進一步
推動的重要指標。 

(七) 交通部陳賓權博士 

1. 有關交通部刻正研擬推動每月 1日無車活動，建議可一併納入本計畫推動之考量。 

2. 本計畫除自行車路網斷裂的調查外，建議引進縣市區域合作及競爭機制，一方面規
劃區域性自行車套裝旅遊行程，加強縣市間的界面整合；另一方面可鼓勵各縣市

自行結合在地景點或文化特色推出套票或護照，以折扣優惠等方式，吸引民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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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旅遊，並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3. 有關 stakeholder架構，建議於拉高地方政府層級位階。 

 (八)交通部運研所蘇振維組長 

建議本計畫將自行車騎乘教育認證(certification) 推動納入考量。 

(九)交通部公路總局李忠璋組長 

1. 臺灣自行車國際行銷部分非常適合推廣環島自行車旅遊 10日行程，北臺若能提供

3~5日行程亦能吸引國際旅客，惟對於行程安排及規劃部分，須加強各項服務設

施，並結合 GIS、GPS、APP與智慧型通訊設備等功能。 

2. 有關自行車標識系統部分，建議不採用彩色鋪面之改善方式。 

3. 鑑於推動國際化自行車旅遊，建議將民航局及機場公司納入計畫考量，使機場成為
國際自行車愛好者服務之據點，並加強資訊、電子設施，自行車出租等功能。 

4. 建議新增有關推動自行車騎士安全、維護等的教育宣導項目，並納入發展方案一併
推動。 

 (十)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陳美秀處長 

1. 2002年交通部建立「東部自行車方案」，迄今 2012年自行車休閒旅遊已成為「顯

學」，亦已可推往國際觀光市場，建議北海岸地區務必納入示範旗艦計畫。 

2. 有關自行車服務園區，除了透過民間私有地自行開發外，因其財務難以回收，建議
初期以公部門既有之園區為主，採 OT或 ROT方式營運。例如：東部自行車方案即

先選擇關山、鯉魚潭、大波池、福隆…等具潛力之景點，藉由公部門帶動私部門

（自行車產業，旅宿業，餐飲業...等）共同推動。 

3. 有關新北市 cycle center區位建議由北海岸擔任示範區，因鄰近海岸，是非常值

得推薦的區域性示範道路，以北可通往基隆（海科館），以南可接淡水地區自行車

道，可作為北臺最美自行車道之路線之一。另外，觀音山地區自行車道亦吸引許

多騎士前來挑戰，逐漸成為挑戰級之路線。 

4. 目前北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之各安檢所均具備鐵馬驛站的功能。 

(十一)臺鐵餐旅總所朱來順總經理(書面意見) 

1. 發展方案 B3：臺鐵山、海線沿線各車站均為老車站，相關自行車服務設備尚未能

即時提升，後續需俟逐站會勘後，評估增設之設備，並與各縣市政府進行相關合

作研商。 

2. 發展方案 B4：臺鐵平溪線因隧道及月台空間之限制，無論平日或假日均無法提供

乘載自行車服務。 

3. 臺鐵局將於 102年增購新型列車，提升臺鐵局運輸能量，作為後續雙鐵旅遊的整

合，透過車站主體提供相關自行車簡易服務設施。 

 (十二)台灣綠色旅遊協會林惠忠副秘書長 

1. 建議增加侯硐、雙溪、福隆與平溪支線及基隆河的火車站深度之旅，與臺鐵局推動
全台 230個車站進行整合。 

2. 有關福隆地區自行車道係以台 2公路沿線建置，惟福隆海灘與龍門露營區因委外經

營，導致 2景點均需酌收費用，建議提出相關對策。 

 (十三)中華大學資訊學院游坤明院長(書面意見) 

3. 資訊服務系統之強化應列為較優先發展之工作項目，以支持自行車旅遊之永續經營
能量。 

4. 自行車旅遊系統應結合雲端系統及相關業者，發展多樣化的 APP服務，以支援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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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即時提供與回饋（例如:即時資訊之獲得，緊急狀況之回報與救援，當地特

產生態、文物等，資料之介紹以及交通、天氣、路況…等之預測等資訊），並可考

慮爭取列入政府雲端相關計畫之工作項目（如:加入臺灣雲谷之發展規劃），以增

加經費爭取之可能性。 

七、 散會（17：30） 

八、 會議照片 

   

觀光學院蘇成田院長 體委會曾參寶副主委 
台灣大學土木系 
張學孔教授 

   

看見台灣基金會 

脫宗華顧問 
經建會于慧慧簡任技正 交通部部長室陳賓權博士 

   

交通部運研所蘇振維組長 交通部北觀處陳美秀處長 
交通部公路總局 
李忠璋組長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施鴻志理事長 

台鐵餐旅總所 
朱來順總經理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劉麗珠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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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色旅遊協會 

林惠忠副秘書長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陳信良副總工程司 

會議情形 

   

會議情形 會議情形 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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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 

 

第一次自行車服務區檢核會勘訪談記錄 

訪談縣市 台北市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02.14（14：30～15：30） 

訪談對象 交通局局長、都市發展局代表 

訪談內容 1. 河濱公園自行車道係屬水利局管轄、市區自行車則屬交通局

管轄。 

2. 自行車服務區之開發，可由民間主導。 

3. 建議可以河濱自行車道租借站，結合周邊之園區、商圈等，

進行自行車服務區之規劃。 

推薦的服務園區 1. 道南河濱公園周邊地區 

2. 公館自來水園區周邊地區 

3. 大稻埕周邊地區 

4. 關渡水岸公園周邊地區 

5. 大佳河濱公園周邊地區 

6. 美堤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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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 

 

 

訪談縣市 新北市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02.14（08：30～09：30） 

訪談對象 交通局局長、交通局副局長、城鄉發展局代表、水利局高灘地工

程管理處代表 

訪談內容 1. 目前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正進行河濱自行車道指標系統之更新

與建置。 

2. 河濱自行車道屬高灘地工程管理處自行管理維護，未來路寬

之規劃將會以 4公尺為基本路幅，以供雙向通行。 

3. 市區之自行車道係由交通局進行管理維護。 

4. 河濱公園自行車道之各項設施均為臨時性設施，需於相關災

難警報發生時可即時撤離。 

5. 自行車道設計原則需與當地交通現況結合，以提升車道使用

成效。 

6. 建議可從國外發展案例，篩選自行車服務區選址原則。 

7. 自行車服務區需視實際客群分不予需求，設定服務區等級，

再進行選址。 

8. 自行車租借體系之整合，有助於推動車道串連，與相關休憩

景點設施之建置。 

9. 若客群設定為國際族群，建議可以更具吸引力之車道為發展

主軸，如東北角環島路線等。 

10. 可參考自行車車友環島路線（如大環島，小環島），進行服

務區選址之考量。 

11. 可與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進行討論，以瞭解

未來規劃時程之安排。 

12. 相關推薦地點可由交通局視路線進行建議，再由城鄉局進行

後續規劃。 

推薦的服務園區 1東北角福林國小周邊地區   2三芝達樂花園 

3碧潭風景區周邊           4二重疏洪道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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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3 

 

 

訪談縣市 桃園縣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 年 02月 15日 下午 03：30 - 05：00 

訪談地點 桃園縣政府 8樓交通局研討室 

訪談對象 郭振寰副局長、城鄉發展局景觀工程科、水務局河川科、交通局 

訪談內容 討論題綱 

(一)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聯絡系統 

(二)縣轄內自行車道路線、公里數、類型確認 

(三)縣轄內自行車道使用狀況 

(四)未來建置自行車服務園區的推薦候選地點 

1.想像自行車服務園區應具備高速公路服務區、住宿之功能 

2.除一般的大眾運輸接駁便利性、土地使用、觀光休閒輻軸點(Hub)

以外，是否有其他的考量指標 

會議意見重點摘錄 

(一)交通局郭振寰副局長 

1.目前桃園縣表列 39條自行車道，但部分使用率低或是周邊車速過

快有安全疑慮，將內部開會檢討移除。 

2.主軸型車道 

(1) 海線：編號 36濱海自行車道，北接新北市，南接新竹市 

(2) 山線(挑戰型)：復興羅馬公路自行車道、大溪鶯歌新埔(24、21

專有路權、16縣 118)自行車道 

(3) 河岸線：南崁溪自行車道、老街溪自行車道 

3.服務園區可行位置 

(1) 永安漁港(既有服務中心可利用) 

(2) 竹圍漁港(與旋轉餐廳結合) 

(3) 機場北側(光電通訊產業館(大園，台 16線)) 

(4) 角板山(山線) 

4.服務園區的用地與產權須注意，避免建設完無法取得使用執照。 

(二)城鄉發展局景觀工程科 

1.濱海自行車道為城鄉局主推的線路，但其使用者多為休閒型使

用，若是真正的環島騎士，目前據瞭解多以臺 61 線做為貫穿桃

園縣的路線。 

2.濱海自行車道設置原意是希望騎乘者可以飽覽海岸風光並帶動沿

線聚落經濟，但路線較臺 61 線蜿蜒，未來若要提擬為環臺自行

車道，可能要再研究與使用者之間的看法差距。 

3.自行車遊憩族群集中在新屋鄉，綠色隧道為一重點區域，其次為

濱海的永安漁港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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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4.服務區須考慮民宿及餐飲設施。 

5.本計畫聯絡窗口，以今日與會各單位代表擔任，本局窗口為運輸

規劃科劉廣堂技正。 

(三)水務局河川科 

1.老街溪今年底會完工，目前定位為休閒型自行車道，未來周邊有

捷運 A22站的計畫，未來可能會轉為通勤型。 

2.南崁溪自行車道目前僅通到蘆竹地區，明年取得用地後，會再繼

續建置，並串接濱海自行車道；目前蘆竹-市區段使用率高，周邊

多為住宅區。 

(四)交通局 

1.編號 24大溪段自行車道為利用既有道路標線，旁邊的車速過快，

在安全上有所顧慮；目前發展量好，租賃業興起。 

2.目前遊憩多以(北-北-桃)的一日遊居多。 

3.編號 26羅馬公路旁的一小段與人行道共線，約 700公尺，目前為

重要的休息與集合據點。 

4.部分山系挑戰路線建議比照陽明山與平溪，納為自行車道。 

5.服務園區需考量園區腹地需多大，並考慮與既有自行車道結合的

處女地或是蚊子館。 

6.沿線要設置服務園區，需要克服住宿問題。 

7.機場北側的光電通訊產業館與機場擴大計畫區為重疊，需再評估

可行性。 

(五)賴以軒副教授 

1.未來在各類型自行車道的串接上，應加強導引指標的自明性與統

一性。 

2.服務園區可以振興地區的蚊子館，並藉由地區發展的宣誓，帶動

當地觀光。 

推薦的服務園區 1.海線：提供休閒餐飲功能(需注意是否為土地公有、東北季風) 

2.山線：羅馬公路、大溪鶯歌新埔(大溪橋頭開始有民間租賃業者，

屬地區型的休閒型自行車道) 

3.自行車客群：過夜(環島、地方型遊憩、挑戰型兩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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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訪談縣市 新竹縣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2.14(16:30~18:00) 

訪談對象 縣長秘書吳玉釗、交通旅遊處巫處長、綜合發展處何處長 

 經建會黃萬翔副主委、新竹縣邱縣長、章副縣長、產發處林處長 

訪談地點 縣長室 

訪談內容 黃副主委 

1. 蛋黃與蛋白理論 

2. 中美基金旗鑑館 

3. 服務園區 instead of 服務區 

4. 私有地也可以，讓私人自己來申請開發許可，營運自己自足 

邱縣長 

1. 峨眉北埔茶業博物館、輪子博物館、關西石頭館、尖石溫泉

養生園區等 

吳秘書： 

1. 服務園區的土地亦可由私人提供私有地，如一般農業區，予

以合理的土地解編朝遊憩用地發展 

2. 要推動服務園區需解決用地取得與使用編定的問題，中央並

應提供配套措施 

推薦的服務園區 1. 寶二水庫仙岩廟 

2. 新埔柿子博物館 

3. 西濱路線新豐竹北 

4. 湖口大窩口 

5. 關西紅茶博物館(台三線) 

協助事項 聯絡窗口：吳秘書、何處長、交通旅遊處戴科長 

 

   

經建會黃萬翔副主委、新

竹縣邱縣長、章副縣長 

縣長秘書吳玉釗、交通旅遊處巫處長、綜合發展處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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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6 

 

訪談縣市 新竹市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2.14 (13:00~14:00、15:30~16:00) 

訪談對象 秘書長吳宗錤、交通處鄭自強處長、楊盛旺副處長、林正光科長 

訪談地點 秘書長室、交通處 

訪談內容 1. 新竹市自行車道系統以 17km 及頭前溪兩條線為主軸 

2. 17km 自行車道往北以西濱橋下串聯竹北、往南以南港賞鳥

區聯苗栗 

3. 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可連接竹北(水源國小出入口未完成，

竹北已完成) 

4. 目前兩處缺口：古賢社區出入口(二河局河堤施工中)以及富

美路 

5. 富美宮以西海堤施工中 

推薦的服務園區 1. 客雅溪污水處理站(公有地) 

2. 海山漁港(可連至香山車站) 

3. 港南運河(公有地) 

協助事項 1. 惠請提供 17km 與頭前溪自行車道的 excel 表 

2. 惠請提供上述訪談內容的路線圖 

3. 聯絡窗口：林正光科長 

 

 

 

交通處鄭自強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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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7 

 

 

訪談縣市 苗栗縣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2.16(13:30~15:00) 

訪談對象 工商發展處沈又斌處長、工商發展處黃智群副處長 

水利城鄉處楊明曉處長、城鄉發展科黃文璋科長 

訪談地點 工商發展處副處長室 

訪談內容 1. 苗栗縣劉縣長很重視自行車道的發展與串聯，目前已完成規

劃三縱六橫自行車道系統，三縱包括：綠光海風自行車道、

桐花綠廊自行車道、台三線自行車道 ；六橫包括：大河之戀

自行車道、古風農情自行車道(126 線)、後龍溪左岸自行車

道、祕境尋跡自行車道(119 線)、懷舊樂趣自行車道(128線)、

果香逸趣自行車道(130線)。 

2. 第一條縱線~海線已建置完成 68km，以竹南濱海自行車道為

主幹道，包括竹南-後龍-通霄-苑裡，往北銜接新竹市香山區

西濱西側的自行車道，苗栗部份已完成，等新竹市往下串聯；

南端到苑裡和台中交界亦已完成。適合家庭親子旅遊。 

3. 第二條縱線部份自行車道仍為規劃中。 

4. 第三條縱線以台三線為主，大部份無自行車道，為挑戰型路

線。 

5. 苗栗縣因為不是人口集中的城市，要開發一個地方為服務園

區恐有困難度，擔心人潮不夠。 

推薦的服務園區 1.外埔漁港(公有建築物一棟) 

2.崎頂海水浴場 

協助事項 聯絡窗口：黃文璋科長、承辦人劉盛華先生 

再確認新建的苗栗縣議會前方一棟遊客服務中心的功能與用途 

 

   

工商發展處沈又斌處長 城鄉發展科黃文璋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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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縣市 宜蘭縣政府 

訪談日期與時間 101.02.17（9：00～12：00） 

訪談對象 工商旅遊處周慶安處長、遊憩規劃科鄭瑞隆、吳副縣長 

訪談內容 一、自行車道系統 

1.宜蘭縣主軸串聯車道以濱海自行車道為主 

2.平原串聯線建設中 

3.希望藉由本計畫可以協助串聯建設 

二、區域旅遊路線已完成四個軸，包括： 

1.得子口溪自行車道 

2.宜蘭河自行車道 

3.蘭陽溪自行車道 

4.安農溪自行車道 

5.羅東溪新寮溪自行車道 

6.冬山河自行車道 

三、服務區 

1.目前有美利達與餐飲業者合作經營四個自行車租借站、兼營一

個地方加油站 

2.礁溪公園有民間業者依照促參條例提出民辦 BOT 的申請，現

已進入提案審議階段，民間提案包括遊程規劃設計，並擬於山上

的佛光大學、宜蘭大學推出”自行車下坡”遊程。 

3.由於宜蘭縣民宿很多，因此該服務園區並未提供住宿設施。 

推薦的服務園區 公辦的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建議親水公園兩公頃公有地，可結合

冬山河自行車道，成為北有礁溪園區、南有冬山園區的兩大旗鑑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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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各縣市訪談與現勘 

北台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現場會勘紀錄 

現勘日期 101年 3月 20日～22日 

會勘人員 

規劃單位 
張馨文、林忠漢、秦嘉珮、陳承一、吳志文、王思翰、

吳家齊、陳學祥、林惠忠顧問、捷安特蔡嘉津經理 

委託單位 陳信良、丁秋霞、黃智卿、陳永恩、吳名秋 

縣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吳宏春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蔡先生 

苗栗縣政府水利城鄉處劉盛華（電訪）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謝伯鴻與同仁 

基隆市政府邱文志科長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周慶安處長（電訪） 

宜蘭縣悟饕集團劉信志經理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陳美秀處長（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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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斷裂點：新竹市 17公里終點與苗栗縣自行車道交會點 

1. 新竹市 17公里海岸自行車專用道南端與苗栗縣海線自行車專用道北端相差

約 900公尺未銜接。 

2. 建議利用苗栗縣海線自行車專用道北端終點處的函洞設置自行車道加以串

聯，並可藉此隔離西濱快速道路上的車流。 

  

新竹市 17公里自行車專用道-南港終點 南港賞鳥區（新竹斷裂點一） 

  

新竹自行車專用道終點(南港街 106巷) 新竹市政府自製串聯苗栗指標牌 

 

新竹市斷裂一全景 

  

風車下方為新竹市自行車道終點 新竹斷裂點二（新竹市與苗栗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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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海線自行車專用道北端起點週邊農田景觀與左側西濱快速道路全景 

  

苗栗縣海線自行車專用道北端起點 跨西濱涵洞方案（新竹市苗栗交會） 

 

 

 
 

苗栗縣龍鳳漁港（西濱旅遊景點） 新竹市交通處吳宏春先生協助會勘 

 
 

可結合大山車站推動苗栗海線雙鐵旅遊 苗栗頭份景點（斗煥坪地方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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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斷裂點：苗栗縣中港溪堤岸自行車道 

1. 橋下空間不足易導致民眾受傷(但已於橋下另闢替代車道)，建議加強標示提

醒民眾注意。 

2. 營建署與體委會補助各自設立指標系統 

  

營建署補助自行車道計畫與體委會補助自行車道計畫（指標牌比鄰而建） 

  

揉風漫活貓裡海自行車專用道(營建署) 後龍綠光海風自行車專用道(體委會) 

  

竹南焚化爐自行車專用道(西濱跨越) 西濱橋下騎乘空間不足為危險路段 

  

竹南焚化爐自行車專用道 討論自行車專用道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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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斷裂點：竹北頭前溪堤岸自行車道 

1. 新竹縣政府表示跨越頭前溪南、北岸自行車道已貫通，可接新竹市南寮。 

2. 承辦人員交旅處蔡先生希望中央或台北市政府協助自行車道如何進行後續的

營運與維護機制之建立 

3. 惟跨越河道地點，仍須請新竹縣政府提供資料進一步再確認。 

 

  

  

  

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專用道 解說及指標系統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附錄二 14 

 

4.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道與新竹市自行車道如何銜接?如何經由溪洲大橋到南岸

千甲里高速公路前接康樂里舊港大橋？再接天府路、東大路三段? 

  

如何跨越頭前溪 竹北頭前溪自行車專用道(往高鐵站) 

  

新竹縣交旅處蔡先生協助會勘 / 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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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新屋永安濱海自行車道 

1.桃園縣政府交通局計畫全面調查全線自行車道的現況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謝先生與同仁 永安漁港提供安全自行車騎乘環境 

 

永安漁港自行車道與服務區及景點全景圖 

  

桃園縣永安漁港(服務園區建議點之一) 永安漁港生鮮美食區(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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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斷裂點：桃園台 61西濱快速道路超危險路段 

1. 桃園濱海自行車道僅於台 61線路側插小小的指標牌與警示牌，並未劃設標線

與快車道隔離，成為超級危險路段。 

2. 西濱快速道路因臨近台北港與林口火力電廠，有許多大貨車在路上行駛。 

3. 路側自行車道起點標示很小，讓人完全忽視，難以找到自行車道起點。 

  

桃園濱海自行車道起點(西濱南下右) 桃園濱海自行車道起點(西濱南下左側) 

  

西濱上僅有標誌，無自行車標線 桃園與新北市交會(前為林口火力發電廠) 

 

六線車道的西濱快道路為桃園濱海自行車道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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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斷裂點：台二乙線凡爾賽社區近淡海處 

為淡水河自行車道終點，尚未與鄰近之北海岸車道(風芝門車道)相銜接。 

  
新北市金色水岸自行車專用道終點 台二乙線凡爾賽社區轉入海邊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風芝門自行車專用道 

  

解說牌 自行車專用道起點 

  

電影～不能說的密秘～拍攝場景（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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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岸自行車道斷裂點：台二線部份路段無自行車道標線標示 

  

台二線北上左側為洋荳子咖啡廳(景點) 台二線部份路段無自行車道標線標示 

 

萬里鄉國聖海灘(核二廠) 

北海岸自行車專用道南側起點（北上至金山中角），此後向南至基隆澳仔漁港(外

木山車道)時方再有自行車專用道。 

  

萬里-金山自行車專用道起點 

  

自行車專用棧道 生態工法 

  

自行車騎士休息區 自行車道起點停車場與路外側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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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與基隆交會：外木山自行車道 

  

澳底橋 基隆外木山遊憩區 

  

外木山自行車道 

  

由自行車道進入澳仔漁村  

  

外木山漁港觀光漁市步道(兼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起點為中段大停車場至武聖街 114巷口共 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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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區斷裂點：仙洞隧道 

1. 基隆市區完全無自行車騎乘空間，仙洞隧道目前封閉供民眾停車之用。 

2. 建議未來設為自行車專用道，並可與市區主要幹道加以隔離。 

  

  
 

基隆港區斷裂點 

基隆港貨運功能未來將由台北港取代，建議未來貨運碼頭區空間可留設自行車專

用道(用地須與港務局協調)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附錄二 21 

 

基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從基隆海科館遠眺基隆嶼 基隆市政府邱文志科長協助會勘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吳小姐 海科館預計今年完工/公園已施工多時 

 

東海岸舊草嶺自行車專用道（交通部經典示範道路） 

  

舊草嶺自行車專用道入口標示 由台二線進入社區 

  

與台二線完全隔離的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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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連國小 福連一號橋與社區 

  
卯澳漁村 自行車專用道與指標系統 

  
馬崗社區 舊草嶺環狀線解說牌 

  
四角窟觀景台遠眺三貂角 石城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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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草嶺環狀自行車道～鑽石級經典示範路線 

 
宜蘭竹安橋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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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礁溪溫泉公園(長榮酒店旁) 

1. 為宜蘭縣政府建議自行車服務園區設置地，該地已有鐵馬驛站提供簡易服

務，可就既有設施加以擴充升級為服務園區，並已有民間業者自提 BOT。 

2. 但該地點距礁溪火車站及長途客運於市區停靠站尚有一段距離，並未位於自

行車主線上。 

  

  

  

 

 
宜蘭冬山河運動公園 

1. 與悟饕集團～悟樂達公司劉信志經理會面晤談。 

2. 目前冬山河公園租借站平日租借人數甚少(2 人左右)，導致每月虧損達 10

萬以上。 

3. 此外，政府法規上的限制導制其餐飲服務受限，且於大型活動其間(Ex：童

玩節)尚須配合提供額外租借車輛(註：美利達自行車只賣不租，因此車輛庫

存成本須由悟樂達負擔)。 

4. 種種限制條件使悟樂達於未來想退出冬山河租借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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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自行車租借站難以成為獲利來源，反而容易導致虧損(缺少持續穩定

的使用者)，在經營上須搭配其他獲利高之觀光服務設施。(註：自行車僅能

視為吸引遊客的措施，平價供應方能普及 

 

  

美利達冬山河旗艦店（鐵皮屋） 

  

兼營小吃與飲料（無法賣熱食） 冬山河平日遊客較以往少很多 

  

悟饕集團與美利達合作的自行車店 位於主要幹道上，有加油站及空地 

  

悟饕集團位於市區的便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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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三坑車站～鐵道斷裂點 

1. 原本舊宜蘭線鐵道路線上現已闢為黃昏市場。 

2. 舊宜蘭線隧道(獅球新開)目前仍在使用，建議自行車道沿鐵道旁隔離設置 

3. 此路線未來可銜接至新北市基隆河岸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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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解決基隆三坑車站鐵道斷裂點問題，則可接到新北市基隆河自行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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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三坑老街自行車道 

  

三坑老街入口意象 自行車道解說牌(老街進行立面拉皮) 

  

自行車租借站～三坑鐵馬站 

  

進入老街前的步道/自行車道 桃園往新竹斷裂點：台三線（僅有標誌） 

 
桃園縣接新竹縣山線斷裂點 

桃園龍潭南坑接新埔全國（山線）自行車道路口為多叉路、標示需極為清楚，容

易轉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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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埔全國（山線霄裡溪）自行車專用道 

  
龍潭南坑與新埔交會點 雖為自行車共用道但汽機車車流量少 

  
由體委會補助的新竹縣山線串聯計畫 設計有創意的自行車停車架 

  
具農村景觀特色的自行車專用道 

 
新竹縣山線接海線頭前溪的斷裂點 

新埔山線霄裡溪自行車道可經過新埔鎮通往竹北頭前溪車道，但鎮上道路系統複

雜，需經過市區道路，且經過頭前溪的銜接處似乎尚未聯結完畢且未有明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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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新竹市）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2日 上午 9：00~10：30 

二、 訪談地點：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頭前溪往東自行車道聯結新竹縣部分，新竹市已委託辦理 1.25公里自行車道規劃設

計，後續將由新竹市向體委會爭取約 800萬元之工程經費。 

（二） 頭前溪往竹東至舊港大橋部分，目前已聯接至舊港大橋下，惟因路況不佳及第二河川

局河堤工程等，尚未聯接 17公里海岸自行車道。後續將俟工程竣工後，利用防汛道路

進行串聯。後續規劃經費已匡列 300萬元。 

（三） 新竹市 17公里海岸自行車道往南連結苗栗縣竹南綠光海風自行車道（南港賞鳥區-苗

栗崎頂）部分，因部分林務局土地遭養豬戶占用問題，導致自行車路網斷裂。林務局

表示已佔用一案已進入司法程序，建議以西濱慢車道作為短期串聯。若考量道路安全

性，不採以西濱道路共構的方式，改道防風林與海岸間，則需克服沿海漂砂、加速防

風林衰退等生態保護之議題。 

（四） 客雅溪行車道與香山地區或市區其他景點之串聯後續方案、策略，例如：青草湖環湖

自行車道。 

（五） 有關服務園區設置建議地點為南寮旅客服務中心，惟目前由觀光處辦理委外經營，後

續若增設自行車相關服務設施需再進行研商討論。 

（六） 請規劃團隊將相關計畫納入規劃報告書內作為參據，並須研擬短、中、長期策略方案。 

（七） 自行車須搭配其他系統（如觀光遊憩、大眾運輸）一併整合，以串聯北臺 8縣市多元

豐富的特色景點。 

（八） 協助事項：請新竹市交通局提供頭前溪規劃案期末報告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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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新竹縣）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2日 上午 10：30~12：30 

二、 訪談地點：新竹市政府縣長室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新港漁港-南寮漁港斷裂部分，因竹港大橋車流量較大，基於安全考量需繞道通行（約

5公里），建議規劃 500公尺跨河橋梁或改道 68快速道路，前因工程經費龐大，後則

須洽公路總局詢問共構方案之安全性。 

（二） 服務園區建議設置采風館、內灣 1線 9站、新月沙灣活動中心、坡頭漁港等景點。另

外，寶二水庫仙岩廟附近有 1公頃之公有土地、縣 118與田心路交叉口公園亦可作為

服務園區及入口意象。  

（三） 新埔山線霄裡溪自行車道經新埔鎮通往竹北頭前溪部分，因鎮上道路系統複雜，須補

強指標系統辨識功能。 

（四） 鳳鼻隧道自行車道，因鄰軍事管制區，建議後續標註警示封閉管制資訊。 

（五） 有關南坑橋至新竹霄裡溪自行車道段，私人土地有意提供做為自行車服務設施，建議

請景觀總顧問協助提案辦理土地變更，另請規劃團隊提供宜蘭縣 OT案經驗作為參考。 

（六） 請規劃團隊評估北臺自行車旅遊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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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苗栗縣）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2日 上午 12：30~15：00 

二、 訪談地點：苗栗縣政府水利城鄉處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崎頂地區因有產權問題，建議不要在此設置服務園區。 

（二） 苗栗縣旅遊人口數不足以支撐服務園區之經營成本，惟恐造成後續管銷費用，縣府業

於 99年委辦有關自行車驛站委外經營管理研究，經研究評估後，沿海 9個自行車驛站

皆已與海巡署等機關合作，協助提供簡易型服務。 

（三） 五福大橋連結部分，已提以竹南射流溝吊橋作為替代方案，惟因該路段須穿越紅樹林

保護區，且港墘社區居民多數表示不支持該替代方案，以維護該地區自然生態。 

（四） 協助事項：請提供跨橋提案內容。請提供 99年苗栗縣辦理 9個驛站委外管理研究予規

劃團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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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33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桃園縣）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4日 上午 10：40~16：30 

二、 訪談地點：桃園縣政府 307會議室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服務園區設置建議地點為永安漁港、竹圍漁港。 

（二） 因沿海有帶狀工業區使得主系統（海線）受到切割，考量系統安全性，爰建議由輔線

替代。 

（三） 建議自行車路段及景點： 

1. 桃園西濱路段建議標示為危險路段。 

2. 南坑路段建議走既有道路。 

3. 白沙岬燈塔附近有古厝，建議串聯周邊景點。 

4. 埤塘為桃園特色之一，建議串連埤塘景觀連接三坑老街。 

5. 目前刻正規劃中壢市郊區連接桃園高鐵路段的轉運站，後續將與永安漁港串連。 

6. 桃林鐵路將於 101年 10月停駛，建議與臺鐵局協商後續土地撥用納入自行車系統，建

置相關服務性設施等，一併保留鐵路文化資產，創造雙鐵合作之契機。 

（四） 有關永安漁港相關規劃已刻正向客委會爭取相關補助，請規劃團隊一併將該計畫納入

服務園區之系統。 

（五） 建議桃園縣政府有關永安漁港規劃案內，北側自行車路線內縮形式改採用南側穿越防

風林的方案。 

（六） 台 3縣龍潭路段、復興公路段因車流量大，且無腹地，不建議增設相關自行車道或其

他設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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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34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基隆市）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8日 上午 9：00~11：30 

二、 訪談地點：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臺鐵局 

有關五堵車站已有規劃 100個自行車停放架供民眾使用。另外，臺鐵已辦理東部及東

北角地區 BIKE & TRAIN相關規劃及服務。另有關後續規劃策略涉臺鐵土地部分，請

規劃團隊洽本局地權科企畫處。 

（二） 基隆市政府工務處 

七堵公園附近車流量大且易發生車禍，不建議作為自行車服務園區選址地點；另有關

外木山自行車道連接市區部分，後續中山一、二路擴寬工程可規劃自行車道；七堵路

因路福不足，建議加強指標系統標示。 

（三） 基隆市中山區里長 

因工程經費龐大，外木山自行車道無法連接市區。 

（四） 基隆市政府都發處 

基隆市區因路幅較窄，建議短期可用指標系統加強，若後續有相關經費後，再做整體

自行車道品質的升級，例如：油庫附近規劃自行車道。 

（五） 景觀總顧問 

工務處 100年已有針對基隆市自行車網絡計畫進行評估，惟因地區環境限制無法建立

相關網絡系統，建議規劃團隊參考相關計畫內容。另建議將七堵鐵道改道後的廢棄隧

道規劃作為自行車道。 

（六） 航港局 

中山三、四路道路工程後續提供作為自行車道應可行，惟仍需實際調查評估相關配套

措施。有關規劃團隊指稱斷裂點之光華隧道應更正為仙洞隧道。 

（七） 臺灣港務公司基隆分公司 

中正路因人車擁塞，無法挪出一定路幅供自行車使用，建議加強指標系統標示。另有

關仙洞隧道後續規劃利用 1事，請規劃單位擇期向本公司辦理現勘。 

（八） 海科館籌備處 

海科館可作為後續服務園區的選址地點，惟因已辦理相關 OT簽約事宜，若需增設自

行車停車空間及相關設施物，將須與民間廠商進行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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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35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新北市）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8日 上午 9：00~11：30 

二、 訪談地點：新北市政府 10樓 1023會議室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新北市朱市長期待推動北海岸自行車網絡，相關計畫仍在規劃中，有關台北港自行車

道規劃報告書可提供規劃團隊參考。 

（二） 有關景觀橋係以自行車與人行作為優先考量，目前暫以浮洲橋－新海橋間規劃建置。 

（三） 雙北自行車系統屬都會休憩型，各景點附近之服務中心、停車場或派出所均有提供鐵

馬驛站之功能，請規劃團隊評估行動餐車、貨櫃屋作為機動性、臨時性服務設施的策

略，以及甲租乙還系統的整合。 

（四） 新北市連接基隆市界部分自行車道建置與否將再與高灘處進行確認。有關瑞芳－八斗

子路段尚無建置自行車道，據新北市提供相關計畫報告書內容係以台二線共構標線處

理。江北橋有無設置交通號誌 1事將再行確認。三芝－北觀處路段，因土地徵收相關

問題，建議加強指標系統標示。 

（五） 請規劃團隊將平溪、侯硐等支線鐵道納入自行車系統，推動支線雙鐵遊程，提出以臺

鐵車站作為簡易服務性設施之策略方案，並須與臺鐵局進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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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36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檢核會勘紀錄（宜蘭縣） 

一、 訪談時間：101年 5月 9日 下午 13：00~15：30 

二、 訪談地點：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三、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 討論內容摘錄： 

（一） 宜蘭自行車道分山線及海線系統，各自具有發展的限制：濱海自行車道有風沙問題，

山線部分仍為不完整路段，相關計畫仍在建置中。 

（二） 宜蘭縣內有許多臺鐵車站非常適合推動雙鐵旅遊，請規劃團隊提供相關後續推動方

案，並協助與臺鐵局進行研商。 

（三） 建議將宜蘭南方澳、武荖坑納入北臺自行車主系統中，因武荖坑風景優美，且適合作

為露營基地及親子共遊景點。 

（四） 宜蘭遊程方案： 

1. 礁溪溫泉公園仍有業者經營相關自行車旅遊服務。 

2. 未來首都、噶瑪蘭客運均以礁溪遊客中心作為旅客乘車處。 

3. 建議服務園區將冬山河森林公園納入，規劃水路雙遊套裝行程，利用電動及自行車船

遊冬山河流域。另外，礁溪遊客服務中心亦可作為服務園區。 

4. 另宜蘭縣政府將提供理想路線及斷裂點予規劃團隊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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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檢核研商會議紀錄（新竹市、新竹縣） 

一、 時間：101年 9月 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二、 地點：新竹市政府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張教授馨文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內容摘錄： 

（一） 新竹市 

1. 圖資「6-1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天府路至東大路自行車道已建置完成，考量

後續北臺路網串聯，建議未來頭前溪自行車道利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辦理築堤

工程之堤頂防汛道路與南寮舊港交接，再與 17公里濱海自行車道串聯。該築堤

工程已於 101年 8月底竣工，需俟驗收後再行現勘瞭解。 

2. 圖資「6-2新竹市 17 km 自行車道」：有關林務局保安林地遭養豬戶占用，且已

進入司法程序。考量自行車網絡系統串聯及服務環境品質，建議短期主輔軸線

改繞道南港街 106巷，走西濱台 61線往南串接苗栗縣自行車道。長期改善方案

則待相關司法程序確認後再行評估由既有產業道路串聯 1事。 

3. 圖資「6-1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有關建議改善方式內容再酌予修正，另

該計畫已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爭取相關補助經費，惟尚未核定。 

（二） 新竹縣 

1. 圖資「5-1鳳鼻隧道」：考量國防部砲彈射擊頻率及時段，且國防部均會派駐人

員站哨管制通行，倘於隧道內劃設自行車道恐不符效益，且會影響原自行車道

使用率，爰建議於該路段兩側入口處增設警示標誌，提醒自行車使用者於管制

期間改由隧道內通行，並注意安全。 

2. 圖資「5-1新港漁港」：考量跨河橋樑（彩虹橋）工程經費、期程及周邊交通安

http://www.wra02.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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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38 

全性，短期本路段建議短期仍以繞社區為主。另有關跨舊港大橋銜接新竹市頭

前溪自行車道往 17公里濱海自行車道路段，建議增加沿線指標系統。 

3. 圖資「5-2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本路段已建置完成，惟部分路段指標（示）

系統仍待加強，相關工程經費需 250萬元。 

4. 圖資「5-3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本路段可銜接內灣，經濟效益高，且已完成

規劃設計，相關工程預計 104年竣工。 

（三） 有關圖表說明「權管單位」欄位統一修正為「補助單位」。 

六、 結論：請規劃團隊依上述討論內容進行修正，並於修正後以電子郵件請各縣市政府

承辦同仁確認。 

七、 散會（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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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檢核研商會議紀錄（苗栗縣） 

一、 時間：101年 9月 3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二、 地點：苗栗縣政府 3樓 A302會議室 

三、 主席：張教授馨文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內容摘錄： 

（一） 苗栗縣係屬鄉村型自行車網絡，倘大規模建置服務園區恐有閒置。 

（二） 圖資「7-1苗栗五福大橋」：本路段僅需加強指標系統即可，苗栗縣明（102）

年預計加強縣內自行車指標系統規劃設置。 

（三） 圖資「7-2中港溪堤岸自行車道」：有關中港溪橋下替代道路的部分，縣政府已

完成施工，建議圖資 7-2應予刪除。 

（四） 圖資「7-3苗栗山線以縣 119」： 

1. 補助單位應修正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2. 本路段應為苗栗山線以台 3線接新竹縣峨眉北埔路段，該處應加強指標系統，

惟因路幅受限，建議不設置自行車專用道。 

六、 結論：請規劃團隊依上述討論內容進行修正，並於修正後以電子郵件請各縣市政府

承辦同仁確認。 

七、 散會（1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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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檢核研商會議紀錄（桃園縣） 

一、 時間：101年 9月 4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二、 地點：桃園縣政府 2樓 206會議室 

三、 主席：張教授馨文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內容摘錄： 

（一） 圖資「4-1桃園縣永安漁港」：有關林口火力發電廠－竹圍漁港路段多有大型車

輛行駛，且沿海風沙問題等，建議比照新竹市 17公里設置濱海自行車道；餘路

段（竹圍－永安漁港）建議加強標誌（線）系統。 

（二） 圖資「4-1 桃園縣三坑自行車道」：三坑-霄裡溪路段因路幅受限，建議不予增

設自行車專用道，短期以加強指標系統或增設縣市標示（誌）為主，以確保騎

乘安全。 

（三） 圖資「4-2 桃林鐵路」：因桃林鐵路停駛後續規劃方向涉及縣府決 策，惟後續

仍以綠色運輸發展為導向，建議設置自行車專用道，擴大雙鐵合作之效益。 

（四） 圖資「4-3桃園-鶯歌」：建議可利用桃中站-龜山工業區高架橋下設置適當之人

行道或自行車道。 

六、 結論：請規劃團隊依上述討論內容進行修正，並於修正後以電子郵件請各縣市政府

承辦同仁確認。 

七、 散會（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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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檢核研商會議紀錄（基隆市） 
一、 時間：101年 9月 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二、 地點：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三、 主席：張教授馨文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內容摘錄： 

