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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洲自行車聯盟 11 月 30 日正式宣布臺北市成為「Velo-city Global 2016 全球

自行車城市大會」的主辦城，對城市行銷、自行車產業、整體觀光發展有相當大

的意義（歐洲自行車聯盟(簡稱 ECF)是由歐洲各國促進城市自行車相關團體於 1983 年

組成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推動自行車旅遊的永續經濟性和環境友善性；ECF 每年都

會舉辦自行車大會，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自行車規劃會議）。 

跨域整合、友善連結，以建構自行車國道為目標 

在近年講求快速、效率的現代生活下，「慢行」、「慢活」成為一種時尚與生活的品味，

而自行車道及自行車旅遊系統，正好提供了人們舒緩緊張與壓力、在慢行中觀察生活周

遭的人事物、靜心思考的機會，無論在城市或鄉村，自行車道的設置與系統的整合，皆

提供了身心靈及產業經濟上的成長空間。為建構優質的自行車道，滿足民眾休閒、遊憩、

運動等多樣需求，體育署已研提「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期程自 102 至 105

年，總經費 12 億元，規劃建置自行車道路網串連計 470 公里，並優先加強建設尚未串

連之路網及路段，並以「串連」、「優質化」為重點工作，藉由跨域整合，形成連貫、完

整之自行車道路線，並以路段友善性、串連友善性及路線豐富性為規劃建設原則，並兼

顧環保及生態共存、富趣味性及景觀遊憩吸引力，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充滿趣味的騎

乘環境，同時帶動自行車產業及觀光遊憩之發展，實踐臺灣“自行車國道”系統之目標

(詳後附圖)。 

本計畫承接前期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執行成果，以休閒型自行

車道路網的建構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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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

做為現階段自行車友善環境推動之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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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以促進自行車旅遊與相關

產業的發展。本計畫目標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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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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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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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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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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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微笑（SMILE）路網的定義 

計畫執行以北臺區域的自行車路網友善化環

境建置為核心，藉由“友善環境˙微笑

（SMILE）路網”的願景概念，以 Safe 安心

無虞的自行車路網環境、Mend 連續完整的路

段接續、Immediacy 平穩順暢的騎乘路徑、

Leisure 舒 適 流 暢 的 活 動 體 驗 與

Environment 完善多元的空間感受五面向為

主要訴求，做為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 26 處

斷裂點縫補的基礎，打造北臺自行車環境的新

風貌。 

北臺八縣市友善環境路網改善與縫補構想 

延續前期「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報告中所提，北臺八縣市共有 15 處

縫補待改善點位及 11 處斷裂點，共計 26 處急待補強；因此本計畫針對此 26 處待補強

區段，逐一提出縫補構想；此外，為能重新檢視待補強區段當前環境問題，採系統分類

方式進行整體檢核，而後再依據各改善區段實際環境狀態提出更進一步實質改善策略手

段。 

針對各斷點形態及發展樣貌，將其區分為 1.海岸公路型；2.鄉間聚落型；3.市區道路型；

4.鐵路空間型；5.河岸堤頂型；及 6.山區公路型等六大路段改善類型，並依各縣市空間

特性增設 7.平面節點；8.立體節點；9.門戶樞紐（HUB）等三個節點改善類型，即是希

望透過不同類型的闡述，彙整出不同路段與節點類型之斷裂特性，並透過友善、減量、

永續的概念研擬改善建議構想，供未來各縣市政府進行縫補設計之依循。 

北臺八縣市識別系統的整合構想 

為擴大自行車旅遊服務的觀光效益及北臺八縣市系統的整體性，提出自行車指標及識別

系統的整合構想。指標系統基本上沿襲「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設置標準

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和「自

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指標系統建議以共桿為原則，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

級設置於主要道路，與交通部設置之交通標誌/號誌桿件結合；第二層級設置於次要道

路，與交通部設置之交通標誌/號誌桿件結合；第三層級設置於次要道路更小層級之道

路或是自行車道系統或是獨立的停留空間，也可與燈桿或是旗幟桿等號誌桿件結合。其

他在識別系統（logo）、交通標誌、資訊解說系統(里程牌、導覽牌)、色彩整合…等，均

於計畫書中提出整合構想。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整體友善環境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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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服務節點層級定位、友善環境與設施認證的建議、國外自行車

友善住宿設施認證建議、多元運具的接軌契機及可發展性，以及多元介面資源整合與軟

體配套的友善鏈結等面向，逐一歸納並提出應對策略。在北臺自行車發展的整合考量

下，除自行車道的斷點接合外，軟體介面的補強將是引導後續推廣的關鍵，透過友善環

境與設施的認證、多元運具的整合推動及不同介面的資源配套連結等面向之規劃，引導

北臺自行車休閒與遊憩市場的提升。 

優先推動示範路段 

為促使計畫得以具體反應提擬之自行車友善環境設計原則與整合概念之落實，配合評估

篩檢與縣市政府溝通協調後，計畫擇定兩處不同性質與環境區位之斷裂點，做為優先示

範地區；除反應不同斷裂點縫補策略的差異外，也提供不同環境串接與改善訴求的差異

比較。兩處示範點分別位於基隆市與新竹縣，其點位分別為基隆市竹子嶺隧道斷裂點，

在效益上可串接基隆火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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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位為新竹縣新埔鎮和平老街斷裂點，在

效益上可串接南坑橋-霄裡溪自行車道--客家文化園區--新埔和平老街--上枋寮劉宅雙堂

屋--北埔豆仔埔溪自行車道--舊港大橋。示範區的計畫是以斷裂點的縫補，鏈結遊程規

劃、運具及周邊產業配套與地方經濟…等進行系統性搭接，以供後續執行參酌。 

未來展望 

在計畫目標定位下，未來各縣市政府可依循本計畫相關成果，配合中央部會補助經費的

申請逐一續接，促使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系統儘速縫補完備，使其接續東部自行車路

網、南連中臺系統規劃，邁向自行車國道系統建置之目標。 

期許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的落實，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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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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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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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計畫的認知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標 

一、計畫緣起 

讓慢行成為一種生活態度。因為慢下來，有時間思考，人與人的距離，也更接近

了… 

在講求快速、效率的現代生活下，人們開始反思，為什麼在都會生活中，超時工作成為

常態？伴隨而來的是效率下降、缺乏生活品質、以及健康拉警報。「慢行」、「慢活」近

年來成為一種時尚，而自行車道及自行車旅遊系統，正好提供了人們舒緩緊張與壓力、

在慢行中觀察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靜心思考的機會，無論是在城市或鄉村，自行車道的

設置與系統的整合，均可提供身心靈、以及產業經濟上的成長空間。 

由交通部統計處民國 100 年 9 月自用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顯示，有 18％之自用小客車

通勤者，未來 3 年內（100~102 年）通勤時會考慮完全使用公共運具來代替，以新北

市比例 30.5%最高，臺北市 28.3%次之，因二市之公共運輸工具較完善。此外，交通

部統計處 99 年 10 月機車使用狀況調查，有 23％之機車使用者會因機車管制措施而改

用公共運輸工具，相關數據顯示，自行車道友善環境的建置，現在正是時候。 

為建構優質的自行車道，滿足民眾休閒、遊憩、運動等多樣需求，體育署已研提「自行

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期程為 102 至 105 年，總經費 12 億元，規劃建置自行