（一） 圖資「2-1基隆火車站」： 

1. 表格所載路段順序為反向，應修正為宜蘭－基隆（北上）順向，以配合主軸線

串聯之路徑方向。 

2. 基隆火車站－八斗子漁港路段土地權屬多屬港務局，且中正路段私有建物多、

末端往東岸碼頭人行道狹窄，建議沿線加強指標系統。 

（二） 圖資「2-1基隆火車站」：有關竹子嶺隧道旁舊隧道，建議比照東北角依舊草嶺

隧模式串聯七堵－新北市，相關細節後續請規劃單位提供初步建議。 

（三） 圖資「2-1基隆外木山車道」：有關外木山自行車道往基隆火車站方向經湖海大

道路段，受限於路幅寬度，且沿線為混合車道，以加強指標（示）系統為原則，

建議不增設自行車專用道。 

（四） 圖資「2-2基隆文化路口」：有關中山一、二路擴寬工程，總寬 40公尺，已預

留 5公尺設置人行步道。該路段其建議加強沿線指標（示）系統，長期則建議

評估設置人車混合道路。另有關中山三路係為港務局用地，拓寬後大型車輛

多，建議規劃單位評估改道。 

六、 結論： 

（一） 有關基隆市 4處斷裂點後續縫補及指標系統整合計畫建議統籌爭取體育署 102

年相關預算經費。 

（二） 請規劃團隊依上述討論內容進行修正，並於修正後以電子郵件請各縣市政府承

辦同仁確認。 

七、 散會（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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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檢核研商會議紀錄（宜蘭縣） 
一、 時間：101年 9月 7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30分 

二、 地點：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會議桌 

三、 主席：張教授馨文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內容摘錄： 

（一） 圖資「3-1濱海台 2公路舊草嶺隧道」： 

1. 本路段屬部分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交通部公路總局已有相關計畫執

行，請宜蘭縣政府釐清本路段權管單位及相關計畫內容。 

2. 請規劃團隊說明本路段（20公里）建議經費編列之計算方式及項目（280萬元），

另經費評估合理性及後續是否建議編列規劃設計費用併請說明。 

（二） 圖資「3-1宜蘭頭城烏石港」： 

1. 有關「得子溪口」應修正為「得子口溪」。 

2. 本路段已爭取 101年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所需經費 3,307萬元，

請宜蘭縣政府協助確認該經費是否包含細部設計（或規劃）費用。 

（三） 圖資「3-2冬山車站」：有關冬山車站高架橋下部分路段已建置完成，該路段往

南方澳漁港係沿台 9線規劃，建議設置簡易指標（示）系統。長期規劃建置自

行車專用道 1事，需洽公路總局進行研商。 

（四） 圖資「3-3羅東溪至安農溪」： 

1. 本路段為玉尊道路－鼻頭橋，路長約 6公里，請規劃團隊確認圖資路段標示。 

2. 本路段業已爭取 101年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請宜蘭縣政府提供本

段後續規劃方向，並請規劃團隊評估該路段工程費用之合理性。 

六、 結論：請規劃團隊依上述討論內容進行修正，並於修正後以電子郵件請各縣市政府

承辦同仁確認。 

七、 散會（16時） 

  

http://www.necoast-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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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檢核研商會議紀錄（新北市、臺北市） 
一、 時間：101年 9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二、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 9樓（南區）905會議室 

三、 主席：張教授馨文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內容摘錄： 

（一） 議題一：新北市斷裂點相關圖說確認 

1. 圖資「1-1淡水圭柔山溪出海口」：新北市已計畫沿台 2線規劃路線，因該路段

路權屬公路總局，故後續仍需與該局研商。短期建議改善仍以加強指標（示）系

統安全性為主，惟增設防撞桿亦需洽公路總局。 

2. 圖資「1-1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有關台 61線（高架橋）需修正為台 15線

（平面道路），建議於台 15線上劃設機慢車道，考量交通現況後，配合相關指標

（示）牌面或標線設置自行車道，以確保安全無虞。 

3. 圖資「1-2核二廠國聖海灘」：請規劃單位再次確認本路段圖資及相關改善方式。 

4. 圖資「1-3濱海台 2公路瑞芳」：瑞芳－貢寮的路段，短期以設置指標（示）等

指引牌面；長期則建議增設自行車專用道，惟本路段沿台 2線路幅寬度不一，且

該路段路權屬公路總局，需與該局研商討論設置專用道或擴寬之可行性。 

（二） 議題二：雙北自行車租賃系統合作可行性 

1. 臺北市工務局水利處 廖家龍科長： 

（1） 本府目前河濱自行車租賃設有 10站，合約將於 103年 1月屆期；新北市高灘

地工程管理處設有 13站，合約將於 103年 5月屆期。 

（2） 本府已於河濱自行車租賃委託案邀標書內載名建議結合新北市河濱自行車租

賃系統，惟於契約書內未強制要求。新北市於同期亦更換新廠商，且未於邀

標書或契約內容明定需與臺北市河濱自行車租賃業者做結合。 

（3） 本府已多次與新北市研商雙北自行車租賃系統合作議題，兩市有高度合作意願

及共識，惟因系統整合技術及設施維管等問題，仍須再行評估。初步建議雙

北河濱自行車道權管單位於 103年合約中規範須配合提供雙北跨縣市自行車

「甲租乙還」租賃系統，以提升整體服務品質，創造跨域加值效益。 

2. 新北市高灘地管理工程處 郭曉柔：本府將配合雙北河濱自行車租賃系統整合研

商合作細節。 

3.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請規劃團隊將自行車服務園區概念延伸

探討河濱機動性（臨時性）餐飲服務設施設施，提供新北市、臺北市後續操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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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4. 交通局交工處 陳詩韻： 

（1） 本府推動 YouBike計畫，現有 41個自行車租賃站，各站佈點以捷運站向社區

（住宅區）設置，以通勤及市民生活通行的交通工具為主，約有 4,500台自

行車，計畫於 103年設置 100個租賃站。 

（2） 因 YouBike與河濱自行車系統之車型（規格）不同，短期無法整合使用，且因

YouBike屬獨立自動服務系統，考量氣候條件、電訊設備等，暫無法設置於

河濱地區。 

（3） 另考量河濱型休憩使用，有關租賃時間及計費方式，仍需進一步評估調整。 

（三） 議題三：河濱自行車道急難救援通報系統及其管理維護 

1. 張教授馨文：建議透過服務園區的概念及租賃站，協助自行車騎士簡易急救包

紮，另考量安全性，建議未來租賃站可提供 GPS出租設備，利用科技資訊提供便

民服務。 

2.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 請規劃團隊針對雙北 APP軟體應用進行瞭解。 

（2） 有關河濱自行車道上有牌面識別標誌，緊急救援上應該沒問題。 

六、 結論： 

（一） 有關新北市 4處斷裂點部分，請規劃團隊依討論內容進行修正，並於修正後以

電子郵件請二市政府承辦同仁確認。 

（二） 本計畫各斷裂點後續建議改善方式，倘涉中央部會權管部分，將後續另送各單

位確認。 

（三） 請規劃單位提出北臺自行車指標（示）系統整合具體方案，以利後續計畫參考。 

（四） 請雙北河濱自行車權管單位配合 103年自行車租賃系統合約屆期，儘早協商合

作事宜。另請規劃團隊將雙北自行車租賃系統整合議題納入本計畫內容，並請

提出初步合作構想。 

七、 散會（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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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一次工作會議記錄 

 

時間：101年 1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9點 30分 
地點：市府大樓 9樓西南區 906會議室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出席人員: 詳簽到簿 

一、主席致詞：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 感謝規劃團隊進行今天工作會議簡報，本計畫除了自行車騎的系統，還包括交通、文化，
服務設施等，資訊也要適當處理。 

2. 期望計劃完成後的三、五年，後續可以把自行車規劃的系統整合起來。 

二、工作會議簡報：張主任馨文簡報 

 (略) 詳見簡報資料 

三、會議實錄 

計畫主持人張主任: 
1. 完成簽約後即進入第二階段，進度是工作項目（一）基本資料的蒐集調查分析。 

2. 本週收集各縣市的自行車道與主管單位，接下來是清圖工作，預計 2/15 以前完成，然後

邀請各縣市進行工作會議，請各縣市確認自行車環境，進一步配合契約書要求完成周邊旅

遊資源、指標系統等調查，預計 3月初完成第二階段。 

3. 最重要的是每個縣市期望的自行車旅遊服務區，可請各縣市提出需求，再協助評估。 

陳副總工程司: 
1. 請確認第二階段的時程是否至 3月 5日止。 

2. 基礎資料蒐集包括北台自行車網絡，以及自行車次系統環狀發展。 

3. 國外案例包括哪兩處? 

張主任:  

1. 環狀次系統會考量北北基宜、桃竹苗等次系統。 

2. 國外案例可參考的包括英國 National cycle network 一萬英哩計畫，美國跨州自行車系統，

或是歐洲荷蘭、丹麥兩個自行車大國。 

鄧股長: 

1. 丹麥和英國的自行車系統偏向歐洲，是否也能考量不同洲際的發展，找出比較適合台灣的

自行車系統。 

2. 文獻方面有各國案例資訊，內容豐富。 

3. 張主任說明的工作項目很細，請以甘特圖呈現，標示每階段執行時間，在工作密集的情況

下，能夠準確掌握每階段的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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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鴻年教授: 

我們會請計畫團隊中留日的陳老師瞭解日本方面是否有適合的案例，惟目前瞭解到日本尚無

自行車旅遊系統，日本的自行車偏向生活化。 

陳副總工程司: 

1. 工作項目（一）初步調查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發展現況，針對主幹線內可提供之路徑規劃

及其權屬、交通系統、公共設施及使用者潛在需求及特性分析。 

2. 請規劃團隊協助瞭解體委會的系統在銜接上是否完整，是否有斷裂的地方。 

解鴻年教授: 

1. 本計畫的調查不是重新調查，而是整合八縣市已有的資源。 

2. 權屬是指自行車道當時由哪個單位補助，目前由哪個單位營運維護，因為現在看到有些自

行車道由不同單位管理，沒有編列維護費用就會沒人管理，縣市政府也不見得有錢管理，

權屬指的是功能的權屬、主管單位的權屬。 

3. 未來要成為一個旅遊系統還是要統一管理單位，這也是要提出一個營運概念。 

4. 北臺自行車道系統自 95 年體委會完成規劃後，尚未更新，因此本計畫會依照之前所完成

的系統，將斷裂的部份串起來後，也請教各縣市有無要增加的車道，以既有的資料重新整

理，使自行車道系統完整。 

吳名秋工程司: 

1. 以之前的經驗，桃園那一帶有風沙問題，新竹縣市交界大部分都完成了，除了某些關鍵性

的路段有權限問題，要達成串連比較困難。 

2. 這案子要定義為旅遊性而非生活性。 

3. 以環狀自行車系統就國內目前產業來講，北臺指是一個部份，建議在環狀部分做適時連

接，例如桃竹苗可往南接中部、宜蘭可接花東，對於整個環狀聯結與使用上的定位提供建

議。 

4. 或許北臺計畫完成後的機制未來也可供其他縣市參考，在經營管理上提供解決方案。 

5. 如同解老師提的，本計畫有很多相關單位，需支援本計畫，把系統有效整合。 

解鴻年教授: 

1. 本次工作會議希望雙方能達成共識，以高速公路休息站為例，自行車道也可以有服務系

統，有簡便的服務區、也有些可以像高速公路服務區那樣產業化，ROT、BOT，最後讓各

縣市政府去選擇旗艦店的權利，甚至可以回過頭來協助維護自行車道；車道哪些地方可以

改善的部分，也可像交通儀控中心一樣，透過使用者回饋而產生控制迴路，讓全部自行車

的網絡能連結。 

2. 有些車道興建之後沒有人再去管理維護，所以我們要列出：(1)確實認養系統建立，(2)未

來維護系統機制的建立，(3)在建置底下融入民間服務區將系統概念放進來。這些想法如

果和府裡一致，我們就朝目標前進。 

3. 結合公共運輸的租借，坐火車到甲地租自行車，甲地租乙地還，這樣才能串成一個產業。 

4. 選擇只有自行車能到的景點、創造出遊憩體驗，建立一個服務系統，這樣服務區才能永續

經營。 

5. 邀標書上的工作項目和工作成果內容太多，兩者有些串不起來。今天討論達成共識，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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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來會比較順利。 

吳工程司: 

以我個人建議，自行車旅遊一定要做有區別，如果自行車能到的地方，汽車也能到，不見得

發展得起來。只有自行車能到的地方，例如風力發電廠，這時自行車旅遊就變很特別。 

陳副總工程司: 

1. 這些都是以旅遊為出發點。還有關於無縫隙交通，能不能做無縫隙串聯，還要拉次系統，

例如結合貨運，騎累了可以用貨運將自行車運回去，自己再坐車回去等。 

2. 權屬問題發文或召開工作會議請縣市政府提供，我們可訂一個簡單的規則讓大家操作填

寫。 

3. 現在資訊發達，雲端或 APP，是不是也能把這些東西能簡單處理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有困

難，要花多少錢去建置，可給下一個計畫建議。例如到特定地點，下載一個程式旅遊。 

4. 邀標書上工作項目大致上是我們訂的，如果沒有問題就照著這些項目走下去。 

5. 先處理一輪跟相關單位的意見，處理以前要先把已經基本調查過的資訊向大家說明。第一

次先把自行車有關，例如體委會的系統和各縣市現有的次系統加上去，整合初步的狀況，

找相關單位處理，一起解決。 

張主任: 

1. 預計清圖在 2月 15號完成，建議 15號之後召開工作會議，要有資料向各縣市報告和提出

服務區的概念，讓各縣市也有想法回饋出來。 

2. 自行車旅遊不只是騎自行車，應該把觀光巴士，或遊樂區自願提供接駁結合起來，更要強

力推動公共自行車，不要只是一直騎自行車，卻沒有停下來好好旅遊。 

吳工程司: 

各縣市認為比較重要的旅遊景點，如果能適時提供資源、我們需要的資料不足時列一張清單，

再請縣市政府幫忙，有窗口幫忙，工作起來才不會那麼辛苦，如果有困難再向北市府反應，

我們會盡量協助處理。 

白仁德教授: 

以台北為例，自行車服務區旗艦點可設在動物園，場地夠大，交通便利又有貓空景點，其他

也有不同的遊程規劃。 

張主任: 

未來可以結合手機 QR code，提供不同的玩法。臺灣其實很努力推動自行車旅遊，今年 6月

我受邀將到溫哥華世界自行車大會演講，到時候可以讓全世界看看北台的努力，各國都對亞

洲城市的自行車旅遊有興趣。世界自行車大會其實就是在行銷一個城市，如果台灣有決心也

可以成為自行車旅遊大國。 

陳副總工程司: 

1. 四次會勘太早，如果縣市政府沒有提供地點，也沒辦法場勘，但先以各縣市提供的資料為

主，至少可以給大家一個清楚的資訊，可以先整理。 

2. 具體工作項目我們內部開完會再向張主任說明，服務區檢核會勘不要太早。 

3. 這個計畫最後出來的成果，第一是自行車旅遊系統，第二是服務區管理營運，第三是次系

統的處理，第四是無縫隙交通接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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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仁德教授: 

本計畫可以從兩個概念思考成果：(1)使用者概念~去哪裡玩、(2)執行者概念~政府單位服務區

怎麼營運運作。 

吳工程司: 

這計畫未來有些相關需求，如自行車旅遊產業行銷。 

鄧股長: 

建議第一場可以先向桃竹苗要資料，或帶我們去看，先場勘一次，了解操作方式後，下一次

再去現場會比較有成效，以後就可以這模式去運作。 

張主任: 

四場次以室內討論為主，因為第一階段時間比較短只有 60天，但工作內容卻是最繁雜的。 

結語～陳副總工程司: 

1. 旅遊不只是產業，也可以和其他產業做結合，就像服務區會分不同的等級，例如台北市河

濱公園旁邊，很多餐車特地挖一點接水接電，如果有颱風來牽著就可以走了，也許貨櫃屋

的概念。看可不可以發展出整體產業的東西。 

2. 每兩周可開一次會議討論或一個月開一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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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二次工作會議記錄 

 

時間：101年 2月 7日(星期二)下午四點三十分 
地點：市府大樓 9樓南區 905會議室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出席人員: 詳簽到簿 
 

會議實錄 

一、都發局說明工作時程 

二、白仁德教授 

1.向各位報告目前建立自行車道圖檔的情形，原本一開始用各單位提供的圖檔來描繪，後來

在環保署裡有一個網站用空污費做的研究案，但他們不提供圖檔，所以我們只好在網站上抓

下來，但據對方表示，因為有經費處理，所以台北市和新北市是最精準的，我們以它的圖檔

做基礎，以屬性資料表來看，總共有 387條自行車道，依照原來建的屬性資料，例如景美溪

左岸車道其實是整條，但它分成四段，這幾個路線已請助理去現場確認是否和圖檔有差異，

幸好結果是吻合的。 

2.最難的部份是自行車道標示，目前大抵完成，接下來還要掌握相關自行車維護站、警局鐵

馬驛站或其他相關屬性的建立。 

三、陳副總工程司 

1.邱主秘說體委會已經把北台自行車道串接系統完成，但從圖上來看應該還是有落差，這樣

的落差要再跟體委會確認。 

2.我的建議是這項研究未來如果對八縣市是有意義、有必要、有效益的，請列一個未來縣市

或哪個單位該做的工作項目列出來，也許地方政府沒有能力或不願意執行，這議題由我們提

出來討論，再請中央單位幫忙協助。 

3.白老師這邊已經做完圖檔的部分，還要再和過去既有研究做一次比對。另外，能不能把已

經完成圖檔的部分，發文請各縣市先確認，確認目前作的系統是不是對的，未來還要再拜託

主持人幫我們歸類整個北臺的主系統是以什麼原則去建立，這樣對外說明才有一個完整的說

法。 

4.環保署的研究如果真的有價值，學會這邊有需要的話，我們會發正式公文協助看能不能提

供相關資料，如果其他局處也有這樣的問題，也可以發正式公文請各縣市政府提供書面或電

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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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台要以大範圍來看，但各縣市有自己的大眾運輸系統或自行車系統，資訊的蒐集會很複

雜繁多，所以必須先整理出來再給地方縣市政府做篩選，最後的報告希望有個架構，讓未來

縣市政府可以去做延伸。 

四、解鴻年教授 

1.關於 APP 的建議，單一服務區可以做相關服務設施、景點、休閒遊憩、相關大眾運輸的整

合，例如日月潭大眾運輸的指引做的就不錯。最後服務區的地點如果確定，可以做為 APP 的

對象，例如新竹、通霄服務區等，至於全區的網站可以規劃北台全部路線，到現場後再用手

機 APP 查詢單一路線。 

2.原來的假設由縣市政府提出服務區的替選地點，我們要對縣市政府說明服務區的概念，服

務區是交通的多功能用區，最高階甚至有住宿功能，服務自行車旅遊為對象的用地，我們提

供 image，縣市政府提出可行用地，我們再幫忙評估最適合，看地點是否要變更或用既有的

土地或交通用地就可以處理，至少功能包括大眾運輸轉乘、有住宿、用餐、維修、自行車相

關產業等等，像高速公路服務區帶來具有 BOT的商機，這樣每個縣市政府就有自己的自行車

HUB，我們是以這樣的想像來規劃，發文給各縣市提供適合的地點，到現場勘選是否可行，

看能不能跟自行車路網做最好的結合。 

3.我們把基宜、北北、桃竹、竹苗，分四區開會，各主持人負責一區，到現地解說同時開會，

這樣比較有效率。這個階段先溝通，如果要馬上決定服務區地點是不太可能，一定要長期評

估。 

5.張老師說的關於服務區的選擇，這部分在期中報告後決定，這時要參考各縣市的想法，也

許指標或內容要做調整，也許變成大部分方向不變，但每一個地區評估準則不一樣，因為考

量的範圍不一樣。 

五、張學孔教授 

執行本計畫整合的確很重要，研究可行性更難，規劃團隊辛苦了。可運用空間資訊的觀念，

將來把自行車道變成設施管理，因為台灣建置越來越多自行車道，所以設施管理將來會變成

一個很大的課題，這個研究絕對有潛力，需要更多資源，不同縣市和不同階段的管理，將來

整合也會是很大的議題。 

六、張馨文教授 

1.過年後規劃團隊馬不停啼，拜訪或訪問各單位，包括體委會、環保署、營建署等，體委會

提供近三年補助 30億元的自行車道建設計畫，也整理 91-98年的所有計畫。發現北台的自行

車計畫真的很繁多，有些是規劃案，有些是工程案，有些是一段段補，所以像白老師說的，

要建置這樣的空間資訊，真的很不容易，後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圖面上還要與計畫內容對

照，必須一層層套疊出來，才會變成完整的系統。 

2.關於服務區這塊，我們先整理出概念做成一個表格給各縣市政府填寫，準則列出來，包括

交通、資源、服務、旅遊、自行車、土地使用、安全性等等，接下來會請各縣市提出自己建

議的方案，然後下一階段請專家評估，把一些適合的土地調出來。陳大同老師也建議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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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設也可以加以檢討。 

3.宜蘭縣在做自行車道建置這方面做得很完整，也成功串連到花東地區，甚至結合冬山河線

和蘭陽溪線都是支線部分，主軸線都標示很清楚。 

七、結語～陳副總工程司 

1. 期初報告先完成四場踏勘訪談，由學會這邊針對分區部分做處理，作為第二階段期初報告

的四場會議結論。提供資訊方面，要提醒支線和遊憩資源或其他必須配合的，要幫我們先

跟各縣市政府做溝通，所有事項和建議可以在期初審查會議中提出，做為期中報告研訂的

依據。 

2. 關於臺北市自行車道部分，萬一環島串聯主軸線繞過臺北市，這也不反對，也許臺北市不

像其他縣市能再蓋一個服務區，但臺北市可以結合為區域路網，這部分要怎麼處理，請規

劃團隊幫忙再做評估。 

3. 本計畫履約期程經查契約內容及考量作業時程，學會與市府機關雙方同意，各階段完成日

期以北臺八縣市開會審查作為第二、三、四階段的完成，日期分別為 

第二階段完成日係 3/5，於 2/20 前將期初報告送達北市都市發展局 

第三階段完成日係 5/18 ，於 5/4 前將期中報告送達北市都市發展局 

第四階段完成日係 7/31，於 7/17 前將期末報告送達北市都市發展局 

第五階段於 8/1-14依契約內容送交總結報告初稿，8/15-8/30 送交總結報告書。 

4. 圖資從環保署等單位下載，現有自行車道、計畫中自行車道路網將分別呈現。 

5. 北臺整合型自行車道將包括環狀系統及與結合其他交通模式的內陸旅遊系統，再加上次系

統。 

6. 自行車服務區將定位為 A 級或 B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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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三次工作會議記錄 
時間：101年 3月 12日(星期一)上午 9點 
地點：市府大樓 9樓南區 905會議室 
主席：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一、工作會議簡報：張馨文主任 
 (略) 詳見簡報資料 
 
二、會議實錄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報告書內容以下幾點請修正 

1.2-1頁請科裡面能不能向各縣市政府要到電子檔可提供，資料彙整會比較齊點。 

2.2-2頁體委會說請修正。 

3.國外案例可借鏡，但城市和北台八縣市做的事比起來還是有落差，在設施或服務內容，北

台八縣市整合上會比較一致。 

 

張馨文主任 

國情相同方面，日本已經加進去了，關東周邊有幾個縣市在串連的，這個可以值得我們借鏡，

其實亞洲地區和我們國情相同的，目前沒有任何國家比我們先進在做自行車道的串連，所以

為什麼都一直在看歐美國家地區，因為他們走得比較快，歐洲這塊他們是國家在串連，是更

龐大的東西，比較有趣的東西我們會再加進來。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相關法令 P.2-7，沒有法令的部分在中央部會還沒修法前，騎乘安全標準方面到時也許可以

參考技術手冊或安全手冊。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說實話好像沒有嚴重到放在報告書裡面。 

 

解鴻年教授  

但我們會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放在相關網站那節去介紹，因為運研所計畫案做蠻多的。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經濟效益分析好不好做，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國外案例的數字參考推算，看估計是不是有這麼

多；另外，那天和同仁聊，如果系統串聯起來的話，對於桃竹苗影響比較大，對台北好像影

響不大。 

解鴻年教授 

1.因為台北屬於休憩型不會變產業，新北市、桃竹苗屬於產業型會受益，大都會不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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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北市最有可能成為自行車產業精品展的地方，整個在自行車路線裡最亮眼的地方，包括

維修和調整、製作、創意，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自行車，自行車車手都會跑到台北，師傅在台

北駐點，甚至於排班或下單就好，就不是住宿而是設計創意產業，經濟就帶動起來。 

 

丁秋霞正工程司 

當初只有一個很單純的想法，就是做整合系統。做整合的過程中，老師後面有提到自行車旅

遊服務園區的部分，但一般來說，自行車旅遊是這樣的，例如台北市其實有老人、有小孩、

有親子的部份，其實騎不到外縣市去的時候，在河濱公園這種地區性的也可以玩得很好或想

好在連結的，也許只是連到新北市，但今天看起來老師的規畫裡面因為請的專業，很多都是

像競速的車手或是比較大團隊的，那種看起來都太專業的，像東北角冬天騎太冷、夏天新竹

風沙比較大的問題，如何把自行車道的使用頻率提高，這是很重要的觀念點。不曉得這樣規

畫下來，有很多都是以專業者的角度來看待這條路的時候，最後的使用者是誰? 

 
解鴻年教授 

沒錯使用者是最關鍵的，但是我們沒有找競速者，像林惠忠老師就不是競速者，他是帶團體

旅遊的。 

 
丁秋霞正工程司 

1.有些像旅遊部分，如果是帶旅遊團過來，變成是說有些腹地風景好的地方大家才運行，例

如尖石，我蠻感傷的是，以前觀霧那很漂亮，但溫泉發展後，很商業化而且風景變不好看，

那地方的可及性已經不大，就是繞山路一直進去，但現在那個地方變成是一般觀光團會帶進

去的地方就變很醜，但很怕說原本自行車是為了要體驗一種休閒，把休閒產業變旅遊轉換成

產業的時候，提了很多旅遊業者進來，這地方會不會變成高消費高品質的地方，很怕破壞生

態，像很多河岸線的地方其實都是生態比較脆弱的，所以在看這件事的時候，其實應該要回

歸到一開始的時候，是要做一個整合。 

2.我們那時候的想法，自行車是綠色運具的一個過程中，我們也希望把這觀念推出去，如果

大家都把綠能轉換後，大家的休閒都提供在這邊，減少車輛進出，這其實是綠色所得，另一

個觀點，從產業上來看也是一個提升。 

3.聽說台灣的自行車產業已經達到飽和，像我們家每人都有一台小摺，要我們在去買一台不

太可能。 

解鴻年教授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到不只擁有，還要品質，所以要設計產業進來，不是只為了換一個運具，而是

為了追求更美好，追求更美好其實是這個的價值，就像旅遊行程，你到河內去，一下飛機就有人在賣

自行車旅遊沿著河谷，甚至於有旅遊可以從胡志明市騎到河內去一千多公里，這種旅遊就是去找祕

境，我們只是串聯自行車道，目的就是為了使用者，不是為了車手，車手他們自己會去跑，根本不

需要我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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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秋霞正工程司 

所以不是為了車手，是為了一般使用者。我講一個觀念，不知是否正確，我們當初在爬台北

市的”青山計畫”的時候，台北市規畫了 20條親子步道，那其實就是是分級，觀念是分為一般

就是安全的，另一種路是小心就安全、很小心才安全和很小心也不安全的分級，那在自行車

道整合裡，是不是有些路能用指標分顏色區別安全與不安全，例如標紅色就代表很危險要小

心等等，用分級的概念回過頭來建議他們，我們也不一定在這做，只是我們經過了檢視以後，

那些斷裂點我們根本也沒有辦法做到，但是用分級的概念告訴使用者，像車手要競速沒關係，

他們都能跑到武陵甚至衝上武嶺，所以我們也不用替他們擔心，用分級部分去檢視，我們就

有個整合的概念出來，因為像那天期初審查開會，各部會都有做些事，這案子重要除了產業

以外，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解鴻年教授 

1.我們最大目標是環島北臺這張圖除了串聯外，還分成哪些是自行車專用道和非專用道，這

張圖從來沒有出現在哪個部會的成果上面，但但張圖不見得會出現在實際道路上面，實際道

路要各縣市政府自己去做標誌，但是我們要這張圖達到的是你剛剛講的，打虛線危險的你要

自己負責，我們畫實線一定是安全的，主線和輔線是屬於輔線是給親子旅遊的，這也是為什

麼這次要去實地勘察的原因，用 GPS 定位出來，用圖確定標出來，用不同顏色區別，例如綠

色線是通行無阻、黃色是共用道、紅色是危險。但未必每個人一定要環北台八縣市，我只兩

天一夜遊也不管跨幾縣市，好玩就好，以輔線來講一段段不同的遊程，讓他規劃成親子旅遊

和留錢下來，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讓地方經濟提升起來，你做北台八縣市不是只為了國民健康，

而是怎麼創造出每一個地方經濟能活起來。 

2.宜蘭縣是北台八縣市裡唯一有 BOT的，宜蘭礁溪那是民間自己提 BOT，他們在礁溪公園的

溫泉區旁邊要自己辦一個 BOT，民間提了後現在在甄審，如果沒有替代方案的時候就讓他提

了，把這當服務區，他們有遊程把你載到佛光大學後，從上面溜下來，他也是用家庭旅遊，

雖然你騎不上去，但他們發現這條路的風景太漂亮，可以看到太平洋，他就是有這種行程。

如果民間做得起來，宜蘭有四個路環，每個環都可以標一個服務區出去，那就是一種經濟，

帶動那邊的發展。我們其實在鼓勵生態旅遊或自助旅遊的時候，也要提供一些不同的服務品

質，過去年輕人的自行車社團出去就是住廟比較便宜。現在已經不是拮据的時代了，已經到

新的時代會走設計會走創意，但也會走完全為他量身打造的東西出來，最高階的服務區不會

在都會區，可能會在宜蘭縣或新竹縣，但宜蘭縣的民宿很多，也不需要打擊到宜蘭縣的民宿

市場，縣府會主動提到南宜蘭，因為那邊缺乏，民宿又過貴，一個晚上要價六千，騎自行車

的怎可能一個晚上住那麼貴，YH一個晚上 600 元，他可以騎得很高興，洗個澡睡個覺隔天

起來繼續玩。所以這是不相沖的，因為我們一開始就不是設定在競速，而且也不設定在專業

騎士，所以我們所有的顧問沒有一個是為了專業騎士而設，我們要的是像旅行社那樣，如果

是為了車手，旅行社賺不到錢的。我們還去調查說每一個遊程能創造出多少旅行的 willing to 

pay ，未來就要算出說有多少產值，如果造成這種旅遊的話，也更希望說，像台北市或四鄉

鎮的縣市，他有一個 hub，為了提供 tour的 information，他可能只是一個 hub，hub可以變成

一個小點，也許只是在火車站，也許變成更大的點變成提供服務，今天來到這玩或是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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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合作，這邊會派遣，派人來接到某個點集合出發然後選擇遊程，這都是國外的旅行業者

所做的一些事項，我們只是沒有把它做很大，台灣有自行車旅遊網，可是他也是自助旅遊。

自行車團體旅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自己騎自行車去玩，那是少數愛好者，團體旅遊才

能擴大頻率，那種互相激勵，一起騎一起玩，讓一般沒有運動的人，有團體旅遊才會去騎。 

3.東部寫了三年選出經典路線，讓它變成旅遊，但還是沒有走出團體旅遊的形式，捷安特旅

行社設一個保母車去試團體旅遊，到現在還是損益平衡而已，沒有辦法賺很多錢。 

4.團體旅遊在很鄉下的地方，他只是 balance 而已，都會有它的價值是因為他 willing to pay的

人很多，人口也夠多，可以散出來騎，市場會擴大，很多路線其實平凡中還是有不平凡，像

新豐那邊看起來不怎麼樣，結果真的去帶生態旅遊的時候，其實很漂亮，這就是要經過導覽

解說的系統來創造。 

5.東部的做法，依照東部結合火車站，變成兩鐵旅遊，也不求串連北台，用一圈圈畫遊程，

但現在是北台八縣市，還是要有一個宣示型的政策出來。 

6.真正的團體旅遊是沒有自己的自行車的，才能夠造出經濟效果出來，為什麼後來一直強調

服務園區，就是讓你當下起意，玩完下一個行程後就把自行車放下，繼續下一個行程玩。 

 
丁秋霞正工程司 

但回過頭來看，我們並不是為了創造自行車的團體旅遊，真正的重點是要整合北台的自行車

的系統。 

 

解鴻年教授 

那是一部分。路線、遊程、服務可以吸引旅遊，才能帶動地方經濟。 

 

 

 
黃股長 

所謂的斷裂點騎不過去，對於旅遊的人有很大的影響嗎?事實上那個路線是他可以去安排，例

如說再騎回來，到這個點，無論是有車沒車的人，把車放在這或借車，到下一個點在騎就好。 

解鴻年教授 

本計劃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跨縣市去和北台合作，例如苗栗到大甲拜拜繞境，萬人從 bike，有

個路線讓別人去玩。例如北台經典路線 10條路，從一日遊到二日遊或到四日遊有這些路線，

再來就是服務系統的問題，台北本身就是服務系統，目前到鄉下後就找 7-11或派出所，去解

決最基礎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花費去做這種階級的服務系統，但我們的服務系統是讓地方

經濟有所發展，能夠作為附近自行車道的監測系統，因為現在的自行車道是沒有人維護，如

果有了這系統，讓有人是依賴他而活的，才會去在乎這自行車道是不是髒亂或指標系統被破

壞，因為出了事沒有人騎，他沒有生意可做，所以還是很在意經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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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大致上概念上沒有太大的落差，也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就拜託放進去，可否從使用者

角度試一遍。假設用我來看，我也有我的需求，就用兩個部分來看，一個是現在宜蘭在做的，

如果是我去宜蘭玩的話，他的 BOT出來的話，顯然他對我來說是，我坐火車到那，然後有個

tour，那是替代，不是從北台騎車路線過去的，所以除了那個路線以外，還有一個次系統，就

是無縫隙交通的大眾運輸，這可以一起處理，要做一個交代，當然用騎的也是要有一個交代。 

2.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是騎自己的腳踏車，就得騎到哪停到哪，如果騎到沒力氣，東西得要

寄回去，這就有一個物流的問題，這系統要再麻煩研究看看。 

3.苗栗縣政府說無法提供服務園區，這要再討論看看，看能不能結合台鐵做服務園區。 

4.斷裂點還是要找出來，未來要怎麼改善，可以提建議，但要如何做還要再討論。 

 
張馨文主任 

1.斷裂點不只四個點，3/20-22三天兩夜的實地勘察希望能找出其他斷裂點。 

2.預計在 4/25舉辦產官學研座談會。 

 

會議結論 

1.環北台的路線圖應能區分專用混合車道及斷裂處建議路線 

2.服務園區尊重各縣市意願及選址 

3.遊程規劃建議 

4.相關網站及規範專節敘述 

5.地方經濟受益分析納入考量 

6.大眾運輸與自行車旅遊的結合應探討 

7.調查現勘配合辦理 

8.座談會確定空間後即行文，配合期中簡報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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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四次工作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1年 4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6時 

二、 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樓（西南區）906會議室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紀錄：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工作會議簡報：張馨文主任 

六、 會議實錄： 

（一）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 關於 4月 20日專家學者座談會，請規劃團隊先提供資料予本局，以為簽辦。 

2. 期中報告繳交正確時間先確認，並針對必須討論議題提出建議。 

3. 現勘檢核後調查的斷裂點是否將於專家學者座談會中呈現？ 

4. 請規劃團隊於座談會中簡要說明目前北臺 8縣市自行車系統檢核情形及相關課題，並

請將各縣市建議園區地點納入本案系統評估項目。 

5. 有關旅遊系統部分，除了用 Park、Hub或 Station的概念外，請規劃團隊提供主系統、

次系統旅遊配套層次之建議，以及後續主次系統結合之方向。 

6.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評估應先檢視各項設置條件、因素及區位等面向，分析該地點是

否適宜，並須先與各縣市政府溝通後，尋求共識。 

7. 有關園區選擇涉及後續經營操作及策略等細節，如何將自行車系統與民間企業結合，

以及後續行銷管理策略或具體配套措施等，一併規劃團隊於期中報告內容中呈現。 

8. 因自行車系統及園區設置等涉土地使用、水利法、海岸或交通等相關法規，且與各部

會政策相關，請規劃團隊補充有關第二章相關法令及計畫（或政策）部分，並須提供

後續本案與各縣市及中央部會協調之具體建議。 

9. 請規劃團隊先與基隆市政府討論有關自行車道與臺北、新北自行車道斷裂點銜接問

題，並請規劃團隊於期中報告中提出跨縣市及各別縣市內自行車道斷裂銜接之具體改

善策略。 

10. 因自行車活動、使用者數量不易掌握，建議於座談會中提出有關本案系統營運評估部

分，請專家學者提供相關意見；另有關遊客量不足以支撐園區營運部分，請規劃團隊

一併研議提出配套措施。 

（二） 陳永恩 

1. 請規劃團隊儘速依期初審查各委員意見修正報告書內容，另有關以下 3點請規劃團隊

先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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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車道分級的部分建議考量用服務水準的方式來分級。 

（2） 使用者定位部分偏重旅遊活動的使用者，建議依自行車使用者分類，針對自行車

活動的專業度分級：進階、中階、初階、親子等級別。 

（3） 有關指標系統整合部分，因各自行車道補助機關與興建期程等不同，而有不同形

式，請規劃單位提供指標系統整合的具體策略。 

2. 有關 4月 20日第 1場會議主題訂為「自行車產業+自行車旅遊」，惟似乎偏向休閒娛樂，

缺乏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連結，建議將文化創意或交通等產業面向納入考量；另有關

行銷策略部分除了國際層次的行銷外，建議強化在地性行銷的手法/方式，例如：舉辦

1~2場北臺自行車影像紀錄活動等，落實在地行銷。 

3. 關於宜蘭民間提供自行車服務園區部分，請規劃團隊一併提供後續委由民間經營管理

策略、配套措施或合作模式；另請儘速提供 4月 20日第 2場會議問卷及相關資料以利

後續作業參考。 

（三） 黃股長智卿 

1. 規劃團隊已羅列各縣市適合設置園區的地點，惟因北臺 8縣市自行車道發展現況與地

方特色不同，建議規劃團隊先行分析 8縣市資源特性及定位，並審慎評估設置園區的

必要性。 

2. 有關期初審查委員針對自行車道分級部分之討論，請規劃團隊以「使用者」角度針對

自行車道系統進行分級、分類，惟本次會議提供之資料係以消費者分類之概念，建議

參考登山路線分級的概念，例如：健腳級、闔家歡等。 

（四） 丁正工程司秋霞 

1. 請規劃團隊針對 3月份會勘檢核結果，彙整各項現況問題，確立處理原則，先行提供

各縣市進行內部討論及研提方案。 

2. 會勘路線之整理，請考量由南往北及由北往南是否有所不同，及斷裂點的部分，是否

可考量與山線的連結。 

3. 針對現況之整理，短期內可處理的，請先提出建議，例如基隆市建議可利用鐵路的銜

接市區安全號誌的導引及既有道路共構自行車的方式等。 

4. 有關自行車道系統銜接部分，請考量「實」與「虛」的銜接，如何透過其他接駁運具

輔助即為一種虛接的方式，並將路線之趣味性一併納入考量。 

（五） 張主任馨文 

1. 本次專家學者座談會主要為 review期初簡報，因斷裂點過於瑣碎，將不在該座談會中

呈現，另將於會後請各縣市代表或景觀總顧問協助確認，並於期中報告中提出說明。 

2. 有關園區設置地點係經各縣市政府首長或相關單位建議，本團隊將依功能、旅遊定位

等進行評估後選定設置區位。 

3. 有關使用者定位須配合旅遊系統分為進階、中階、初階等，並提供使用者瞭解各車道

的狀況；自行車道分級部分將俟主軸線確定後，呈現專用或非專用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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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中報告將以大圖呈現現勘檢核 25個斷裂點，並說明現況照片及後續規劃建議；惟實

質規劃並非本案工作內容，應為北臺自行車計畫下一階段實質規劃計畫。 

（六） 解教授鴻年 

1. 有關 4月 20日的座談會將邀請各縣市政府景觀總顧問協助釐清如何將斷裂點彌補縫合

等問題。 

2. 服務園區分為 3個等級：園區（Park）、驛站（Hub）或轉乘站（Station），其中轉乘

站即可透過鐵路與 bike結合，降低甲租乙還得運載成本，透過虛接的方式串聯北臺自

行車系統，本計畫將與臺鐵局密切溝通，拓展花東線以外的雙鐵合作契機。 

3. 本案預計於 6月 2日召開第二階段座談會，將邀集專家學者對於驛站（Hub）的定位與

區位選擇提供確切的評估方式。 

七、 會議結論： 

1. 依契約規定，本案業於 101年 3月 3日通過期初審查，第 3階段應於期初審查通過日

起 75個日曆天內（101年 5月 17日前）繳交期中報告，本局將於規劃團隊提送期中

報告後 15個日曆天內召開審查會議。 

2. 請規劃團隊於每週五提供最新工作內容與進度，紙本或電子檔均可；另有關第五次工

作會議將於座談會後、期中審查前擇期再開。 

會議照片 

  

  

八、 散會：下午 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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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五次工作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1年 5月 9日（星期三）下午 5時 30分 

二、 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樓（南區）科會議室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紀錄：饒子琳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工作會議簡報：張馨文主任 

六、 會議實錄： 
(一)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 依合約內容要求，目前報告書內容精確度仍有待加強，請規劃團隊再次審視本計
畫架構，將歷次工作會議及各階段審查會議相關意見內容納入參據。 

2. 有關自行車服務園區的自償率或投資報酬率等相關產業經濟效益評估部分，須以
園區為主評估財務計畫，並提出短、中、長期的策略方案，作為本計畫後續預算
投入與執行參考。另有關廠商投入部份的財務自償性必須提供參數概估資料及相
關園區財務評估方式或案例。 

3. 歷次檢核會勘、工作會議及各階段審查會議紀錄均須呈現本計畫報告書內。 

4. 第四章現況分析部分，各縣市基本資料須加以分類：（1）斷裂點；（2）服務園區；
（3）遊程規劃等。另有關自行車網絡須依系統分為：海線主系統、山線次系統
及支線雙鐵系統等，並以圖表說明相關資訊。 

5. 有關各縣市已辦理之相關計畫，例如基隆中山一、二路或新竹市頭前溪等自行車
道規劃，因未有明確的計畫期程，建議亦納入本計畫策略規劃方案。 

6. 旅遊系統部分，請將各縣市具潛力之旅遊景點與自行車進行串聯。 

7. 本計畫斷裂點圖說繪製須標註編號，先以大圖呈現各縣市斷裂點分布，並針對各
斷裂點部分進行現況照片與文字說明描述。 

 (二)白仁德教授 

有關財務計畫部分，本計畫將配合地方政府、經建會等相關要求，擬具財務計畫框
架，相關參數可針對投入預算、都市計畫變更及相關服務設施投入等進行調整，作為
後續招商及營運管理之參考。 

七、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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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第六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年 8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9時 

二、 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樓（西南區）906會議室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紀錄： 饒子琳 

                             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討論及報告項目： 

(一) 本案執行進度報告。 

(二) 爭取 101年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提案內容說明。 

(三) 本案後續與各縣市政府及中央部會研商事宜。 

(四) 有關成立北臺自行車推動聯盟 1事。 

(五) 有關張主任 6月 22~30日參加加拿大溫哥華主辦 2012年 velocity自行車大會的會後

心得簡要說明。 

六、 會議實錄： 

(一) 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1. 請規劃團隊於提交期末報告（9月 14日）前提供相關 GIS圖面資料，並須與中央部會

相關圖資進行整合，俾利本案後續與各縣市政府進行各斷裂點之檢視及驗證。 

2. 有關「中日微電影」等觀光行銷活動已納入 101年度爭取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

規劃」-「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計畫」內容中，請規劃團隊協助提供具體操作

內容，俟相關合作達成初步共識後擇期拜會中央部會爭取支持及相關經費。 

3. 規劃單位前已提出「雙鐵旅遊」方案構想，惟相關基本資料仍須補充，例如：兩鐵列

車班次、車站與各自行車道轉乘資訊等，另須備妥現況、後續執行方式、執行車站、

遊客數量、交通方式、遊程等相關資料，以利後續與臺鐵局進行討論。 

4. 有關策略規劃及行動方案後續是否能執行，須與中央部會確認，倘中央部會不接受本

案所提相關建議，請納入期末報告說明即可。 

5. 從北臺操作 98年度觀光藍海計畫的經驗，本案策略規劃及行動方案必須謹慎確定是可

執行的。另因本計畫亦屬於觀光行銷類，後續能否與觀光藍海計畫再整合納入自行車

旅遊系統後續可再討論。 

6. 關於雙北合作「甲租乙還」事宜，因本局尚未洽詢本府相關單位意見，且目前有「大

台北黃金雙子城」合作計畫，爰本案相關研究成果可提供雙北合作參考執行。 

7. 有關自行車推動策略聯盟已有初步共識，相關具體操作方式請規劃單位提供建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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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stakeholder已列舉相關團體，請提供後續操作建議團體組織，並請先行瞭解合

作意願。另聯盟之成立是否須由官方代表作為推動核心，請規劃團隊先行評估。 

(二) 王武聰科長 

本案圖面資料及後續改善方式仍須提供北臺 8縣市檢視，且部分涉中央部會之方案構

想亦須獲得中央部會支持，爰請規劃單位會同業務單位於期末報告提交前，與各縣市

相關局處進行檢視及確認，倘各縣市評估後續執行不易，暫不列入行動方案，則一併

納入期末報告內容中說明。 

(三) 黃股長智卿 

1. 雙鐵合作後續該如何整合推動，請規劃團隊提出本案與臺鐵合作之執行程度、合作構

想及操作方式之建議事項，以利後續拜訪臺鐵局時，較能掌握執行方向。 

2. 請規劃團隊提供後續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之詳細架構與內容。 

3. 另有關本案爭取 101年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提案內容係依張主任提供

的內容及架構進行修改，並配合經建會提案說明會相關規定修正，該提案計畫概念及

內容包含斷裂點規劃設計、環境友善規劃、觀光行銷類及策略聯盟等。 

(四) 解鴻年老師 

1. 有關圖面資料部分，今日（8/13）下午將拜會交通部，將向交通部索取公路圖資，並

將公路圖之里程數套疊 GIS圖面，後續將以（1）自行車車專用道；（2）共用道；（3）

虛線（斷裂點）3種線條方式呈現，俟相關圖資後製完成後，與各縣市及中央部會進

行確認。 

2. 關於成立自行車策略聯盟應屬於一個獨立計畫，非本計畫操作項目，倘若提出構想而

無完整組織設計架構，且未獲各單位支持，恐將淪於虛設組織，且易產生爭議，組織

設計應先針對組織功能、定位、參與對象（北臺 8縣市、中央部會及其他自行車相關

團體）、運作模式、期望目標、友善環境建構及認證機制等進行規劃，其內容包含行銷

活動跟研討會等，以期達到組織運作之效能。 

3. 本團隊可提供自行車推動聯盟之 RFP（Requset for Proposal）納入本計畫參考。 

(五) 張馨文主任 

1. 本團隊將依業務單位 6月 20日提供之章節修正建議事項進行調整，惟有關 Ch.6自行

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屬本案重要章節內容，建議維持原章節架構。 

2. 有關期中報告所提 A~D行動方案業獲歷次專家學者座談會之中央部會長官認同。 

3. 有關「中日微電影」合作事宜，日方已安排於 8月 18日先行來臺勘景，本團隊將協助

拍攝團隊於北臺自行車主軸線勘景，屆時再邀請該團隊製作相關簡報。中日合作事宜

應有機會獲得交通部觀光局之肯定及經費補助，期在各縣市政府支援、中央政府出資

及日方的拍攝下，達到宣傳北臺自行車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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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陳永恩 

1. 經初步檢視本案工作項目，請規劃單位依需求書所列補充以下內容（打勾部分係屬已

完成項目；未打勾部分為須加強內容之項目；備註則為細項說明）： 

項目  ˇ 工作內容 備註 

基礎

資料

蒐、

調查

與分

析 

 
1. 北臺區域內自行車網絡系統相關背景資料蒐集

與分析（Ch3、4） 
 

 ˇ 
2. 推動自行車環狀發展所需之相關法令及計畫 

（Ch.2；p.2-1~2-17） 
 

 ˇ 
3. 國外區域性自行車旅遊系統案例研究（至少 2處

）（Ch.2；p.2-20~2-73） 
 

 ˇ 
4. 自行車旅遊系統自我營運管理相關產業調查與

分析 
 

系統

介面

特性

及課

題分

析 

（需

求

面） 

 

1. 檢視北臺區域內自行車旅遊系統發展現況，針對

主幹線內可提供之路徑規劃及其權屬、交通系統

、公共設施及使用者潛在需求及特性分析。 

（Ch3、4） 

 權屬為各自行車道建置或維管機

關。 

 交通係包含公路及軌道系統等，

需分析「大眾運輸」系統與各縣

市自行車網路之關係與轉乘資訊

（包含軌道與公路）。 

 使用者潛在需求及特性係以使用

者需求分析各自行車道之問題。 

 

2. 調查區域性自行車旅遊之軟體層面系統建置及

使用情形，包括指標系統、解說導覽、大眾運輸

轉乘系統、E 化數位資訊等服務性支援設施（須

以文字、數據、圖、表等說明，必要時應以相關

GIS系統建置之圖資轉繪呈現） 

 有關 Ch4 各縣市自行車道現況圖

面須以 GIS 圖資製作，並標示詳

細路段及公里數等資訊，避免使

用大比例尺圖面及網路版地圖。 

 大眾運輸轉乘系統（同上）。 

 軟體系統介面調查與分析部分，

需調查與分析 

 請將雙北兩市自行車「甲租乙還」

相關資訊及各縣市自行車 APP 系

統資訊整合等項目納入計畫內

容，並於後續章節提供整合策略

建議及操作方式。 

  
3. 連接自行車網絡系統周邊（外部）之次系統 1公

里內之休閒旅遊景點、觀光潛力點等 

 各縣市主軸線周邊景點除以表格

呈現外，需以圖面資訊一併呈現。 

  

4. 研析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網絡系統相關課題與對

策 

（Ch7；7-1~7-2） 

 請加強課題與對策之內容，並將

歷次現勘檢核會議所發現之課題

加以歸納，並將課題分為 2 個層

次（北臺整體及各縣市），並提出

具體解決對策與內容。 

整體  1. 確立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系統整體發展願景與
 除遊程規劃外，請強化區域性自

行車網絡系統整體發展願景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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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 

發展

策略

規劃

及服

務區

評估 

定位 位內容。 

 
2. 以系統活化的觀點，評估區域性自行車服務區（

站）及其規劃方案構想圖 
 

財務

可行

性分

析及

行銷

策略 

 1. 提具跨產業、跨公私資源整合機制之建議 

期末階段工作項目 

 期中報告委員建議強化評估模

式，並予以驗證。 

  
2. 區域性自行車服務區（站）自我營運管理等財務

可行性分析 

 
3. 評估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所收取之權利金或盈餘分

配挹注相關軟硬體設備維護等之具體可行做法 

相關

配合

辦理

工作 

  1. 召開 2場產官學座談會 

 規劃單位已如期召開 2 場專家學

者座談會，並於 6/2加開第 3場

專家學者座談會。 

  2. 辦理現勘檢核（至少 8場） 
 各縣市均已辦理至少 3 次檢核會

勘或拜訪。 

  
3. 協助北臺區域 101年第 1次副首長會議中，報告

本案進度及後續推動事宜 
 

2. 本案期末報告書提交期限為 9月 14日，依合約規定預定於 9月 28日前召開期末審查

會議，請規劃單位配合本案期程辦理。 

七、 散會（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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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1年 6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9樓（南區）905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紀錄：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結論： 

(一) 北臺區域自行車系統觀光行銷整合 

1. 有關本計畫後續各觀光行銷的整合部分，請受託單位洽相關單位瞭解觀光行銷等資

訊，並納入計畫研擬具體策略。 

2. 另請受託單位依北臺 8縣市現有網站資源及體委會、觀光局、交通部等進行整合及基

本分析，就各網站的優缺點，評估建置北臺 8縣市自行車旅遊獨立入口網的可行性，

另提出 APP的架構建議。 

3. 請受託單位提供電子檔給與會單位參考，並請相關單位協助檢視後提供書面意見。（有

關本案期中報告電子檔請至本局網站首頁 > 網站寶箱 > 公文附件專區下載） 

(二) 河濱自行車道系統發展限制及其維護管理 

1. 請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提供二重疏洪道及大臺北都會公園等自行車指標系

統更新及相關資訊予受託單位。 

2. 請受託單位以簡易、必要性及可拆卸之原則作為河濱型自行車道系統之規劃，並請研

擬後續河濱自行車道簡易型服務之策略。 

(三) 河濱自行車道急難救援通報系統 

請受託單位針對河濱型自行車道相關急難救援通報系統之課題提出改善措施，包括報案

系統通報、志工、救援位置及即時性等之處理，並請依自行車設計手冊（第三版）相關

規定提出本計畫指標（示）系統設置原則，研擬北臺 8縣市自行車指標及里程之改善策

略。 

(四) 自行車租賃系統「甲租乙還」 

1. 有關新北市、臺北市自行車租賃系統契約將於 103年屆期，請受託單位研擬雙北自行

車租賃系統合作策略，並擇期邀集相關單位召會協商後續合作事宜。 

2. 雙北自行車租賃系統包含：微笑單車、臺北市及新北市河濱自行車 3套系統，臺北市

自行車系統後續整合部分將擇期召會研商。 

3. 另有關北臺雙鐵旅遊部分，請受託單位分階段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 

(五) 自行車環境課程與鄉土教學之結合 

1. 有關自行車安全教育建議納入國民教育鄉土及環境教育課程，並請受託單位研析相關

財源支持之可行性。 

2. 另就自行車認證納入教育課程，予以評估，並就執行方式、配套措施提出具體策略。 

六、 散會（11時 30分） 

http://www.udd.taipei.gov.tw/
http://www.udd.taipei.gov.tw/pages/list.aspx?Node=56&Inde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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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期初審查會議記錄 
 

一、時間：101年 3月 3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市政大樓 9樓西南區 903會議室 

三、主持人：邊副局長子樹（張總工剛維代理）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王倩玲 

五、會議討論： 

 

 

（一）交通部 

 

本部亦辦理「東部自行車道示範計畫」與本案很類似，交通部運研所已花費

3年研究加以滾動式修正完成「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手冊」，內容廣泛，亦

建立網站 taiwanbike.tw呈現所有軟、硬體相關資訊，這些資料可供規劃

單位參考；亦請規劃團隊在後續工作參考規畫設計手冊，本系統已有 App

可用手機查詢。 

 

（二）行政院體委會 

 

1. 報告第 2-2頁 91-98年執行的是「全國自行車道系統計畫」98-100年 30

億是「振興經濟自行車路網規劃建設計畫」。補助方式是以 5種不同類型

作不同經費的補助，可再確認補充。 

2. 體委會舉辦的「單車成年禮」行之有年，分公里數、年紀，結合認證與景
點，建議納入表 2-2。 

3. 「步道萬里、自行車千里」請確認是否應為「千里自行車、萬里步道」。 

4. 有關國外自行車發展之政策是否有需要再補充或是呼應。 

5. 3-5頁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文字敘述與圖 3-3的內容有些許差異，是否

應統一或是更新？ 

6. 第四章「北臺自行車旅遊現況調查與分析」中對每一縣市景點、路線調查、
補助計畫的表是否應加上表名；補助計畫表可否再加上補助單位、項目。 

7. 本會自 98年來補助桃園做濱海自行車道，應已完成 40公里，但在 4-21

頁的表及 4-59頁的圖均無呈現。會後請與桃園縣政府確認。 

8. 調查自行車道周邊的餐飲住宿等設施、產業及其周邊效應。表中補給站調
查結果幾乎全無，是否可再確認？ 

9. 自行車道考量的重點是建置、維管、指標系統。是否之後報告中須要將及
滿意度調查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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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政部營建署 

 

1. 本署目前已建置完成全國「自行車道資訊整合應用網」，對於自行車道路
線及相關屬性資料均有相關資訊可供查閱。 

2. 本署將於 101年 7月底前完成北台 8縣市自行車導航系統及網站資訊平

台，建議台北市政府本委託研究案不應再重新建置一套自行車旅遊觀光導

覽 App。 

3. 本於資訊公開及資源共享互惠原則，請規劃單位另洽本署了解目前已建置
之相關資訊，避免重覆投資，造成資源浪費，並請市府未來亦將成果提供

本署或同意本署以連結方式取得相關資料。 

 

（四）行政院環保署 

 

1. 本署完成全國自行車道路網，共計 3,750公里。中央部會交通部、體委會、

營建署在 GIS系統方面均有著墨，本案若能整合這些既有資料、再應用，

可供作本署或中央做即時、適當的回應；比如：跨中央及地方連接相關資

訊網站，如觀光局的觀光景點等、臺北市的所有（自行車）路線，可規劃

1天之 3天跨縣市的行程；自行車社群網供留言、最新路況、使用情形。 

2. 期待本計畫書期末亦提供有所本的預期效應，可幫助讀者減少質疑。 

3. 本署曾調查地方自行車路段，有些本就不易串連起來，可用導引系統用既

有的巷道，規劃串連路網或旅遊行程。 

4. 規劃路網不宜特別宣傳行經生態保護區，引來大量遊客，地方政府進而做

建設，反而破壞了自然環境。 

 

（五）新北市城鄉局 

 

1. 經建會將會補助北臺近年來規劃案的落實細部計畫工程，為須考慮「效率」

及「財務自償性」－服務園區即是由此概念而生，委由民間經營協助維護

自行車道，環保署就補助或協助增加或改善服務品質即可。 

2. 據之前的研究調查，北臺自行車道共有 4個缺口：宜蘭到基隆、基隆到臺

北、桃園接新竹、新竹接苗栗，似乎體委會當時已有經費計畫將接口連接

起來，請規劃單位與之前承辦人索圖確認，不須再協商。另，山線部分的

路網另亦已成形，請索取相關資訊。 

3. 中央機關亦已完成諸多資訊系統包括 GIS，規劃單位請整合即可，不須再

另建置一套，但資料庫須建置更完整。 

4. 自行車道建置應會回歸相關單位，但像「園區」服務性質部分經建會有經

費支援，不重複浪費又可互相補足。 

5. 將來北臺向經建會提出此案，請中央各部會的認同與支持，爭取支持經建

會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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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部分以 OT或 BOT用調查、統計、分析，作預期未來效應做初步試算。 

7. 維護機制由地方和民間運作，以財務可自籌的原則作處理。 

8. 服務園區挑選出來後，請規劃單位就不足項目提出建議，俾利做後續必要

之處理。 

9. 建議規劃單位利用或參與北臺平臺機制，在會議中整合協調議題。 

 

（六）新北市交通局 

 

1. 有關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選址是否不要僅針對目前既有自行車道而考

量，是否可思考以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設置而帶動周遭自行車道之建

設。 

2. 報告書 P6-6北臺自行車遊客分析內容所述北臺自行車旅遊可分遊憩型自

行車與自行車觀光其有何不同，建議遊客分析應更加明確，俾利後續自行

車旅遊服務園區之定位與選址（例如：遊憩型自行車若以風景區為主，其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則應靠近風景區，若自行車觀光是以市區、商業區為

主，其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則應靠近市區或商業區）。 

3. 報告書 P6-11表 6-6國外自行車服務園區發展比較一覽表建議是否可在蒐

集國外有無失敗案例，並分析國外成功或失敗因素為何，作為後續推動之

借鏡；另有關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地點選址方式，建議是否可再分析該位

置之優勢與劣勢（例如：SWOT分析），以利後續推動。 

4. 報告書 P6-14內容所述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僅概分旗鑑型與樞紐中心，建

議自行車服務園區定位與等級應更加明確（例如：若旗鑑型為五星級、樞

紐中心為四星級，那是否有三星級或二星級之規劃），另應規劃於哪些縣

市要設幾個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且等級為何（例如：以本市為例：平溪、

貢寮皆有平溪天燈或貢寮海洋音樂祭等大型活動，是否可規劃三星級或二

星級之自行車遊服務園區）。 

5. 報告書 P6-16表 6-7各縣市初步建議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地點於本市轄內

部份尚可考量淡水、八里、坪林與福隆等地區。 

6. 報告書 P6-17表 6-8各縣市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調查表，建議是否俟自行

車旅遊服務園區相關資訊與定位更加明確後再進行調查與填寫。 

 

（七）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1. 報告書 4-10頁租賃站、維修站須修正，將於會後提供細節。  

2. 報告書 4-14頁金色水岸與淡水紅樹林有部分重疊，金色水岸線應不只 4

公里；淡水河西岸與二重疏洪道東岸因為環狀路線建議迄點加上疏洪運動

公園，較完整。 

 

（八）脫委員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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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分為自行車旅遊和系統整合兩部分。要先定義自行車旅遊範疇：規劃
方面和市場方面，以完成系統整合。 

2. 市場部分，規劃團隊可多加了解車友、使用者的角度考慮需求。「台灣綠
色旅遊協會」與民間廠商做北區自行車市場 A：辦活動、App等，服務站
和路線，他們很清楚。 

3. 路線及路網比景點更重要，建議路線可應用交通部運研所的研究成果，編
碼系統整合處理路線。考慮沿線設施指標是否需要雙語化？ 

4. P.5-9 都市計畫圖層建議不需要。 
5. 因考慮經濟效益難以計算，且非為本案重點，建議本案不需要計算預期效
益，除非有現成的資料。 

6. 旅遊路線查詢系統非常重要，因此行政整合是關鍵。 
 
（九）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北臺各縣市擁有的資訊是否能透明化，讓桃園縣可從中學習、採納，比如自

行車租賃，提供桃園縣更多方案的選項。 
 

（十）基隆市政府都發處 

 

1. 有關七堵到汐止路段，先前是本府都發局向體委會申請經費進行細部設
計，但中間因為設計經過縱貫線舊隧道－已指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無法施

作工程。 

2. 目前基隆自行車道系統整治基隆河沿岸設置的話應不是問題，但有些瓶頸
路段邊坡狀況不理想受地形限制，又不宜硬做工程，缺口不易補齊。有的

是土地權屬限制，市區部分道路寬度很小，所以只能做混合車道。 

3. 基隆自行車道主軸線共有三部分，分別為串聯東北角、北海岸和台北方向。 
4. 服務園區未來應該設在外圍或旅遊點的部分，界定服務園區是要走供給導
向或需求導向，將會影響到財務分析。 

 

（十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處 

 

1. 本處有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其結果可供政府團隊對硬體的設施、工程規劃

和軟體的維護參考，提升自行車道的友善環境。 

2. 是否能整合北臺各縣市官方自行車道相關網頁聯結提供即時訊息。 

3. 在 APP開發還沒那麼完整的時候，可善用 QR code提供當地即時資訊及
定位。 

 

（十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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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規劃重點必須先建立完整及清楚之資訊整合、提出北臺八縣市可達共

識的遠景及未來可操作之方案。 

2. 有關本科書面意見、建議規劃重點如附。請規劃單位先說明，後續修正將

於彙整各機關內容後，擇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 

 

（十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副總） 

 

1. 請規劃團隊把提需要中央協助支持與地方上須要配合的的部分列出，如果

技術、預算、年期上做不到亦列出可行的程度，可做為將來列管的策略方

案，甚至預估年期、年度工作。 

2. 各縣市政府應確認自行處理的部分亦可在平臺技術會議上提出。 

3. 未來應補強的事項包括路線的斷裂與銜接策略、編碼指標建設、八縣市與

中央工作內容彼此確認等等。 

4. 請考慮短期現有設施的整合，還有服務園區尚未成形時，如何以合作的方

式亦可建立一個自行車旅遊系統。 

 

（十四）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剛維主秘 

 

1. 旅遊系統規劃服務對象應定位清楚，因為以使用者角度會影響系統規劃的
內容。 

2. 園區規劃要再做分析，服務據點恰當的位置比大園區更重要。 
3. 考慮騎乘路線景觀美麗有趣，請盡量各縣市政府提出具體改善的建議項
目：空氣、景觀等，便利之後申請經費。 

4. 考慮一日遊、二日遊接駁服務。 
5. 市場面包括消費者、民間營運廠商、服務據點要考慮其關聯性。 

 
（十五）劉委員曜華 

1. 就整合這個部分，確認本案為可行性研究案還是執行計畫？本案為自行車
旅遊系統整合，不是自行車道系統整合。 

2. 考量自行車使用者特性：經常騎的、挑戰型的、偶爾騎的，是否有不同的
旅遊機會？ 

3. 自行車旅遊特性是人工慢速旅遊，有別於汽車旅遊的快速道路概念，旅遊
特色分區若為桃園+臺北，桃園+新竹…研究成果會很不同。 

4. P.6-21結合臺鐵與公共自行車非常好，應該要思考有歷史特色的臺鐵站區
與閒置土地，將另一公部門資源納入。 
 

（十六）宜蘭縣政府(書面意見) 

1. 本縣主要以冬山河為界線，區分為南北兩區塊，北區部分以礁溪鄉及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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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市為中心，南區部分以羅東鎮為中心，區內餐飲及住宿機能良好，另

『森林公園』為目前新規劃的遊憩圈，可否請顧問公司協助評估其未來

設定之等級分類屬性。 
2. 目前本縣已有數條自行車道網路，後續在提供顧問公司納入參考。 

（十七）苗栗縣政府(書面意見) 

1. P4-43第二行「貓梨山」應修正為「貓狸山」。 
2. 有關自行車服務區設置地點乙事，目前苗栗縣內自行車道使用率頗低且

整體自行車道網上在建置中，設置服務園區之需求性及效益性須謹慎評

估。 
 

五、會議決議： 

1. 今天期初審查會議同意通過。 

2. 各單位和委員的意見請納入修正，後續工作請朝下列方向處理： 

 

（1）請就中央各單位補助及相關資源如何整合運用在本案，以及未來如何爭取

各部會支持協助，未來能提出建議。 

（2）就景點跟旅遊系統建議請加以篩選，提出亮點和範圍，整合八縣市的標示

跟服務系統。 

（3）加強使用者角度思考，依照服務對象不同來規劃整合，未來請多加邀請使

用者和實際在市場運作經營者來參與討論。 

（4）服務據點跟服務區的功能規模和設置必要性，要先界定再來討論是否要成

為獨立園區，請規劃團隊的專家就專業來評估。 

（5）下一階段的座談會及工作時程同意，請規劃團隊繼續進行，座談會邀請人

員請加上脫委員和劉委員及使用者的團體或代表。 

（6）未來整個旅遊系統的規劃，某些路段或行程，有必要性的話，可規劃行程

試騎。 

 

六、散會（上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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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簡報意見回應表 

單位 意見 回應 

交通部 

本部亦辦理「東部自行車道示範計畫」與本案很類似，交通部

運研所已花費 3年研究加以滾動式修正完成「自行車道規劃設
計手冊」，內容廣泛，亦建立網站 taiwanbike.tw 呈現所有軟、
硬體相關資訊，這些資料可供規劃單位參考；亦請規劃團隊在

後續工作參考規畫設計手冊，本系統已有 App可用手機查詢。 

感謝交通部指導。「taiwanbike.tw」所提供相關之資訊，會整
合至本研究之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並針對車道路網之資料

進行交叉比對，以確認現況自行車道路網之正確性。 

行政院 
體委會 

1.報告第 2-2頁 91-98 年執行的是「全國自行車道系統計畫」
98-100年 30億是「振興經濟自行車路網規劃建設計畫」。補助
方式是以 5種不同類型作不同經費的補助，可再確認補充。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詳 P1-2、P2-3。 

2.體委會舉辦的「單車成年禮」行之有年，分公里數、年紀，
結合認證與景點，建議納入表 2-2。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詳 P1-2。 

3.「步道萬里、自行車千里」請確認是否應為「千里自行車、
萬里步道」。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詳 P1-2。 

4.有關國外自行車發展之政策是否有需要再補充或是呼應。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期中報告第二章第三、四、五節中補充

國外自行車旅遊發展案例。包括歐美七個國家，歐盟 16個案
例及日本的案例作法。 

5.3-5頁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文字敘述與圖 3-3的內容有些
許差異，是否應統一或是更新？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期中報告第三章中針對自行車旅遊產業

發展補充說明。 
6.第四章「北臺自行車旅遊現況調查與分析」中對每一縣市景
點、路線調查、補助計畫的表是否應加上表名；補助計畫表可

否再加上補助單位、項目。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第四章，例如 P4-4 表 4-1-2。 

7.本會自 98年來補助桃園做濱海自行車道，應已完成 40公
里，但在 4-21頁的表及 4-59頁的圖均無呈現。會後請與桃園
縣政府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期中報告圖 5-2-1中已加入桃園濱海自行車
道。桃園永安漁港至新竹縣為銜接良好的自行車道，亦規劃

遊程如 p7-19。 
8.調查自行車道周邊的餐飲住宿等設施、產業及其周邊效應。
表中補給站調查結果幾乎全無，是否可再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該表主要參考環保署「全國綠色路網」網站

資訊，其中將補給點與便利商店分列顯示；後續將再與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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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署做進一步確認，瞭解其補給點是否有專屬特定之定義。 

9.自行車道考量的重點是建置、維管、指標系統。是否之後報
告中須要將及滿意度調查納入？ 

感謝委員意見。期中簡報後會再加入遊客滿意度相關研究供

參。 

內政部 
營建署 

1.本署目前已建置完成全國「自行車道資訊整合應用網」，對
於自行車道路線及相關屬性資料均有相關資訊可供查閱。 

感謝內政部營建署指導。「自行車道資訊整合應用網」所提供

路線及相關屬性資料，會整合至本研究之地理資訊系統資料

庫，並進行交叉比對，以確認現況自行車道路網之正確性。 
2.本署將於 101年 7月底前完成北臺 8縣市自行車導航系統及
網站資訊平臺，建議臺北市政府本委託研究案不應再重新建置

一套自行車旅遊觀光導覽 App。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在自行車旅遊觀光導覽系統建置時，將

會整合營建署既有之導覽資訊平臺資源。 

3.本於資訊公開及資源共享互惠原則，請規劃單位另洽本署了
解目前已建置之相關資訊，避免重覆投資，造成資源浪費，並

請市府未來亦將成果提供本署或同意本署以連結方式取得相

關資料。 

感謝內政部營建署指導。本研究團隊之自行車道地理資訊系

統建構，係為後續分析所使用，相關路網、地標等圖資，均

以各單位已建置完成之資料為主，並視現況於以調整。未來

自行車道相關圖資，亦會交由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應用。 

行政院 
環保署 

1.本署完成全國自行車道路網，共計 3,750公里。中央部會交
通部、體委會、營建署在 GIS 系統方面均有著墨，本案若能整
合這些既有資料、再應用，可供作本署或中央做即時、適當的

回應；比如：跨中央及地方連接相關資訊網站，如觀光局的觀

光景點等、臺北市的所有（自行車）路線，可規劃 1天之 3天
跨縣市的行程；自行車社群網供留言、最新路況、使用情形。 

感謝內政部營建署指導。本研究團隊自行車道地理資訊系統

之相關路網、地標等圖資，均以各單位已建置完成之資料為

主，並進行整合與交叉比對。未來整合完成之自行車道相關

圖資，亦可供各級政府機關，進行後續應用。 

2.期待本計畫書期末亦提供有所本的預期效應，可幫助讀者減
少質疑。 

感謝委員意見。 

3.本署曾調查地方自行車路段，有些本就不易串連起來，可用
導引系統用既有的巷道，規劃串連路網或旅遊行程。 

感謝內政部營建署指導。自行車道地理資訊系統建構完成

後，會檢視現況之路段缺口，並透過專家座談、現地勘查等

方式，瞭解缺口成因，以研擬改善方式。 
4.規劃路網不宜特別宣傳行經生態保護區，引來大量遊客，地
方政府進而做建設，反而破壞了自然環境。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建議之主軸線規劃多以既有省縣道為基

礎，應不致於對生態保護區造成過大衝擊。 
新北市 
城鄉局 

1.經建會將會補助北臺近年來規劃案的落實        
細部計畫工程，為須考慮「效率」及「財務自償性」－服務園

感謝委員意見。期中報告目前已將民間參與納入財務可行性

評估中，且在服務圓區方案評估架構中亦納入財務準則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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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區即是由此概念而生，委由民間經營協助維護自行車道，環保

署就補助或協助增加或改善服務品質即可。 
考量。 

2.據之前的研究調查，北臺自行車道共有 4個缺口：宜蘭到基
隆、基隆到臺北、桃園接新竹、新竹接苗栗，似乎體委會當時

已有經費計畫將接口連接起來，請規劃單位與之前承辦人索圖

確認，不須再協商。另，山線部分的路網另亦已成形，請索取

相關資訊。 

感謝新北市城鄉局指導。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一張整合的圖

可呈現過去各單位建設自行車道的努力，本規劃團隊經過三

次檢核會勘，與各縣市政府確認規劃北臺主輔軸線，詳 ch7
的大圖，並整理 26個斷裂點，同時提出改善建議，詳 p29-30。 

新北市 
城鄉局 

3.中央機關亦已完成諸多資訊系統包括 GIS，規劃單位請整合
即可，不須再另建置一套，但資料庫須建置更完整。 

感謝新北市城鄉局指導。本研究團隊之自行車道地理資訊系

統建構，係為後續分析所使用，並非與一般公開大眾使用之

系統相同。資料庫方面則會整合各單位所提供之自行車道圖

資，並進行交叉比對，以提升資料庫之完整性與正確性。 
4.自行車道建置應會回歸相關單位，但像「園區」服務性質部
分經建會有經費支援，不重複浪費又可互相補足。 

感謝委員意見。 

5.將來北臺向經建會提出此案，請中央各部會的認同與支持，
爭取支持經建會編列預算。 

感謝委員意見。 

6.財務部分以 OT 或 BOT用調查、統計、分析，作預期未來效
應做初步試算。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期中報告之財務分析已採 OT方式進行
估算。 

7.維護機制由地方和民間運作，以財務可自籌的原則作處理。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期中報告之財務分析、服務園區評估皆
已納入財務自籌及民間參與之觀點。 

8.服務園區挑選出來後，請規劃單位就不足項目提出建議，俾
利做後續必要之處理。 

感謝委員意見。待服務園區評估模式初步決定適當之設置類

別後，將再就推動細節進行討論。 
9.建議規劃單位利用或參與北臺平臺機制，在會議中整合協調
議題。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除邀請相關單位共同參與討論外，亦

會提供資訊予北臺平臺機制會議中進行整合協調。 

新北市 
交通局 

1.有關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選址是否不要僅針對目前既有
自行車道而考量，是否可思考以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設置而

帶動周遭自行車道之建設。 

感謝委員意見。服務園區之選址以帶動自行車旅遊及相關產

業發展為主要目的，應針對有旅遊潛力之地點進一步思考車

道、園區之建置與否，方能與目標相符一致。 
2.報告書 P6-6北臺自行車遊客分析內容所述北臺自行車旅遊
可分遊憩型自行車與自行車觀光其有何不同，建議遊客分析應

感謝委員意見。自行車旅遊市場分三大類，包括國際觀光、

國旅與休閒，詳 p7-3，配合使用者與自行車道及旅遊景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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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更加明確，俾利後續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定位與選址（例

如：遊憩型自行車若以風景區為主，其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則

應靠近風景區，若自行車觀光是以市區、商業區為主，其自行

車旅遊服務園區則應靠近市區或商業區）。 

劃遊程詳 p7-13-7-28。 

3.報告書 P6-11表 6-6 國外自行車服務園區發展比較一覽表建
議是否可再蒐集國外有無失敗案例，並分析國外成功或失敗因

素為何，作為後續推動之借鏡；另有關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地

點選址方式，建議是否可再分析該位置之優勢與劣勢（例如：

SWOT分析），以利後續推動。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透過各縣市服務園區建議場址條件評分

(問卷第二部份)已可看出其優劣，且後續若有必要，可再透
過與地方政府討論。 

新北市 
交通局 

4.報告書 P6-14內容所述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僅概分旗鑑型與
樞紐中心，建議自行車服務園區定位與等級應更加明確（例

如：若旗鑑型為五星級、樞紐中心為四星級，那是否有三星級

或二星級之規劃），另應規劃於哪些縣市要設幾個自行車旅遊

服務園區且等級為何（例如：以本市為例：平溪、貢寮皆有平

溪天燈或貢寮海洋音樂祭等大型活動，是否可規劃三星級或二

星級之自行車遊服務園區）。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已根據功能定位將服務園區分成 3類。
至於各縣市服務園區之設置數量、地點及類別，目前正透過

問卷進行場址條件評分調查。詳第六章。 

5.報告書 P6-16表 6-7各縣市初步建議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地
點於本市轄內部份尚可考量淡水、八里、坪林與福隆等地區。 

感謝委員意見。請協助場址條件評分(問卷調查第二部份)，
提供該地相關資訊以利評估。 

6.報告書 P6-17表 6-8各縣市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調查表，建
議是否俟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相關資訊與定位更加明確後再

進行調查與填寫。 

感謝委員意見。該表用於初步協助判斷之用；現已採場址條

件評分(問卷第二部份)進行調查。 

新北市高灘地

工程管理處 

1.報告書 4-10頁租賃站、維修站須修正，將於會後提供細節。 感謝委員提供細節資料。 
2.報告書 4-14頁金色水岸與淡水紅樹林有部分重疊，金色水岸
線應不只 4公里；淡水河西岸與二重疏洪道東岸因為環狀路線
建議迄點加上疏洪運動公園，較完整。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進一步修訂該表。 

脫委員宗華 
1.本案分為自行車旅遊和系統整合兩部分。要先定義自行車旅
遊範疇：規劃方面和市場方面，以完成系統整合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以遊程規劃為出發點，系統整合規劃

將以配合遊程順利進行為主要考量。 
2.市場部分，規劃團隊可多加了解車友、使用者的角度考慮需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 4月 13日拜訪綠色旅遊協會任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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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求。「臺灣綠色旅遊協會」與民間廠商做北區自行車市場 A：
辦活動、App等，服務站和路線，他們很清楚。 