車道路網串連計 470 公里，並優先加強建設尚未串連之路網及路段，整合各縣市自行

車道系統、建構優質自行車道，實踐臺灣“自行車國道”系統之目標。體育署將與內政部、

交通部、環保署等機關，進行跨領域、跨部門整合分工，建立推動平台；該計畫以「串

連」、「優質化」為重點工作，目前臺灣自行車道環島路線已完成自臺北至苗栗縣與臺中

市交界處，其他片段、零星分布、未相互連貫之自行車道，將持續藉由該計畫加以整合，

形成連貫、完整之自行車道路線，完成打造臺灣環島自行車道路網之目標。自行車道以

路段友善性、串連友善性及路線豐富性為規劃建設原則，並兼顧環保及生態共存、富趣

味性及景觀遊憩吸引力，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充滿趣味的騎乘環境，同時帶動自行車

產業及觀光遊憩之發展。 

讓北臺自行車道系統成為臺灣環島自行車道路網的典範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推動跨域合作平臺機制，落實跨域自行車系統整合，民國 100

年獲經建會核定補助辦理「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該計畫係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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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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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計畫，經北臺 8 縣市相關單位及中央部會共同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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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估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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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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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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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承接前計畫執行成果，以休閒型自行車道路網的建構為主（有關於都市通勤型自

行車道，受限於既有市區道路路幅，現階段多與人行及車輛共道；在自行車用路權尚未

明確受到保障前，要解決相關安全性問題，較為複雜且難以處理，擬另案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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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做為現階段自行車友善環境

推動之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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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前期計畫執行過程中，已進行各縣市政府訪談、中央部會討論協商、32 場次現勘、3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對於推動自行車友善環境與旅遊系統整合所面對的課題，均已清晰

得知；本計畫將站在前期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及北臺各計畫的

基礎上，務實推動。期許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的落實，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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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目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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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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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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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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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臺自行車道使用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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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期「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計畫定位可知，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

系統包括休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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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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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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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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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國際觀光、國民旅遊及地方休閒等三大層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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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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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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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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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政策，推動各縣市區域旅遊路線。 

自北臺自行車道路網的騎乘規劃來看，一般休閒、遊憩與觀光類型騎乘者間，即可能因

為參與者組成方式的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行程安排，就一般初階級騎乘者（<30 km km 

/天）來看，北臺主軸路網的騎乘約可於 6-7 天完成，而入門或家庭（10-20 km/天）組

成的狀態下，則可拉長至 10-12 天完成，或利用假日分段完成，其各自訴求之休憩、餐

飲及住宿等服務皆有所不同，此間即可回饋至前期計畫中服務園區的概念構想與建議點

位之搭配。 

 

圖 1-1  一般自行車使用者騎乘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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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與工作內容 

一、計畫範圍 

北臺 8 縣市（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內自行車主輔軸線及周邊觀光遊憩資源。 

 

圖 1-2  計畫範圍圖 

二、工作內容 

（一）北臺區域自行車主輔軸線縫補規劃及策略 

1.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系統友善環境規劃原則。 

2.提出多元（大眾運輸）運具結合自行車合作推動策略方案與建議。 

3.檢視 100 年所提縫補計畫，協助統合北臺 8 縣市自行車斷裂點（待改善點）縫補。 

針對 26 處斷裂點進行規劃設計構想的提出，並初估工程經費，做為後續向中央各

部會爭取相關工程經費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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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行車友善環境建置分期規劃方案與建議。 

5.臺北市在北臺自行車網絡系統中的角色定位及計畫推動效益。 

（二）北臺區域指標系統整合及設計 

1.中央及地方相關自行車系統設施指標現況及規範調查與分析。 

2.識別系統（logo）規劃設計。 

3.指標系統整合設計原則。 

（三）配合推動北臺自行車系統網絡後續提案事宜 

1.協助北臺區域平臺後續向中央各部會爭取相關計畫提案使用（包含體育署、交通部

觀光局、臺鐵局、營建署等涉自行車系統軟硬體建置及行銷計畫）。 

2.有關說帖格式須配合中央各部會相關申請辦法或經本案工作會議討論後製作。 

（四）產官學座談會及體驗會勘 

1.為計畫執行及多元介面整合，廠商至少應召開 2 場產官學座談會，須邀請中央相關

部會、自行車租賃產業、自行車旅遊服務產業及各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共同參與。 

2.於工作期程內廠商應邀集北臺 8 縣市相關單位至少應安排 1 場自行車體驗會勘。 

（五）其他應配合辦理項目 

1.本計畫執行各階段須配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畫

（101-106 年）」相關規定、內容與時程。 

2.廠商須配合機關於「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活動及相關跨縣市合作平臺報告本

案執行進度與成果，製作相關會議簡報資料等，供會議使用。 

3.廠商須配合工作進度與需求協同機關召開工作會議（預估 8 場次），並製作會議紀

錄，如有需要並應邀請專家學者或組織參與。 

4.其他有關本案之文字、圖片、影像等資料，機關得要求廠商依需求格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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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架構與流程 

一、計畫整體操作架構

中央及地方相關自行車系統設施
指標現況及規範調查與分析

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系統
友善環境規劃研擬

多元（大眾運輸）運具結合自行
車合作推動策略及具體行動方案

統合北臺8縣市自行車斷裂點
（待改善點）縫補規劃設計

研擬跨產業（異業結合）、跨公
私部門等資源整合機制

第二場產官學座談會

第一場產官學座談會

自行車體驗會勘

國外自行車友善環境認證機制及
評估指標案例蒐集、分析與建議

發展課題分析

A.供給與需求面
B.合作機制面
C.法令與政策面等
D.市場營運及財務面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願景、
目標、定位及整體規劃設計原則

自行車斷裂點規劃設計構想、工程經
費概估，及分期分區建議及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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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計畫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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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推動機會與挑戰 

各縣市積極推動自行車活動、自行車＝健康的概念，已形成北臺共識 

臺北市除 111 公里的環北市自行車道路網外，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已增加至 30 處，而

自行車路網與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透過跨河橋梁的銜接，已超過 261 公里，目前假日

及夜間騎乘人潮與日俱增，已成為國內最具規模的自行車路網；東北角地區自行車道可

串接福隆車站、舊草嶺隧道、石城觀景區；宜蘭冬山河自行車道可連結冬山車站、親水

公園、傳藝中心；桃園新屋綠色走廊自行車道可連結永安漁港等漁村社區；新竹縣市

17km 海岸線自行車道更將新豐紅樹林、香山濕地、南寮與紅毛港遊憩區串連；苗栗濱

海生態自行車道及竹南綠光海風自行車道，則將外埔漁港與龍鳳漁港之間的景點加以串

連。 

騎乘自行車近年來已成為民眾最熱衷的休閒活動之一，加上慢活輕食概念漸漸被北臺民

眾接受，健康幾乎已和自行車休閒活動畫上等號。觀光旅遊與交通運輸兩者關係密不可

分，便利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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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做為自行車的生產王國，應奠基在產業的基礎上，透過環境友善、無污

染的自行車路網建置，推動綠色運輸與綠色產業，同時帶動各縣市與鄉鎮的整體發展。 

然而，既成的自行車道系統如何友善連結、跨域觀光行銷的整合與分配如何分工

創造雙贏？既有道路使用觀念的再教育…，都是本計畫推動時重要的挑戰項目 

8 縣市自行車系統多已建置，各自有不同的指示標示系統，如何在視覺系統上建構統一

與自明性，將是本計畫必須進行的項目；而在既有道路路權的分配上，若是無法結合自

行車友善環境的規劃，那麼各縣市間自行車道與自行車道之間的斷裂點，仍將難以縫合。 

本計畫為持續改善整合北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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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