並邀請任理事長參加專家座談會，提供寶貴意見。 

3.路線及路網比景點更重要，建議路線可應用交通部運研所的
研究成果，編碼系統整合處理路線。考慮沿線設施指標是否需

要雙語化？ 

感謝委員意見。已納入參考，詳第二章第二節。並依照委員

建議，提出參考 APEC 的標準，詳建議方案 B1。 

4.P.5-9 都市計畫圖層建議不需要。 感謝委員指導。本研究團隊之自行車道地理資訊系統建構，

係為後續分析所使用，並非與一般公開大眾使用之系統相

同。故都市計劃圖層，係為後續自行車服務園區選址分析所

需。 
5.因考慮經濟效益難以計算，且非為本案重點，建議本案不需
要計算預期效益，除非有現成的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 

6.旅遊路線查詢系統非常重要，因此行政整合是關鍵。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邀請地方政府及各相關單位與會討

論，行政整合亦屬其中之一議題。 
桃園縣政府 
交通局 

北臺各縣市擁有的資訊是否能透明化，讓桃園縣可從中學習、

採納，比如自行車租賃，提供桃園縣更多方案的選項。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後續將整合北臺自行車旅遊資訊系持

平臺，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供各縣市參考。 

基隆市政府 
都發處 

1.有關七堵到汐止路段，先前是本府都發局向體委會申請經費
進行細部設計，但中間因為設計經過縱貫線舊隧道－已指定為

古蹟或歷史建築無法施作工程。 

感謝委員意見。已分別於第二次第三次會勘現地討論，同時

感謝基隆市政府都發處於 5月 8日安排整體檢討會議，收獲
豐富。 

2.目前基隆自行車道系統整治基隆河沿岸設置的話應不是問
題，但有些瓶頸路段邊坡狀況不理想受地形限制，又不宜硬做

工程，缺口不易補齊。有的是土地權屬限制，市區部分道路寬

度很小，所以只能做混合車道。 

感謝委員意見。 

3.基隆自行車道主軸線共有三部分，分別為串聯東北角、北海
岸和臺北方向。 

感謝委員意見。 

4.服務園區未來應該設在外圍或旅遊點的部分，界定服務園區
是要走供給導向或需求導向，將會影響到財務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處 

1.本處有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其結果可供政府團隊對硬體的設
施、工程規劃和軟體的維護參考，提升自行車道的友善環境。 

感謝委員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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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2.是否能整合北臺各縣市官方自行車道相關網頁聯結提供即
時訊息。 

感謝委員意見。自行車相關網站整理詳 P5-8~5-9。 

3.在 APP 開發還沒那麼完整的時候，可善用 QR code提供當地
即時資訊及定位。 

感謝委員意見。App不在合約範圍內。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承辦科） 

1.本案規劃重點必須先建立完整及清楚之資訊整合、提出北臺
八縣市可達共識的遠景及未來可操作之方案。 

感謝委員意見。完成斷裂點調查、提出北臺完整的主輔軸線，

並配合服務園區規劃遊程，初步提出具體建議方案共二十

件，詳第七章。 
2.有關本科書面意見、建議規劃重點如附。請規劃單位先說
明，後續修正將於彙整各機關內容後，擇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 

感謝委員意見。配合承辦科的要求每月召開工作會議，並於

每週提交進度報告。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陳副總） 

1.請規劃團隊把提需要中央協助支持與地方上須要配合的的
部分列出，如果技術、預算、年期上做不到亦列出可行的程度，

可做為將來列管的策略方案，甚至預估年期、年度工作。 

感謝委員意見。初步完成改善建議方案、建設方向與策略規

劃，詳第七章。 

2.各縣市政府應確認自行處理的部分亦可在平臺技術會議上
提出。 

感謝委員意見。經由三次檢核會勘確認各縣市的相關計畫，

並協助提出建議策略詳 P7-34。 
3.未來應補強的事項包括路線的斷裂與銜接策略、編碼指標建
設、八縣市與中央工作內容彼此確認等等。 

感謝委員意見。 

 4.請考慮短期現有設施的整合，還有服務園區尚未成形時，如
何以合作的方式亦可建立一個自行車旅遊系統。 

感謝委員意見。列入後續工作項目中。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張剛維主秘 

1.旅遊系統規劃服務對象應定位清楚，因為以使用者角度會影
響系統規劃的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以市場行銷及旅遊業者的角度思考旅遊產品

的規劃。 
2.園區規劃要再做分析，服務據點恰當的位置比大園區更重
要。 

感謝委員意見。區位條件已納入目前服務園區評估架構中。 

3.考慮騎乘路線景觀美麗有趣，請盡量各縣市政府提出具體改
善的建議項目：空氣、景觀等，便利之後申請經費。 

感謝委員意見。第二次及第三次檢核會勘以及第二場專家座

談會皆邀請各縣市景觀總顧問團隊參加。 
4.考慮一日遊、二日遊接駁服務。 感謝委員意見。詳第七章第五節遊程規劃中運具整合的建議。 
5.市場面包括消費者、民間營運廠商、服務據點要考慮其關聯
性。 

感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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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劉委員曜華 

1.就整合這個部分，確認本案為可行性研究案還是執行計畫？
本案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不是自行車道系統整合。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目前以推動自行車旅遊為主，提出遊程

規劃，並討論路網整合及服務圓區設置。 
2.考量自行車使用者特性：經常騎的、挑戰型的、偶爾騎的，
是否有不同的旅遊機會？ 

感謝委員意見。不同的客群騎乘長度不同，詳 PPT。 

3.自行車旅遊特性是人工慢速旅遊，有別於汽車旅遊的快速道
路概念，旅遊特色分區若為桃園+臺北，桃園+新竹…研究成

果會很不同。 

感謝委員意見。在遊程規劃上強調跨縣市之整合。 

4.P.6-21結合臺鐵與公共自行車非常好，應該要思考有歷史特
色的臺鐵站區與閒置土地，將另一公部門資源納入。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座談會邀請臺鐵餐旅總所朱總經理與

會討論，並將結合臺鐵系統發展雙鐵旅遊列為本計畫重點建

議，提出建議方案 B3 、B4。 

宜蘭縣政府 
(書面意見) 

 

1.本縣主要以冬山河為界線，區分為南北兩區塊，北區部分以
礁溪鄉及宜蘭市為中心，南區部分以羅東鎮為中心，區內餐飲

及住宿機能良好，另『森林公園』為目前新規劃的遊憩圈，可

否請顧問公司協助評估其未來設定之等級分類屬性。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檢核會勘中確認，並已協助列入服務園

區的建設計畫中。詳 P7-35。 

2.目前本縣已有數條自行車道網路，後續在提供顧問公司納入
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感謝提供路線，詳 P4-41，圖 4-8-4。 

苗栗縣政府 
(書面意見) 

1.P4-43第二行「貓梨山」應修正為「貓狸山」。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會修訂該表。 
2.有關自行車服務區設置地點乙事，目前苗栗縣內自行車道使
用率頗低且整體自行車道網上在建置中，設置服務園區之需求

性及效益性須謹慎評估。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於服務園區評估架構中已提供「不適宜

設置」之方案選擇，若地區自行車旅遊發展尚未成熟，則無

設置服務園區之必要。 

會議決議 

今天期初審查會議同意通過。 感謝主席。 
各單位和委員的意見請納入修正，後續工作請朝下列方向處

理： 
（1）請就中央各單位補助及相關資源如何整合運用在本案，
以及未來如何爭取各部會支持協助，未來能提出建議。 
（2）就景點跟旅遊系統建議請加以篩選，提出亮點和範圍，
整合八縣市的標示跟服務系統。 
（3）加強使用者角度思考，依照服務對象不同來規劃整合，

感謝委員意見。 
(1) 已確認 26 處斷裂點、並協助縣市政府提出計畫方案，詳
表 7-6-1。 

(2) 已研提各縣市建議的服務園區及不同的發展定位，後續會
再確認 1-2處服務園區，協助提出計畫給經建會。 

(3) 完成北臺八縣市主輔路線，提出各縣市代表的亮點與服務
範圍，並提出遊程規劃，詳 P7-13~7-28。已邀請雄獅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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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未來請多加邀請使用者和實際在市場運作經營者來參與討論。 
（4）服務據點跟服務區的功能規模和設置必要性，要先界定
再來討論是否要成為獨立園區，請規劃團隊的專家就專業來評

估。 
（5）下一階段的座談會及工作時程同意，請規劃團隊繼續進
行，座談會邀請人員請加上脫委員和劉委員及使用者的團體或

代表。 
（6）未來整個旅遊系統的規劃，某些路段或行程，有必要性
的話，可規劃行程試騎。 

社、捷安特旅行社以及悟饕飯包集團、綠色旅遊協會、兩

鐵環島協會等提供建議，都是實際在市場運作的經營者。 
(4) 服務園區的功能定位詳第六章。 
(5) 已邀請並參與專家座談會，另外使用者也包括團隊的劉顧
問及林惠忠顧問等。 

(6) 可規劃經典示範路線供試騎。同時也將建議可市場化的遊
程，於年底的臺北國際旅展中試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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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樓（西南區）903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邊副局長子樹（陳副總工程司信良 代） 

紀錄：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發言要點： 

（一） 交通部 

1. 臺鐵局目前刻正辦理鐵路搭配自行車的規劃，目前兩鐵車廂數量有

限，後續將增購約 200輛的新型車廂，提供旅客與自行車同時載運之

服務，請受託單位於後續遊程規劃時儘早與臺鐵局洽商相關細節。 

2. 有關宜蘭地區斷裂點的部分（烏石港－竹安溪口），交通部目前已完成

由舊草嶺隧道往北至福隆、福隆火車站至石城服務區環狀自行車道；

往南延伸到石城漁港。目前石城漁港-烏石港並未建置自行車道，因該

路段為省道，後續若有拓寬計畫，請公路總局於路幅條件許可的情況

下，保留安全的自行車道空間。 

3. 本局已與宜蘭縣政府合作進行外澳車站美化計畫，可由海岸堤防串聯

外澳服務區、竹安溪口，相關資料請洽宜蘭縣政府。 

4. 建議受託單位針對遊客起迄點規劃路徑做完善的分析。 

5. 請受託單位更新自行車設計手冊（第三版）資訊，內容已針對指標系

統國際化部分進行調整，且有關救護站及里程數部分，相關指標系統

規範部分請一併納入參考。 

（二）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交通部已於 97年指示本局檢視所轄公路系統對自行車騎乘安全的友

善性，並請本局加強地方自行車網絡串聯與指標系統之改善。接續於

98、99年配合辦理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改善省道系統將近 500公

里，透過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的規劃經驗，本局基於安全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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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採取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自行車系統，並於東部主要

公路系統設置號誌標線和慢車道，亦配合觀光局及地方政府的自行車

道建置完整的路網；另本局業於 100年檢視西部轄管的省道自行車系

統約 1800公里。未來本局仍持續辦理所轄公路自行車系統之檢視，環

島主幹、旅遊系統與區域網絡均有串聯之必要，有關簡報所提之斷裂

點部分，本局短期將以標示標線作為改善，並依據過去與各縣市政府

合作之經驗與動態檢核機制辦理。 

2. 有關台 68線標誌外掛事宜（p.4-24），因涉及橋樑結構安全的問題，

本局暫不考慮。以東部例子而言，原龍門橋擬建置外掛自行車道，惟

後續經細部設計評估，仍採獨立建置之方式處理，且 200公尺的橋樑

建設經費約需 6000萬元，請受託單位考量其設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並考量其經濟效益。 

3. 有關竹北跨新竹市橋樑部分，本局依 97年版公路設計規劃手冊，已增

加人行道及自行車道的規定，建議各地方政府針對跨橋自行車道設置

部分審慎處理。 

（三） 行政院環保署 

1. 請受託單位於報告書內容補充說明有關軟體系統建議事項。 

2. 請受託單位具體說明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包含軟、硬體部分)。 

3. 有關本計畫評估模式及初步評估結果，建議可再予以深化並驗證。 

（四）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有關後續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部分，建議增加地圖標記及查詢地點；另建

議該系統可納入本局建置之觀光景點語音導覽系統之後續擴充計畫內。 

（五） 臺北市府水利處 

1. 臺北市自行車道屬河濱型，請受託單位具體說明後續 cycle center區

位將建置於市區或河濱？若建置於河濱地區，則須考量水利法相關規

定，且需考量市區與河濱之串聯及交通便利性等問題。 

2. 請受託單位與本局進行相關聯繫與訪談，以俾瞭解河濱自行車道相關

43



3 

最新資訊。 

3. 因河濱自行車道並無道路名稱，建議受託單位將自行車道救援系統一

併納入系統考量，並提出相關具體策略、方案。 

（六）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1. 有關宜蘭縣服務園區部分已辦理 1處民間 OT案，縣府初步規劃於冬山

森林公園設置另一處服務園區，森林公園亦於本計畫主軸線規劃內。

另有關礁溪溫泉公園未於主軸線上，爰請受託單位評估將溫泉公園納

入主軸線景點，並請針對宜蘭縣旅遊的特性進行分析。 

2. 有關宜蘭縣斷裂點部分，本年度將進行協調規劃，並提出預算需求。 

3. 有關遊程規劃部分，宜蘭縣已配合臺鐵局旅遊系統，並以冬山火車站

作為轉乘接駁地點，另建議受託單位將各縣市旅遊熱點一併納入規劃

考量。 

（七） 脫宗華委員 

1. 本計畫為北臺 8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之整合，受託單位須針對系統建

立整體架構，後續則由各縣市政府銜接整合。另有關自行車系統主軸

線部分，若各縣市政府仍有疑義，請明確提出意見提供受託單位參考；

若無意見，則請各縣市政府配合處理主軸線與次系統之銜接與整合。 

2. 有關斷裂點是否確實無法銜接、串聯？若為標示標線的問題較好處

理；如須建置橋樑或其他工程部分，考量經費和期程問題，請受託單

位先行提出替代方案。 

（八） 基隆市政府都發處 

1. 本計畫應優先建置北臺 8縣市整體自行車主軸線系統，並依各縣市發

展條件的差異進行調整。例如：基隆市主要的問題係因市區路幅不足，

短期建置自行車專用道並不可行，惟可先以標示標線進行處理，俟後

續相關單位經費支持或新建道路拓寬工程等資源投入後，再將系統予

以升級為專用車道。 

2. 有關本計畫內各斷裂點後續標誌標線規劃工程部分，建議採共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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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向中央政府申請相關經費，惟須俟相關預算項次類別編入後再行

評估。 

3. 請受託單位於圖面標註各層級服務園區類型（Park、Hub、Station），

俾利呈現較完整之自行車系統。 

（九） 基隆市政府工務處 

1. 目前基隆市各斷裂點均為港務公司權管業務，因港務公司已民營化，

後續推動自行車系統整合應考量與港務公司進行協商。 

2. 有關中山一、二路拓寬工程正在做的工程部分，因考量工程規劃及經

費，請評估是否有建置之必要性？另請受託單位提供相關自行車使用

量數據，俾利作為後續規劃評估之依據。 

（十） 基隆市政府交旅處 

請受託單位針對遊程規劃再進一步修正。 

（十一）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有關新北市斷裂點部分，本局短期先以標示標線進行改善；另北海岸斷裂

點部分則以台 2線串聯，因部分路段路幅不足，且位於隧道或危險路段，

故長期規劃將建議以實體分隔的改善方案。 

（十二）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1. 報告書內容並未羅列新北市現有自行車道系統（表 4-2-1），例如：汐

止自行車道，爰建議表格名稱修正為「新北市推薦自行車道路線」或

其他名稱，並請受託單位再行確認表 4-2-1內容資訊。 

2. 請受託單位儘速修正期初審查意見，包括(1)金色水岸與淡水紅樹林

重疊；(2) 金色水岸公里數；(3) 二重疏洪道迄點。另有關新店溪南

岸應修正為新店溪左岸與大漢溪右岸。 

（十三）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1. 有關 B1整合及改善類計畫部分，各縣市政府所需經費均為 200萬元

（簡報 P.38），請受託單位依各路線須改善部分補充經費估算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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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內容。 

2. 有關「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部分（報告書 p.7-9），建議參考臺北市

政府及營建署建置之「水漾台北」及「單車 ing」APP系統，並研擬

各系統整合或資訊共用（交流）的可行性。 

3. 請受託單位將救援系統一併納入服務園區之考量。 

（十四） 脫宗華委員 

1. 請各縣市政府先行確認本計畫目前提出之主軸線路網（p.5-4）、斷裂

點及其可能解決之替代方案。 

2. 有關自行車整體路網編號及指標系統內容部分，建議提出國際化設置

原則，例如：圖 2-2-3新北無標註英文（p.2-19）。另一併考量各指

標系統是否須標註公里數。 

3. 有關服務園區機能方面建議加入報警、緊急通報、避雨(雷)、充電、

寄放物品、自行車博物館、主題園等事項（p.6-4）。另建議本計畫服

務園區應加強其系統化架構，由簡易之活動型服務至功能最齊全之園

區，依功能（安全、便利、友善、學習…）予以矩陣式列出（p.6-5）。 

4. 建議 p.7-1課題一內容說明部分，將旅遊「面」修正為旅遊「網」。

另有關課題二與課題四策略內容請整合。 

5. 有關 p.7-6推動目標 A，請再行確認為 Asia或 Asia’s。 

6. 有關 APP系統部分，請加強實用資訊的服務提供，如廁所及停車點等。 

7. 請更正第七章第五節遊程規「劃」（非畫），另有關遊程規劃部分僅供

各縣市政府參考建議。 

8. 有關跨縣市建議策略 C2方案建議由各縣市政府提出，經專業評估後

推動。 

9. 請受託單位將「趣味性」因素納入各縣市政府遊程規劃之考量。 

（十五） 劉曜華委員 

1. 建議本計畫定位以吸引國際觀光客納入自行車遊程計畫，區隔各縣市

政府已投入之國民休閒及國內觀光市場，並考量臺灣海島與歐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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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有差別，可參考日本經驗。 

2. 有關遊程部分，請受託單位將季節性納入考量。 

3. 建議本計畫後續提案部分可以次分區劃分為北北、北基、北桃等示範

計畫，包括服務園區之串聯，並須與臺鐵系統進行整合，以利應用於

國際觀光客或背包族 1~2日漫遊行程（多日遊程的一部分，而非

Destination Trip）。 

4. 請受託單位說明服務園區的定位係以自行車專屬或自行車與其他運

具之轉乘或火車站為主？建議自行車使用者為附屬、複合之一環而

已。另有關服務園區建議以花博基地作為最佳的旗艦區。 

5. 本計畫除推動國際觀光外，建議評估將北臺 8縣市大學生列為自行車

教育對象，加強自行車環島或區域網絡之挑戰訓練。 

6. 請受託單位說明 1665km與 622km路網之差異，是自行車幹道或連結

重要景點之捷徑？ 

7. 報告書完整性高，建議通過審查。 

（十六）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1. 有關合約規定期中階段應提交文件及完成工作的形式部分，受託單位

符合規定。惟期中報告書內容與本次會議上簡報內容有差異，簡報架

構及內容較為完整，請受託單位參照簡報修正報告書。 

2. 有關北臺自行車旅遊整體識別系統部分，於各縣市斷裂點會勘已有討

論，請納入報告內容並提出建議。 

3. 本計畫現已就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提出整體概念、架構及規劃策略，

並個別就北臺 8縣市依自行車道現況及潛力分析，提出自行車旅遊系

統之建議方案，希望各縣市在報告書內所提到的自行車道現況、斷裂

點改善及規劃遊程建議等部分，可以詳細協助檢視再給予回饋，俾利

本案於 6月 22日副首長會議簡報說明。 

（十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書面意見） 

1. 本案建請整合環保署、體委會、營建署、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之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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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相關計畫資料及成果，研擬適當之北臺自行車旅遊整體發展策略，

進而發揮跨域、跨部門之加值整合綜效。 

2. 本研究計畫目的係將北臺八縣市的自行車環境進行有效之整合與串

聯，爰建請從自行車旅遊系統與觀光資源整合的角度，就「計畫可行

性」、「環境可行性」和「財務可行性」等三面向，分析北臺自行車旅

遊系統整合之可行性。 

（十八） 主席 

1. 有關第 3次檢核會勘（基隆市）有提及中山三、四路有拓寬計畫，若

無法與既有道路進行銜接，請基隆市政府工務處提供相關圖面資料予

受託單位；若經本計畫考量有其串聯必要性，惟地方政府有窒礙難行

之處，請受託單位提出其他替代方案。 

2. 有關港務公司及鐵路隧道使用部分，已於第 3次檢核會勘獲得相關單

位善意之回應，請受託單位儘速與港務公司及臺鐵局相關單位進行細

部溝通，並提出相關具體合作之策略方案。 

3. 請受託單位進一步與臺鐵局確認雙鐵車廂服務提供及期程等相關事

宜。 

4. 請受託單位依公路總局意見修正，各縣市自行車系統應因地制宜、循

序漸進推動，後續須將詳細說明具體操作方式一併納入規劃報告書。 

（十九） 受託單位回應摘述 

1. 本團隊將於會後擇期邀請雙北自行車相關單位共同討論，並共商有關

「甲租乙還」租賃機制。 

2. 有關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提到 APP語音導覽部分，本團隊將請資訊

方面的專家協助納入計畫考量。 

3. 本團隊已至各縣市拜訪 3次，並與各縣市討論主軸線規劃，爰請各縣

市政府再次協助確認主軸線，俾利於第 1次副首長會議中提報。若有

需修正之處，請各單位循行政程序給予本團隊指正。 

4. 有關 26個斷裂點部分將修正為障礙點，並依類別分類障礙原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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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後續實體改善。 

5. 有關劉委員提出之季節性遊程規劃，本團隊後續會納入計畫考量，並

加強評估適當的季節與遊程規劃。 

6. 有關推廣大學生教育市場部分將一併納入後續計畫內容。 

7. 有關服務園區方面，本團隊後續將依與會代表及委員提供之意見進行

核，並確立各階層服務園區之定義及功能，以俾後續各縣市推動自行

車旅遊系統。 

8. 有關路網編號後續將轉化為 GIS資料，並納入 APP系統資訊，作為後

續行銷系統的基礎，本受託單位亦會提出相關具體策略方案。 

9. 有關最佳遊程規劃建議範例（簡報 p.24），本受託單位將依脫委員意

見，確立規劃原則，包括：跨縣市、配合大眾運輸系統、市場需求等，

提出建議推動行動方案。 

10. 有關各與會代表建議，本團隊將納入後續作業修正參據。 

六、 會議結論： 

1. 請受託單位依與會代表及各委員意見修正期中報告書，本次期中審查

同意修正後通過。 

2. 請各縣市政府再次檢視期中報告書內容，相關修正內容請提供書面意

見予受託單位，業務科擇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並請受託單位加強與

中央相關單位進一步溝通研商。 

3. 另請受託單位務必加強短、中、長期行動方案之研擬。 

七、 散會：中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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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與回應 

單位 意見 回應 

交通部 

蔡正工程司育騏 

1.臺鐵局目前刻正辦理鐵路搭配自行車的規劃，目前兩鐵車廂數

量有限，後續將增購約 200輛的新型車廂，提供旅客與自行車同

時載運之服務，請受託單位於後續遊程規劃時儘早與臺鐵局洽商

相關細節。 

已於 6/2 第三次專家座談會請教臺鐵局，預計明年將

購置 269 輛新車廂，臺鐵局也很支持兩鐵旅遊。 

2.有關宜蘭地區斷裂點的部分（烏石港－竹安溪口），交通部目前

已完成由舊草嶺隧道往北至福隆、福隆火車站至石城服務區環狀

自行車道；往南延伸到石城漁港。目前石城漁港-烏石港並未建置

自行車道，因該路段為省道，後續若有拓寬計畫，請公路總局於

路幅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保留安全的自行車道空間。 

1.舊草嶺隧道是東部經典路線鑽石級的自行車道，規

劃非常好、假日遊客也相當多，頗受歡迎，規劃團隊

於第二次會勘時亦親自騎乘體驗與調查。 

2.南段如委員所述，從南口公園到烏石港估計約 20km

尚無自行車道。規劃團隊已列入建議改善方案。 

3.本局已與宜蘭縣政府合作進行外澳車站美化計畫，可由海岸堤

防串聯外澳服務區、竹安溪口，相關資料請洽宜蘭縣政府。 

外澳服務區景觀優美，頗受遊客喜愛，惟外澳車站到

外澳服務區的自行車道斷斷續續，尚未完全接通。 

4.建議受託單位針對遊客起迄點規劃路徑做完善的分析。 本研究為可行性研究，此意見非本研究範圍，建議另

案辦理。 

5.請受託單位更新自行車設計手冊（第三版）資訊，內容已針對

指標系統國際化部分進行調整，且有關救護站及里程數部分，相

關指標系統規範部分請一併納入參考。 

規劃團隊利用訪談以及第二場、第三場專家座談會請

教運研所蘇組長，期中報告書所參考的資料即第三版

自行車設計手冊。 

交通部公路總局陳

副工程司澄輝 

1.交通部已於 97年指示本局檢視所轄公路系統對自行車騎乘安

全的友善性，並請本局加強地方自行車網絡串聯與指標系統之改

善。接續於 98、99年配合辦理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改善省

道系統將近 500 公里，透過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的規劃經

驗，本局基於安全的原則下，採取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方式推

動自行車系統，並於東部主要公路系統設置號誌標線和慢車道，

1.感謝委員說明，也瞭解交通部對於自行車道建設之

支持，規劃團隊並將依循交通部基於安全原則下，採

取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方式所推動的自行車系統方

案，於北臺主輔軸線經過主要公路系統部份，優先以

設置號誌標線和慢車道之改善方式為主要建議。 

2.感謝委員對於規劃團隊所提的斷裂點(待改善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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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配合觀光局及地方政府的自行車道建置完整的路網；另本局業

於 100年檢視西部轄管的省道自行車系統約 1800公里。未來本

局仍持續辦理所轄公路自行車系統之檢視，環島主幹、旅遊系統

與區域網絡均有串聯之必要，有關簡報所提之斷裂點部分，本局

短期將以標誌標線作為改善，並依據過去與各縣市政府合作之經

驗與動態檢核機制辦理。 

協助以標誌標線作為改善，納入考量。 

2.有關臺 68線標誌外掛事宜（p.4-24），因涉及橋樑結構安全的問

題，本局暫不考慮。以東部例子而言，原龍門橋擬建置外掛自行

車道，惟後續經細部設計評估，仍採獨立建置之方式處理，且 200

公尺的橋樑建設經費約需 6000萬元，請受託單位考量其設置的

必要性及可行性，並考量其經濟效益。 

本研究將依照交通部的原則，採取因地制宜、循序漸

進的方式推動自行車道系統，短中期建議以標誌標線

及安全設施為主，外掛方式將不予建議。 

3.有關竹北跨新竹市橋樑部分，本局依 97年版公路設計規劃手

冊，已增加人行道及自行車道的規定，建議各地方政府針對跨橋

自行車道設置部分審慎處理。 

感謝委員說明，若爭取到自行車道跨橋之建設將提醒

縣市政府依交通部規定審慎處理。 

行政院環保署 

1.請受託單位於報告書內容補充說明有關軟體系統建議事項。 軟體系統架構之事項建議於 P3-11~P.3-13 

2.請受託單位具體說明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包含軟、硬體部分)。 本研究系統整合包括：北臺主輔軸線的建議、服務園

區與主輔軸線自行車路網的整合、以及旅遊景點與自

行車道以及服務園區的整合。 

3.有關本計畫評估模式及初步評估結果，建議可再予以深化並驗

證。 

感謝委員指正(評估) 

臺北市政府觀傳局 

有關後續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 部分，建議增加地圖標記及查詢地

點；另建議該系統可納入本局建置之觀光景點語音導覽系統之後

續擴充計畫內。 

感謝委員指正，將於期末報告提出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 系統之完整建議內容  

臺北市府水利處 
1.臺北市自行車道屬河濱型，請受託單位具體說明後續 cycle 
center 區位將建置於市區或河濱？若建置於河濱地區，則須考量

因為臺北市是支援整個北臺的母都市，是觀光旅遊產

業的支援系統，因此規劃團隊建議服務園區以市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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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水利法相關規定，且需考量市區與河濱之串聯及交通便利性等問

題。 
主 
 

2.請受託單位與本局進行相關聯繫與訪談，以俾瞭解河濱自行車
道相關最新資訊。 

於 6/19 與貴單位確認服務園區的建議。 

3.因河濱自行車道並無道路名稱，建議受託單位將自行車道救援
系統一併納入系統考量，並提出相關具體策略、方案。 

感謝委員提醒，於 6/19 與貴單位討論救援系統。 

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 

1.有關宜蘭縣服務園區部分已辦理 1處民間 OT案，縣府初步規
劃於冬山森林公園設置另一處服務園區，森林公園亦於本計畫主

軸線規劃內。另有關礁溪溫泉公園未於主軸線上，爰請受託單位

評估將溫泉公園納入主軸線景點，並請針對宜蘭縣旅遊的特性進

行分析。 

宜蘭縣的自行車旅遊系統，服務園區的發展以北礁

溪、南冬山為兩大旗鑑園區，兩大園區宜蘭縣政府已

有政策公告民間 OT的案例，符合經建會對於本案所
賦予的”自我營運”的精神。礁溪溫泉公園已列入計畫

中。 
2.斷裂點串聯標誌標線的問題，今年度規劃協調好會提出預算的
需求。 

建請委員提供規劃團隊參考。 

3.有關遊程規劃部分，宜蘭縣已配合臺鐵局旅遊系統，並以冬山
火車站作為轉乘接駁地點，另建議受託單位將各縣市旅遊熱點一

併納入規劃考量。 

1.已納入遊程規劃建議。 
2.各縣市旅遊熱點建請各縣市政府依主輔軸線的建議
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脫宗華委員 

1.本計畫為北臺 8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之整合，受託單位須針對
系統建立整體架構，後續則由各縣市政府銜接整合。另有關自行

車系統主軸線部分，若各縣市政府仍有疑義，請明確提出意見提

供受託單位參考；若無意見，則請各縣市政府配合處理主軸線與

次系統之銜接與整合。 

謝謝委員指正，如同委員所述，規劃團隊建立北臺自

行車旅遊整體系統架構，包括主輔軸線及服務園區，

各縣市遊程熱點建請各縣市政府整合銜接。 

2.有關斷裂點是否確實無法銜接、串聯？若為標示標線的問題較
好處理；如須建置橋樑或其他工程部分，考量經費和期程問題，

請受託單位先行提出替代方案。 

已將”斷裂點”修正為”待改善點”，並依照短中長期列

出建議方案，並依交通部的處理原則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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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基隆市政府都發處

邱科長文志 

1.本計畫應優先建置北臺 8縣市整體自行車主軸線系統，並依各

縣市發展條件的差異進行調整。例如：基隆市主要的問題係因市

區路幅不足，短期建置自行車專用道並不可行，惟可先以標示標

線進行處理，俟後續相關單位經費支持或新建道路拓寬工程等資

源投入後，再將系統予以升級為專用車道。 

感謝委員指正，基隆市的部份依委員建議，先以標示

標線進行臺二線接基隆市區的處理方式，俟後續相關

單位經費支持或新建道路拓寬工程等資源投入，例如

中山路拓寬建設四十米，將系統予以升級為專用車道。 

2.有關本計畫內各斷裂點後續標誌標線規劃工程部分，建議採共

同提案方式向中央政府申請相關經費，惟須俟相關預算項次類別

編入後再行評估。 

依照委員建議，列入建議方案說明中 

3.請受託單位於圖面標註各層級服務園區類型（Park、Hub、

Station），俾利呈現較完整之自行車系統。 

感謝委員指正，已套疊服務園區的建議點，並標示於

主輔軸線上。 

基隆市政府 

工務處 

1.目前基隆市各斷裂點均為港務公司權管業務，因港務公司已民

營化，後續推動自行車系統整合應考量與港務公司進行協商。 

第三次會勘會議中基隆市政府協助邀請到港務公司，

規劃團隊並將於期末簡報前再度拜訪港務公司。 

 

2.有關中山一、二路拓寬工程正在做的工程部分，因考量工程規
劃及經費，請評估是否有建置之必要性？另請受託單位提供相關

自行車使用量數據，俾利作為後續規劃評估之依據。 

第三次檢核會勘會議中提到中山一路及二路四十米道

路拓寬計畫，寬度夠所以可規劃自行車道。另外本次

會議主席建議涉及各縣市政府的決策，由於縣市之間

只是合作，未必要照特定的計畫去執行，但是希望基

隆市能提供拓寬工程的資訊，並考量自行車道的劃設。 

基隆市政府 

交旅處 

請受託單位針對遊程規劃再進一步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本研究團隊提供初步的遊程建議，如

同脫委員指正，各縣市的次系統各縣市最熟悉，建請

提供給規劃團隊納入參考。 

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 

有關新北市斷裂點部分，本局短期先以標示標線進行改善；另北

海岸斷裂點部分則以臺 2線串聯，因部分路段路幅不足，且位於

隧道或危險路段，故長期規劃將建議以實體分隔的改善方案。 

感謝委員說明，也感謝新北市交通局先行處理主輔軸

線待改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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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新北市政府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1.報告書內容並未羅列新北市現有自行車道系統（表 4-2-1），例

如：汐止自行車道，爰建議表格名稱修正為「新北市推薦自行車

道路線」或其他名稱，並請受託單位再行確認表 4-2-1內容資訊。 

感謝委員指正及提供資料給規劃團隊，已修正於

P.4-11 

2.請受託單位儘速修正期初審查意見，包括(1)金色水岸與淡水紅

樹林重疊；(2) 金色水岸公里數；(3) 二重疏洪道迄點。另有關新

店溪南岸應修正為新店溪左岸與大漢溪右岸。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感謝規劃單位至各鄉鎮市實地勘察的用心。 謝謝委員肯定 

1.有關 B1整合及改善類計畫部分，各縣市政府所需經費均為 200

萬元（簡報 P.38），請受託單位依各路線須改善部分補充經費估

算方式及改善內容。 

期末階段依據實際工程項目再編列各縣市預算建議 

2.有關「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部分（報告書 p.7-9），建議參考

臺北市政府及營建署建置之「水漾臺北」及「單車 ing」APP 系

統，並研擬各系統整合或資訊共用（交流）的可行性。 

感謝委員指正，自行車旅遊系統資訊提供，將依照專

家座談會的建議，以資訊分流分享與分眾原則建議處

理 

3.請受託單位將救援系統一併納入服務園區之考量。 
感謝委員指正，服務園區應可提供不同程度的救援，

依委員指示納入服務園的功能。 

脫宗華委員 

1.請各縣市政府先行確認本計畫目前提出之主軸線路網（p.5-4）、

斷裂點及其可能解決之替代方案。 

感謝委員建議 

2.有關自行車整體路網編號及指標系統內容部分，建議提出國際

化設置原則，例如：圖 2-2-3新北無標註英文（p.2-19）。另一併

考量各指標系統是否須標註公里數。 

感謝委員指正，規劃團隊將參考交通部的自行車道設

計手冊提出建議。 

3.有關服務園區機能方面建議加入報警、緊急通報、避雨(雷)、

充電、寄放物品、自行車博物館、主題園等事項（p.6-4）。另建

議本計畫服務園區應加強其系統化架構，由簡易之活動型服務至

感謝委員指正，已依照委員建議提出 CHECK LIST 

TABLE，詳附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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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功能最齊全之園區，依功能（安全、便利、友善、學習…）予以

矩陣式列出（p.6-5）。 

4.建議 p.7-1課題一內容說明部分，將旅遊「面」修正為旅遊「網」。

另有關課題二與課題四策略內容請整合。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5.有關 p.7-6推動目標 A，請再行確認為 Asia 或 Asia’s。 建議採用較簡單的單字 Asia  

6.有關 APP 系統部分，請加強實用資訊的服務提供，如廁所及停

車點等。 

感謝委員指正生理需求設施(廁所)建議以學校來提供

服務，廁所及公共停車設施皆於 GIS 資料庫中建檔。 

7.請更正第七章第五節遊程規「劃」（非畫），另有關遊程規劃部

分僅供各縣市政府參考建議。 

感謝委員指正 

8.有關跨縣市建議策略 C2方案建議由各縣市政府提出，經專業

評估後推動。 

感謝委員指正，將於期末提出如何評選最美的自行車

道的建議準則，參考觀光局推動十大觀光小鎮的手法。 

9.歐洲自行車路網所提出”有趣”部分，建議請各地方政府納入遊

程規劃之考量。 

感謝委員指正，將配合遊程提出有趣的景點 

劉曜華委員 

1.建議本計畫定位以吸引國際觀光客納入自行車遊程計畫，區隔

各縣市政府已投入之國民休閒及國內觀光市場，並考量臺灣海島

與歐陸、北美有差別，可參考日本經驗。 

感謝委員指正，朝國際觀光的方向提出建議方案 

2.有關遊程部分，請受託單位將季節性納入考量。 感謝委員指正，建議於遊程方案中納入春夏秋冬四季 

3.建議本計畫後續提案部分可以次分區劃分為北北、北基、北桃

等示範計畫，包括服務園區之串聯，並須與臺鐵系統進行整合，

以利應用於國際觀光客或背包族 1~2日漫遊行程（多日遊程的一

部分，而非 Destination Trip）。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提案將以跨縣市整合為主，結合

臺鐵的接駁與串聯。 

4.請受託單位說明服務園區的定位係以自行車專屬或自行車與其

他運具之轉乘或火車站為主？建議自行車使用者為附屬、複合之

一環而已。另有關服務園區建議以花博基地作為最佳的旗艦區。 

感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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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5.除了國際觀光，建議考量評估將北臺 20萬大學生列為教育訓練

使用者，如果能將黃金環線納入環島 or區域網之挑戰訓練，可增

加很多機會。(強制納入，健康考量) 

感謝委員指正，納入遊客類型與目標客群，並於 6/19

與教育處討論可行的作法。 

6.請受託單位說明 1665km 與 622km 路網之差異，是自行車幹道

或連結重要景點之捷徑？ 

前者為各部會在八縣市所建置的自行車道，散佈於各

縣市；後者是規劃團隊實際調查騎乘建議的北臺主輔

軸線 

7.報告書完整性高，建議通過審查。 感謝委員肯定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1.有關合約規定期中階段應提交文件及完成工作的形式部分，受

託單位符合規定。惟期中報告書內容與本次會議上簡報內容有差

異，簡報架構及內容較為完整，請受託單位參照簡報修正報告書。 

感謝指正 

已將簡報資料補入報告書(修正版)中 

2.有關北臺自行車旅遊整體識別系統部分，於各縣市斷裂點會勘

已有討論，請納入報告內容並提出建議。 

建議北臺自行車 logo 建構在北臺既有的 logo 之下，

再加上自行車的識別。 

3.本計畫現已就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提出整體概念、架構及規劃

策略，並個別就北臺 8 縣市依自行車道現況及潛力分析，提出自

行車旅遊系統之建議方案，希望各縣市在報告書內所提到的自行

車道現況、斷裂點改善及規劃遊程建議等部分，可以詳細協助檢

視再給予回饋，俾利本案於 6月 22日副首長會議簡報說明。 

謝謝委員協助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書面意見） 

1.本案建請整合環保署、體委會、營建署、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

之自行車相關計畫資料及成果，研擬適當之北臺自行車旅遊整體

發展策略，進而發揮跨域、跨部門之加值整合綜效。 

已利用 GIS 系統整合環保署、體委會、營建署、及各

縣市政府之自行車相關建設成果，並整理相關網站比

較。 

2.本研究計畫目的係將北臺八縣市的自行車環境進行有效之整合

與串聯，爰建請從自行車旅遊系統與觀光資源整合的角度，就「計

畫可行性」、「環境可行性」和「財務可行性」等三面向，分析北

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可行性。 

本計畫於期中階段已完成計畫可行性與環境可行性，

期末將完成財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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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主席 

1.有關第 3次檢核會勘（基隆市）有提及中山三、四路有拓寬計

畫，若無法與既有道路進行銜接，請基隆市政府工務處提供相關

圖面資料予受託單位；若經本計畫考量有其串聯必要性，惟地方

政府有窒礙難行之處，請受託單位提出其他替代方案。 

第二及第三次檢核會勘時，皆提到中山一路及二路四

十米道路拓寬計畫，因為寬度夠所以可規劃自行車

道。仍建議基隆市政府將自行車道規劃納入拓寬工程

中。 

2.有關港務公司及鐵路隧道使用部分，已於第 3次檢核會勘獲得

相關單位善意之回應，請受託單位儘速與港務公司及臺鐵局相關

單位進行細部溝通，並提出相關具體合作之策略方案。 

感謝委員指正，於 9/7 第四次會勘基隆市。 

3.請受託單位進一步與臺鐵局確認雙鐵車廂服務提供及期程等相

關事宜。 

已確認臺鐵局預計於明年購置 269輛新車廂。 

4.請受託單位依公路總局意見修正，各縣市自行車系統應因地制

宜、循序漸進推動，後續須將詳細說明具體操作方式一併納入規

劃報告書。 

已修正，改善方案的建議將依照交通部的安全原則提

出。 

受託單位回應摘述 

1.本團隊將於會後擇期邀請雙北自行車相關單位共同討論，並共
商有關「甲租乙還」租賃機制。 

 

2.有關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提到 APP 語音導覽部分，本團隊將
請資訊方面的專家協助納入計畫之後建議事項。 

 

3.本團隊已至各縣市拜訪 3次，並與各縣市討論主軸線規劃，爰
請各縣市政府再次協助確認主軸線，俾利於第 1次副首長會議中
提報。若有需修正之處，請各單位循行政程序給予本團隊指正。 

 

4.有關 26個斷裂點部分將修正為障礙點，並依類別分類障礙原
因，以利後續實體改善。 

 

5.有關劉委員提出之季節性遊程規劃，本團隊後續會納入計畫考
量，並加強評估適當的季節與遊程規劃。 

 

6.有關推廣大學生教育市場部分將一併納入後續計畫內容。  
7.有關服務園區方面，本團隊後續將依與會代表及委員提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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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見進行核，並確立各階層服務園區之定義及功能，以俾後續各縣

市推動自行車旅遊系統。 
8.有關路網編號後續將轉化為 GIS 資料，並納入 APP 系統資訊，
作為後續行銷系統的基礎，本受託單位亦會提出相關具體策略方

案。 

 

9.有關最佳遊程規劃建議範例（簡報 p.24），本受託單位將依脫委
員意見，確立規劃原則，包括：跨縣市、配合大眾運輸系統、市

場需求等，提出建議推動行動方案。 

 

10.有關各與會代表建議，本團隊將納入後續作業修正參據。  

會議結論 

1.請受託單位依與會代表及各委員意見修正期中報告書，本次期

中審查同意修正後通過。 

 

2.請各縣市政府再次檢視期中報告書內容，相關修正內容請提供

書面意見予受託單位，業務科擇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並請受託

單位加強與中央相關單位進一步溝通研商。 

規劃團隊共舉辦三次專家座談會，邀請到行政院政觀

推委員、體委會副主委與處長、經建會簡任技正、交

通部部長室、公路總局組長、運研所組長、北觀處處

長、前臺北市副市長、臺經院副院長、臺鐵總經理、

景觀學會理事長、自行車產業執行長、臺大土木系交

通組教授、協會理事長、各縣市景觀總顧問等等，包

括產官學研各界，並於第三次專家委員座談會中形成

共識，將組成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 

3.另請受託單位務必加強短、中、長期行動方案之研擬。 已於 6/2 第三次專家委員座談會中請產官學研各界專

家協助確認規劃團隊所提之行動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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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8樓（西南區）都委會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許副局長阿雪   紀錄：陳永恩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發言要點： 

（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 本案規劃團隊詳細針對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進行現地會勘與調查，並對現行旅遊服務

未盡完善處提出改善計畫，以使北臺自行車旅遊資源能進行整合，值得肯定。 

2. 本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目的係達成「跨域加值」與協助地方找到可執行的好計

畫，過程中著重於「評估」與「協調」二工作，並將成果主要反應在「財務分析表」與

「分年經費需求表」。 

（1）「財務分析表」 

A.係分析本案「整體」財務的收入與支出，當支出大於收入，自償率小於 100%，即代表

存在資金缺口。當計畫存在資金缺口愈大，計畫不可執行的機率愈高，故應設法增

加收入及減少支出。 

B.經檢視本案期末報告僅以「自行車服務園區」呈現財務分析，建議以總收入及總支出

呈現財務分析結果。 

（2）「分年經費需求表」 

A.係用於說明資金缺口如何填補，必須說明每項子計畫的「經費來源」與「經費提供單

位」(○○部會或○○縣/市政府)。經費來源填列中央預算者，需經主管機關同意此

項計畫可在規定的額度內申請○○計畫補助。至於不符主管部會規定補助計畫者，

請填列「編列地方預算」。本案建請規劃單位依前述原則再行檢視。 

B.經檢視本案部分子計畫，需本會經費補助，因本會僅能補助總體規劃評估計畫，並無

建設經費，故建議經費來源改為「編列地方預算」。 

3. 本案會議結論之一係提「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政觀推委員會），惟在

未取得交通部觀光局同意確定納入政觀推委員會議案前，若欲向本會辦理結案事宜，建

請依前述意見辦理，並完成書面摘要後，再向本會申請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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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港務局基隆港務分公司 

基隆港區內係港務工作區域，因載卸貨、卡車來往頻繁較危險，且無相關安全設施防護。

本港區範圍圖提供規劃團隊參考，後續若相關主輔軸線路段須經過本港區範圍內，本公司

願意配合。 

（三）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1. 有關本縣主輔軸線確認 1節若有需修正部分將於會後以正式行文方式函覆業務單位。 

2. 針對服務園區內服務類型，報告書內有 3種（p.6-7）、簡報資料有 4種（p.33），請說明

或更正。 

（四）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有關修正內容部分已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五）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 有關斷裂點圖資部分，建議將路權單位及建置（改善）所需經費細項一併納入報告書內

容。 

2. 有關北臺自行車指標系統建議於路面上設置（劃設）自行車標誌。 

3. 建議設置自行車道里程數標誌牌。 

（六）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1. 感謝規劃團隊多次與新竹縣政府進行路線建置之討論，報告書內容也相當完整。 

2. 建議規劃團隊於後續結案後提供本計畫 GIS資料庫予各縣市政府參考，以利各縣市政府

依據所提供資訊及路線延伸後續各別縣市規劃使用。 

3. 縣府刻正辦理綠色樂活地圖的計畫，已執行到期末階段，請將相關資訊納入本計畫 p.5-25

輔線遊程，包括一日遊、二日遊等。 

（七）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1. 有關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的部分，會後再提供最新資訊給規劃團隊參考。 

2. 有關指標系統設置，因 8縣市設置方式不盡相同，且期末簡報提出新 logo指標設置 1節，

建議規劃單位應先考量設置原則及權管單位之規劃，綜整目前指標系統設置樣式後，並

參照相關法令之規範，再行規劃設計。 

3. 規劃單位建議於臺北市大稻埕地區設置自行車服務園區，其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B方案-

公車 1節，本市過去曾有示範路線公車可攜帶自行車，惟因成效不彰，且相關技術、法

規等仍有待突破，故建議將大眾運輸串連相關配套措施應一併考量。 

74



3 

（八） 臺北市政府觀傳局 

1. 期中審查會已建議規劃團隊有關自行車入口網站之建置 1節，應以現有中央級地方網站

優缺點進行分析。 

2. 有關期末報告書 p.3-14~3-15，建議增加「臺北旅遊網」，以增加內容的豐富性。 

（九）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無意見，後續如有需任何配合，本局將會協助研議。 

（十）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 經建會 101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分為 3大類，其中第 1類係由 98、99年經建會補助

案延續性計畫，經經建會及中央各部會審查過後同意核定，北臺今年獲補助計畫有 2項。

依經建會黃副主委於 7/18提案說明會之說法，各計畫經各部會審查後，並認為可持續

發展，經建會則會協助平臺向各部會爭取後續相關經費。但依本次經建會出席長官表示

本案後續仍須自行洽交通部協商，將會造成北臺合作平臺長久以來計畫延續性及相關經

費補助的問題。本案各審查階段均有邀請各部會出席，但期末階段部分中央部會並無代

表出席。本案後續規畫設計及工程施作等經費應回歸各部會預算項目，假設今（101）

年「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獲經建會補助 300萬元，經建會應協助北臺區域平臺向

交通部爭取相關計畫經費，若仍由區域平臺自行洽中央部會，則有失經建會送各部會審

查之機制，當初黃副主委有承諾經建會將會協助區域平臺向中央部會爭取相關計畫經

費。有關 101年提案業經各縣市政府共同推薦，並獲中央各部會審查認同，爰請經建會

協助本案後續補助相關事宜。 

2. 有關本案涉基隆港務局權管部分，請港務局後續針對港區環境調整時，請一併考量自行

車道串連需求，預留部分空間設置自行車道。 

3. 有關財務及環境可行性 1節，本案採淨現值法或其他財務計算方法，原則上園區的財務

評估皆為可行的；環境部分 622公里路線則經北臺 8縣市會勘認可的，且為未來可執行

的，爰無論是財務或環境上均為可行的。 

4. 本案審查會議體委會及交通部皆有派員參加，並認同本計畫，故本案依程序持續爭取 101

年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計畫」時，提報經建會 1億多元計畫項目，因當時規劃團隊

認為該經費需向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計畫」統一爭取，由經建會再向各部會進行協商。

若依照經建會長官所提，本案會再將經費進行分類，並加註部分項目係由地方政府執

行，並非所有經費皆須由中央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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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本計畫是否獲得中央部會認可 1節，請經建會長官說明「中央部會認可」應具備何

種形式條件？101年度獲核定之「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是否獲得中央部會之認可，

因該計畫於明（102）年度完成規劃設計後，即須向各部會爭取相關工程經費，並辦理

工程施作，各部會是否有編列相關經費項目可供各縣市政府爭取？ 

6. 建議本案後續依脫委員所提之臨時動議，送請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辦理後續計畫

推動事宜。 

7. 有關新北市主輔軸線已完成確認，請其他縣市再行確認。 

8. 本案後續整體規劃計畫將由臺北市負責執行，惟實際工程施作仍需回歸到各縣市政府權

管單位據以落實，並請臺北市政府協助推動自行車聯盟之組成。 

9. 有關本案行銷計畫部分建議持續爭取相關經費支持，若有機會參加其他國際聯盟，請積

極爭取。 

10. 請規劃團隊一併提出自行車服務園區規劃設置原則及相關注意事項，作為各縣市後續規

劃之參考依據。 

（十一） 桃園縣政府城鄉局 

本府交通局表示圖面資料有疑義，會議書面資料將於會後提供。 

（十二） 脫委員宗華 

A.本案報告內容已甚完整，僅有下列事項建議規劃單位予以澄清： 

1. 有關斷裂點、縫補改善點等之差別為何？和究有多少處、多長等宜澄清及統一。如報

告書 p.5-1係 26處（180公里）、p.4-49係 108.9公里、p.5-33係 28處（180公里），

但目標係 15+11處等。 

2. 報告書 p.4-49臺北市有 6.3公里之斷裂線，但 p.5-40無。 

3. 有關 Hub之位階係在 Terminal之上，故 p.6-6之 Hub建議改為 stop；另 p.6-25運研

所又有休憩點、補給點…之名稱，可否統一，請參考。 

4. 報告書 p.6-16評估服務園區之方案之專家學者為何沒有相關專業團體代表或潛在投

資者，其代表性如何？請參考。 

5. 報告書 p.1-5之研究工作項目中有「次系統」之考量級願景與定位等規劃是否要於報

告書中敘明，建議再檢視。 

6. 本案主軸路線是否已獲共識，宜有說明，建議各地方政府若於特定期限內未回覆不同

意，且即表示同意。 

76

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3899&report_id=158552


5 

B.有關本計畫相關規劃建議等事項部分： 

1. 報告書 p.3-25結合臺鐵推動自行車旅遊 1節，建議改為結合「城際交通系統…」，使

高鐵、機場捷運、客運均納入。 

2. 報告書 p.4-43建議方案有關基隆市部分，可考量結合基隆港郵輪推動自行車遊程。 

3. 報告書 p.5-4課題四之對策 4配合自行車展，建議加「會前體驗」之安排。 

4. 報告書 p.5-2課題一建議朝向建設無障礙（Barrier free）或友善之自行車環境。 

5. 報告書 p.5-15遊程規劃 1節無臺北市部分，且均為親子級和一般級，建議未來增加多

元化之遊程，並考量將 p.5-6課題七擴大層面至遊程多元化部分。 

6. 報告書 p.5-35、5-36有關申請整體計畫部分均為臺北市政府辦理，是否過於集中？ 

7. 報告書 p.5-44「A5案」建議加高鐵及機場捷運。 

8. 報告書 p.5-45「B1案」建議參考更國際通用之範例。 

9. 報告書 p.5-47「C5案」，在相關產品尚未有初步配套前，是否即開始以微電影行銷，

請考量。 

10. 報告書 p.5-2有關 ciclent 1節，建議僅先供參考，暫不定案。 

11. 本案未來應基於城市區域之競合和公私部門分治之原則分別由相關單位執行。 

（十三） 交通部公路總局(如附書面意見) 

1. 表 5-3-4（p.5-38~39）待改善點內容：有關本局轄管公路系統部分，計台 2線北海岸

路段及瑞芳貢寮路段（長 56公里）建議加設防撞桿間隔出自行車道；台 2線舊草嶺隧

道（南口公園）-宜蘭頭城烏石港（長 20公里）、台 3乙線龍潭鄉段（長 14公里）及

台 3線苗栗路段（長 14公里），均建議比照北濱福隆段專用車道施工，以緣石隔開設

自行車道等 4項。查北濱福隆段專用車道之改善，歷經多次會勘選線，該路段採局部

路段拓寬、無法拓寬路段則利用社區道路替代，並由新北市政府提出計畫向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申請經費補助，再由本局代辦。至於上開各項建議路段各有不同之道路狀況

（交通量、拓寬工程難易、路幅寬度不足及路側停車需求等），其專用車道設置，仍應

個案辦理規劃分析可行並籌有經費後，再洽商該管路段之本局養護工程處協助辦理。 

2. 表 5-3-4（p.5-40~41）經費來源：有關本局部分，計新北市台 61線側車道（八里下罟

子漁港至桃園縣界段）以標線劃設自行車道（425.2萬元）、宜蘭縣冬山車站－蘇澳新

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段利用台 9線及市區道路辦理標誌標線改善（250萬元）及

台 61線側車道（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永安漁港段）建議比照北濱福隆段專用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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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以緣石隔開設自行車道辦理規劃設計施工（3,131萬元）等 3項，查本局並無補

助辦理自行車道經費之計畫，該 3項亦請辦理規劃分析可行並籌有經費後，再洽商該

管路段之本局養護工程處協助辦理。 

（十四）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如附書面意見) 

1. 表 4-1-11中，項次 9補助計畫名稱之名稱有誤請修正。 

2. p.4-21本市與苗栗縣、新竹縣串接之缺口描述有誤，建議依現況修正。 

3. 表 4-1-12中，編號 2之簡介中「魚獲」應為「魚貨」。 

4. p.5-39之 6-2中「建議改善方案」建議修正為「短期方案為改走南港街 106巷銜接台

61線西濱道路。」。 

5. p.6-45中 B方案公車，本市除 15路公車外，尚有增闢 55路公車路線往返南寮地區與

科學園區，民眾可於新竹市文化中心站、台鐵新莊站或園區新安站等地點乘車至南寮

地區。 

（十五）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如附書面意見)  

本計畫第 5-45頁及 5-46頁，其中 5-45頁部分，目前本局之香山、崎頂、談文、大山、

龍港、新埔、造橋、豐富、南勢等站，屬簡易站或招呼站等級，考量旅客安全不開放旅客

攜帶自行車上、下車；另 5-46頁部分，有關平溪、內灣、六家等支線開辦自行車業務部

分，本局現階段均不開放，其中有關平溪線不開辦兩鐵業務，本局於 101年 7月 18日鐵

運營字第 1010022049號函向新北市政府表示意見。以上內容涉及本局車站及支線開放自

行車上、下車業務，建請仍維持現況不予同意辦理。 

（十六） 業務科審查意見(3~18如附書面意見)： 

1. 本計畫已辦理 4次會勘（32場次），各次會勘及審查會議均邀請各縣市政府協助確認

規劃團隊所提主輔軸線縫補計畫及園區位置建議，請各縣市政府再次確認規劃團隊所

提之路線及園區規劃等相關內容。 

2. 有關經建會 101年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補助規劃作業」業於 9月 21日核定，本案

延續性計畫包括：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自行車網絡

系統主輔軸線縫補計畫，計 3項（申請經費約 1億多元），業經中央部會審核，優先通

過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核定金額為 300萬元。另自行車策略聯盟則由北臺區域

平臺持續推動。 

3. 請受託單位確認本計畫報告書內容所使用之圖資無違反著作權相關規定，倘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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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確實更換重製圖資。 

4. 有關第四章各縣市章節排序請依慣例：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餘內文一併更正。 

5. 已於期中提醒有關第二章（表 2-1-1）北臺區域合作平台歷年合作計畫資料有誤，毋須

羅列 30案，僅說明本案與北臺區域相關計畫之關聯性，例如：98年「桃竹苗地區景觀、

休閒及生態之海岸再生規劃」。 

6. 交通部於期中審查會議已請受託單位更新「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三版」（請至

http://taiwanbike.tw/w1-3_3-4.aspx 下載），惟期末報告書 p.2-5（表 2-2-2）仍未更新，

請確實更正第二章內容。另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100年）「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

統自行車路網計畫」，請一併納入第二章相關文獻分析。 

7. 有關各中央部會及各縣市政府相關自行車道系統計畫及政策建議統一彙整，並依縣

市、補助機關、年度等加以分類。 

8. 營建署已建置「單車 ing」APP系統介面，並於期初審查建議本計畫毋須再建置相關旅

遊觀光導覽 APP系統。惟本計畫研究建議未來建立「北臺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

（p.3-12），請受託單位先行分析各縣市既有觀光導覽系統資料庫，配合目前熱門下載

之相關 GIS定位 APP軟體，提出整合 APP系統整合策略方案。 

9. 為確保本計畫圖資之精確度，請受託單位加強第四章圖資繪製，須呈現各縣市政府自

行車系統總圖、各斷裂點細部圖，並加以編號標示之；另相關照片資料須加註拍攝地

點。 

10. U-BIKE請統一修正為 You Bike。（p.5-7） 

11. 請受託單位說明遊程規劃的擬定原則、依據，須以文字內容呈現於報告書內。（第五

章第二節） 

12. 請說明第五章第三節章節安排之用意，且該計畫並非北臺區域平臺送經建會及中央

相關部會之版本。 

13. 請統一第四章各縣市自行車路網現況章節架構及相關表格圖說內容，例如： 

（1） 各縣市「現有自行車道系統表格」格式，並補充說明北臺區域自行車道類型、分

級依據及原則，建議標註各自行車道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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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4-1-1、表 4-1-4、表 4-1-7、表 4-1-10、表 4-1-13、表 4-1-16、表 4-1-19與

表 4-1-22表列項目不同，建議統一格式，並將相關臺鐵車站（或客運車站）、及

車道類型加以標註。 

14. 請受託單位進一步詳細說明第三章第三節使用者類型分類依據？  

15. 旅遊市場調查（p.3-24）部分係以全臺 60條熱門自行車旅遊路線為試算，建議增加

北臺區域內熱門自行車旅遊路線之試算，以聚焦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產業之市場分析。 

16. 有關自行車網絡系統後續將如何與公共運輸進行整合或合作？相關具體落實策略為

何？請納入本計畫內容。 

17. 請受託單位於報告書內增加各階段審查會議紀錄暨意見彙覆與辦理情形說明，另各

工作會議紀錄一併請受託單位據以辦理。 

六、 規劃單位張教授馨文回應： 

（一） 感謝各位提供寶貴意見，後續總結成果皆會將各階段審查會議意見一併納入本

案報告書中。 

（二） 有關本案後續爭取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支持 1事，將會依脫委員及邱主

秘建議去瞭解提案申請方式。 

（三） 有關郵輪結合自行車旅遊部分，期待後續與港務局共同合作，落實節能減碳之

效果。 

（四） 關於遊程部分，因臺北市為北臺的主要都市，無論在推廣 1日遊、2日遊、國民

旅遊或國際旅遊，均設定會到臺北市，爰未特別針對臺北市進行遊程規劃。 

（五） 有關行銷部分，規劃團隊已提出主輔軸線串聯整合，若能透過行銷宣傳，讓更

多關注自行車網絡系統的參與者瞭解，使後續爭取相關經費上更為容易，若有

機會在國際上曝光，讓外國人發現臺灣自行車環境的友善、舒適，也會促使中

央部會積極推動。 

（六） 本計畫結案後相關 GIS資料庫均會提供各縣市政府，以利各單位後續擴充各縣

市自行車網絡系統。 

（七） 關於自行車服務園區 hub與 station之類型將予以分類說明。 

（八） 有關路權單位部分，將會補充至圖資內容中。 

（九） 有關綠色路網部分，後續將會納入報告書遊程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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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七、 會議結論： 

（一） 請各縣市政府再次檢視主輔軸線、園區位置及遊程規劃，並於 10月 7日前提供

相關意見，倘無回覆則依期末報告書為原則。 

（二） 請受託單位依與會代表及各委員意見修正期末報告書，並於 10月 15日前完成

修正提送業務單位覆核，本次期末審查修正後通過。 

（三） 請受託單位針對 23項短中長期執行方案依類型分類，並調整優先順序。 

（四） 請受託單位補充本計畫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五） 有關本計畫 GIS系統相關資料庫檔案格式須於報告書內補充說明，並於總結後

提供各縣市使用。 

（六） 請受託單位補充本計畫指標系統整合設置原則。 

（七） 有關本計畫策略聯盟部分，如何透過產官學合作推動，請於報告書內補充說明。 

（八） 本計畫後續推動執行建議送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提案，並請受託單位協

助瞭解相關作業程序。 

八、 散會：下午 15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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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意見回應表 

單位 意見 回應 

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 

1.本案規劃團隊詳細針對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進行現地會勘與調查，並對現行旅遊服務未盡
完善處提出改善計畫，以使北臺自行車旅遊資源能進行整合，值得肯定。 

感謝經建會委員肯定。 

2.本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目的係達成「跨域加值」與協助地方找到可執行的好計畫，
過程中著重於「評估」與「協調」二工作，並將成果主要反應在「財務分析表」與「分年經

費需求表」。 
（1）「財務分析表」 

A.係分析本案「整體」財務的收入與支出，當支出大於收入，自償率小於 100%，即代表
存在資金缺口。當計畫存在資金缺口愈大，計畫不可執行的機率愈高，故應設法增加

收入及減少支出。 
B.經檢視本案期末報告僅以「自行車服務園區」呈現財務分析，建議以總收入及總支出呈

現財務分析結果。 
（2）「分年經費需求表」 

A.係用於說明資金缺口如何填補，必須說明每項子計畫的「經費來源」與「經費提供單
位」(○○部會或○○縣/市政府)。經費來源填列中央預算者，需經主管機關同意此項計
畫可在規定的額度內申請○○計畫補助。至於不符主管部會規定補助計畫者，請填列

「編列地方預算」。本案建請規劃單位依前述原則再行檢視。 
B.經檢視本案部分子計畫，需本會經費補助，因本會僅能補助總體規劃評估計畫，並無建

設經費，故建議經費來源改為「編列地方預算」。 

1.感謝經建會委員指正，後續若有機

會再協助地方政府提案，會依照委員

建議辦理。 

2.101年度行政院經建會補助辦理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研究團

隊協助提案之計畫書詳附錄八所示。 

3.本案就礁溪與內灣兩處設置自行車

服務園區，其財務可行性。評估目的

提供廠商了解，只要策略性規劃與設

置自行車服務園區，財務上是可行。

另外，兩案並無相關，且可獨立運

作，因此各案的現金流量表即為各年

總收入與總支出的數字，說明了各地

區財務可行性。  

3.本案會議結論之一係提「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政觀推委員會），惟在未取
得交通部觀光局同意確定納入政觀推委員會議案前，若欲向本會辦理結案事宜，建請依前述

意見辦理，並完成書面摘要後，再向本會申請結案。 

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五，詳 p7-11。 

臺灣港務局 
基隆港務 
分公司 

基隆港區內係港務工作區域，因載卸貨、卡車來往頻繁較危險，且無相關安全設施防護。本

港區範圍圖提供規劃團隊參考，後續若相關主輔軸線路段須經過本港區範圍內，本公司願意

配合。 
 

感謝委員建議並提供港區範圍圖，已

納入第四章基隆市相關資料，詳

p4-12。 

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 

1.有關本縣主輔軸線確認 1節若有需修正部分將於會後以正式行文方式函覆業務單位。 感謝協助。 
2.針對服務園區內服務類型，報告書內有 3種（p.6-7）、簡報資料有 4種（p.33），請說明或更
正。 

感謝指正，已統一修正為 3種服務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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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基隆市政府 
交通旅遊處 

有關修正內容部分已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感謝指正，已分別修正於 P 5-16基隆

一日遊及附錄二-19照片說明。 

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 

1.有關斷裂點圖資部分，建議將路權單位及建置（改善）所需經費細項一併納入報告書內容。 感謝指正，斷裂點圖冊及經費估算匯
整於表 4-2-1及 4-2-2，詳
P4-40~p4-42。路權單位結合於 GIS
系統資料庫，公路總局部分已標註。 

2.有關北臺自行車指標系統建議於路面上設置（劃設）自行車標誌。 感謝指正，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一:經費估算方式。詳 p7-4 
3.建議設置自行車道里程數標誌牌。 感謝指正，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二:設置原則。詳 p7-5~7-7 

新竹縣政府 
交通旅遊處 

1.感謝規劃團隊多次與新竹縣政府進行路線建置之討論，報告書內容也相當完整。 感謝肯定。 

2.建議規劃團隊於後續結案後提供本計畫 GIS 資料庫予各縣市政府參考，以利各縣市政府依據
所提供資訊及路線延伸後續各別縣市規劃使用。 

本計畫結案後相關 GIS 資料庫可提
供各縣市政府，以利各單位後續擴充

各縣市自行車網絡系統。 
3.縣府刻正辦理綠色樂活地圖的計畫，已執行到期末階段，請將相關資訊納入本計畫 p.5-25
輔線遊程，包括一日遊、二日遊等。 

該計畫執行團隊為中華大學休閒系

戴教授，綠色旅遊行程定案後可建議

於本報告之遊程規劃中，已註明於

p5-24。 

臺北市政府 
交通局 

1.有關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的部分，會後再提供最新資訊給規劃團隊參考。 感謝協助。 

2.有關指標系統設置，因 8縣市設置方式不盡相同，且期末簡報提出新 logo指標設置 1節，
建議規劃單位應先考量設置原則及權管單位之規劃，綜整目前指標系統設置樣式後，並參照

相關法令之規範，再行規劃設計。 

感謝指正。該 LOGO 為構想示意圖，

未來系統整合推動仍應經由北臺區

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討論決定。詳 p5-2 

3.規劃單位建議於臺北市大稻埕地區設置自行車服務園區，其大眾運輸接駁方式 B方案-公車
1節，本市過去曾有示範路線公車可攜帶自行車，惟因成效不彰，且相關技術、法規等仍有待
突破，故建議將大眾運輸串連相關配套措施應一併考量。 

感謝指正。Bike on bus 在夏威夷推動

很成功，詳第二章 p2-30。自行車旅

遊與大眾運輸串連相關配套措施建

議於 p6-42~6-46。 

臺北市政府 1.期中審查會已建議規劃團隊有關自行車入口網站之建置 1節，應以現有中央級地方網站優缺 感謝指正，相關網站優缺點比較詳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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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觀傳局 點進行分析。 三章 p3-14~3-18。 

2.有關期末報告書 p.3-14~3-15，建議增加「臺北旅遊網」，以增加內容的豐富性。 感謝指正，已增加至 p3-15。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 

無意見，後續如有需任何配合，本局將會協助研議。 感謝協助。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 

1.經建會 101 年「國家建設整合計畫」分為 3 大類，其中第 1 類係由 98、99 年經建會補助案
延續性計畫，經經建會及中央各部會審查過後同意核定，北臺今年獲補助計畫有 2 項。依經
建會黃副主委於 7/18 提案說明會之說法，各計畫經各部會審查後，並認為可持續發展，經建
會則會協助平臺向各部會爭取後續相關經費。但依本次經建會出席長官表示本案後續仍須自

行洽交通部協商，將會造成北臺合作平臺長久以來計畫延續性及相關經費補助的問題。本案

各審查階段均有邀請各部會出席，但期末階段部分中央部會並無代表出席。本案後續規畫設

計及工程施作等經費應回歸各部會預算項目，假設今（101）年「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獲經建會補助 300 萬元，經建會應協助北臺區域平臺向交通部爭取相關計畫經費，若仍由區
域平臺自行洽中央部會，則有失經建會送各部會審查之機制，當初黃副主委有承諾經建會將

會協助區域平臺向中央部會爭取相關計畫經費。有關 101 年提案業經各縣市政府共同推薦，
並獲中央各部會審查認同，爰請經建會協助本案後續補助相關事宜。 

感謝協助說明。 

2.有關本案涉基隆港務局權管部分，請港務局後續針對港區環境調整時，請一併考量自行車道
串連需求，預留部分空間設置自行車道。 

感謝協助說明。 

3.有關財務及環境可行性 1節，本案採淨現值法或其他財務計算方法，原則上園區的財務評估
皆為可行的；環境部分 622公里路線則經北臺 8縣市會勘認可的，且為未來可執行的，爰無
論是財務或環境上均為可行的。 

感謝肯定。本研究結果包括計畫可

行、環境可行、財務可行。 

4.本案審查會議體委會及交通部皆有派員參加，並認同本計畫，故本案依程序持續爭取 101年
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計畫」時，提報經建會 1億多元計畫項目，因當時規劃團隊認為該
經費需向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計畫」統一爭取，由經建會再向各部會進行協商。若依照經

建會長官所提，本案會再將經費進行分類，並加註部分項目係由地方政府執行，並非所有經

費皆須由中央補助。 

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5.有關本計畫是否獲得中央部會認可 1節，請經建會長官說明「中央部會認可」應具備何種形
式條件？101年度獲核定之「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是否獲得中央部會之認可，因該計畫
於明（102）年度完成規劃設計後，即須向各部會爭取相關工程經費，並辦理工程施作，各部
會是否有編列相關經費項目可供各縣市政府爭取？ 

感謝協助。 

6.建議本案後續依脫委員所提之臨時動議，送請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辦理後續計畫推動 提案方式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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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事宜。 五。詳 p7-11 
7.有關新北市主輔軸線已完成確認，請其他縣市再行確認。 感謝協助。 

8.本案後續整體規劃計畫將由臺北市負責執行，惟實際工程施作仍需回歸到各縣市政府權管單
位據以落實，並請臺北市政府協助推動自行車聯盟之組成。 

遵照辦理。 

9.有關本案行銷計畫部分建議持續爭取相關經費支持，若有機會參加其他國際聯盟，請積極爭
取。 

感謝指正，遵照辦理。已納入結論

中，詳 p7-1 

10.請規劃團隊一併提出自行車服務園區規劃設置原則及相關注意事項，作為各縣市後續規劃之
參考依據。 

感謝指正，建請參考第六章。 

桃園縣政府 
城鄉局 

本府交通局表示圖面資料有疑義，會議書面資料將於會後提供。 感謝指正。 

脫委員宗華 

A.本案報告內容已甚完整，僅有下列事項建議規劃單位予以澄清： 
1.有關斷裂點、縫補改善點等之差別為何？和究有多少處、多長等宜澄清及統一。如報告書
p.5-1係 26處（180公里）、p.4-49係 108.9公里、p.5-33係 28處（180 公里），但目標係 15+11
處等。 

感謝委員指正，本研究成果共提出 15

處待改善點(指缺乏標誌標線及安全

指示)約 140.4公里、11處斷裂點(指

需要進行工程改善者)約 56.04公

里。已統整並描述於第七章結論，詳

p7-1。  
2.報告書 p.4-49臺北市有 6.3公里之斷裂線，但 p.5-40 無。 p4-50  
3.有關 Hub之位階係在 Terminal 之上，故 p.6-6 之 Hub建議改為 stop；另 p.6-25運研所又有休
憩點、補給點…之名稱，可否統一，請參考。 

感謝委員指正，自行車服務園區經三

次專家座談會討論，建議統一為

park、hub與 station。P6-25~p6-26係
參考運研所出版之規劃設計參考手

冊。 
4.報告書 p.6-16評估服務園區之方案之專家學者為何沒有相關專業團體代表或潛在投資者，其
代表性如何？請參考。 

三次專家座談會皆有相關專業團體

及產業界代表，極具代表性，匯整於

第七章建議事項四。詳 p7-9 

5.報告書 p.1-5之研究工作項目中有「次系統」之考量及願景與定位等規劃是否要於報告書中
敘明，建議再檢視。 

感謝委員指正。GIS 系統資料庫針對

主軸線周邊 0.5、1、1.5、2公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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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環域劃設，以掌握次系統之設施景點

分布。詳 P4-51 

6.本案主軸路線是否已獲共識，宜有說明，建議各地方政府若於特定期限內未回覆不同意，且
即表示同意。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 

B.有關本計畫相關規劃建議等事項部分： 
1.報告書 p.3-25結合臺鐵推動自行車旅遊 1節，建議改為結合「城際交通系統…」，使高鐵、

機場捷運、客運均納入。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節名，並已建

議納入考量，詳 p3-25~3-26。 

2.報告書 p.4-43建議方案有關基隆市部分，可考量結合基隆港郵輪推動自行車遊程。 郵輪結合自行車旅遊，已納入建議，

詳 p4-10。期望後續可與港務局合
作，落實節能減碳綠色運輸。 

3.報告書 p.5-4課題四之對策 4配合自行車展，建議加「會前體驗」之安排。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詳 P5-4 

4.報告書 p.5-2課題一建議朝向建設無障礙（Barrier free）或友善之自行車環境。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詳 P5-2 

5.報告書 p.5-15遊程規劃 1節無臺北市部分，且均為親子級和一般級，建議未來增加多元化之
遊程，並考量將 p.5-6課題七擴大層面至遊程多元化部分。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詳 P5-17。
臺北市為北臺的觀光母都市，推廣 1
日遊、2日遊、國民旅遊或國際旅遊，
均設定到達臺北市。課題七以修正詳
P5-6 

6.報告書 p.5-35、5-36 有關申請整體計畫部分均為臺北市政府辦理，是否過於集中？ 遵照辦理，已調整建議辦理單位 

7.報告書 p.5-44「A5案」建議加高鐵及機場捷運。 遵照辦理，已增加高鐵及機場捷運 

8.報告書 p.5-45「B1案」建議參考更國際通用之範例。 遵照辦理，已刪除 APEC 

9.報告書 p.5-47「C5案」，在相關產品尚未有初步配套前，是否即開始以微電影行銷，請考量。 感謝委員指正，規劃團隊提出主輔軸
線串聯整合，若能行銷宣傳，讓更多

關注自行車網絡系統的參與者瞭

解，使後續爭取相關經費更為容易，

若有機會在國際上曝光，讓外國人發

現臺灣自行車環境的友善、舒適，也

希望能促使中央部會積極推動。 
10.報告書 p.5-2有關 cycle nt 1節，建議僅先供參考，暫不定案。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 p5-2 

11.本案未來應基於城市區域之競合和公私部門分治之原則分別由相關單位執行。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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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交通部 
公路總局 
(如附書面 
意見) 

1.表 5-3-4（p.5-38~39）待改善點內容：有關本局轄管公路系統部分，計台 2線北海岸路段及
瑞芳貢寮路段（長 56公里）建議加設防撞桿間隔出自行車道；台 2線舊草嶺隧道（南口公園）
-宜蘭頭城烏石港（長 20 公里）、台 3乙線龍潭鄉段（長 14公里）及台 3線苗栗路段（長 14
公里），均建議比照北濱福隆段專用車道施工，以緣石隔開設自行車道等 4項。查北濱福隆段
專用車道之改善，歷經多次會勘選線，該路段採局部路段拓寬、無法拓寬路段則利用社區道

路替代，並由新北市政府提出計畫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申請經費補助，再由本局代辦。至於

上開各項建議路段各有不同之道路狀況（交通量、拓寬工程難易、路幅寬度不足及路側停車

需求等），其專用車道設置，仍應個案辦理規劃分析可行並籌有經費後，再洽商該管路段之本

局養護工程處協助辦理。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委員意見補充至

表 5-3-4後面備註。 

2.表 5-3-4（p.5-40~41）經費來源：有關本局部分，計新北市台 61線側車道（八里下罟子漁港
至桃園縣界段）以標線劃設自行車道（425.2萬元）、宜蘭縣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
港（中城橋）段利用台 9線及市區道路辦理標誌標線改善（250萬元）及台 61線側車道（林
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永安漁港段）建議比照北濱福隆段專用車道施工，以緣石隔開設自行車
道辦理規劃設計施工（3,131萬元）等 3項，查本局並無補助辦理自行車道經費之計畫，該 3
項亦請辦理規劃分析可行並籌有經費後，再洽商該管路段之本局養護工程處協助辦理。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新竹市政府 
交通處(如附
書面意見) 

1.表 4-1-11中，項次 9 補助計畫名稱之名稱有誤請修正。 已修正於 P.2-6 
2.p.4-21本市與苗栗縣、新竹縣串接之缺口描述有誤，建議依現況修正。 已修正於 P.4-34 
3.表 4-1-12中，編號 2 之簡介中「魚獲」應為「魚貨」。 感謝指正，已修正。 
4. p.5-39之 6-2中「建議改善方案」建議修正為「短期方案為改走南港街 106巷銜接台 61線
西濱道路。」。 

感謝指正，已修正。 

5.p.6-45中 B方案公車，本市除 15路公車外，尚有增闢 55路公車路線往返南寮地區與科學園
區，民眾可於新竹市文化中心站、台鐵新莊站或園區新安站等地點乘車至南寮地區。 

感謝指正，已修正 P.6-45。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如附書面 
意見) 

本計畫第 5-45頁及 5-46 頁，其中 5-45頁部分，目前本局之香山、崎頂、談文、大山、龍港、
新埔、造橋、豐富、南勢等站，屬簡易站或招呼站等級，考量旅客安全不開放旅客攜帶自行

車上、下車；另 5-46頁部分，有關平溪、內灣、六家等支線開辦自行車業務部分，本局現階
段均不開放，其中有關平溪線不開辦兩鐵業務，本局已於 101年 7月 18日鐵運營字第
1010022049號函向新北市政府表示不同意。 

感謝指正。已將委員意見補充至表

5-3-1後面備註。 

桃園縣政府 
交通局 

1.本案第四章介紹本縣自行車道路網現況，說明文字以自行車為主軸描述路網分佈，惟查本縣 
自行車道建置以休憩型為主，故各路網間無法以自行車道串聯，現況以公路或一般市區道路 

感謝指正，文字已修正，詳 p4-24。 

桃園縣自行車道已增列為 16條，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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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如覆書面 
意見) 