過本計畫能建構自行車友善環境，並擴大自行車旅遊服務之觀光效益。後續除整合觀

光、產業、就業、周邊土地開發等效益，創造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的具體效益外，北臺

8 縣市政府並應依據本計畫完成之自行車友善環境資源整合、識別系統規劃設計、指標

系統整合設計原則、軟體系統加值服務、多元介面資源整合與建置應用等具體操作方

案，做為各縣市自行車道路網建置、改善、與跨域結合的依循，完成自行車道空間建設

與總體服務環境營造。本計畫後續將密切與中央各部會整合，並朝以下四個方向推動： 

一、符合中央以建構區域路網、打造環島自行車道的目標，積極協助 8 縣市爭取建設經費，

以創造結合地方產業、人文特色、觀光資源，優質的自行車道路網。 

二、符合體育署第一年以偏遠地區斷鏈帶自行車道之連結為優先，縫合目前北臺的 26 處斷

裂點。 

三、藉由體育署與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等機關已建立跨域、跨部門之良好基礎，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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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政策方向，使本計畫在整合觀光、產業、就業、周邊土地發展效益的執行策略上，

得到中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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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計畫推動的關鍵思考 

自 行 車 於 19 世 紀 末 大 量 流 行 ， 甚 至 在 當 時 掀 起 一 股 國 際 狂 熱 (National 

Craze)(ITE,1997)。根據 Southworth 等指出，1890-1895 年是”Bicycle Craze Era”

(自行車風行的年代)，隨後自行車俱樂部也在英美兩地成立。由於當時對”健康的戶外

生活”之嚮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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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主導，1897 年。當全世界準備從

十九世紀邁向二十世紀時，人類面對了第一次運輸革命(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所帶

來的衝擊。新的技術帶來更快速、更舒適、更豪華的交通工具，不止改變人類的旅行方

式，更徹底改變人類的行為模式與需求，包括工作、居住、與休閒，同時也影響土地使

用型態，便捷的交通使城市的工作者能住在郊區，而聯外交通動線更將商業帶至周邊小

鎮，自行車使用率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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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等國也跟著提出”自行車友善城市 “(Bicycle-Friendly 

Towns)的觀念；歐洲議會則於 1988 年歐盟憲章中通過了”行人與自行車權

“(Pedestrians Rights)。(The European Charter)。 

近年來，全球暖化議題不斷，各國紛紛鼓勵使用自車，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國內騎乘

自行車亦蔚為風潮，隨著騎乘人口增加，國內對於自行車道路環境的不友善，讓台灣自

行車死亡件數比例在主要先進國家中名列第三名(僅低於日本及德國)，因此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正研議檢討自行車相關法規，藉此保障民眾行的安全。交通部道安會統計，95

年台灣騎自行車受傷人數為 7448 人，96 年增加到 8121 人，97 年再增加至 9724 人；

此外，近二年騎自行車死亡人數占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比例也增加；建議騎自行車最好

戴安全帽，降低頭部損傷風險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交通重要新聞摘要；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94759&ctNode=1725)。 

臺灣自行車道的發展起源於 1991 年，臺北市試辦第一條以通勤休閒為主的自行車道，

並於 1990 年淡水河至新店溪處，利用河濱高灘地設置以遊憩為主的自行車道系統。

1997 年政府以城鄉新風貌計畫，正式開啟自行車觀光產業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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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 2002 提出「臺

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計畫」，欲將自行車道規劃以區域性、全面性與整體性

的運動休閒，將自行車產業提昇層級，提供國民健康休閒運動的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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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建構出系統性的自行

車路網與綠色休閒觀光路網，並結合各縣市休閒運動設施及主要旅遊景點，帶動區域及

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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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有法令與計畫的支持 

一、自行車道相關法令與研究 

（一）相關法令 

根據臺灣現行交通法規《道路交通規則》之分類，自行車屬慢車一種，因此自行車使

用應符合慢車相關規定。此外，國內目前並未針對自行車道設計訂定規範，故各級道

路之自行車使用或自行車道（空間）劃設均應回歸各級道路基本規範。另針對自行車

騎士並未有特別的法律要求與保障，依照自行車道設置及自行車騎乘管理，在臺灣法

規之相關規定，列於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公路法、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

設計標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以及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章「慢車」中。茲就既有法規提及自行車相關部分表列如下。 

表 2-1  相關法令分析表 

法條 條次 內容 
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 
第11條 

都市街坊及各項公共設施，應配合地方文化特色及居民之社區活

動需要，妥為規劃設計，並應特別加強街道傢俱設施、行人徒步

空間、自行車專用道及無障礙空間之規劃配置。 

公路法 
第9條 

公路主管機關規劃、興建或拓寬公路時，應勘定路線寬度，商同

當地地政機關編為公路用地；該地在實施都市計畫區者，應先行

辦理都市計畫之變更。其為私有土地者，得保留徵收；保留期間，

在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者，依都市計畫法之規定；餘依土地法之

規定。 

第32條 
公路兩旁得由地方政府種植行道樹，並負責養護；其種植位置，

應會同公路主管機關勘定之。 

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標

準 

第11條 市區道路車道寬度規定如下：三、腳踏車道寬度不得小於1.2公尺。 

第12條 
市區道路路邊停車設計規定如下：四、劃設路邊停車格位時，依

停車需求配置汽車、機車或腳踏車停車格位 

第16條 
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規定如下：二、人行道允許腳踏車通行者其

計不得有礙行人通行。 

第18條 
各該主管機關為確保行人及腳踏車行走之安全，得視需要於服務

道路通過之商業區、住宅區、文教區及認有必要之區域，設置為

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徒步區。 

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 

第 6 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一、人力行駛車輛：指腳踏車(含經形式審

驗合格以人力為主動力為輔之電動輔助自行車，簡稱電動輔助自

行車)、三輪貨車、手拉貨車、板車等。 

第124條 

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

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慢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序行駛，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

路，應靠右側路邊行駛。但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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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條次 內容 
警察機關對行駛地區、路線或時間有特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慢車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行道行駛，並不得在禁止穿越地段穿越

道路。 

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 

第67-1條 

行人及自行車專用標誌「遵 22-1」，用以告示該段道路或騎樓以

外之人行道專供行人及自行車通行，其他車輛不准進入，並以行

人通行為優先。 
設於該路段或人行道起迄點顯明之處，中途得視需要增設之。其

通行有其他規定者，應在附牌內說明之。 

第68條 
道路專行車輛標誌，用以告示前段道路專供指定之車輛通行，不

准其他車輛及行人進入。設於該路段起點顯明之處。 
道路指定四輪以上汽車專行用「遵 23」。 

第69條 

車道專行車輛標誌，用以告示前段車道專供指定之車輛通行，不

准其他車輛及行人進入。懸掛於應進入該車道將近處之正前上方。 
車道指定四輪以上汽車專行用「遵 26」。 
指定自行車專行用「遵 28.1」，得以「遵 28.2」豎立於應進入該