及大眾運輸提供服務，（p.4-15）文中對於本縣一般公路路網串聯自行車道敘述稍嫌不足，反 
強調鐵路與高速公路等串聯方式，建請檢視是否恰當；次查本案主軸為山線及海線兩大主軸 
線，文中對於主軸線之描述過少，反易使主軸失焦，另本縣自行車道達 30餘條，（p.4-16）文 
中僅載列 8條，是否有所篩選，亦請說明。 

p4-25。 

2.本案主軸線周邊景點，請以先行於描述主軸線後，以主軸線所在鄉鎮市或劃定特定範圍或採
特定路網可通達等方式納入風景點，建議將遊程依旅遊型態予以區分。 

感謝指正。景點依照主輔軸線經過周

邊建議，遊程分一日、二日與三日遊

規劃。 

3.本案第四章第二節改善現況及建議方案，4-1桃園縣永安漁港需改善範圍為起點至竹圍漁港
間，建議改善方式為路權線外增設一車道供自行車使用（p.5-40亦同），請修正。4-2桃林鐵路
內容文字不一致，如：大眾運輸與綠色運輸用詞應統一，請修正。4-3桃園-鶯歌建議改善方式
為利用「台鐵」高架橋下之綠帶空間，而非利用高速公路橋下空間，請修正。 

感謝指正。已修正。 

4.第五章第二節遊程規劃，有關本縣主軸線交通及住宿等，請再行確認，如永安漁港以鐵路為 
交通工具，北往南遊程住宿點為喜來登飯店（5-22、5-23、5-24），請確認正確性與可行性。 

感謝指正，R+b 已修正。 

二日與三日遊程規劃建議由桃園為

起點，因此建議至新竹縣住宿。 

5.第五章第三節旅遊系統改善計畫，本縣編號 4-1已於前案會議建議取消「其他路幅狹小路段 
加設防撞桿間格車道」。 

感謝指正。已刪除「其他路幅狹小路

段加設防撞桿間格車道」。 

業務科審查

意見(3~18如

附書面意見) 

1.本計畫已辦理 4次會勘（32場次），各次會勘及審查會議均邀請各縣市政府協助確認規劃團
隊所提主輔軸線縫補計畫及園區位置建議，請各縣市政府再次確認規劃團隊所提之路線及園

區規劃等相關內容。 

感謝協助。 

2.有關經建會 101年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補助規劃作業」業於 9月 21日核定，本案延續
性計畫包括：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

線縫補計畫，計 3項（申請經費約 1億多元），業經中央部會審核，優先通過北臺自行車友善
環境規劃，核定金額為 300萬元。另自行車策略聯盟則由北臺區域平臺持續推動。 

感謝說明。 

3.請受託單位確認本計畫報告書內容所使用之圖資無違反著作權相關規定，倘有疑慮，請務必
確實更換重製圖資。 

本研究報告以 GIS 圖檔為主，主輔軸

線的圖面皆為本團隊自行繪製。 
4.有關第四章各縣市章節排序請依慣例：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餘內文一併更正。 

感謝指正，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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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5.已於期中提醒有關第二章（表 2-1-1）北臺區域合作平台歷年合作計畫資料有誤，毋須羅列
30案，僅說明本案與北臺區域相關計畫之關聯性，例如：98年「桃竹苗地區景觀、休閒及生
態之海岸再生規劃」。 

已修正，僅列出近年相關計畫九項，

詳 P2-1、表 2-1-1。 

6.交通部於期中審查會議已請受託單位更新「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三版」（請至
http://taiwanbike.tw/w1-3_3-4.aspx 下載），惟期末報告書 p.2-5（表 2-2-2）仍未更新，請確實更
正第二章內容。另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100年）「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網計
畫」，請一併納入第二章相關文獻分析。 

已修正及更新，詳 P2-5、表 2-2-2。 

7.有關各中央部會及各縣市政府相關自行車道系統計畫及政策建議統一彙整，並依縣市、補助
機關、年度等加以分類。 

體委會歷年補助北台八縣市共125項

自行車建設計畫，統一彙整於 

表 2-1-3 

8.營建署已建置「單車 ing」APP 系統介面，並於期初審查建議本計畫毋須再建置相關旅遊觀
光導覽 APP 系統。惟本計畫研究建議未來建立「北臺自行車觀光導覽 APP」（p.3-12），請受
託單位先行分析各縣市既有觀光導覽系統資料庫，配合目前熱門下載之相關 GIS 定位 APP 軟
體，提出整合 APP 系統整合策略方案。 

感謝指正，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三。詳 p7-8 

9.為確保本計畫圖資之精確度，請受託單位加強第四章圖資繪製，須呈現各縣市政府自行車系
統總圖、各斷裂點細部圖，並加以編號標示之；另相關照片資料須加註拍攝地點。 

已修正。詳第四章。 

10.U-BIKE請統一修正為 You Bike。（p.5-7） 已修正。詳 p3-2、p5-7 

11.請受託單位說明遊程規劃的擬定原則、依據，須以文字內容呈現於報告書內。（第五章第二節） 已修正。詳 p5-15 
12.請說明第五章第三節章節安排之用意，且該計畫並非北臺區域平臺送經建會及中央相關部
會之版本。 

已刪除，並於附錄八更正為市政府提

案版本。 

13.請統一第四章各縣市自行車路網現況章節架構及相關表格圖說內容，例如： 
（1） 各縣市「現有自行車道系統表格」格式，並補充說明北臺區域自行車道類型、分級依據及原則，建議

標註各自行車道等級。 

（2） 表 4-1-1、表 4-1-4、表 4-1-7、表 4-1-10、表 4-1-13、表 4-1-16、表 4-1-19 與表 4-1-22 表列項目不同，
建議統一格式，並將相關臺鐵車站（或客運車站）、及車道類型加以標註。 

已修正。詳第四章。 

14.請受託單位進一步詳細說明第三章第三節使用者類型分類依據？  該分類係根據都市交通季刊專題論

著「各國發展自行車遊憩經驗之研

究」(張馨文,2004)以及參考 Rit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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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回應 

Lumsdon 等學者之文獻。詳 p3-19 
15.旅遊市場調查（p.3-24）部分係以全臺 60條熱門自行車旅遊路線為試算，建議增加北臺區
域內熱門自行車旅遊路線之試算，以聚焦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產業之市場分析。 

本研究參考 98-99年經濟部學研聯合

計畫中，有關自行車團體旅遊市場調

查，該研究以臺灣 60條路線為試算

基礎。本研究條列之北台八縣市自行

車道已超過 60條路線，可以相互參

考。        

16.有關自行車網絡系統後續將如何與公共運輸進行整合或合作？相關具體落實策略為何？請
納入本計畫內容。 

自行車旅遊與大眾運輸串連相關配

套措施，本研究建議結合服務園區的

發展，建議於 p6-42~6-46。 
17.請受託單位於報告書內增加各階段審查會議紀錄暨意見彙覆與辦理情形說明，另各工作會
議紀錄一併請受託單位據以辦理。 

遵照辦理。詳附錄四。 

會議結論 

1.請各縣市政府再次檢視主輔軸線、園區位置及遊程規劃，並於 10 月 7日前提供相關意見，倘無回覆則依期末
報告書為原則。 
2.請受託單位依與會代表及各委員意見修正期末報告書，並於 10月 15 日前完成修正提送業務單位覆核，本次期
末審查修正後通過。 

遵照辦理。 

1. 3. 請受託單位針對 23項短中長期執行方案依類型分類，並調整優先順序。 已修正。方案類型共分為政策類、改

善類及行銷類。優先順序已調整。 

2. 4. 請受託單位補充本計畫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已補充，詳第七章。 

3. 5. 有關本計畫 GIS 系統相關資料庫檔案格式須於報告書內補充說明，並於總結後提供各縣市
使用。 

遵照辦理。 

4. 6. 請受託單位補充本計畫指標系統整合設置原則。 感謝指正，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二:設置原則。詳 p7-5~7-7 

5. 7. 有關本計畫策略聯盟部分，如何透過產官學合作推動，請於報告書內補充說明。 感謝指正，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四。詳 p7-9 

6. 8. 本計畫後續推動執行建議送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提案，並請受託單位協助瞭解相關
作業程序。 

感謝指正，已納入第七章建議事項

五。詳 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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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委託案」 

體委會訪談記錄 
時間：101年 2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點 00分 
地點：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台北市朱崙街 20號八樓) 

出席人員: 黃幸玉科長、郭小姐、張馨文主任、饒子琳 

體委會黃科長 

1. 民國 91-98年自行車道建置因年代較久遠，未建置車道圖資。 

2. 民國 98-100年近三年的特別預算所補助的計畫，正委由景觀學會輔導團計畫協助建檔。 

3. 民國 101年四月預計提出未來五年計畫。 

4. 苗栗以南串聯中部的自行車網絡尚未連結。 

5. 民國 97年擴大內需計畫營建署亦補助部份自行車道。 

計畫主持人張馨文主任 

1. 北台八縣市整合委託案執行期限共八個月，三月五日期初報告前先收集八縣市資料，希

望協助中央與地方政府建立自行車旅遊圖檔，並由各縣市政府協助確認。 

2. 本計畫以北台環島路網及區域路網為主，並且由各縣市提出自行車旅遊服務區的適當基

地，整合周邊旅遊資源和餐飲住宿設施等，形成完整的自行車旅遊產業。 

3. 感謝體委會的協助與訪談。 

體委會曾副主委(電話訪問) 

1. 肯定運動休閒服務產業的推動 

2. 期望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能有創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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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1 

 

摺疊式自行車 

 

1.須完全置入攜車袋，車子無裸露。 

2.不另行收費。 

3.  區間車、區間快、普快車（以車不離身方式攜帶）。 

4.  PP 自強號（限置放於第 12 車自行車置放區，不得隨身攜帶）。另自行車置放區容量有限，放滿為止。 

5.  DMU 自強號、莒光號、復興號（放置車廂中不影響動線之適當空間）。逢連續假期疏運期間，另行公

告暫停開放。 

6.進入剪票處前須先將自行車置入攜車袋，出收票處前不得將自行車自攜車袋取出。 

7.搭乘非開放車種或未依規定攜帶，將以「1 輛自行車比照 1 名全票旅客」方式補收搭乘區間全額票價。 

8.需自負自行車保管責任。並請隨時注意其他旅客進出車廂，禮讓進出動線，以免妨礙其他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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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2 

 

非摺疊式自行車 

 

1. 每班次均有受理人數上限，建議及早洽欲上車車站申請購票，以免向隅。  

2. 開放搭乘班次中，僅部分停靠站與部分行駛區間受理自行車上下車，詳請參閱下方各運務段運送資訊。  

3. 需自負自行車保管責任。  

 

  
最遲申請時間 建議申請時間 備註 

兩鐵環保運送班次 

（即下方各運務段

所列班次）  

未達 10 人＋10 車  開車時間 1 小時以前 3 日以前  額滿為止  

10 人+10 車以上  3 日以前  14 日以前  

1.額滿為止 

2.部分班次未提供此項服

務  

人車同行車廂 詳見 下方說明區塊 詳見 下方說明區塊 

包車或專開列車 20 日以前  2 個月以前  

1.是否核准申請須視本局

車輛運用狀況而定 

2.申請方式可洽諮詢窗口

詢問  
 

 

1 輛自行車比照 1 名全票旅客計費 人員折扣 自行車折扣 

未達 10 人＋10 車  無折扣  5 折  

達 10 人＋10 車  8 折  5 折  

達 25 人＋25 車  6.5 折  5 折  

達 50 人＋50 車  5 折  5 折  

註：人員折扣限搭乘非對號列車（如：區間車）始得享用，搭乘對號列車（如：復興號、莒光號、自強號）無論人數，均不再享

有人員折扣。 
 

 

 

 

http://163.29.3.98/twrail_bicycle/bicycle/unfold_bicycle_info.html#人車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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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3 

 

 

說 明 

 

本局於第 72、73 次、701 次、703 次、707 次、702 次、706 次、708 次莒光號附掛人車同行車廂， 

於同一車廂同時提供人員座位與自行車置放架（72、73 次提供 45 人加 45 車，其他班次提供 15 人加 15 車）。 

 

車 次 列 表 （各車次詳細時刻表下載）  

 

車 次 行 駛 區 間 行 駛 日 

 

車 次 行 駛 區 間 行 駛 日 

 

701 次 
新左營 =>臺東  

（06:24～10:07） 
每日行駛  702 次 

臺東 =>新左營  

（09:53～13:33） 
每日行駛  

703 次 
新左營 =>臺東 

 （13:53 ～17:24） 
每日行駛  706 次 

臺東=>新左營  

（15:00 ～18:14） 

週一至週五

行駛  

707 次 
新左營 =>臺東  

（20:48～23:59） 

週一至週五

行駛  
708 次 

臺東 =>新左營  

（18:12～21:43） 
每日行駛  

72 次 
樹林 =>臺東  

（06:27～12:52） 

週五、週六、

週日行駛  
73 次 

臺東 =>樹林  

（15:38～22:06） 

週五、週六、

週日行駛 

票價與訂票方式 

1. 

自行車人車同行車票，自行車車位及座位不單獨發售。人員票價依搭乘區間莒光號暨身份別計費、自行車

票價一律按搭乘區間莒光號全價票價 5 折優惠計費。一般旅客可購買去回票，人員部分提供九折優惠，自

行車則已有五折優惠，不另給予去回票優惠。 

http://163.29.3.98/twrail_bicycle/bicycle/人車同行時刻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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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4 

 

2. 

訂票方式：可透過網路訂票，或至車站售票窗口購票，並開放超商及郵局取票。（注意：100.10.18 後開行

之人車同行方案，無法使用電話語音訂票），分為一般旅客訂票及團體旅客訂票。各項訂票規則，請見下

方「訂票規則簡明表」。 

3. 

網路訂票方式：利用本站查詢功能，自行車種類選擇「非摺疊式」，設定起迄站、乘車日期及時間後，於

查詢結果頁面中點擊欲訂車次之訂票連結（如下圖所示），進入兩鐵專屬訂票頁面。（注意：100.10.18 後

開行之人車同行方案，僅能透過本站訂票，無法使用一般列車訂票系統） 

 

備   註 

1. 臺北站不提供自行車進出站，故不發售以臺北站為起迄站之乘車票  

2. 
因部分車站較缺少自行車進出站相關設施，如有進出站引導需求，請事先撥打本局客服電話（0800-765-888

（限市內電話）、02-21910096）協助轉知車站提供服務。 

3. 旅客取票完成後，如需要引導等服務，可向車站服務台登記。 

4. 兩鐵自行車同行車廂訂票，不適用分段訂去回票規則。 

5. 

751 次、754 次自 12 月 23 日起停止辦理人車同行業務、且不再接受網路訂票作業，僅受理一般南迴線之兩

鐵環保運送業務，受理區間為臺東至新左營間。 

 

 

 

 

 

 

 

http://163.29.3.98/twrail_bicycle/bicycle/index_list.aspx
http://railway.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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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票 規 則 簡 明 表 

 
一 般 旅 客 訂 票 團 體 旅 客 訂 票 

兩鐵訂票系統 

每日開放時間 
上午 6 時 至 24 時  上午 9 時 至 16 時 30 分  

購票限制 

1. 每人每日限購 6 張  

2. 人數與自行車輛數需一致  

1. 最低成團標準： 10 人加 10 車  

2. 人數可以大於自行車輛數，唯 72

次 73 次兩鐵團體車次，訂人數大

於車數的團體票時，多出來的人

數將會劃座於一般旅客車廂，且

如一般旅客車廂座位數不足時，

將無法受理團體訂票。 

開放班次 
701 次、703 次、707 次、702 次、706 次、708

次、72 次、73 次  
72 次、73 次  

開放訂票期間 

 乘車前二週（14 天）開始預訂  

 每逢週五、週六可多預訂二天至次

次週日  

 自101.06.26 起開放乘車當日網路訂

票 ，最遲請於列車開車前 1 小時

完成訂票 

 乘車前 2 個月至 20 天開放預

訂（請透過本網站系統訂位） 

售票及取票 

1. 訂票完成後，於 2 日（含當日）內

完成取票；訂次日車票，於訂票當

日各車站營業時間內完成取票；預

訂當日車票者，最遲請於開車前 30

分鐘完成取票，逾時視同訂票未取。 

2. 僅限各車站售票窗口取票，不開放

網路信用卡付款、對號列車多功能

自動售票機取票。  

3. 車站售票窗口預售日：乘車日 12 天

內（含乘車日當天）。  

4. 車票之自行車車位及座位不分開發

售。  

1. 訂票完成後，於 4 日內（含訂

票當日）內完成繳付預約金。  

2. 繳付預約金 10 日內至指定付款

站完成付款取票。  

3. 預約金為兩鐵單程票全票票價

之 2 成。  

4. 兩鐵團體，人數大於自行車輛

數時時，人數超過的部分，將

再開另一張團體票。  

換票及退票 
1. 於列車開車前，可免費更換乘車

日、車種、車次等合計 1 次，自第 2

1. 繳納預約金後，有關團體人數

增加、變更日期、搭乘區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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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6 

 

訂 票 規 則 簡 明 表 

 
一 般 旅 客 訂 票 團 體 旅 客 訂 票 

次起，每張酌收 26 元手續費。  

2. 自行車車位及個人座位不分開退

票。  

依現行規定辦理，僅受理變更

一次。另團體人數增加，僅受

理「人數與車數相等」之增加，

不受理「人數大於車數」或單

純「人數增加」。 

2. 自行車團體退票，至遲於開車

前 2 小時辦理。  

3. 自行車團體每張車票退票手續

費，依票價 2 成核收，惟自行

車票，每張退票手續費不得低

於 26 元；一般團體票，每張退

票手續費不得低於 13 元。  

4. 部分退票及部分取票後的人數

及車數，不得低於團體最低標

準，如低於標準，僅能辦理全

部退票。  

5. 退票及換票、購票證明，應出

示所有團體票及座位證。  

票面資訊 
同一般車票票面，並於右上角加註「自」字，

全票含自行車票價。  

1. 人車同行團體車票預約號第一

碼為「D」；人數大於自行車輛

數部分，分別開立團體票，預

約號為「A」。  

2. 人車同行座位證，右方加註

「自」字；一般團體票座位證

未加註，票面資訊同一般團體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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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宜蘭縣 

十六分圳自行車道 3.974 243.9 公里 

冬山河自行車道 18.381 

北成自行車道 3.449 

台 2線自行車道路網 4.787 

台 7丙線自行車道 5.244 

台 7線自行車道路網 9.181 

台 9線自行車道路網 1.678 

圳道或非河系自行車道 30.524 

安農溪自行車道 30.800 

宜蘭河自行車道 20.461 

宜蘭河員山段自行車道路線 18.263 

宜蘭濱海自行車道 5.403 

得子口溪自行車道 27.226 

深洲大道自行車道 6.682 

猴硐溪自行車道 7.935 

新城溪自行車道 2.677 

新寮溪自行車道 5.215 

濱海南線自行車道 14.142 

雙園線自行車道 1.892 

羅東溪自行車道 4.360 

蘭陽溪北岸自行車道 14.470 

蘭陽溪南岸自行車道 7.198 

基隆市 

北寧路自行車道 1.539 12.8 公里 

基隆河七堵段沿岸水防道路兼自行車道

路線 
11.333 

臺北市 

淡水河河濱自行車道 7.324  222.8 公里 

景美溪左岸河濱自行車道 6.771  

景美溪右岸河濱腳踏車道 7.834  

13號道路北側人行道 0.724  

上塔悠 433號公園帶狀公園之廊帶 1.013  

士商路西側人行道 0.477  

士商路東側人行道 1.058  

大安森林公園周邊新生南路、和平東路

與建國南路人行道 
2.168  

大直街西側人行道 0.101  

大南路北側人行道 0.126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附錄七-2 

 

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大業路東側人行道 2.258  

中山北路 5、6段東側人行道 0.129  

中山北路西側人行道 2.230  

中山北路東側人行道 3.563  

中山南路西側 0.390  

中山南路東側 0.368  

中正路北側人行道 0.635  

中正路南側人行道 0.766  

中華路段西側 1.049  

中華路段東側 1.084  

內湖五期重劃區道路單側人行道 1.345  

文林北路東側人行道 1.339  

北安路 3.177  

北安路 501巷東側人行道 0.083  

北安路北側人行道 1.259  

北安路南側人行道 0.971  

市民大道北側人行道 1.241  

市民大道南側人行道 0.563  

市府路東側 0.590  

市區自行車道仁愛路段北側 4.632  

市區自行車道仁愛路段側 4.614  

市區自行車道愛國西路段北側 0.967  

市區自行車道愛國西路段南側 1.006  

民族東路北側人行道 0.933  

民權東路北側人行道 1.259  

民權東路南側人行道 0.912  

玉門街西側 0.555  

玉門街東側 0.540  

光復北路兩側人行道(西) 0.340  

光復北路兩側人行道(東) 0.340  

光復南路兩側人行道西側 0.318  

光復南路兩側人行道東側 0.327  

至善路 1.179  

至誠路 2段北側人行道 0.720  

辛亥路 0.593  

辛亥路西側人行道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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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辛亥路南側人行道 1.252  

和平東路北側人行道 0.850  

和平東路南側人行道 1.125  

忠孝東路 6段 1.403  

忠孝東路五段 236巷東側 0.140  

忠孝東路北側人行道 2.400  

忠孝東路南側人行道 2.416  

忠孝東路段北側 0.364  

忠孝東路段南側 0.364  

忠誠路西側人行道 1.811  

忠誠路東側人行道 1.857  

承德路 4段 179巷北側無名巷北側人行

道 
0.133  

承德路 4段 179巷北側無名巷南側人行

道 
0.133  

信義區的人行步道 3.959  

承德路 4段 179巷南側人行道 0.125  

承德路 4段東側人行道 0.413  

承德路 7段東側人行道 1.538  

承德路西側人行道 2.217  

承德路東側人行道 2.216  

松仁路 95巷 0.097  

松仁路西側 1.235  

松仁路東側 1.244  

松平路北側 0.116  

松勇路西側 0.171  

松高路 0.454  

松高路（南側） 0.160  

松智路（西） 0.593  

松智路（東） 0.592  

松智路西側 0.213  

松智路東側 0.365  

松勤街北側 0.325  

松壽路（南側） 0.448  

松德路 200巷 1.255  

松德路西側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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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芳蘭路西側人行道 0.215  

芳蘭路東側人行道 0.228  

長興街東側人行道 0.351  

雨農路西側人行道 0.164  

青年公園周邊之國興路及青年路 1.794  

信義路 0.443  

信義路五段 91巷 0.187  

南港公園 0.440  

建國南路兩側人行道 0.789  

思源街東側人行道 0.495  

思源親水通廊 0.467  

洲美快速道路下平面車道延平北路 7段

西側人行道 
0.184  

洲美街-西側 0.142  

洲美街-東側 0.153  

桃源街西側人行道 0.214  

桃源街東側人行道 0.214  

停管處之大客貨車停車場南側自行車道 0.097  

基河路 300巷兩側人行道北側 0.143  

基河路 300巷兩側人行道南側 0.142  

基河路西側人行道 1.087  

基隆河 右岸河濱腳踏車道 美堤支段 2.451  

基隆河 右岸河濱腳踏車道 24.833  

基隆河 左岸河濱腳踏車道 大佳支段 3.709  

基隆河左岸河濱腳踏車道 18.196  

基隆路西側人車共道 1.285  

捷運淡水線之線型公園 0.949  

捷運淡水線高架下之線型公園內 8.557  

淡水河河濱腳踏車道關渡段 0.725  

莊敬路 423巷 8弄 0.330  

凱達格蘭大道北側人行道 0.469  

凱達格蘭大道南側人行道 0.419  

復興南路西側人行道 1.271  

復興南路東側人行道 1.275  

敦化南北路西側人行道 4.152  

敦化南北路東側人行道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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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貴子坑溪河濱自行車道 4.539  

逸仙路 0.340  

敬業三路 162巷 0.231  

敬業三路雙側人行道 0.761  

新生北路東側人行道 0.215  

新生南路東側人行道 0.921  

新光路西側人行道 0.961  

新光路東側人行道 0.956  

新店溪河濱自行車道 9.281  

福志路南側人行道 0.519  

福林路北側人行道 0.424  

福林路南側 1.239  

福國路北側人行道 0.361  

福國路南側人行道 0.373  

樂群二路雙側人行道 2.066  

興雅路北側 0.421  

濱江街南側人行道 0.757  

環社子島自行車道 8.208  

雙溪右岸河濱腳踏車道 2.853  

雙溪左岸河濱腳踏車道 2.690  

羅斯福路兩側人行道 0.850  

關渡路西側人行道 0.658  

新北市 

二重環狀河濱自行車道 20.593 313.3 公里 

八里左岸河濱自行車道 14.077 

三峽自行車道 31.157 

三峽河馬祖田段沿岸自行車道 1.815 

三鶯橋-三峽橋 2.849 

大漢溪右岸自行車道 12.921 

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 22.619 

大漢溪鶯歌段沿岸自行車道 0.923 

中安便橋 0.382 

北海岸自行車道  29.655 

北海岸自行車道三芝、石門線 10.854 

北海岸自行車道金山線 6.273 

北海岸自行車道萬里線 2.206 

平溪瑞芳自行車道 3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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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永福橋 0.330 

光復大橋 0.331 

汐止基隆河自行車道 12.946 

秀朗橋 0.539 

東北角海岸自行車道 22.645 

東興宮自行車道 1.952 

虎子山路線 2.586 

金瓜寮溪自行車道 14.696 

金色水岸河濱自行車道 14.450 

城林橋 0.632 

貢寮－遠望坑路線 3.840 

淡水河右岸竹圍段自行車道 0.822 

華中橋 0.914 

華江橋 0.542 

新店溪左岸河濱自行車道 18.810 

新店溪左岸沿岸自行車道 1.457 

新海橋 0.444 

福和橋 0.301 

舊草嶺隧道自行車道 3.346 

舊草嶺環狀線 13.038 

關渡橋 1.437 

鹽寮－龍門自行車道  5.480 

桃園縣 

?竹鄉親水自行車道 2.926 206.3 公里 

大園溪海花卉園區自行車道 5.587 

大溪月眉至龍潭三坑水岸觀光綠廊 18.470 

大溪福安里自行車道 1.617 

大漢溪大溪段沿岸自行車道 1.851 

大漢溪自行車道 10.921 

大鶯綠野自行車道 2.821 

中壢大崙地區自然生態休閒產業步道 11.827 

中壢莒光公園自行車步道 0.588 

平鎮石門大圳自行車景觀步道 0.938 

平鎮鐵馬迎風自行車道 30.892 

石門水庫自行車道 18.448 

東山里自行車道  5.529 

沿海四鄉自行車道─觀音北環埤塘鷺鷥 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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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林之旅 

沿海四鄉自行車道─觀音南環蓮園之旅 7.783 

南崁溪單車道 0.881 

桃園市成功路自行車道 2.319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 37.280 

復興羅馬公路羅浮村自行車道 0.757 

新屋白千層林蔭自行車道 3.831 

新屋綠色隧道 3.442 

龍潭三林線自行車道 8.634 

龍潭大池自行車道 3.196 

龍潭高原村線自行車道 8.878 

龜山自行車道 7.331 

新竹縣 

山線自行車道 19.385 267.6 公里 

水磜村、南埔村自行車道路線 9.283 

田寮村自行車道 8.743 

白石湖自行車道 10.477 

竹東鎮頭前溪自行車道 23.866 

芎林至六家自行車道 14.915 

豆子埔溪自行車道 4.475 

東山里自行車道 35.218 

南平-北平里自行車道 5.937 

峨眉湖十二寮自行車道 12.563 

海線自行車道 14.084 

軟橋里自行車道 2.513 

湖口老街自行車道 13.136 

湖口鄉北勢溪自行車道 7.806 

新豐紅樹林自行車道 5.904 

鳳山溪枋寮自行車道 11.444 

霄裡溪自行車道 10.840 

橫山鄉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 5.465 

興隆路自行車道 6.020 

豐田村自行車道  6.883 

關西鎮牛欄河自行車道 2.543 

寶二水庫自由車道 26.903 

寶山糖廠自行車道 9.240 

新竹市 17公里海岸自行車道 14.638 22.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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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自行車道名稱 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公里） 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小計（公里） 

竹東鎮頭前溪自行車道 0.578 

鳳山溪枋寮自行車道 2.247 

頭前溪自行車道 6.980 

苗栗縣 

119線車道 38.248 376.0 公里 

126線車道 24.316 

128線車道 28.780 

130線車道  29.429 

二高橋下環鄉自行車道 3.961 

三義鄉自行車道 6.108 

中港溪線車道 16.447 

公館鄉黃金小鎮自行車道 2.180 

北濱海森林公園景觀改善工程─龍鳳港

─崎頂海水浴場 
4.362 

台三線車道 43.530 

永和山水庫自行車道 12.556 

竹南中港溪堤岸自行車道 2.843 

竹南海口人工濕地周邊自行車道 0.786 

竹南濱海自行車道 3.985 

西湖鄉自導式自行車道 12.699 

卓蘭鎮內灣觀光設施工程 2.397 

明德水庫自行車道 4.637 

南湖溪右岸堤岸自行車道 3.171 

南湖溪左岸堤岸自行車道  1.908 

後龍溪自行車道 6.251 

海線車道 51.923 

通霄鎮城北自行車道 8.055 

獅潭村自行車道 4.204 

銅鑼鄉自行車道 1.765 

銅鑼鄉虎頭崁自行車道 10.764 

鳴鳳自行車道  17.716 

貓貍山休閒越野自行車道 18.683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道 14.346 

總計 1,66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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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 

 

 

 

計畫名稱：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計畫 

 

 

實施期程：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10 月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協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基隆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 

苗栗縣政府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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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計畫」 

一、 計畫背景說明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致力減少交通碳排放，其中「永續運輸」的

倡導係為推動低污染、低排放的綠色交通使用形態，以自行車為綠色

運具的休閒遊憩活動蔚為風潮。中央各部會及縣市政府均積極推動自

行車路網建置計畫，鼓勵以自行車作為替代性交通工具及休閒遊憩之

方式，以達到環境友善及永續發展的目標。 

為有效推動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活化，爰配合經建會所

推行之「跨域合作」政策，北臺區域合作平臺 100年度業獲經建會核

定補助「北臺自行車網絡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計畫。前揭計畫

係以「系統活化」概念為核心，全面性落實跨區域、跨領域資源等介

面整合與應用，強化相關軟硬體基礎設施之建置效能及服務創新，結

合社區營造等培力社群，建立區域性自行車網絡系統品牌，並導入高

效能之企業化行銷宣傳及經營管理策略，藉由網絡系統環狀（域）內

之公私有土地活化與再利用、「自我營運管理」機制及整合性財務建

設構想，擴大自行車及產業投資及觀光旅遊服務之經濟效益，開闢政

府與民間合作之途徑，以活絡地方產業資源。 

圖 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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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0年度可行性研究計畫中，已全面檢視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

系統並整合體委會 2009~2011年投入自行車道既有補助建設計畫，提

出北臺自行車網絡應縫合補強部分（經 3次現勘，初步估計有 26處

斷裂點/改善處，約 180餘公里），且標示標線系統仍待統一整合等相

關議題尚待後續計畫進行實質改善。研究中同時檢討自行車道系統沿

線土地使用情形、旅遊環境及研析觀光旅遊產業之異業結盟、自行車

服務園區建置之可行性，以建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本計畫於可行

性研究過程中均獲交通部、體委會、內政部等相關中央部會支持，並

經 101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年第 1次副首長會議決議

列為優先推動計畫，未來並期由北臺運作平臺中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特

成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持續推動自行車跨域及異業合作

及整合中央經費之有效運用。 

為延續推動跨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落實，配合經建會「跨域

加值、區域治理、自我營運」之精神，經由平臺運作機制提出「北臺

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計畫」，計包含「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

計畫」、「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及「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

線縫補計畫」三項子計畫，以持續改善整合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環

境，完成區域性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之縫補及整合性設施之細部

規劃設計，同時爭取並善用中央各部會經費支持，以北臺自行車旅遊

產業的發展及建構自行車友善環境，作為國家推動永續發展、節能減

碳及建構綠色交通網之政策願景之最佳實踐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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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1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1次副首長會議 

二、 計畫目標 

（一） 成立「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整合產官學研領域專

業，具體落實跨域合作與資源整合之效益，並協助北臺 8 縣

市向中央各部會爭取自行車系統相關預算。 

（二） 改善北臺區域自行車友善設施，提升自行車網絡系統整體環境

品質。 

（三） 串聯北臺區域自行車主輔軸線，並提出詳細細部設計規劃原則。 

圖 3 北臺自行車系統整體構想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附錄八-5 

三、 計畫內容 

（一） 「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 

賡續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負責統籌

跨域性自行車相關推動事宜，計有下列 3項工作： 

1. 協助向中央部會爭取觀光行銷類計畫經費。 

2. 推動北臺雙鐵旅遊。 

3. 協助統籌各縣市系統建置子計畫（即主輔軸線縫補計畫）。 

（二） 建置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為倡導人本交通及節能減碳，藉由規劃原則之建立，落實區域

性自行車系統網絡之整合，計有下列 2 項工作： 

1. 北臺整合識別系統規劃設計，包含標示、標線、救援體系

統等及設計原則（含色彩計畫等項）。 

2. 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認證制度與評估指標之研究。 

（三） 完成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縫補計畫 

依據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原則，由各縣市政府針對行政區

內各斷裂點進行實質改善工程，計有下列 4項工作： 

圖 4 北臺自行車網絡斷裂點/待改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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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北臺 8縣市自行車網絡系統 26處斷裂點縫補計畫。 

2. 建置北臺區域整合識別系統及 GIS救援系統。 

3. 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網站建置與推廣行銷計畫。 

4. 各縣市辦理 101年「主輔軸線縫補計畫」申請提案計畫詳

如附件 1~4。 

（1） 宜蘭縣： 

A. 濱海台 2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公園）-宜蘭頭城烏石

港 

B.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子溪口）壯圍鄉東港濱海

自行車道 

C.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D. 羅東溪至安農溪 

（2） 新北市：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之新北市轄內斷點改

善計畫 

（3） 新竹縣： 

A.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縫補計畫 

B.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 

（4） 新竹市：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 

四、 計畫執行方法與步驟 

（一） 依 100年度可行性研究成果提出短中長程計畫，並向經建會爭

取 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計畫，賡續推動本案。 

（二） 依各縣市所提之斷裂點進行實質規劃，並邀集中央及地方相關

單位討論研商計部計畫規劃內容，以確保規劃內容之可行性及

妥適性。續就工程內容及權責分工，向各中央部會（體委會、

交通部、營建署、環保署等）爭取經費補助，並由各縣市自行

進行施工，改善自行車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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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效益 

（一） 成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成為臺灣

的新觀光魅力。 

（二） 完成自行車黃金遊程與套裝旅遊規劃，研擬自行車旅遊服務園

區示範計畫，帶動北臺 8縣市觀光旅遊服務產業發展。 

（三） 改善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整體環境品質。 

六、 可行性分析 

本提案計畫經過「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確認

具計畫可行性、環境可行性、以及財務可行性。 

（一） 計畫可行性 

英國一年約有 2,500萬人次的自行車遊客，每年貢獻五億英磅

的觀光收益。1997年起全球超過 40個國家、300家旅行社安排自行

車渡假，且自行車遊客的花費多為地方型的消費。 

美國自行車協會 Adventure Cycling Association(ACA)成立於

1973年，已規劃 44000英哩自行車路線，根據 ACA的研究，自行車

旅遊近年來在北美、南美與歐洲一年可創造 890億美元的市場價值

。 

歐洲議會(EP)2009年出版歐洲自行車路網(The European Cycle 

Route Network ~ EuroVelo)報告中指出，歐盟 27國加上挪威與瑞

典，共有高達 28億一日遊自行車觀光旅次、二日遊以上的自行車渡

假旅次超過 2600萬旅次、創造 540億歐元的產值，此一數值包括國

際觀光與國內旅遊。 

（二） 環境可行性 

自行車旅遊為生態旅遊的一部份，強調環境永續發展，透過環境

友善、無污染、省能的自行車，減少大量的汽機車運輸；同時藉由慢

速運具的使用與推廣，帶動各縣市與週邊鄉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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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可行性 

自行車旅遊系統（含服務園區設置）評估經財務可行性試算以及

敏感性分析，保守推估與樂觀推估皆為可行。其中自行車服務園區之

規劃方向，主要是以既有場地為主，由政府將園區委託民間機構參與

投資、經營為主，以政府興建新設施，在由委託民間機構參與投資、

經營為輔，因此在財務分析上必須以民間參與投資的角度，進行財務

計畫分析。 

北臺各縣市（含服務園區）以主輔軸線串聯創造公部門與民間機

構穩健且雙贏之財務計畫為目標，評估民間機構參與經營之可行性，

引進民間活力與創意，增加自行車服務設施之空間利用價值與觀光活

動之效益。 

七、 計畫期程 

（一） 「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期程說明如下： 

1. 招標：計畫審查通過後 3個月內 

2. 期初報告：得標次日起 1.5個月內 

3. 期中報告：期初報告審查通過次日起 2 個月內 

4. 期末報告：期中報告審查通過次日起 2.5個月內 

5. 總結報告：期末報告審查通過次日起 2.5個月內 

（二）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期程說明如下： 

1. 招標：計畫審查通過後 3個月內 

2. 期初報告：得標次日起 1.5個月內 

3. 期中報告：期初報告審查通過次日起 2 個月內 

4. 期末報告：期中報告審查通過次日起 2.5個月內 

5. 總結報告：期末報告審查通過次日起 2.5個月內 

（二）「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縫補計畫」依各縣市提案期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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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來源：各縣市爭取 101年度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

劃作業」提案總表如下： 

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 主政縣市 

1.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 4,500,000 臺北市政府 

2.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4,500,000 臺北市政府 

3.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縫補計畫 108,548,388 各縣市政府 

總經費 117,548,388 

（一）「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經費說明如下： 

1. 總經費：4,500,000 元 

2. 申請本會補助：2,250,000 元 

3. 配合款：2,250,000元 

4. 其他機關補助或民間贊助：0元 

（二）「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原則」經費說明如下： 

1. 總經費：4,500,000 元 

2. 申請本會補助：2,250,000 元 

3. 配合款：2,250,000元 

4. 其他機關補助或民間贊助：0元 

（三）「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縫補計畫」依各縣市政府提具

經費各別申請。 

縣市 子計畫名稱 中央部會 申請經費 

宜蘭縣 

1. 濱海台 2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公園）-

宜蘭頭城烏石港 

交通部 

（公路總局、東北角

暨宜蘭海岸國家風

景管理處） 

－ 

（註：公路總局刻正規劃） 

2.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子溪口）壯

圍鄉東港濱海自行車道 

交通部（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國家風景管

理處） 

體委會 

33,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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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

城橋） 

交通部 

（公路總局） 
2,500,000 

4. 羅東溪至安農溪 
交通部 

體委會 
3,020,000 

新北市 
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之新北市轄內斷

點改善計畫 

交通部 

（公路總局、北海岸

及觀音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4,252,000 

新竹縣 
1.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縫補計畫 交通部 

體委會 

1,183,210 

2.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 55,523,178 

新竹市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 
交通部 

體委會 
9,000,000 

總經費 108,548,388 

九、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陳永恩 

02-27258292及 E-mail：yungen@udd.taipei.gov.tw 

協辦單位： 

1.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諶烔春 

03-9251000 轉 1862 及 E-mail：a437439@mail.e-land.gov.tw 

2.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周裕閔 

02-29603456 分機 6962及 E-mail：ah6251@ms.ntpc.gov.tw 

3.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劉昌舉 

03-5518101分機 2711及 E-mail：3537790@hchg.gov.tw 

4.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林正光 

03-5216121 分機 462及 E-mail：01350@ems.hccg.gov.tw 

mailto:yungen@udd.taipei.gov.tw
mailto:a437439@mail.e-land.gov.tw
mailto:ah6251@ms.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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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附件 