車道將近處之路側。 
前項車種圖案除車道指定自行車專行用「遵 28.2」外，得擇要調

整。但同一標誌內所用車種圖案，不得超過兩個。 

第174條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用以指示僅限於某車種行駛之專用車道，其他

車種及行人不得進入。 
本標線由白色菱形劃設之，菱形之二對角線分別為縱向長250公
分，橫向長100公分，線寬15公分。自專用車道起點處開始標繪，

每隔30-60公尺標繪一組，每過交岔路口入口處均應標繪之，並於

每兩個菱形中間，縱向標寫白色車種專用車道標字或圖示配合使

用。 
本標線車道與車道間應以雙白實線或雙黃實線分隔，自行車專用

車道線得劃設於騎樓以外之人行道。 

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 

第69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 腳踏自行車。 
(二) 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

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且車重在40公斤以

下之二輪車輛。 
(三) 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

率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40公斤以下

之二輪車輛。 

第72條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

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處慢車所有人新臺幣

一百八十元罰鍰，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 

第73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

下罰鍰： 
一、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

路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二、不在規定之地區路線或時間內行駛。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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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條次 內容 
三、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岔路口。 
四、在道路上爭先、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五、有燈光設備而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臺北巿自行車

管理規則(草案) 

第7條 

駕駛人行駛自車應遵守下列規定： 
1.按遵行方向行駛於慢車道、人車共用道或自行車專用道。 
2.未設有慢車道之路段，應靠右側路邊行駛。 
3.行經河濱公園自行車牽引道時，應下車牽行通過。 
4.行經狹路、交通流量大、轉彎處及視線不佳等處，禁止併排通

行。 
5.駕駛人應隨時注意道路交通狀況，並與其他車輛保持安全距

離，同時避免行駛於其他車輛駕駛人視界不可視之處。 
6.駕駛人不應蛇行、競速或表演任何特技行為。 
7.孩童騎乘時，伴騎者宜保持在後方看顧，隨時注意提醒，不應

讓孩童獨自騎乘上路。 

第8條 

駕駛人行駛於人車共用道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注意行人通行動線，禮讓行人優先通行。 
2.行駛速度考量人行道上之行人量及交通狀況酌予增減，隨時做

好煞車及停車之準備，並安全通行。 
3.從行人後方接近或旁邊超越通過時，得事先輕按鈴聲提醒或警

示行人注意，並不得干擾或妨礙行人通行。 

第9條 

駕駛人行駛至交岔路口，應遵守下列規定： 
1.通過交岔路口時，應遵守自行車專用號誌之指示；未設自行車

專用號誌者，則依行車管制號誌之指示。 
2.在慢車道或右側路邊行駛至交岔路(段)口時，應依行車管制號誌

之指示，不得行駛行人穿越道線；若需利用行人穿越道線通過

時，應下車牽行通過。 
3.行駛於單向兩車道以上路口時，左轉彎之車輛應以兩段式左轉

方式為之，或以下車牽方式利用行人穿越道線穿越。 

第12條 

駕駛人應在規定地點、設置之停車架及以標誌或標線繪設之停放

區以內順序排列自行車。 
在未設置自行車停車設施之處所，自行車得比照汽缸總排氣量未

滿550立方公分之機器腳踏車停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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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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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道路建設時，縮減汽車車道寬度，以利自行

車專用道之劃設。 

（二）設計相關規範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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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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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部 97 年 1 月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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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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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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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訂定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著重於市區道路與市區的自行車道設計；交通部「公路路線設計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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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交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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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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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自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彙編」部份內容納入；100 年 8 月出

版第三版。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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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設計規範相關法定之頒佈，將較早如交通部運研所的「腳踏車專用道之

規劃研究」等相關研究列表如下。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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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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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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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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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位及相關計畫探討 

自行車道系統建設是整體環境建設與觀光資源發展的重要一環，規劃北臺自行車友善環

境自行車道系統，未來進行實質建設工作時，將必須與其他層級政府機關進行配合，劃

分權責，並且釐清建設經費補助額度與方式（表 2-3 及圖 2-1）並與各層級之自行車道

串連，其與相關計畫之整合考量如下： 

（一）配合政府「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建立 E 世代終身學習運動方案，期藉由

自行車相關硬體設施之建置及活動之推廣，達到「國民運動環境的改善」及「運動人

口倍增」之目標。 

（二）「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91 年度重要施政方針，其相關之配套措施，

諸如軟硬體設施、規劃建議，亦須相互配合並希透過動態活動宣傳舉辦及各縣市政府

合作，達到「國民運動環境之改善」，故自行車相關配套規劃設計之執行實乃刻不容緩。 

（三）行政院（95-100 年度）施政計畫--「千里自行車道、萬里步道」計畫，整合全國自行

車道路線及步道系統，達成健康及環保之自行車路線及步道系統之目標。 

表 2-3  中央及地方單位相關配合機關整理表 

機關 配合項目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協調整合各相關部門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風貌、市區道路、大型公園綠地建設 
農委會林務局 坡度平緩之林道更新再利用、各森林遊樂區、國家步道 
交通部觀光局 各層級風景區建設 
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高灘地綠道建設 
經濟部技術處 經濟部自行車島BikeLane旗艦計畫 
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空污補助經費與建設 
農委會農田水利會 農路、水圳、水路規劃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公路附屬設施配合建設 
直轄市、縣市政府 低交通量之鄉、縣、產業道路配合（建議夠統一主管單位） 
地方政府交通局 自行車道結合大眾運輸系統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提供建言、研究經費補助 
行政院研考會 提供建言、研究經費補助 
行政院主計處 提供建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社區營造、古蹟、文化資產 
教育部 鄉鎮地區中小學通學自行車道、自行車推廣教育 
行政院新聞局 辦理活動宣導與推廣 
行政院衛生署 辦理活動宣導與推廣 

資料來源：臺灣中、南、東部地區自行車道路網細部規劃委託研究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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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相關性計畫整合圖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2002 

以下蒐羅與本計畫相關之上位指導計畫，以匡正與指導本計畫之發展方向，並且延續

上位計畫之內容作系統性的發展。 

1.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網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2011） 

因應地球暖化與世界性之能源危機，人類開始正視汽車所帶來的機動性與便利性等

優點之外，其所帶來負面的耗能、污染、噪音衝擊，相對突顯傳統自行車與環境共

生的可貴。因此，重新思考自行車在「快速的交通運輸」與「慢活的觀光旅遊」所

扮演之角色，全球進而提倡節能減碳之環境覺醒與永續發展議題，各國也積極發展

自行車觀光（Bicycle Tourism）,期帶動鄉村旅遊發展，使得以自行車從事觀光旅

遊與休閒運動與通勤運輸，蔚為流行風潮。 

據此需藉由交通部所轄管之公路系統串連者，交通部已責成所屬先行檢視所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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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對自行車騎乘安全性及友善性，並加強與地方自行車路網之串連與相關指示系

統之改善。其間交通部所規劃之「環島自行車路網」係提供環島型自行車普通玩家

所使用之建議路線，有關『環島自行車路網』之西部路段，由公路總局與體委會協

調，充分了解體委會構想並達成共識後，與體委會共同提出幾條建議路線，並提出

後續之推動計畫。 

（1）計畫目標 

A.檢視並改良對自行車之友善性，以逐步構成環島公路自行車道系統。 

B.秉持因地制宜原則，並佐以完善配套措施，期能使自行車未來在國內能扮演

更積極而合宜之角色。 

（2）計畫內容 

依據交通部「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版）」（98 年 8 月），環

島自行車路網並非全面性興闢專用道路或是專用車道，而是檢視並改良公路系

統對自行車通行之友善性。 

以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查報改善資料、公路總局 97 年度交通量調查資

料，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公路基本資料庫線上查詢系統」查詢計畫內各公

路系統之道路影像為基礎，依據本計畫計畫發展策略與執行及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辦理之「城際自行車道系統規劃及環島路線串連可行性研究」，研判各路段

之改善方案。 

 
圖 2-2  環島自行車公路網西部地區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網計畫，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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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教育部體育署，2009） 

目前自行車道多屬片段、零星分布且未相互連貫，藉由「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

設計畫」將可統合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保署已建構完

成及刻正辦理之相關計畫，形成連貫、完整並具特色之自行車道路網；自行車道興

設係屬地方政府之權責，為順利執行本項計畫，中央機關係透過補助方式尋求地方

政府合作辦理，以利路線規劃及工程之施作，並將與各相關部會共同推動自行車道

軟、硬體之建置。本計畫預期效如下： 

（1）預計新增 1,500 公里自行車道，完成至少 17 個區域路網。 

（2）結合各地區人文、景觀、休閒運動或旅遊景點，建構永續運動休閒生活旅遊網，

活絡觀光旅遊產業。 

（3）透過自行車道宣傳及自行車活動之舉行，增加國內運動人口增加，強健國民體

能。 

（4）促進區域發展，並利與自行車相關產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擴大政府投資乘

數，帶動經濟繁榮。 

3.「千里自行車道、萬里步道」實施計畫（行政院，2006） 

全民運動之推廣以及休閒生活暢行，騎乘自行車已成為國人主要之休閒運動。若能

整合自行車道路線與步道系統，結合地區觀光資源、產業特色等，可有效提供國民

運動、休閒、旅遊及知性之活動空間。有鑑於此，行政院於 95 年 4 月 26 日宣示

應以健康及環保之概念，整合全國之自行車及步道系統。 

（1）計畫目標 

總目標：整合全國自行車道路線及步道系統，達成健康及環保之自行車路線及

步道系統之目標。提供國民生態旅遊、運動休閒、自然體驗、環境教育與景觀

欣賞的空間。 

A.第一階段（95 年 6 月至 96 年 6 月）目標： 

 規劃區域型自行車道路線，完成 11 條重要串連路線、建置自行車道 CIS

識別系統及建立自行車道維護管理評比機制。 

 完成鐵路、捷運、公路客運掛載自行車相關配套措施。 

 完成全國自行車道路線、步道系統與市區人行道系統之資訊資料與圖籍。 

B.第二階段（96 年 7 月至 100 年 12 月）目標 

 考量城鄉差距與各地區需求，設置與整合全國北、中、南、東 4 個具獨特

的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區之自行車道路線，完成環島適合自行車騎乘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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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 

 提供完善自行車騎乘配套措施（出租站、休息站等），讓臺灣成為國際聞名

的「鐵馬新樂園」。 

 修正相關法規，規定具規模之市區道路及公路應設置自行車及人行步道。 

4.臺灣地區區域性休閒運動自由車道系統規劃設置（教育部體育署，2001） 

（1）計畫目標 

為結合綠色矽島之國家發展藍圖及國內旅遊方案之精神，以「人」為核心，以

環島性路網為全國自行車道的主軸，將自行車道視為串連各區域及本身地區之

「綠廊」，並賦予各自行車道系統之主題定位，形成區域內重要之新興「綠色

休閒旅遊網絡」，引導民眾沿著海岸線及沖積平原環繞臺灣島一圈。建立完備

之環島路網周邊服務、景觀與休憩設施，且於車道兩旁闢建綠蔭緩衝帶，塑造

高品質之優美景觀，屬於第一級自行車道的設計標準，提供國人運動、休閒、

旅遊、知性之活動空間，並結合各縣市休閒運動或旅遊景點，建構國民運動休

閒生活旅遊網，帶動附近地區及都市之發展。 

A.規劃環島性、區域性及地方性休閒運動自行車道系統選址作業，提供國人運

動、休閒、旅遊、知性之活動空間。 

B.研訂休閒運動自行車道系統路線評選準則。 

C.規範自行車道設置形式。 

D.結合各縣市休閒運動或旅遊景點，建構永續國民運動休閒生活旅遊網之發

展，帶動附近地區及都市之發展。 

E.藉由自行車道系統規劃，提昇國人休閒運動之風氣，改善整體休閒生活環境

品質。 

（2）計畫內容 

此計畫強調以安全性、舒適性、趣味性、教育性與可行性高低為選取自行車道

規劃路徑之準則，並以此為目標建構環島性、區域性及地方性之臺灣地區區域

性休閒運動自行車道路網系統。另外藉由自行車道騎乘空間之調查分析，擬定

其設置模式以提供路網系統建構之參考。依據上述目標此計畫提出環島性、區

域性與地方性自行車道路網建置系統與規劃構想，分述如下： 

A.環島性路網 

環島性路網是全國自行車道的主軸，該車道的周邊服務、景觀與休憩設施完

備，具休閒遊憩、環境教育與地方交通功能，適合多日之自行車旅遊，該路

線串連區域性路網，也將是區域民眾聯絡的要道；路線與台鐵車站之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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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共同使用其轉載、租賃、停車、維修、旅遊資訊等資源。遵循前述整體規

劃構想的三個層級自行車道路網概念，及路線評選準則之低機動車流、老少

咸宜及景觀豐富考量，提出屬於第一級自行車道之環島性路網規劃構想。 

B.區域性路網 

該路線主要功能係滿足各區域休閒遊憩、環境教學與地方交通之需求。區域

性自行車路網以 1-3 天（週末）的行程安排較為恰當，適合中學（含）以上

的學校執行戶外教學或鄉土教學之理想遊程與路線。此計畫依據地區環境特

質與地理特色共將臺灣全島規劃為九大區域性路網系統。 

C.地方性路網 

 地方性自行車路網是自區域性路網再細分出來的分支，採用第三級自行車

道規劃設計。該等級自行車道規劃首重環境教育與地方交通功能，並兼具

休閒遊憩功能。適合半日或一日之自行車行程規劃，沿途可停留參訪社區、

地方產業與自然，是當地學校理想的環境生態與鄉土文化戶外教學之路線。 

三、相關補助計畫 

（一）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內政部營建署，2013-2016） 

1.定位與宗旨 

（1）本計畫推動主軸在於鼓勵地方政府以區域及城鎮空間發展進行整合規劃，就因

應氣候變遷之環境調適、綠色基礎建構、綠色交通、地方特色產業及友善空間

營造等重點面向，進行整體規劃，經由策略規劃分析，檢討各地區之發展優勢

及機會，提出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2）本計畫在推動策略上，有別於過去單點式、線狀式的建設，朝以面狀推動示範

地區之整體性規劃與建設，以「跨域合作」、「資源整合」、「縫補」、「串連」等

操作策略，透過跨部門資源整合平台，以計畫整合行政院經建會、環保署、原

民會、農委會、客委會、教育部、交通部、經濟部、文化部及本部等 10 部會

之 21 項關聯性公共建設計畫，適地、適性、適時之投入城鎮環境改造工作，

以發揮整體建設之加值綜效，建構具在地文化特色、樂活、友善之宜居城鎮。 

2.補助範圍與對象 

以農村再生範圍外之都市計畫區為原則；並以城鎮為單元，整合各部會相關計畫及

資源進行整體規劃。 

3.申請補助窗口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申請補助統一窗口。鄉（鎮、市）公所之申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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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經縣（市）政府依本須知規定辦理初審後統一彙整提報，否則不予受理。 