（一） 「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之宜蘭縣轄內斷點改善計」（附件 1） 

（二） 「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之新北市轄內斷點改善計畫（附件 2） 

（三）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縫補計畫」及「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

畫」（附件 3-1、3-2） 

（四）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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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Day1 

-8/30 

 

 

 

 

宜蘭南方澳-苗栗房裡橋 596.5k 總爬升落差 2509公尺 

南方澳遊客中心-礁溪民權橋-54.25k 

總爬升落差 159公尺/最高高度

100 
拍攝 

台灣全覽百棵

地圖集第一冊 

1 
南方澳遊客中心 

/進安宮 
0k 32m 

增設北台八縣市環島國道起點 

-標示  
地圖 124/111 

2 內埤灣海濱公園路口 1.66 6 
港濱海岸人行道有空間規畫自行

車道 
圖 1 

 

3 豆腐岬公園路口 2.58 11 
   

4 
南方澳大橋出口 

 

3.64 

 

5 

 

台 2公路-台 9公路 
  

馬路拓寬整修-有空間規畫自行

車道 
圖 2 

 

5 台 9/2戊公路口 
  

台 9公路 
  

6 蘇澳新站 9.51 31 
   

7 台 9/宜 35 大安路口 
  

大安路 
 

110 

8 冬山橋 14.8 16 冬山路 
  

9 冬山河自行車道入口 14.9 17 冬山河自行車道 
  

10 往冬山車站車道岔路口 15.4 15 
   

11 傳藝中心入口 22 14 
   

12 五結防潮大匣門 24.23 5 
  

98 

13 上葛瑪蘭橋前岔路口 26.91 3 
   

14 
下橋紅綠燈路口-台 2/宜

20 
29.5 2 

兩段式左後轉-可改為右後轉逆

向往東港-車友過馬路遵守習性

不佳 
  

15 東港濱海公園 30.91 0 濱海自行車道 
  

16 永鎮濱海休憩亭 
    

86 

17 大福替代道路點 40.24 9 
非假日大福軍管區，須繞替代道

路   

18 台 2路口 
     

19 接回濱海自行車道點 41.8 11 經由台 2 大福 7-11 右轉小路 
 

75 

20 打馬煙廢棄崗哨亭 
     

21 竹安橋路口 
  

得子口溪自行車道 
  

22 礁溪防潮匣門 
     

23 三抱竹橋 
     

24 二龍河防潮匣門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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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25 民權橋 54.25 18 過橋右轉 
  

       
Day2- 

8/31    

礁溪民權橋-冬山河自行車道入

口-54.87k   

    

總爬升落差 156公尺/最高高度

62   

26 民權橋 0 17 得子口溪自行車道 
  

27 無名便橋 
    

74 

28 鐵道不通折返無名便橋 
     

29 得子口橋 2.35 15 山腳線自行車道/共構車道 
  

    

無法直接跨台 9 公路到對向車

道，須繞前方十字路口 
圖 3 

 

30-44 
山腳線自行車道岔路轉

折點   

指引標誌畫在道路上，容易因新

鋪路面覆蓋而無法辨識 
圖 4-6 85 

45 百年茄冬樹 9.12 27 
   

47 農田水利會湧泉 9.8 23 
   

48 9 丙公路永同路左轉 10.17 21 
   

49 新城橋下右側 10.28 21 宜蘭河左岸車道 
  

50 上坡車道 
     

51 永金二號橋 
     

52/53 永金一號橋 12.8 24 
   

54 永金二號橋- 
  

宜蘭河右岸車道 
  

55 宜蘭河路口 17.29 16 
提前應標示可由河濱車道直接穿

越宜蘭橋、勿須通過紅綠燈   

56-60 宜興橋 18.12 21 
需上橋後右後轉繞道/無法直接

由橋下通過 
圖 7/8 

 

61-63 下渡頭大橋斷裂點 18.83 16 
河岸分段經費施工，須繞市區銜

接，無指標引導易迷路 
圖 9-11 

 

64 接回車道 19.66 17 宜蘭河右岸車道 
 

86/98 

65-66 七張橋下 20.51 13 
   

67 美福大排防洪匣門 27.64 20 宜蘭河右岸車道終點 
  

    
施工改道上貓里霧罕橋 圖 12/13 

 
68 貓里霧罕橋 

  
航點 68需連結航點 14 

  
69-70 蘭陽溪車道銜接點 29.61 19 

   
72 蘭陽大橋南端 34.17 25 雙園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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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73 歪仔歪橋 36.42 22 
  

97 

74 羅東運動公園入口 38.02 26 
   

75 鼻頭橋 43.35 62 
航點 75-99路段因當天下雨操作

不當，有紀錄點/缺路線連結  
110 

    
須人工連結修正 

  

    
宜 38 梅湖路 

  
76 梅湖路右轉大埤一路 

     

77 
路底左轉梅花湖遊客中

心 
46.23 43 

   

78 梅花湖遊客中心 
     

79 梅花湖出口右接環湖路 
     

80 環湖路/梅湖路口 
     

81 右轉得安路口 
     

82 得安路左轉鹿梅路 
     

83 鹿梅路右轉下湖路 
     

84 下湖路右轉內湖一路 
     

85 內湖一路左轉內湖路 
     

86 右轉梅林路口 
     

87 八寶路口 
     

88 寶泰路口 
     

89 左轉寶慶路 
     

90 右轉寶修路 
     

91/92 左轉再右轉寶君一路 
     

93-96 八寶圳第四號水門 
     

97 楓橋路口 
     

98 上河路經義成路一段 
     

99 冬山河橋 
  

右轉沿台 9公路-前方冬山路口

兩段式左轉   

100 冬山河自行車道入口 54.87 8 
   

       
Day3 

-9/01    

竹安橋之前岔路口-基隆火車站

86.6k   

    

總爬升落差 474公尺/最高高度

71   

101 竹安橋之前岔路口 0 8 台 2公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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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102 台 2頭城濱海車道指示牌 1.71 18 開蘭東路-協天路 
 

64 

103 頭城海水浴場前岔路口 
     

104 右轉大坑路 
     

105 銜接濱海車道入口 2.86 20 
 

圖 14 
 

107 烏石港遊客中心 4.67 13 
   

110 海堤車道入口 5.81 16 
 

圖 15 
 

112 外澳服務區 6.53 14 
 

圖 16 
 

113 接台 2出口 7.48 15 出口階梯可修正為騎車斜坡道 圖 17 
 

114 銜接夏泉別墅區車道 7.95 15 可納入北台車道範圍 圖 18 
 

115 銜接台 2 公路 
     

120 大溪濱海堤防 
  

可納入北台車道範圍 
 

53 

121 舊草嶺隧道台 2 出口點 25.02 34 舊草嶺環狀線自行車道 
  

126 馬崗社區涼亭 31.97 14 
  

42 

132 福隆東興宮 39.14 14 
   

136 福隆車站台 2公路口 40 20 
  

41 

137 舊草嶺隧道北口 42.1 42 
   

138 舊草嶺隧道南口 44.69 33 
   

139 銜接台 2 公路 44.86 38 
   

140 福隆車站台 2公路口 
  

航點 140-144操作不當，有紀錄

點/缺路線連結，須人工連結修正   

141 東北角宜蘭風管處 
  

舊草嶺環狀線濱海自行車道 
 

30 

142 鹽寮濱海公園 49.35 30 
   

143 尖山腳街自行車道終點 50.12 28 台 2公路 
  

144 和美 
    

19 

145 龍洞隧道口 58.63 54 
  

18 

146 鼻頭隧道口 
     

147 南雅奇石 65.03 13 
   

148 平浪橋路口 77.92 12 
   

149 八斗街路口 78.51 11 
  

17 

150-157 
   

東岸碼頭-台 2公路 
  

158 海洋廣場 86.33 14 
   

159 基隆火車站 86.6 14 
   

       
Day4/5 

-09/03-04   

洲美橋-基隆火車站-三芝-淡水-

洲美橋 1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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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總爬升落差 592公尺/最高高度

64   

1 洲美橋下 0 10 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 
 

14/15 

2、3、4 雙溪壩頂橋 
     

5 三腳渡 4.04 20 
  

25/26 

6 圓山河濱公園 
     

7 大直橋下 7.49 18 
   

9 彩虹橋下 13.84 17 
   

10 基 11 號疏散門路口 17.94 17 
   

11 五分吊橋 18.19 19 
   

15 北山大橋下 20.14 21 車道欄杆施工中 
 

27 

16 南陽大橋路口 20.32 22 車道施工中 
  

17 車道可通行點 21.19 20 
   

18-19 社后橋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 
  

20 跨中興路 21.47 19 交通繁雜危險路段/通過不易 
  

25 跨江北橋 26.25 18 交通繁雜危險路段/通過不易 
  

26 跨禮門橋 26.3 18 
交通繁雜危險路段/通過不易-中

山高下交流道往汐止市區流量大 
圖 20/21 

 

    
可比照穿越南陽大橋下安全方式 圖 19 

 
27 水返腳-陳氏古厝 26.33 18 

   
30 五堵車站道路出口 28.02 14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斷裂點 圖 22 

 
31 左轉上長安舊橋 28.31 18 右轉鄉友街-沿基隆河右岸 圖 23 16 

34 實踐路/華新一路路口 
  

實踐路 
  

35 千祥橋 30.78 18 
9/1-9/24 施工中須繞道五堵聯絡

道-5 甲-明德三路  
27 

    

原有路線-經堵南街-百福橋-車道

-實踐橋   

37-38 實踐橋 33.18 21 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 
  

39-40 五福橋 33.13 24 施工中需繞道工建西路-六合橋 圖 24/25 16 

    

原有路線-經基隆河左岸自行車

道-六合橋 
圖 26/27 

 

41 六合橋 35.94 24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 
  

42 六堵險圳 36.54 24 
 

圖 28/29 
 

43 草濫橋 
     

44 七賢橋 37.43 26 交通繁雜危險路段/通過不易 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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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可比照穿越南陽大橋下安全方式 

  

45 俊德吊橋 37.66 24 
可跨越改為基隆河右岸車道-後

續順向   

46 崇智橋 38.41 23 
  

17 

47 大華橋 39.17 29 
   

48 八德橋 40.7 30 自行車道終點 
  

49 尚仁橋 40.82 28 右轉尚仁街 
  

50 八堵橋福安宮 41.49 29 鐵道車道斷裂點-約 2k 圖 31-33 
 

53 
竹仔嶺隧道前方涵洞引

道口 
41.83 23 

 
圖 34/35 

 

     
圖 36-39 

 
54 鐵道下方涵洞 

  
經龍安街或舊八堵支線鐵道 圖 37 

 
56 三坑車站 

     
60 大德橋 43.45 14 

 
圖 40 

 
61 高速公路下 

     
62 29 號橋下 

  
孝四路單行道 

  
65 基隆火車站 44.21 20 西岸碼頭道路 

  

67 
中山一路 291巷前舊平交

道 
44.74 18 舊港濱鐵道起點 圖 43/44 

 

68 健民街/中山二路口 
    

10 

69 仙洞隧道南端 45.65 20 中華路-文化路 圖 41/42 
 

70 仙洞隧道北端 45.65 23 
 

圖 45/46 
 

71 德和國小路口 
  

右轉文明路-湖海路 
  

74 外木山自行車道起點 49 9 
建議改鋪柏油路-現有路面雨天

濕滑   

75 澳仔漁村路口 50.85 3 外木山自行車道終點 
 

9 

76 木棧道起點 51.76 1 
 

圖 47-50 
 

78 縣市界 52.28 9 盡速取消-禁制騎車的警告牌 圖 51 
 

79 
西濱公路觀海休憩步道

起點 
52.59 10 

建議改鋪柏油路-現有路面碎石

子多 
圖 52-54 

 

80 步道終點 53.4 3 
   

81 翡翠灣保民宮牌樓入口 
  

瑪鋉路-東澳路-港東路 
  

89 野柳隧道 
  

舊台 2公路 
  

90 新舊台 2 公路岔路 60.83 12 
   

92 國聖海灘車道入口 62.41 10 北海岸自行車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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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93 頂寮木棧車道終點 62.84 15 
   

102 總督溫泉路口 
  

加投路-民生路-磺港路 
  

103 金山遊客中心 65.62 29 
   

107 清水路 60巷 
     

109 中角台 2 公路口 68.59 14 北海岸自行車道終點-台 2公路 
  

110 石門洞 
     

114 北海岸風管處路口 85.06 27 
  

2、1 

115 麟山鼻漁港車道起點 86.08 26 
   

117-118 漁港車道入口 86.7 18 7/17-10/24 施工整理封閉 圖 56-59 
 

122 風芝門 89.66 12 北海岸自行車道終點 
  

123 右轉北 14 
  

車路崎-接台 2公路 
 

3、7 

124 台 2/2乙公路口 100.21 57 
   

125 2 乙公路口岔路口 
  

2 乙公路 
  

126 凡爾賽別墅岔路口 
  

可銜接下圭柔山西北海岸自行車

道   

127-129 淡海新市鎮 
  

後洲路 
  

130 公司田溪車道入口 103.94 14 
   

131 綠野馬術俱樂部 
     

135 漁人碼頭情人橋 107.14 6 金色水岸自行車道 
  

136-137 淡水觀海長堤 
     

141 淡水捷運站 112.16 2 
   

142 中港河水匣 
    

14 

143 洲美橋下 124.91 6 
   

       

       
Day6 

-09/11    

關渡碼頭-永安漁港/114公路起

點 63.4k   

    

總爬升落差 181公尺/最高高度

34   

2 關渡碼頭 
  

關渡自行車道 
 

14、7、6 

3、4 關渡大橋 
     

5 八里渡船頭 6.03 9 八里左岸自行車道 
  

9 張家古厝 8.5 9 
   

12 八仙海岸往台北港路口 9.95 10 
   

13 新施工地路口 10.76 11 大卡車運輸穿越，需有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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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17 台北港自行車道終點 13.25 12 
 

圖 60 13 

18 銜接西濱公路口 13.7 20 西濱公路 
  

20 八里焚化廠路口 15.18 27 
   

21 林口火力發電廠 23.19 28 桃林鐵路起點 
 

12 

22 桃園縣濱海車道起點 24.35 25 西濱與桃園濱海車道共構 圖 61-62 
 

23 往竹圍漁港左向岔路口 27.73 24 
 

圖 63 
 

24 高架橋下岔路右轉 28.02 23 
 

圖 64-65 
 

25-26 彩虹橋 
   

圖 66 
 

27 竹圍漁港 29.09 31 
   

28 漁港牌樓 
  

指引方向非常不明顯 圖 67 
 

30-32 海砂覆蓋路段 30.2 11 斷裂點施工中-成效不佳 圖 68-70 11 

33 銜接桃 22公路 
     

34-35 穿越西濱公路 
  

有交通號誌 
  

41 沙崙村綠色隧道 
     

43 苗圃橋左轉 34.86 18 桃 26 公路 
  

44 沙圳橋 
     

49 內圳橋 37.96 24 
  

22 

50 許厝港一號橋 
  

桃 30 公路 
  

52 許厝港二號橋 
     

53 穿越西濱公路 
  

有交通號誌 
  

56 樹林村 13鄰路口 48.4 22 
   

56-58 桃 30 工路面施工縮減 
  

機慢車道空間小，與大卡車並排

行危險度高  
21 

59 穿越西濱公路 
  

有交通號誌 
  

63-68 
穿越桃科工業園區-白玉

區   
園區自行車道 圖 71 

 

69 
白沙岬燈塔前岔路口右

轉 
52.18 27 

 
圖 72-74 

 

70 觀音塑像橋 53.47 23 
 

圖 75 
 

73 觀音塑像 
     

75 
大潭自行車道指示牌岔

路口 
56.24 24 大潭車道 圖 76-77 

 

 
保興橋 

    
31 

83 
新屋濱海車道指示牌岔

路口 
58.78 18 新屋車道 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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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84 防波堤終點 60.89 18 騎車堤防上在終點無法銜接路面 圖 79 
 

    

建議在新屋濱海車道涼亭-事先

提醒騎堤防下路面   

    
或在堤防上作引道下路面 

  
89 永安漁港/114 公路起點 63.4 23 

   

       
Day7 

-09/12    

永安漁港/114公路起點-西濱公

路苗栗車道起點 43.2k   

    

總爬升落差 111公尺/最高高度

33   

89 永安漁港/114 公路起點 0 23 114公路 
 

31 

90 右轉觀海橋岔路口 
     

91 觀海橋 
     

92 新濱一號橋 
     

93 新濱二號橋 
     

94 新屋綠色隧道車道起點 2.42 18 新屋綠色隧道車道 
 

43 

99 福興宮 6.62 7 
   

100 羊寮橋頭右轉 7.16 8 新竹縣濱海車道 
  

109 披頭漁港 
     

113 與木麻黃林車道會合點 11.59 2 
   

117 紅樹林橋 12.09 2 
   

118 鳳港漁港 12.97 2 
   

120 西濱公路口右轉 14.31 12 西濱公路 圖 80 55 

 

鳳鼻隧道口自行車道北

端   
標示牌語意不清楚 圖 81-82 

 

121 
鳳鼻隧道口自行車道南

端 
16.85 9 

   

122 隧道口南端木棧道起點 17.1 7 
  

54 

129 
新月沙灘/竹北遊客服務

中心 
18.81 7 

   

130 福樂休閒漁村 19.24 8 
   

133 鳳山溪橋引道北端 20.47 15 右轉台 15公路 圖 83 
 

134 鳳山溪橋引道南端 
   

圖 84 
 

136 左轉跨越西濱公路 21.57 10 
 

圖 85 
 

137 右轉新港牛埔橋 21.73 9 港安街二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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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142 右轉舊港大橋 23.02 12 
   

144 富美街右轉東大路口 24.28 11 
   

145 左轉延平路三段 
     

146 右轉天府路二段 
     

147 新港二路左轉 26.01 16 新竹市 17公里海岸自行車道 
  

163 伴橋 33.81 6 
   

164 惠民宮 35.12 4 
  

76 

165 風情海岸 
     

168 海山橋 38.14 2 
   

172 南港賞鳥區 41.27 6 
   

173 風箏塔 41.85 7 
   

176 新竹市車道終點 42.36 5 竹市/苗縣銜接指標不明顯 圖 86 
 

177 右轉銜接西濱公路 42.44 7 西濱公路 
  

178 
西濱右轉銜接苗栗濱海

車道 
43.23 10 竹市/苗縣銜接指標不明顯 圖 87-88 

 

       
Day8 

-09/13    

西濱公路苗栗車道起點-白沙屯

拱天宮後門停車場 38.88k   

    

總爬升落差 141公尺/最高高度

42   

179 西濱公路苗栗車道起點- 0 15 綠光海風自行車道 
 

88 

182 崎頂海水浴場 1.97 9 
   

189 龍鳳港跨海橋 4.74 12 
  

87 

190 龍鳳港安檢所 4.97 6 
   

192 假日之森 6.07 9 
   

194 紫斑蝶生態館路口 7.31 3 
   

197 長青之森-左轉西濱路口 9.37 1 

路線亦可右轉竹南焚化廠，經玄

寶大橋下-竹南海堤接射流溝車

道 

圖 89 100 

199 跨溪濱路口直行 9.85 1 
   

200 銜接竹南海堤車道路口 10.5 1 
   

203 福成宮右轉銀成橋 11.29 1 
   

204 右轉-射流溝車道 
     

205 二高橋下路口左轉 11.74 2 
二高下車道-指標不明顯；可修正

直接銜接航點 207，沿原有車道
圖 90-91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附錄九-11 

 

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亦可 

212 塭仔頭漁港安檢所右轉 13.4 5 
五福大橋下車道地圖無標示往大

山方向-不易判斷   

213 右後轉上五福橋 
   

圖 92-93 
 

214 五福大橋右轉苗 9 14.2 18 苗 9公路 
  

216 代天宮指示牌右轉岔路 16.8 18 沿鐵道騎乘私房秘境 圖 94 
 

221 大山車站 19.11 37 
   

222 苗 8公路跨越鐵道 
  

苗 8公路 
  

223 苗 8公路跨越西濱公路 
     

226 合興宮路口左轉 22.62 18 
   

228 外埔漁港 23.11 17 
上漁港觀景台木棧道指標動線不

清楚 
圖 95-96 99 

    
沿觀景台木棧道直接上海堤 圖 97-99 

 

229 海堤終點 25.49 20 
清除路阻後可直接延續海防哨海

堤車道   

231 海防哨所 
     

234 金雲廟 28.18 17 
後龍堤防右後轉後龍觀海大橋下

岔路點   

236 
觀海大橋左側接小徑上

橋路口 
28.26 18 避開橋下砂石場重車路徑 圖 100 

 

237 
西濱公路後龍觀海大橋

路口 
28.45 18 

 
圖 101-102 

 

239 
西濱慢車道右轉彎瓦路

口 
31.71 18 

  
112 

240 鐵道橋下涵洞 
     

242 右轉往海角樂園 
     

243 海角樂園 33.86 19 
   

244 南港安檢所 36.57 17 
   

246 過港橋右轉路口 38.43 20 
   

247 拱天宮後門停車場路口 38.88 18 
   

       
Day9 

-09/14    

白沙屯拱天宮後門停車場-苗栗

房裡橋 21.3k   

    

總爬升落差 107公尺/最高高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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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拱天宮後門停車場路口 0 18 
   

249 白沙屯海堤車道起點 0.75 13 
   

251 海堤車道第一段終點 2.77 12 
   

252 
海堤車道第二段起點/新

埔漁港 
3.3 13 

  
115 

253 
海堤車道第二段終點/海

防哨 
6.19 11 

   

259 通霄漁港 9.47 8 
   

260 
通霄火力發電廠路口左

轉 
10.26 9 

 
圖 103 139 

261 跨越鐵道 
     

262 中山路口右轉 
  

路口無銜接通霄橋指標 圖 104 
 

263 通霄橋南端右下接車道 11.2 20 
 

圖 105-106 138 

267 西濱橋下左轉平行 12.25 12 
   

268 田園小徑車道路口 
  

銜接指標不明顯 
  

270 過港橋 
     

276 田園小徑銜接西濱橋下 
  

銜接指標不明顯 圖 107-109 
 

278 苑港漁港 15.71 8 
   

279 心雕居 16.7 13 
   

281 出水社區活動中心 
     

282 右轉車道路口 
  

銜接指標不明顯 
  

287 苑裡漁港 
     

293 文苑橋路口 21.05 25 
   

294 房裡橋路口 21.28 29 
沒有設置車道終點指示牌/增設

北台八縣市環島國道終點-標示 
圖 110-112 

 

       

       
Day10 

-09/18    
洲美橋-舊港大橋 109k 

  

    

總爬升落差 588公尺/最高高度

304公尺   

1 洲美橋下 0 24 
  

14、25 

2 洲美橋往社子島引導 
  

加強引道指示說明 圖 113 
 

3 社子島基隆河出海口 4.72 17 
   

4 社子島南口 8.5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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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台北橋下 12.25 9 
環北台另外一條橋樑引導銜接新

北市端   

7 大稻埕碼頭 13.07 8 
   

8 華江雁鴨公園 
     

9 
華江橋下車道引道上橋

路口 
16.71 13 重要清楚標示點 

  

10 華江橋口引道入口 
     

11 上華江橋 
     

12 下華江橋 
     

13 華江橋引道出口 18.25 15 
   

14 重翠大橋 
   

圖 114-115 
 

15 橋上右轉往三重岔路口 18.68 285 
 

圖 116-117 
 

16 橋上左轉下橋岔路口 
   

圖 118 
 

17 下橋左轉岔路口 19.46 26 
 

圖 119 
 

18 新海橋下 22.5 8 
   

23 浮洲橋下 27.78 19 
  

36 

26 柑園二橋十字路口 32.58 31 
新作橋梁橋墩不夠高，自行車道

改以十字路口方式通過 
圖 120-122 47 

    

交通繁雜雖有紅綠燈，安全度降

低   

27 柑園橋下 
     

29 
施工道路臨時右轉接車

道路口    
圖 123-128 

 

30 南靖橋 38.47 50 需靠左側引道通過-目前施工中 
  

31 
銜接博館路往車道臨時

路口 
38.58 51 

右側陶瓷展覽館〈施工中跨鶯歌

溪橋墚未來直接通過〉   

32 鶯歌車道入口 39.38 53 
  

46 

33 鶯歌車道終點 43.9 65 
 

圖 129 
 

37 原住民部落岔路口 49.94 95 
   

38 休憩公園 
     

41 大溪橋下 51.45 106 
  

58 

43 大溪-三坑車道入口 
   

圖 130 
 

45 
崁津橋下往車道共構道

出入口 
52.88 110 

 
圖 131 

 

46 三坑車道主線岔路口左 53.8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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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48 小丁字路口左轉 
   

圖 132 69 

49 大丁字路口左轉 58.36 128 
   

50 制高點 59.07 173 
   

51 三坑老街入口 59.8 180 

航點 51-113 之後操作不當，有紀

錄點/缺路線連結，須人工連結修

正 

圖 133 
 

52 永福宮 60 180 
   

55 三坑永福路左轉台 3乙 60.83 199 
   

56 台 3乙/台 4路口 
     

57 往石門水庫路口 
    

68 

58 制高點 1 63.6 259 
   

59 制高點 2 65.64 296 
   

60 台 3乙跨台 3直行桃 68-1 67.24 291 
   

61 
四岔路口往左向桃 68高

原路 
67.99 303 

 
圖 134-135 

 

62 高原國小 
     

63 
桃 69 中原路三段左轉路

口 
68.77 302 

   

64 
桃 21 福源路口右轉-萊爾

富便利店 
68.93 302 

   

65 
東平里-南坑 16-18鄰路

口左轉 
69.29 299 

重要路口-需有環北台單車國道

明顯標示牌 
圖 136-137 

 

66 南坑 12-14鄰路口左轉 69.91 300 
 

圖 138 
 

67 
南坑左轉接竹 20-竹縣自

行車道路口 
73.77 160 

 
圖 139-142 

 

68 三益便利超商路口右轉 73.92 155 
   

69-70 隆興大橋 74.02 155 
過橋左轉有標示霄裡溪車道之河

堤道  
67 

71 
鹿鳴橋邊沿竹 71來回車

道    
圖 143 

 

73 左轉切靠邊河堤岔路 
     

74 元宮橋邊 
     

75 木棧橋車道路面破損 77.07 111 有行車危險之虞 圖 144-145 
 

76 載熙橋邊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附錄九-15 

 

北台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紀錄說明 

衛星航 

點編號 
航點 

累積 

里程 
高度 航點說明 備註 

 

77 有緣時阻隔車道 78.71 99 在往新竹方向左邊 圖 146 
 

78 自行車第二服務基地 79.13 100 
 

圖 147 
 

79 經過埔坪橋北端 79.99 91 
 

圖 148 
 

80 埔坪橋南端 80.01 90 
建議動線引導從南端跨越 115 公

路至右邊車道路口 
圖 149 

 

81-83 經過大茅埔橋 
  

建議動線引導從大茅埔橋西端往

左邊河堤前進 
圖 150 

 

84-85 經過三聖橋 81.7 77 
   

86 右轉進入河堤車道路口 
   

圖 151 
 

 
霄裡溪東端 83.05 66 霄裡溪車道終點 

  

87 霄裡溪西端 
  

須過橋後橫越中正路，左轉進入

田新路   

88 
左轉至 115文德路三段路

口 
84.23 55 

115縣道沒有機慢車道緩衝隔開

快車道、大卡車多速度快 
圖 152-155 

 

89 寶石橋 84.77 61 

需連續上下陡坡、沒有景觀視

野，建議北台國道車道主幹線不

經過 
  

90 制高點 1 85.8 88 該路段，避免危險安全 
  

91 制高點 2 86.35 96 
   

92 制高點 3 88.01 145 
   

93 右轉 123 文山路口 90.15 91 
  

78/67/66 

94 左側轉竹 23-光明街 90.31 88 
   

95 跨越 120 公路 
  

沒有交通號誌-很危險跨越 圖 156 
 

96 右轉崁下提 91.57 77 與砂石車同一車道-高危險性 圖 157-160 
 

97 跨越坡道岔路口 94.81 61 
   

101 興隆路五段路口 
  

沿興隆路左側邊車道往西 
  

102 
經國橋下轉跨頭前溪河

堤下河邊車道 
97.41 45 

 
圖 161 

 

103 
西部幹線鐵道橋下旁跨

河堤回興隆路 
100.57 32 

 
圖 162 

 

104 河堤下興隆路石階 
   

圖 163 
 

105 
興隆路一段左轉博愛南

路    
圖 164 

 

106 博愛南路左轉 120福興路 101.1 35 
   

107 跨越台 1中華路接光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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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108 華興街轉新溪街 102.44 32 

路勘無實地指標、在地人問路易

不熟悉，錯過社崙橋-接豆仔埔溪

車道 
  

109 接回豆仔埔溪車道 104.15 24 
   

110 水利大橋路口 104.31 24 過橋沒有交通號誌-很危險 圖 165-166 
 

111 新寮橋新建-施工中路組 105.4 16 
 

圖 167 
 

112 新寮橋邊接回車道 105.58 15 
   

113 舊港大橋 108.57 11 
   

建議：若放棄 115縣道銜接頭前溪河岸的備案 

霄裡橋-中正路-和平街-新埔老街-竹 14義民路-義平橋-鳳山溪枋寮車道- 

劉家古厝雙堂屋-鳳山溪車道-義民廟-博愛街-環北路二段-泰和街- 

華興街-社崙橋-接豆仔埔溪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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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Bike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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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Model of Micro Business (BGT)

Public Bike in the World
and in Asia

Asia Cities no. of bikes

China 47 >250,00047
Japan 4 810

Korea 2 >6 000Korea 2 >6,000

Taiwan 2 5,000

WORLD 400 350 000WORLD <400 >350,000

•Public Bike System (PBS) have grown veryPublic Bike System (PBS) have grown very 
fast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almost 
400 cities over 350 000 public bikes worldwide400 cities, over 350,000 public bikes worldwide. 

Public Bike in China
PBS Cities 北京

Peking
杭州

Hangzhou
上海

Shanghai
武漢

Wuhan
南昌

Nanchang
廣州

Guangzhou

計畫實施日期 2005 8 2008 5 2009 3 2009 5 2009 8 2010 6計畫實施日期
Started Date

2005.8 2008.5 2009.3 2009.5 2009.8 2010.6

自行車租賃點數量
No. of Stations

100 2,400 330 840 30 147
No. of Stations

自行車数量
No of Bikes

8,000 60,600 28,000 20,000 1,000 7,000
BRT

發卡量
Registered users

－ 1,200,000 100,000 560,000 10,000 10,182

平均租借率/車/日 － 5 5.7 5 4 0.55
Rides/bike/day

自行車價格(人民幣)
Bike cost (RMB)

－ 450 680 450 680 420

Through the largest schemes in Hangzhou with 60,000 and Shanghai with 
28,000,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PBS country in the world. Until , , g y
YESTERDAY, there were >70% of public bikes implemented in Asian cities.

Public Bike in Hangzhou No.1every 100 
meters

Pop:8.7 millions
Area:3068km2Area:3068km2
Started date:2008.5
Station:2400
Bikes:60,000Bikes:60,000
Usage:250,000(trip/day)



Public Bike in Shanghai No.2

1930s beautiful garden houses>1000
PBS combined with tourism 

ti l b t i tpromotion, welcome by tourists

During 2010 World Expo, Shanghai has 
launched PBS which is accessible by RFID cards.

Public Bike in Japan~Kanazawa
Started date:2012.3
Station:18+1 office
Parking Platform:155 (Jordan Tech CO.)
Bike:200
Fee:30mins free;200yen/day; y y
Operator:

http://www.machi-nori.jp/
http://ameblo.jp/machi-nori-blog

Using by commuting, school, leisure, and tourismUsing by commuting, school, leisure, and tourism

http://www.machi-nori.jp/
http://ameblo.jp/machi-nori-blog

Kanazawa Public Bike +
Friendly EnvironmentFriendly Environment

http://www.machi-nori.jp/
http://ameblo.jp/machi-nori-blog

Kanazawa Public Bike + Commercial Activities

http://www.machi-nori.jp/
http://ameblo.jp/machi-nori-blog

PBS IN Changwon KoreaPBS IN Changwon, Korea
• In 2008, Changwon started a public bicycle rental scheme which has racked up , g p y p

a total of 4.63 million uses. 
• every one of the city's 1.08 million residents used the system at least four times. 
• People pay an annual membership fee of W20,000
• Bikes: 6000
• Station: 230
• 70,000 people have signed up.

GPS• GPS
• 24 hours  

SOURCE:NUBIJA



Useful Data by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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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sia cities?
S th E t A i i b i i d l ti• South-Eastern Asia is booming in economy and population

• M-VIP countries : Malaysia Vietnam Indonesia Philippe

Indonesia Vietnam

T t ti i h l t hi l
Malaysia

Transportation is heavy relay on motor vehicles

Brief Introduction to Taiwan

• Taiwan (ROC) celebrated 100 year birthday in 2010.
• Land size is same to Netherlands~36,000km2
• For more than 60 years development, Taiwan’s 

national economy is growing.
• GDP is increasing>$20,000 USD

Taipei 101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g g
during 2004-2010, Now is no3

Taiwan

Source: http://michaelturton.blogspot.com

•23    million in population • 6.87million cars3 p p

•21.7 millions motor vehicles

6.87
•14.8  million motorcycles

•2000 0000 tones CO2 emission by cars and motors in Taiwan/yr

y

Data:2010

2000,0000 tones CO2 emission by cars and motors in Taiwan/yr

Bike is a toy 
in Taiwan

Taiwan houses two of the worldwide and brand recognized 
leading bicycle companies: Giant and Merida.

Taiwa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leading bicycle companies: Giant and Merida.

kingdom of bicycle 
manufacturing.

26 th i26 th International 
Taipei Bike Show

•94% of the total sale 
amount is for exportamount is for export
•6% for internal sale.



Starting from Recreational Cycling

• Since year 2002, central and local 
t t t t bi lgovernments are eager to construct bicycle 

route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licycling

• The Sports Council launched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Bikeway System in 
Taiwan

•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had been 
invested within 3 years (2009-2011) y ( )

• 3600km bike lane in Taiwan

Public Bike in Taipei
• Taiwan is experiencing growing investment in and 

popularity of Public Bike Schemes. Taipei and p p y p
Kaohsiung have tried to develop city-wide public 
bicycle activities since year 2009. 

800,000 car trip/day 
1,800,000 motorcycle trip/day

y y

, , y p y
Population: 2.6 million
Land area: 272km2 Chair of DoT

• Starting from 2009.3
• 11 stations. 500 bikes in Xinyi District11 stations. 500 bikes in Xinyi District
• Register users > 40,000
• Usage trips > 300,000

C t S ti f ti t 79 3%• Customer Satisfaction rate: 79.3%
• Stolen rate: 0

Bike Lane/Path

YouBike stationYouBike station

source: Taipei City Gov.DoT

紹1. RFID technology
2. One Size Fits All 
3. Auto light in the front g

and back
4. With convenient lock
5. Anti-rust material
6. Strengthened basket
7. U-shape structure
8. Easy to sit on

Parking Meter

1 meter for 2 bikes
• To Activate the Member’s Easy Card

• Short-term member : register by  IC 
credit card

• Long-term member : register at 
service center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 User Guide
• Real-Time Bikes Available on any 

station

Control Panel

station
• FAQ

source: Taipei City Gov.DoT

Parking meters

StationStation

Service Center

source: Taipei City Gov.DoT

Rate of traveling by bike Rate of commuting by bike

9 4

6.15.4
6

%
3.6

2

3

%

NATIONAL 
RATE 3 6%

3.01.9
0

3 1.7
0

1

2RATE 3.6%

2006 2007 2008 2009

0

2005 2010

Totally 252,528 trips, registered member 
34,729 person-times (2009.3.11~2011.5.31) source: Taipei City Gov DoT

Riverside Rental Bike 15000

, p ( )

9,500 trips per month on average

source: Taipei City Gov.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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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ike in Taipei

YouBike operating MRT MRT

characteristics
“Home - MRT" and "MRT - ↑ 3.8%↑ 3.8%

Office" trips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41 7% t i f MRT
8.6%↓

7.4%↑

↑ 3.8%

↓ 4.9%

8.6%↓

7.4%↑

↑ 3.8%

↓ 4.9%

41.7% trips are from MRT

Long-term members use it 
frequently prefer to

↓↓

Office

frequently, prefer to 
Commuting

Short-term members prefer to 
↓ 5.2%↓ 5.2%Residential

p
use for Recreation, and willing 
to pay for the over-time usage 
fee

Top 10 Trips Residential

fee

source: Taipei City Gov.DoT

Taipei PBS Action Planp
Pilot project

2009.3
Term 1
(2012.7)

Term 2
(2012.7-

Term3
(2013.7-

OPERATION (2012-2018)

2013.7) 2014.7)

Station:30

Bike:960

Station:60

Bike:1,920

Station:722

Bike:470
Station:11

Bike:500

TOTAL

ST:173

Bike : 5830

TCG invested 
5M NTD
Giant Co in ested

TCG invested 
270M NTD

KEY SUCCESS
Very low rental fee

Giant Co. invested 
45M NTD Giant 100M Simple fare easy understand

Easy card use everywhere
PBS is par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G b id

source: Taipei City Gov.

Government subside
Service area:300-600m

Population: 2.77million
Area:2946 km2Area:2946 km2
Started date: 2009,3
Bike:500

Public Bike in Kaohsiung
Station:49
Usage:150 trip/day FAIL

Invested and operated co.
C-bike (2009.3-2010.12)

Operated co. KRTC (2011.8~)
Bike:1200
Station:74Station:74
Usage:2444 trip/day
Invested 58 million NTD

SUCCESS

2012~110 STATIONS

Rapid +bike 16%

2012 110 STATIONS
2016~500 ST. 10,000 BIKE

source: KRTC

Public Bike in Kaohsiungub c e o s u g
Kaohsiung Rapid Transit Corp.

source: KRTC

source: KRTC



D.C. Model

PBS in CHU CAMPUS

Modular Parking Platform
design is easy to install on site, no 
excavation needed (patent pending) 20 bikes installation is less than 8 mp p g

Parking Platform with Bike
LOW IMPACT IN VISUAL 
AND LANDSCAPE

It depends on the site (especially 
for area lucking of space

Modulated Platform Offer Versatile Parking Demand
AND LANDSCAPE

Patented Fork lock 
MechanismMechanism
flexible by changing

fork from existing bike

Fork Lock System with built-in 
RFID Tag offers versatile bike frame 
choices (patent pending) RFID-guarded bike rental systemsource: Jordan Tech

PBS 
inin 

CHU
法
國
里里
昂

Minister from Africa
Ambassador of Oman

CITY MAYOR

FROM CAMPUS TO COMMUNITYFROM CAMPUS TO COMMUNITY

CHU PBS+
BUILDER

BUILDER

Master Architect

PRESS CONFERENCEPRESS CONFERENCE

CHU PBS + C t M + B ild + C it +Hi h S d R ilCHU PBS + County Mayor + Builders + Community +High Speed Rail



Brief Introduction to Hsinchu Technopolis

• Hsinchu City(105 s’ km) 
• Hsinchu County (1427 s’ km)

Taipei city
Taoyuan airport

Hsinchu County (1427 s  km)
• Population 1 M
• High speed train (28 mins to Taipei)

Hsinchu city
Hsinchu countyHigh speed train (28 mins to Taipei)

• 40 mins from international airport
y

• a reputation as “Asia’s Silicon Valley” 
•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PV $40 Billion)

High tech emplo ment 130 000 (1/7)• High-tech employment 130,000 (1/7)
• Highest household income
• Highest car ownership (342 car/1000 p)Highest car ownership (342 car/1000 p)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isitors
• Cycling become an big attraction in a 

Technopolis

CHU PBS + HR

PBS friendly Eco-community 
BIKE SHARING

PBS layout
•Walking distance 
200m00
•7 stations (6 modules)
•25 stations (2~3 modules)•25 stations (2~3 modules)
•3000 pbs

Eco-community in Hsinchu Technopolis

Smart+Eco+Low carbon+Lohos+SharingSmart+Eco+Low-carbon+Lohos+Sharing
SELLS

Changing Mind Changing CitiesChanging Mind, Changing Cities

SMALL SCALE MODEL



New Model for Management Strategies
1 Fare differential of public bike1.Fare differential of public bike
2.Flexibility of public bike layout
3 Sharing the parking platform3.Sharing the parking platform

full full

Low 
fare

Price mechanism-Adaptive fare by different stations

System architectureSystem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centerApply Wireless or 3G
to distribute rent and 
return records of pbs、

1. PBS database
2. PBS logistic and 

operation informationp
fare records to 
management center

p

Apply RFID 
tech to manage 
the rent and 
return of pbs

New Model of Micro Business
Bicycle Group Tour (BGT)

• cycling activities are booming• cycling activities are booming 
• creative bicycle group tour is needed
• micro business with five or fewer employees based on a seed capital of no 

more than $35,000 
• During the tour, the company provides professional guide and bicycles.
• Chung-Hua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university to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Chung Hua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university to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 

for graduated students based on this new business model.