4.預期效益 

（1）透過跨部會補助資源整合，可發揮計畫綜合投資效果。  

（2）以議題導向式之整合發展模式，激勵中央及地方共同合作，優先篩選策略性節

點（門戶）地區，適地適性適時之投資，可提高城鎮創造力與競爭力。  

（3）整合觀光、自然、文化等特殊資源及優質生活環境空間之改造，可提高公共建

設整體服務品質，並營造優質樂活、悠閒之公共空間。  

（4）藉由整體規劃，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帶動地方產業活絡與發展，提高地方就業

市場，縮小城城鎮發展差距。  

（5）建置人本安全無障礙空間，滿足都市人行空間與友善設施之需求。  

 

圖 2-3  跨域整合示範計畫推動流程圖 

資料來源：城鄉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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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與各相關部會計畫整合關係圖 

資料來源：城鄉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2013 

5.補助經費類別及項目 

（1）辦理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申請補助空間範圍以區域或城鎮為單元，主要規劃範疇包含環境調適、綠色基

盤、友善空間、綠色休閒及軟體配套等，經由整體空間策略規劃分析，就各地

區發展優勢與機會，結合相關公共建設計畫補助資源，提出套裝跨域整合建設

計畫，計畫內涵如下：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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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跨域整合計畫分派示意圖 

資料來源：城鄉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2013 

（2）辦理前期計畫已核定跨年度補助計畫及已完成規劃設計且經檢討具投資效益之

案件 

（3）辦理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 

（4）辦理社區規劃師暨駐地輔導計畫 

6.提案原則及相關規定 

（1）計畫補助範疇以農村再生範圍外之都市計畫區為原則。 

（2）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衡酌過去年度補助額度，務實提報申請補助計畫。 

（3）申請補助「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A.申請補助「跨域整合建設計畫」規劃案以 3～5 案為限，規劃內容需包含未

來 2-4 年本部及相關部會重要投資項目；已完成跨域整合整體規劃並經相關

部門協調有具體共識者，可申請工程案，以 2 案為限；規劃設計案補助額度

每案以 200 萬元為限，工程案補助額度依審查結果辦理。 

B.計畫應經區域合作平台或縣市跨局處整合平台協調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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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就環境調適、綠色基盤、友善空間、綠色休閒及軟體配套等主題，提出套裝

建設計畫，以及結合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等整合規劃方式推動。 

D.計畫範圍至少應為跨 2 個鄉鎮或計畫內容至少應跨 2 個部會以上之相關公共

建設計畫。 

E.以單一鄉鎮市為範圍所提出之整合計畫，需先完成城鎮整體規劃後提出未來

2-4 年跨部會建設計畫，計畫經核定後不得再以其他名目提案申請本計畫經

費補助。 

F. 須依計畫內容及性質，自行訂定具體衡量指標 (諸如人均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提升比率、投資報酬率、自償率、遊客數等)，並敘明預估計畫完成後之指標

達成度。 

G.申請基地範圍應檢附居民共識協調紀錄或證明文件、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原則至少同意提供 10 年以上；惟國、公有土地，國有財產局或公產管理

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申請工程計畫應附具工程細部設計圖說。 

H.提案計畫應採用符合環保之綠色工法、材料及設計等，且其「綠色內涵」經

費不得低於補助經費之 10％為原則，並於提案計畫書中載明「綠色內涵」項

目及比率。 

（4）申請補助「前期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未賡續辦理後續工程」、環境景觀總顧問及

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A.請檢附已完成規劃設計尚未辦理後續工程案件檢討結果彙整表（詳附件三），

並檢核增列缺漏案件，逐案檢討各計畫投資必要性、效益及覈實估算每項計

畫所需經費後，提出申請補助計畫，並排列計畫優先順序。未提報後續執行

工程之列管案件，請具體說明未賡續辦理之理由。 

B.應符合設施減量、簡易綠美化、經費單價相對最低等原則，並注重建設項目

與品質之實用及耐久性，及考量日後管理維護成本負擔，其額度以每案不超

過 1,500 萬元為原則。 

C.個案申請計畫均應以當年度結束前可執行完成為基本前提。 

D.須依計畫內容及性質，自行訂定具體衡量指標（至少 1 項），綠美化面積（㎡）

乙項指標為務必研提項目，並敘明預估計畫完成後之指標達成度，例如「減

低二氧化碳數量（噸）」、「增加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面積（㎡）」、「增加

（或改善）人行徒步空間長度（ｍ）或面積（㎡）」、「增加透水鋪面面積（㎡）」、

「閒置空間（或建築物）再利用面積（㎡）」、「河川水岸或海岸簡易整理美化

長度（ｍ）或面積（㎡）」、「運用生態工程進行○○改造之長度（ｍ）或面積

（㎡）」等。 

E.各提案計畫申請基地範圍應檢附居民共識協調紀錄或證明文件、土地同意使

用證明文件（原則至少同意提供 5 年以上；惟國、公有土地，國有財產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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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申請工程計畫應附具工程細部設計圖

說。 

F.提案計畫應採用符合環保之綠色工法、材料及設計等，且其「綠色內涵」經

費不得低於補助經費之 10％為原則，並於提案計畫書中載明「綠色內涵」項

目及比率。 

（二）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教育部體育署，2013-2016） 

依據行政院 101 年 12 月 14 日院臺教揆字第 1010078368 號函核定「自行車道整體

路網串連建設計畫」（102-105 年度）。 

1.定位與宗旨 

（1）以打造環島路網為願景目標，辦理推動北、中、南、東部等地區縣市間優質自

行車道串連。 

（2）補助計畫之研擬請遵循行政院經建會 4 項審議結論：(1)環島串連效果、(2)縣市

間之串連斷點、(3)後續之管理暨保養維護機制、(4)優質化與跨域加值之綜效。 

（3）另內政部以「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為跨部門資源整合平台，整合內政部、

交通部、經濟部、文化部、行政院經建會、環保署、原民會、農委會、客委會

及本署等 10 部會之 21 項關聯性公共建設計畫，所提整合型計畫其涉其他部會

權責部分，亦可向內政部提出申請。 

2.補助範圍與對象 

（1）計畫補助範圍 

A.環島串連自行車道路線。 

B.跨縣市串連之自行車道路線。 

C.縣市區域內串連之自行車道路線。 

（2）計畫補助對象 

A.以自行車道為主體之規劃設計案。 

B.以自行車道為主體之工程建設案。 

3.申請補助窗口 

（1）以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申請補助統一窗口。鄉（鎮、市）公所之申請提

案，應報經縣（市）政府依本原則規定辦理自審後統一彙整提報，否則不予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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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縣市或跨區域案件之申請，得經協調由其中縣市或區域整合平台為統一申請

補助窗口。 

4.補助經費類別及項目 

（1）補助經費類別:補助款為資本門。 

（2）補助項目:符合第貳點之案件，補助款可支用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工程建

設費、工程管理費等。 

（3）不屬申請補助之項目 

A.用地費。 

B.非以提供一般民眾自行車休閒運動為主之相關設施。 

C.一般道路、橋梁、安全島等交通設施或設備之興闢、養護。 

D.興建治山防洪、水利、灌溉排水等工程。 

E..社區管理中心、活動中心、圖書館等社區活動或社會福利設施。 

F.採購非屬工程必要機器設備。 

G.砍伐或遷移原生樹林或重要生態保育植物。 

H.施作紀念設施（如大型意象、牌樓、鐘（鼓）樓、旗竿、假牆、神像雕塑）、

各種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管理中心或管理站、水舞等大型遊樂設施等。 

（4）申請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A.相關補助計畫之申請及審核方式請依內政部「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申請

補助作業須知辦理。 

B.所提自行車道路網若有銜接台鐵火車站、公路總局主管省縣道與觀光局管轄

風景遊樂區自行車道等部分，可循上開整合計畫洽請交通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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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自行車道路網概念圖 

第二節  國內外經驗分析 

一、國內自行車友善環境 

臺灣近年來自行車活動盛行，各地方也設置了多條自行車道系統，以下就幾個對自行車

友善環境的國內案例發展重點整理如下： 

表 2-4  國內案例綜整表 

國內案例 重點資訊匯整 

宜蘭市鐵

路高架化

舊鐵道空

間及周邊

地區自行

車道（5公
里） 

基地位於宜蘭市西南方，涵蓋範圍北起宜蘭市校舍路與鐵路交會口，南至宜蘭聯絡道B，
寬度約30公尺。其狹長的空間尺度而言較適合作為動線空間形式開發。利用此一特性妥

善開發基地，讓原有的封閉單線型式擴展成網狀的流通脈絡之主幹，進而帶動周邊發

展，成為另一新興型式的休閒活動空間是值得關注的課題。整體計畫目標如下： 
1.人車分道，保障行人路權 
2.強化區域特色充分展現動線周邊環境的個性 
3.擁抱綠意的社區自然的環境令人感到舒適 

串連宜蘭縣溪北－溪南之間自行車道系統，成為雙子城間重要人文綠地空間的連結，並

帶動基地西側都市計畫區內之農業區優質發展。可利用帶狀空間提供相關活動進行，如

馬拉松、自行車競賽、植物認識等。 

花蓮玉里

環鎮自行

車道（21
公里） 

玉里鎮呈狹長狀，東西兩側為山林所圍繞，主要生活圈

則沿秀姑巒溪分布。就玉里都市計畫區而言，東側有秀

姑巒溪縱流，北有卓溪、南有源城溪繞經，而玉水圳更

伸進玉里生活空間，將水文與生活聯繫一起。未來自行

車道要如何利用既有自然生態創造一個舒適、具趣味性

的休憩環境，甚而主動串連藍綠帶網絡，將成為一重要

課題。空間發展主題如下： 
1.東環線(玉里心線)-漫遊玉里之心 
2.西環線(青春之線)-躍動青春支線 
3.通學生活路線(好生活線)-便利玉里好生活 
4.193線道(原民之線)-原民文化綠廊 
5.花75線(綠野之線)-綠色長良田道 

其中東環線最具特色之路線，是再利用96年3月廢線之花東鐵路舊線空間轉化而成的玉

里自行車道舊鐵道支線，東環線之鐵道支線，自與新鐵道交會處（晨曦社區）至安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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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案例 重點資訊匯整 
站，長度約5.5公里，沿線經過水稻田，視野開闊優美，其中還有橫跨秀姑巒溪的鐵橋，

可觀察菲律賓板塊與歐亞板塊地震相關紀錄，此路段未來藉由搭配台車、觀景台與自行

車道之設計，並且藉由路線節點規劃，為安通車站注入新生命，同時保存舊鐵道空間的

特色，使旅客體驗鐵道文化。 
1.利用舊鐵道兩側腹地，單側設置2.5公尺之自行車道，舖面採瀝青混凝土或PC拉毛設

計，另一側每300公尺設置休憩木平台；原有軌道可設置台車供遊客使用。 
2.為營造舒適的自行車騎乘環境，沿線應栽植喬木供遮蔭，低矮植栽則採用田籬、野花、

芒草等可與環境相融的植物以及運用軟性素材界定空間。 

嘉油鐵馬

道（3.5公
里） 

利用閒置的中油舊鐵道修築，於嘉義市世賢路四段中油廠區旁設為起點，途經美源、光

路、湖內等三里，以及嘉義水上鄉三和、下寮、回歸等三村。中油於91年停止營運，於

94年5月借於嘉義市政府借用認養作為「休閒自行車道及景觀綠美化」使用。 
在原有鐵道兩側鋪設各2公尺寬的自行車道，並依沿線的地形與水文，分別設置休憩涼

亭、濕地生態、荷花池，車道旁栽植中株與小株喬木、高與矮灌木，並於重要道路交叉

口架設入口花廊，充分滿足生態、美學、觀光暨休閒之多功能需求。環境特色如下： 
1.中油舊鐵道特殊的歷史背景，為臺灣稀有的產業遺構，更屬珍貴之人文景觀資源。 
2.油罐車穿梭在嘉義市區，穿過民宅、菜市場等的記憶，是在地人永難忘懷的光景。 
3.沿線景點豐富，包含北回歸線車站、中油煉製研究所、道將圳、紅瓦厝、鴿溪寮等，

可作為遊憩吸引點。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國外自行車友善環境 

以下針對各國發展自行車系統的發展重點整理如下： 

表 2-5  國外案例綜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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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夏威夷州的檀香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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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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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行車停放設施「Bikebike」(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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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架的造型為自行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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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稱為「Bikeb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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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與企業結合的自行車推廣活動(吸引力性) 

每年五月是美國的國家自行車月(national bike month)，當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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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持續推動的自行車教育訓練計畫「Bike ED program」(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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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自行車基金(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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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茂宜島火山自行車觀光(吸引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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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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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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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全國自行車路網(NCN)計畫的目

的有以下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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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英國自行車規劃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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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景點與當地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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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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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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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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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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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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整合涵蓋至周邊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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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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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歐盟全力推動自行車觀光旅遊產業，可作為北臺八縣市自行車友善環境計畫推動之

參考。 
紐約公共

自行車系

紐約市於今年5月，正式啟動全美國最大公共自行車系統，為打造“綠色之都”邁出了重

要一步。全市共設置300個站點並提供6000輛藍色自行車供民眾使用，除為地區居民綠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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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色出行使用方便外，同時也為世界各國遊客提供騎車漫遊紐約的服務。 

其公共自行車系統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自行車租賃

系統，從網絡預訂到自行車站租車，管理全面數字化、

自動化。租車人只需用信用卡或銀行借記卡支付押金後

即可取得一枚智能鑰匙，藉此取用自行車。自行車用畢

後可歸還至300個站點中任意一個。遊客還可以用智能

手機從網絡上下載專用軟件，獲得紐約市自行車路線圖

以及相關各種服務。 

紐約公共自行車系統採取政府主導、私營企業出資並負

責管理的形式；美國花旗銀行負責全部投資，因此獲得

了在所有自行車和租車亭打上花旗標誌、並經營自行車

相關安全保護性產品的權利。花旗銀行規定顧客必須使

用信用卡或銀行借記卡，租車人需繳納一定額度的押

金，以保障自行車能完璧歸趙。紐約公共自行車還採用

了先進的防盜和自行車維修感測裝備，以減少自行車被盜和受損的情況。 

自行車出租站點大多設在人口密集、道路狹窄的居民區，雖許多地方居民反對在路邊設

公共自行車站，有人甚至訴諸公堂，故政府為此與協調社區委員會、民間社團等各利益

相關方代表召開了400多次會議，同時通過專業網站廣泛徵求意見，廣納6.5萬條意見和

建議，經多次修改方案後，才確立了目前的出租車站點。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三、國內外自行車發展經驗綜合分析 