Giant Bike Tour Co.

Group Tour Guide ~ DJ vs Group Tour

Dangerous 
warming

BT vs ICT

Bicycle Tourism v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ountain biking downhill in Taiwan

From 2610m 2200m
From Jad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to A-Li 
Mountain Scenic area

Mountain biking downhill in Taiwan
Bike group tour

VEDIO SHOW -1VEDIO SHOW 1

• MOUNTAIN BIKING DOWNHILL 
IN TAIWANIN TAIWAN
~not every tourist can bike all the wayy y
~some group like to bike easily and 

j thenjoy the scenery

Bicycle Tourism in Taiwan 
A B C DASIA BEST CYCLING DESTINATION

53

VEDIO SHOW-2VEDIO SHOW 2

• TOP 10 MOST BEAUTIFUL BIKEWAY 
IN THE WORLD RANKING BY CNNIN THE WORLD RANKING BY CNN 



E-mail:hwchang@chu.edu.tw

• Welcome to Taiwan
• Welcome to CHU
• Enjoy Cycling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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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發展願景 
本計畫根據四梯 32場次拜訪會勘八縣市、與主辦單位六次的工作會議討論與協商，以及

三場專家座談會的建議，提出 23項方案建議，包括政策類、整合及改善類、以及行銷類計畫；
另外又分為跨縣市計畫 15項與各別縣市計畫 8項，將各方案說明於后。 

跨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主、輔軸線發展方案 

編號 建議發展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期程 
優先 
順序 

計畫 
性質 

A1 

北臺自行車旅遊~  
國際魅力景點計畫 
延伸計畫 :自行車旅遊
套裝遊程計畫  

1.發展定位~臺灣新觀光魅
力  
2.納入交通部觀光局入口網
站  
3.結合旅行社與業者規劃旅
遊產品  
4.結合餐飲住宿與服務設施
行銷產品  
5.建立自行車旅遊路線評鑑
制度  

中 優先 
政策類 
計畫 

A2 
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

盟成立計畫  

於北臺委員會下設立推動

聯盟，跨部會與縣市及部門

整合跨域治理，包括中央與

地方、公部門與私部門、產

官學研代表等  

短 
最優

先 
政策類 
計畫 

A3 
北臺自行車旅遊套裝遊

程與MICE  
規劃 2013年以後臺灣國際
自行車展會後技術參訪與

自行車旅遊行程  
中 優先 

政策類 
計畫 

A4 
北臺自行車旅遊安全教

育推動計畫  
結合自行車學校推動自行

車旅遊及安全教育 
中 優先 

政策類 
計畫 

A5 

結合自行車整合國際及

城際運輸示範計畫  
從國際旅客的角度規劃一

條從機場入境到景點的友

善自行車環境示範計畫 
Bike on air, Bike on ferry、高

鐵、機場捷運等 

 

長 
次優

先 
政策類 
計畫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總結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2 
 

 

編號 
建議發展 
方案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期程 
優先 
順序 

計畫 
性質 

B1 

北臺主輔軸線

明確指標系統

或鋪面、標誌、

標線、照明及安

全設施整體規

劃 

示範 1.臺北市大稻埕臺北大橋銜接新北
市河濱自行車道 
示範 2.臺北市華江橋-新北市新北橋河濱
車道 
示範 3.桃園縣南坑橋-新竹縣霄裡溪(山
線) 
示範 4.桃園縣新屋綠色隧道+新竹縣濱
海車道+竹市自行車道 
示範 5.竹市自行車道+苗縣濱海自行車
道 

中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2 

北臺鐵馬驛站

整體發展與服

務設施改善計

畫 

苗栗縣現有 7 處(安檢所)、宜蘭縣、
新北市 

中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3 

北臺兩鐵旅遊

建設改善與分

年分期推動計

畫(含車站設置
公共自行車計

畫) 
延伸計畫：公共

自行車建置示

範計畫 
 

複製東部兩鐵旅遊的作法,建設內容包括
自行車進出車站、上下月臺、旅遊行程 
示範 1.新竹縱貫+苗栗海線(香山-崎頂-竹南-
談文-大山-後龍-龍港-白沙屯-新埔-通霄-苑
裡) 
示範 2 新竹縱貫+苗栗舊山線(香山-崎頂-竹
南-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三義) 
示範 3 新竹+桃園縱貫線(新竹-北新竹-竹北-
湖口-富崗) 

延伸計畫：宜蘭現有東部兩鐵計畫,
可往北＋基隆＋新北 

長 次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ike on Train 支
線鐵路旅遊建

設計畫 

1.平溪支線 
2.內灣支線+六家高鐵+六家臺鐵三鐵
旅遊推動建設計畫 

長 次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4 

北臺自行車旅

遊服務園區招

商建置與遊程

競賽計畫 

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

的旅遊環境，結合沿線土地開發及觀

光旅遊產業異業結盟，推動自行車旅

遊服務園區之規劃建設。 

中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B5 
雙北河濱自行

車道聯合服務

計畫 

1 新北市河濱行動→臺北市可行性 
2 雙北河濱整合自行車租借甲租乙還
計畫 

中 優先 
整合及改

善類計畫 

備註：臺鐵局來文表示香山、崎頂、談文、大山、龍港、新埔、造橋、豐富、南勢等站，屬簡易站或招呼站等級， 
考量旅客安全不開放旅客攜帶自行車上、下車；有關平溪、內灣、六家等支線開辦自行車業務部分，現階段均不開 
放，有關平溪線不開辦兩鐵業務，已於 101年 7月 18日鐵運營字第 1010022049 號函向新北市政府表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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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建議發展方案
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期程 優先 

順序 
計畫性
質 

C1 

北臺自行車

旅遊雲端導

覽與管理系

統建置計畫 

1網站、APP、導航與導覽，硬體資訊設備
建置計畫、科技系統串聯服務 

2導覽解說人員訓練計畫 

3自行車旅遊微型創業輔導計畫 

4life seeing tourism 推動計畫 

5people to people program 3P 計畫 

中 優先 行銷計
畫 

C2 

北臺最美與

最安全自行

車道推動計

畫 

示範 1.龍潭+新埔~北臺最美共用道 

示範 2宜蘭舊草嶺隧道(東部經典路線)~北
臺最美專用道 

中 優先 行銷計
畫 

C3 

北臺自行車

友善住宿設

施認證制度

計畫 

1.YH、旅館與民宿 CYCLE FRIENDLY 輔
導與改善及認證 

2.自行車主題飯店輔導設置計畫 
長 

次優
先 

行銷計
畫 

C4 
北臺自行車

旅遊 LOGO
競賽計畫 

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LOGO 

八縣市共同行銷與推廣 
中 優先 行銷計

畫 

C5 

北臺自行車

旅遊整體行

銷~中日合作
微電影拍攝

計畫 

1.日本 Breath 電影公司願協助北臺拍攝 
bike road movie(含劇本、明星、拍攝、放映) 

2.來臺拍攝電影成本估計約 1000 萬日元，
制作会社狩野善則社長願意爭取 400萬日
元；在臺拍攝約 10天，片長 90分;制作総
合 3 個月 

3.宣伝與發表洽談日本最大出版社講談社
參與 

4.配給會社(製片)Dream Kid 公司 

5日本自行車製造業石橋公司部份贊助 

中 優先 行銷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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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2 各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主輔軸線發展方案 

編號 
建議發展方案

名稱 
內容摘要說明 期程 

優先 
順序 

1  
景觀橋自行車

道興建計畫  
新北市浮州合宜住宅  

新北市政府規劃中  
102-103  優先  

2  
國際交通運輸

整體建設計畫  

配合桃園縣客家海洋大棚建設計畫，整體交

通運輸系統包括國際機場、高鐵青埔站、臺

鐵桃園站、客運轉運站以及自行車道系統建

議整體規劃  

103~  一般  

3  
北濱自行車專

用道計畫  
如果蘇花改計畫通過，可將北濱公路規劃自

行車專用道  
103~  一般  

4  
北 臺 第 一 個

bike on boat 推
動計畫  

冬山河電動遊艇＋自行車套裝旅遊計畫  101-102  
最 

優先  

5  
北臺旅館自行

車分享示範計

畫  

輔導宜蘭旅館業者結合公共自行車系統旅遊

景點計畫  
102-103  優先  

6  

服務園區政策

公告示範計畫 
延申計畫(新竹
縣)  

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 BOT，法源

依據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內容與步

驟簡要包括：1.政策公告 2.民間提出規劃構

想書 3.公開徵求民間投資人 4.審核，以宜蘭

縣礁溪溫泉公園與冬山河森林公園為示範地

點延伸計畫：新竹縣新埔與寶山服務園區  

101-102  
最 

優先  

7  
CYCLE 
CENTER 試辦

計畫  

徵求民間合作夥伴,如速食業、餐飲業等, 提

供土地與建築物， 輔導設置 C.C.  
102-103  優先  

 8  
自行車道維護

管理機制建立

計畫  
現有自行車道的維護管理機制建立  102-103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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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A1-1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國際魅力景點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政策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年 

計畫內容： 

1. 協助北臺八縣市政府研提整合型自行車旅遊推動計畫 

2. 旅遊路線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之主輔線，規劃推動成為國

際觀光魅力據點，將自行車旅遊定位為臺灣的新觀光魅力 

3. 邀請國際自行車旅遊團隊組織來臺WORKSHOP、考察體驗與宣傳 

4. 舉辦一場凝具共識的國際座談會 

5. 協助交通部觀光局建置自行車旅遊的中英文入口網站 

 

預期效益： 

1.擬定北臺八縣市整合型自行車旅遊推動計畫 

2.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成為臺灣的新觀光魅力 

3.完成自行車旅遊的國際交流工作坊與國際座談會 

4.建置完成自行車旅遊的中英文入口網站與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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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A1-2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套裝遊程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政策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年 

計畫內容： 

1.結合旅行社與旅遊業者規劃自行車套裝旅遊產品 

2.結合餐飲住宿與服務設施業者行銷產品 

3.建立自行車旅遊路線旅遊產品評鑑制度 

4.邀請國際最成功知名的德國 ADFC 自行車組織協助建置評鑑制度與行銷 

5.旅遊路線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所規劃之主輔線進行 

 

預期效益： 

1.推出北臺八縣市自行車套裝旅遊產品(200萬元) 

2.建立自行車旅遊路線評鑑制度 

3.完成自行車旅遊產品的國際評鑑機制(2.3 200萬元) 

4.結合相關業者舉辦旅遊產品與 ADFC 評鑑制度學習工作坊(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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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A2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成立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政策類 
計畫時程：短期 
優先順序：最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年 

計畫內容：(計畫目的) 

以全球第一名的自行車王國~丹麥政府推動自行車旅遊組織架構為例，目前已包含

Danish Road Directorate(道路管理單位)、HORESTA(丹麥旅館餐飲與觀光業協會)、

VisitDenmark/the regional tourist development companies(旅遊推動單位及旅行社)、Danish 

Nature Agency(自然資源保育單位)、Danish Outdoor Council(推廣戶外活動的非營利協會

組織)、the quality label scheme Active Denmark(觀光業服務品質的認證單位)。其他單位

包含 Foreningen Danske Destinationer(旅遊景點管理單位)、Danish Regions/LGDK (Local 

Government Denmark)(區域及治理單位)、Danish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丹麥環境

部)、 DN(Danish Societ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丹麥國土資源保育部)、Danish Cancer 

Society/Æ ldre Sagen(癌症防治及高齡化議題研究單位)。 

丹麥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構成上，把握以下兩點主要原則： 

(1) 在個別投資者有興趣的層級規模上發展旅遊產品：創造自行車旅遊發展之潛力環

境，以吸引專業的旅遊經營者進場經營並發展其旅遊產品(目前丹麥已有多家業者發

展自行車旅遊產品)。推動協會本身僅負責改善發展環境，旅遊市場開放民營業者競

爭並促進服務品質提升。 

(2) 必須搭配既有之行政監督與政府權責部門組織架構：地方行政單位在發展過程中扮

演核心角色，其功能在於發展基礎建設(路線與標誌系統的建置維護、自行車停車設

施及騎乘空間規劃、跨縣市之協調並創造更長的騎乘路線)、部門權責協調、提供發

展誘因(支援旅遊目的地與活動之發展、支持新的經營者、旅遊組織、旅遊產品發展

及行銷效果等)。 

 
延續先前「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中所提之初步架構(如下圖所示)，

進一步深入分析探討，計有以下內容議題： 

(1) 針對北臺八縣市發展跨縣市自行車旅遊之發展環境進行分析，歸納出適宜之發展方

向及相對應之推動組織架構。 

(2) 針對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中，各成員分工角色、分工目標、利益得失、相互支

援功能進行分析。 

(3) 維繫組織內各成員持續參與之誘因分析 

(4) 探討所提出之建議組織架構是否具備調整上的彈性，利於未來進行組織功能擴增或

開發新的遊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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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1) 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之架構建議。 
(2) 維繫推動組織永續發展之策略研擬。 
(3) 確立推動組織未來進一步之擴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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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成立計畫(Request for Proposal) 

一、計畫緣起 

根據經建會「跨域加值、區域治理、自我營運」的精神，透過北臺區域合作平臺運作機

制，經由「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建議，2012 年 6 月 22 日北臺區域發展推

動委員會第一次副首長會議裁示通過，成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結合產官學研各界

資源，實踐跨域合作之理念，持續改善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環境，包括宜蘭縣、基隆市、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以及苗栗縣等八個縣市，並進一步爭取中央部

會經費，共同行銷以帶動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發展、以及自行車友善環境的建構。 

2002年~2011年體委會共計補助北臺八縣市 125項自行車道建設計畫；2009 年配合「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2009-2011年三年

共計投入全臺自行車道新臺幣 30億元的建設經費。北臺自行車經「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

可行性研究」，在八縣市三場次檢核會勘、以及三次專家學者及各部會座談會後，分別研擬政

策類計畫、整合及改善類計畫、以及觀光行銷類計畫等三大類共 22項後續發展計畫，全線標

誌系統亦待統一，以期建構完成北臺第一條自行車國道系統。根據上述理念與需求，臺北市

政府研提本計畫，擬透過推動組織的成立，協助完成下列工作事項。 

二、計畫目標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致力減少交通碳排放，其中「永續運輸」的倡導係為推動低污染、

低排放的綠色交通使用形態，以自行車為綠色運具的休閒遊憩活動蔚為風潮。中央各部會及

縣市政府均積極推動自行車路網建置計畫，鼓勵以自行車作為替代性交通工具及休閒遊憩之

方式，以達到環境友善及永續發展的目標。 

為有效推動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活化，爰配合經建會所推行之「跨域合作」政

策，北臺區域合作平臺 100 年度業獲經建會核定補助「北臺自行車網絡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

研究」計畫。前揭計畫係以「系統活化」概念為核心，全面性落實跨區域、跨領域資源等介

面整合與應用，強化相關軟硬體基礎設施之建置效能及服務創新，結合社區營造等培力社群，

建立區域性自行車網絡系統品牌，並導入高效能之企業化行銷宣傳及經營管理策略，藉由網

絡系統環狀（域）內之公私有土地活化與再利用、「自我營運管理」機制及整合性財務建設構

想，擴大自行車及產業投資及觀光旅遊服務之經濟效益，開闢政府與民間合作之途徑，以活

絡地方產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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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0 年度可行性研究計畫中，已全面檢視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系統並整合體委會

2009~2011 年投入自行車道既有補助建設計畫，提出北臺自行車網絡應縫合補強部分，且標

示標線系統仍待統一整合等相關議題尚待後續計畫進行實質改善。研究中同時檢討自行車道

系統沿線土地使用情形、旅遊環境及研析觀光旅遊產業之異業結盟、自行車服務園區建置之

可行性，以建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該計畫於可行性研究過程中均獲交通部、體委會、內

政部等相關中央部會支持，並經 101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01 年第 1 次副首長會

議決議列為優先推動計畫，因此研擬本計畫，由北臺運作平臺中結合產官學研各界成立「北

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持續推動自行車跨域及異業合作及整合中央經費之有效運用。 

為延續推動跨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落實，配合經建會「跨域加值、區域治理、自我

營運」之精神，經由平臺運作機制提出「北臺自行車策略聯盟推動計畫」，以持續改善整合北

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環境，同時爭取並善用中央各部會經費支持，以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

發展及建構自行車友善環境，作為國家推動永續發展、節能減碳及建構綠色交通網之政策願

景之最佳實踐區域。 

根據 101 年 6 月 22 日 2012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副首長會議裁示通過於北臺

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下設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作為溝通平臺，結合產官學界資源

實踐跨域合作之理念，持續爭取中央經費。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活動之推動，其空間分布及工作項目均涵蓋甚廣。就空間分布而

言，不僅須整合各縣市既有之旅遊資源、探討其推動自行車旅遊之潛力外，在遊程規劃及服

務設施支援上亦有賴地方單位及業者共同參與。就工作項目而言，突顯各地旅遊特色、旅遊

週邊產業之配合、自行車相關設施之規劃改善、旅遊產品之規劃行銷等，皆分屬公、私部門

之不同權責與專業領域範疇。因此，在推動組織之設計上，絕非傳統之公營、民營或 BOT 方

式所能勝任。其橫向溝通與縱向聯結上更加複雜，實有必要針對其推動組織之設計進一步探

討，方能達成其因地制宜、切合地方特色與發展之目的。 

北臺自行車旅遊成立推動聯盟屬於具備彈性及廣度之作法，建立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

釐清各方參與成員的潛在利益及代價付出，以及界定各成員明確分工合作權責，是維繫此聯

盟永續運作之關鍵。 

丹麥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構成上，把握以下兩點主要原則： 

1. 在個別投資者有興趣的層級規模上發展旅遊產品：創造自行車旅遊發展之潛力環境，以

吸引專業的旅遊經營者進場經營並發展其旅遊產品(目前丹麥已有多家業者發展自行車
旅遊產品)。推動協會本身僅負責改善發展環境，旅遊市場開放民營業者競爭並促進服務
品質提升。 

2. 必須搭配既有之行政監督與政府權責部門組織架構：地方行政單位在發展過程中扮演核

心角色，其功能在於發展基礎建設(路線與標誌系統的建置維護、自行車停車設施及騎乘
空間規劃、跨縣市之協調並創造更長的騎乘路線)、部門權責協調、提供發展誘因(支援
旅遊目的地與活動之發展、支持新的經營者、旅遊組織、旅遊產品發展及行銷效果等)。 

延續先前「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中所提之架構，本提案計畫應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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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議題： 

1. 針對北臺八縣市發展跨縣市自行車旅遊之發展環境進行分析，歸納出適宜之發展方向及相
對應之推動組織架構。 

2. 針對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中，各成員分工角色、分工目標、利益得失、相互支援功能
進行分析。 

3. 維繫組織內各成員持續參與之誘因分析 

4. 探討所提出之建議組織架構是否具備調整上的彈性，利於未來進行組織功能擴增或開發新
的遊程產品。 

除了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參考歐盟模式，可建立亞洲地區自行車旅遊聯盟，

並積極參與全球自行車城市大 velo-city global，邀請北臺八縣市首長前往 2013 年主辦城市維
也納考察，並爭取 2016年 velo-city第一次在亞洲舉辦。 

三、工作項目 

1.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力量，成立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推動北臺自行車觀光旅遊產業發
展。擬定推動聯盟的組織章程，並舉辦成立大會，完成至少一場記者會或說明會。 
2.將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聯盟辦公室設立於臺北市政府北臺區域平臺顧問室，並配合提供駐
點人員一名每週至少一天。 
3.協助研擬向中央部會爭取北臺自行車旅遊觀光行銷類計畫經費(包括黃金遊程競賽與票選計
畫、媒體行銷計畫、套裝旅遊產品規劃等)，完成至少一項提案計畫。 
4.整合推動北臺雙鐵旅遊，完成至少一條試辦路線。 
5.整合協調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建置子計畫之顧問團隊。 
6.配合經建會「財務規劃評估與自償率計畫」之原則進行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招商作業示範
計畫，以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 BOT為主，法源依據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至少完成一處試辦計畫。 
7. 邀請國際自行車旅遊專家團隊組織來臺 WORKSHOP、考察體驗與宣傳；並舉辦一場凝具
共識的國際座談會。 
8.協助瞭解爭取 2016年舉辦 VELO-CITY GLOBAL的主辦權。 
9.瞭解丹麥自行車大使館(CYCLING EMBASSY OF DANMARK)、德國 ADFC、加拿大
VELO-QUBEC 等組織團體的作法與推動方式。 
10.北臺自行車旅遊推動組織之架構建議、經費來源以及亞洲聯盟的成立的可行性。 
11.維繫推動組織永續發展之策略研擬，協助安排考察 2013 velocity主辦城市的作法。 
12.確立推動組織未來進一步之擴展方向，爭取 2016年 velocity主辦權。 

計畫經費：450萬元 

推動聯盟組成方式：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公部門、私部門、NPO、NGO。具有都市發展、城鄉
規劃、觀光旅遊、自行車活動推廣行銷、綠色交通運輸與設施規劃等相關專業者。 

1. 公部門：北臺八縣市首長代表、中央政府各部會首長代表(包括交通部、體委會、環保署、營建署、
觀光局等部會) 

2. 私部門：具有建築、景觀與都市規劃專業的顧問公司；具有土木、交通與工程專業的顧問公司；
資通訊科技公司；自行車製造相關產業、旅行社與旅遊相關事業等 

3. NPO與 NGO：自行車協會、自行車旅遊協會、臺灣精品品牌協會、健康與教育相關協會等代表 
組成方式：推動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兩名、執行委員三名；上述委員由委員

會遴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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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A3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套裝行程與 MICE 規劃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政策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 

計畫內容： 

1. 配合 2013年臺北國際自行車展(第 26屆)，舉辦臺灣第一次的會後技術參訪與自行

車旅遊行程。 

2. 結合每年三月舉辦全球第二大的臺北國際自行車展，提供歐美亞自行車產業界騎乘

體驗(technique tour) 

3. 以 2012年為例，參展廠商共 36國 1,092家，國外買主共 88國，6,448人，規劃提

供會後自行車旅遊活動，推動深化臺灣的會展產業。 

 

預期效益： 

1. 吸引國際觀光客從事自行車旅遊 

2. 發展自行車團體旅遊事業 

3. 帶動整體會展與觀光旅遊產業發展 

4. 創造自行車旅遊產業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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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A4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安全教育推動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政策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 

計畫內容： 

1. 結合自行車旅遊環境與活動、推廣國中小學校自行車騎乘安全教育 

2. 邀請丹麥自行車大使館舉行 workshop 與座談會，實際執行自行車安全教育的推動

與作法交流 

3. 結合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提供自行車體驗園區 

預期效益： 

1. 讓北臺八縣市的國中小學童認識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週邊的環境資源與鄉土教育 

2. 推動安全騎乘自行車上放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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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A5 

計畫名稱：結合自行車整合國際運輸示範計畫 

實施地點：桃園國際機場、松山機場 

計畫性質：政策類 

計畫時程：長期 

優先順序：次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 

計畫內容： 

1. 從國際旅客的角度規劃旅客從機場入境到目的地景點的友善自行車環境示範計畫。 

2. 內容應包括運送自行攜帶自行車之旅客的配合航班規劃、或是未自行攜帶自行車之

旅客落地後的自行車提供、行李運送至旅館或旅遊目的地之物流配送、機場週邊自

行車道與指標系統的規劃建置、自行車環境與大眾運輸的結合等。 

3. 未來可延伸 Bike on air, Bike on ferry等交通運輸系統整合建設計畫 

4. 考察丹麥、荷蘭與加拿大等國機機場之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建設。 

 

預期效益： 

1. 建構自行車旅遊的國際友善環境 

2. 提升國家綠色旅遊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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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B1 

計畫名稱：北臺主輔軸線明確指標系統或鋪面、標誌、標線、照明及安全設施整體規劃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整合及改善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4年 

計畫內容： 

1. 交通部在東部推動經典自行車道極為成功，並建立跨縣市的整合自行車道編號系

統，建議透過本計畫，規劃建設北臺自行車旅遊指標與標線系統。 

2. 考察歐盟整合 27個國家建立十五條跨國自行車路線的作法與成功經驗。 

3. 建議優先執行示範地區與路線如下：  

示範 1.臺北市大稻埕臺北大橋銜接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 

示範 2.臺北市華江橋-新北市新北橋河濱車道 

示範 3.桃園縣南坑橋-新竹縣霄裡溪(山線) 

示範 4.桃園縣新屋綠色隧道+新竹縣濱海車道+竹市自行車道 

示範 5.竹市自行車道+苗縣濱海自行車道 

預期效益： 

1. 建構完善的指標系統與統一一致的標誌標線與照明安全設施，符合國際友善環境要

求 

2. 提升國家綠色旅遊與自行車安全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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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B2 

計畫名稱：北臺鐵馬驛站整體發展與服務設施改善計畫 

實施地點：新北市、宜蘭縣、苗栗縣三縣市 

計畫性質：整合及改善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4年 

計畫內容： 

1. 改善並加強苗栗縣現有 7 處鐵馬驛站(安檢所)的服務設施，同時強化旅遊服務意向。 

2. 加強宜蘭縣、新北市現有的鐵馬驛站服務設施，並整體規劃為北臺自行車旅遊服務

園區的基本型態。 

 

預期效益： 

1. 建構基本完善的自行車服務園區，符合國際自行車友善環境的需求 

2. 提升國家綠色旅遊與自行車服務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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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B3 

計畫名稱：北臺兩鐵旅遊建設改善與分年分期推動計畫 

          / Bike on Train 支線鐵路旅遊建設計畫 

(含車站設置公共自行車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整合及改善類 

計畫時程：長期 

優先順序：次優先 

實施年期：103-106年 

計畫內容： 

4. 交通部在東部推動兩鐵旅遊極為成功，透過本計畫，規劃建設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兩鐵結合，選定適合的車站，建設內容包括自行車進出車站、上下月臺、以及套裝

旅遊行程規劃、票證整合、臺鐵公共自行車建置示範計畫等。 

5. 示範路線一：新竹縱貫線+苗栗海線(香山-崎頂-竹南-談文-大山-後龍-龍港-白沙屯-

新埔-通霄-苑裡) 

6. 示範路線二：新竹縱貫線+苗栗舊山線(香山-崎頂-竹南-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

三義) 

7. 示範路線三：新竹+桃園縱貫線(新竹-北新竹-竹北-湖口-富崗) 

8. 延伸計畫：結合宜蘭現有東部兩鐵計畫，往北延伸結合基隆與新北市 

9. 考察瑞士 Swiss mobility兩鐵旅遊的成功經驗  

預期效益： 

3. 建構兩鐵旅遊的國際友善環境 

4. 提升國家綠色旅遊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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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B4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招商建置與遊程競賽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規劃建設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4年 

計畫內容： 

1. 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所提出之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之服務

園區，規劃建設北臺自行車旅遊之實質建設事業推動。 

2. 依據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618.64公里的旅遊環境，結合沿線土地開發及觀光旅遊產

業異業結盟，推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之規劃建設。 

3. 於北臺八縣市規劃建設十三處服務功能不等之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 

4. 臺北市與新北市的服務園區以徵求民間合作夥伴，如速食業、餐飲業等, 提供土地

與建築物，輔導設置 Cycle Center各一處。 

5. 北臺八縣市共提出十五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規劃，並藉由服務園區總顧問團隊輔

導招商作業。配合十五處服務園區，規劃遊程設計競賽。並規劃安排國外自行車

旅遊服務園區考察學習。 

6. 服務園區配合經建會「財務規劃評估與自償率計畫」之原則進行，以徵求民間自行

規劃申請參與投資 BOT 為主，法源依據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內容與步驟

包括：(1).政策公告 (2).民間提出規劃構想書 (3).公開徵求民間投資人 (4).審核等

四項。以宜蘭縣礁溪溫泉公園與冬山河森林公園為優先示範地點，延伸計畫為新

竹縣、苗栗縣、桃園縣、基隆市、新竹市等。 

7.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設置評估經財務可行性試算以及敏感性分析，保守推估與樂觀

推估皆為可行。自行車服務園區之規劃方向，主要是以既有場地為主，由政府將

園區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投資、經營為主，以政府興建新設施，在由委託民間機構

參與投資、經營為輔，因此在財務分析上必須以民間參與投資的角度，進行財務

計畫分析。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財務計畫之試算與評估，以創造公部門與民間機

構穩健且雙贏之財務計畫為目標，評估民間機構參與經營之可行性，引進民間活

力與創意，增加自行車服務園區之空間利用價值與觀光活動之效益。自行車旅遊

服務園區以 OT方式進行，評估項目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

風險與敏感性分析等。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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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北臺八縣市整合型自行車旅遊系統建設計畫 

2. 推動北臺自行車旅遊成為臺灣的新觀光魅力 

3. 帶動沿線觀光旅遊服務產業發展 

4. 完成十五處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的規劃與招商作業 

5. 結合服務園區完成自行車黃金遊程競賽計畫 

6. 透過服務園區的設置進行自行車道的維護管理 

7. 考察國外自行車服務園區的成功案例 

經費需求：4000萬元 

(每處服務園區招商作業各 200萬元，總顧問團隊 300萬元，十大遊程競賽每條路線獎

金 50萬元共計 500萬元，國外考察及國際座談會 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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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B5 

計畫名稱：雙北河濱自行車道聯合服務計畫 

實施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計畫性質：整合及改善類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3年 

計畫內容： 
 
透過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工作會議，雙北市政府討論河濱自行車道聯合

服務，若於民國 103年新北市合約到期後，是一個可行的計畫，因此研擬本計畫，以協
助雙北市政府預先規劃於河濱自行車道提供甲租乙還的聯合服務作法。 

 

預期效益： 
 
1推動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到臺北市的聯合服務 

2雙北河濱整合自行車租借甲租乙還計畫，提供遊客更便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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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C1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雲端導覽與管理系統建置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行銷計畫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4年 
計畫內容： 
1. 網站、APP、導航與導覽，硬體資訊設備建置計畫、科技系統串聯服務 
2. 導覽解說人員訓練計畫 
3. 自行車旅遊微型創業輔導計畫 
4. life seeing tourism 推動計畫 
5. people to people program 3P 
計畫預期效益： 
1. 強化自行車旅遊即時資訊系統，讓遊客充分掌握自行車道周邊觀光資源。 
2. 串連自行車道周邊觀光景點，提升整體旅遊產業效益。 
3. 透過自行車旅遊即走即停的便利性，並輔以在地導覽，可讓遊客充分體驗在地生活

風味。 
4. 建立車道管理即時通報系統，可讓使用者協助回報車道現況，縮短車道維修養護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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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C2 

計畫名稱：北臺最美與最安全自行車道推動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行銷計畫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年 

計畫內容： 

1. 參考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十大觀光小鎮，規劃各縣市政府針對不同目標對象票選北臺

十大自行車黃金遊程。 

2. 示範路線一：龍潭+新埔~北臺最美共用道 

3. 示範路線二：宜蘭舊草嶺隧道(東部經典路線)~北臺最美專用道 

4. 考察歐盟鐵幕自行車道，藉由自行車旅遊帶動東歐鄉村旅遊的發展 

預期效益： 

1. 滿足不同目標客群需求，吸引更多遊客從事自行車旅遊 

2. 帶動自行車國際觀光旅遊的推廣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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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C3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認證制度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行銷計畫 

計畫時程：長期 

優先順序：次優先 

實施年期：102-103年 

計畫內容： 

1.協助青年旅館、一般旅館與民宿等建置自行車友善環境的住宿設施 

2.輔導現有住宿設施改善自行車友善空間與環境 

3自行車主題飯店輔導設置計畫 

4.考察德國 adfc、加拿大 Velo Qubec等國際組織的住宿評鑑制度 

5.舉辦國際自行車友善住宿評鑑座談會  

預期效益： 

1. 建構臺灣國際級友善自行車住宿環境  

2. 發展自行車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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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C4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 LOGO設計競賽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行銷計畫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2-104年 

計畫內容： 

1.建立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LOGO，邀請國際自行車推動組織參與評選 

2.北臺八縣市共同行銷與推廣，並與國際組織接軌、推廣臺灣自行車旅遊的國際知名度 

預期效益： 

1. 完成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主輔軸線的識別系統 

2. 啟動國內外自行車旅遊的全面行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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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C5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旅遊整體行銷~中日合作拍攝微電影推廣計畫 
實施地點：北臺八縣市 
計畫性質：行銷計畫 
計畫時程：中期 
優先順序：優先 
實施年期：101.9-12 
計畫內容： 
1.日本 Breath 電影公司拍攝 bike road movie(含劇本、明星、與放映) 
2.在臺拍攝時間約 10天,片長 90分;製作總和 3個月 
3.宣傳與發表為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講談社參與 
4.配給會社(製片)Dream Kid 公司 
5日本自行車製造業石橋公司參與部份贊助 
拍攝計畫: 
導演／編劇（監督／脚本）：杉山嘉一  
攝影（撮影）：長田勇市  
片長：90分 HD高清  
拍攝地（ロケ地）：臺灣  
預算：1000萬日元＋宣傳費  

拍攝期間(撮影時期)：2012 年 10月之後  

上映時期(公開予定時期)：2013 年 6月之後  

上映院線(公開劇場)：日本 Tjoy東京WALD９等(Tjoy東京バルト９)、臺灣上映討論中  

宣傳計畫: 

宣傳公司：Tjoy（Tジョイ）及關連公司 Yoake（ヨアケ）  

負責人（プロデューサー）：紀伊宗之、吉村知己  

行銷配合計畫  

雜誌刊載：由三宅優擔任顧問，於 Cast Prix＊（キャスプリ）自行車相關雜誌刊載電影

拍攝專訪內容。  

漫畫出版：  

候補雜誌及出版社洽談中，包括講談社、角川書店、マックガーデン。  

予定作家：森永愛（森永あい），代表作品包括「貧窮貴公子（山田太郎ものがたり）」、 

「閃亮亮之星」（キララの星）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預期效益： 

1.由日本片商以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重要景點為拍攝地，製作 90分鐘長之日片。 

2.藉由影片在日本上映，將臺灣自行車旅遊與相關重要景點行銷至日本，提高日本遊客

來臺從事自行車觀光旅遊的新機會。 

經費籌措：來臺拍攝電影成本估計約需 1000萬日本円, 製作會社狩野善則社長爭取 400

萬日本円。  

 



 

 

 

 

 

附錄一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附錄二 現場調查記錄 

  



 

 

 

 

 

附錄三 工作會議記錄 

  



 

 

 

 

 

附錄四 審查會議意見回應表 

  



 

 

 

 

 

附錄五 體委會訪談記錄 

  



 

 

 

 

 

附錄六 臺鐵局雙鐵旅遊相關資料 

  



 

 

 

 

 

附錄七 北臺八縣市現況自行車道 

       公里數 

        

  



 

 

 

 

 

附錄八 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 

       整合計畫 

  



 

 

 

 

 

附錄九 北臺八縣市路勘衛星軌跡 

       紀錄說明 



 

 

 

 

 

附錄十 北臺八縣市 26處改善點 

       圖面資料 

 



 

 

 

 

 

附錄十一  velo city簡報 



 

 

 

 

 

附錄十二 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 

         遊系統整合發展願景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總結成果報告書【修正版】【附件】 

委託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受託單位: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契約編號：1000117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總結報告書封面.pdf
	目錄.pdf
	章節插頁.pdf
	總結報告書ch1.pdf
	總結報告書ch2.pdf
	總結報告書ch3.pdf
	總結報告書ch4.pdf
	總結報告書ch5.pdf
	總結報告書ch6.pdf
	總結報告書ch7.pdf
	附件目錄.pdf
	附件封面.pdf
	附錄一.pdf
	第一場專家座談會議記錄101.4.20-1
	第二場專家座談會議紀錄101.4.20-2
	第三次專家學者論壇會議記錄101.6.2
	簽到
	0397
	0403
	0404
	0405
	0406
	0407

	簽到
	0398
	0399
	0400
	0401
	0402


	附錄二.pdf
	第一次各縣市政府訪談記錄
	第二次現勘
	20120502-第三次會勘紀錄
	20120911-第4次檢核研商紀錄

	附錄三.pdf
	101.1.16北台第一次工作會議記錄
	北台第二次工作會議記錄
	20120312-第3次工作會議記錄
	20120424-第4次工作會議紀錄
	20120509-第5次工作會議紀錄
	20120813-第6次工作會議紀錄

	附錄四.pdf
	北臺自行車期初簡報
	會議紀錄

	附錄五.pdf
	附錄六.pdf
	附錄七.pdf
	附錄八.pdf
	附錄九.pdf
	0臺北市.jpg
	1-0新北市.jpg
	1-1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jpg
	1-2淡水圭柔山溪出海口.jpg
	1-3石門北觀處.jpg
	1-4核二廠國聖海灘.jpg
	1-5濱海臺2公路瑞芳.jpg
	2-0基隆.jpg
	2-1基隆外木山車道.jpg
	2-2基隆文化路口.jpg
	2-3基隆火車站.jpg
	2-4基隆火車站.jpg
	3-0宜蘭.jpg
	3-1濱海臺2公路石城-烏石港.jpg
	3-2宜蘭頭城烏石港.jpg
	3-3冬山車站.jpg
	3-4羅東溪至安農溪.jpg
	4-0桃園.jpg
	4-1桃園永安漁港.jpg
	4-2桃林鐵路.jpg
	4-3桃園-鶯歌.jpg
	4-4桃園縣三坑自行車道.jpg
	5-0新竹.jpg
	5-1鳳鼻隧道.jpg
	5-2新港漁港.jpg
	5-3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jpg
	5-4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jpg
	6-1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jpg
	6-2新竹市頭前溪.jpg
	6-3新竹市17km.jpg
	7-0苗栗.jpg
	7-1苗栗五福大橋.jpg
	7-2苗栗山線自行車道.jpg
	附錄十一.pdf
	附錄十二.pdf
	附錄插頁.pdf
	附錄插頁
	附錄十 北臺八縣市26處改善點

	總結報告書封面(附件).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