綜合整理國內外自行車道案例特性，從國內及國外發展自行車活動之經驗，探究其成功

個案之因素背景以及造成限制與阻力之來源，綜合歸納出下列四項最具關鍵性的議題，

以作為推動北臺八縣市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的參考，包括： 

（一）路網整合是推動綠色（自行車）觀光及串連景點與地區周邊服務設施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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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點修補即為首要工作之

一。 

（二）旅遊資訊整合可協助旅客瞭解旅遊地區服務設施分布及交通系統（例如自行車道、停

車場、鐵路場站接駁等），透過配套軟體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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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友善自行車環境營造須考慮涵蓋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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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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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2-23 

與其它設施的整合，包括斷裂點修補、提供安全的自行車道系統、配套軟體整合、規劃

自行車旅遊路線與充足的自行車資訊、友善自行車環境營造、設置正確的標示系與租借

自行車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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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行車友善環境與規劃評估原則 

一、定義何謂本計畫所述之「友善環境」 

經由上述關於國內外案例及相關文獻中對於自行車友善環境之說明，可以歸納出友善環

境需滿足安全無虞的路網環境（Safety）、連續完整的路段接續（Continuity）、平穩順

暢的騎乘路徑（Directness）、舒適流暢的活動體驗（Convenience）、完善多元的空

間感受（Attractiveness and interest）五個準則，茲將各準則及相關因子整理如下表

所示： 

表 2-6  自行車友善環境評估準則與因子 

目標 評估準則 相關因子 引用來源 

自行

車友

善環

境 

安全無虞的路

網環境

（Safety） 

防護措施 日本 

與其他運具實體分隔

並降低其他運具的速

度差異 

哥本哈根、日本、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

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易於辨認的道路標誌 
哥本哈根、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

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一致性交通號誌 
英國、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

計 手 冊 之 研 議 、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舒適流暢的活

動體驗

（Comfort） 

遮蔽物 
荷 蘭 鹿 特 丹 、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指標系統 
荷蘭鹿特丹、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

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明確性 
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

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道路鋪面材質與平整 
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

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連續完整的路

段接續

（Continuity） 

路網完整性 
奧地利、荷蘭阿姆斯特丹、日本、100年交通部東

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路徑完整性 
日本、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

計 手 冊 之 研 議 、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平穩順暢的騎

乘路徑

（Directness） 

直接距離 
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

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直接時間 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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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評估準則 相關因子 引用來源 
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完善多元的空

間感受

（Attractiven
ess and 

interest） 

公共安全 
西班牙、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

設 計 手 冊 之 研 議 、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環境景觀 
柏林、波蘭、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

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設施空間便利性 
依據自行車使用者實際需求及感知所歸納之友善

空間感受，如重要節點或遊客中心未設置安全的自

行車停車空間，以及如廁時之自行車安全問題 

（一）安全無虞的路網環境（Safety） 

安全性是自行車計畫最基礎的部份；自行車騎士在危險的路段，會與其他交通工具產

生衝突，因此自行車道應是安全的，不僅能夠提供個人安全，更應減少騎士與其他人

的衝突。而單車族騎乘於自行車道空間時，人身有安全感受，讓單車族能夠安穩地達

到目的地，因此需避免複雜的路線規劃以及避開障礙物並提高安全程度，藉由將自行

車騎士從高交通流量的路線分流或是改道，才可達到安全的目的。 

車速和聲音會影響自行車騎士的安全，若兩者皆增加，則應將自行車騎士與機車騎士

分開，路口安全更是重要。路燈和其他能夠提供個人安全的設施也很重要。 

騎士們應該要有一個方便且提供高程度個人安全的路線，且在夜晚需有照明。騎士們

對於安全的感覺是很重要的。適當的基礎設施標準和設計能使騎士們覺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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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安全性準則內各因子釋義表 

因子 釋義 

防護措施 
自行車路網必須讓使用者擁有自身及財產的安全感。自行車道設置護

欄或路障，以維護自行車騎士之安全。 

與其他運具實體分

隔並降低其他運具

的速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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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像緩衝綠帶等分隔設施，如果無分隔，則必須降

低速差或採繞道。 

易於辨認的道路標

誌 
所設置的每種標誌設施應該要讓所有道路使用者易於辨認。 

一致性交通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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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一

致性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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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自行車道設置時速及禁止警告標誌 
后豐鐵馬道出入口  張馨文攝 

 

自行車道與道路之間設置綠帶之緩衝空間 花
蓮自行車專用道  張馨文攝 

設置護欄於邊坡上，預防自行車騎士摔落邊

坡  臺東池上自行車道  張馨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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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舒適流暢的活動體驗（Comfort） 

自行車路網必須讓騎士容易到達目的地，提供單車族安全之騎乘環境，能有愉悅的身

心感受，考量舒適、具景觀美質騎乘空間。使用者需要平緩的、維護良好的表面、清

潔的以及坡度平緩的自行車道。而下雨和颳風會降低騎自行車的意願。 

 

 

 

 

 

 

 

 

 

表 2-8  舒適性準則內各因子釋義表 

因子 釋義 

遮蔽物 
提供單車族能有遮陽的功能，具涼爽的騎乘環境。 
1.保留自行車道旁樹形優美或原生樹種。 
2.有連續遮蔭綠帶空間。 

指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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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性 
自行車路網必須明確且簡而易懂。特別是交叉路口的設計，以及標誌的

選擇；不明確的道路會導致騎士混亂和猶豫而造成危險。 

道路鋪面材質與

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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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品質具透水性、防滑、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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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 (1993)、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三）連續完整的路段接續（Continuity） 

保持動力對於自行車騎士來說是最重要的。規劃連續性的網絡，串連所有景點的起點

以及終點，以及自行車道以連續的串連，提高使用機會，移動地點選擇性高。並且自

行車路線也應提供使用者於旅途中更多暫停的選擇，例如說安全的停車處、自行車租

借站以及便利的轉運、轉乘系統，像是可以串連辦公大樓、市場、社區、公園、學校…

等，提供相關一致標準的保護及休息設施。 

自行車道兩旁有適當之遮蔽物  
后豐鐵馬道  張馨文攝 

自行車道與車道間以顏色及標線界定其路權

範圍  后豐鐵馬道  張馨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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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豐鐵馬道相關指標指示設施，有著多樣化的指標系統，容易使自行車騎士混淆 
后豐鐵馬道  張馨文攝 

  

表 2-9  一致性/連續性準則內各因子釋義表 

因子 釋義 

路網完整性 
自行車路網必須讓騎士容易到達目的地。路線除了具有筆直性、連續性之

外，也應提供使用者於旅途中更多暫停的選擇，例如說安全的停車處、自行

車租借站以及便利的轉運、轉乘系統。 

路徑完整性 市中心及重要文化休閒設施可互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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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81)、 

（四）平穩順暢的騎乘路徑（Directness） 

自行車騎士通常選擇最筆直且延誤最少的路線到達目的地，自行車路線盡可能越筆直

越好，停車設施要在方便的地點，彎曲的道路或過度的拉長行車時間可能會使得自行

車道使用者感到害怕，讓自行車騎士選擇較危險但筆直的路線。路徑的選擇應該儘可

能符合旅次期望線(Desired lines)的需要，以提供直接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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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舊鐵橋單車道--直接連結后豐鐵馬道九號隧道及東豐綠廊 
后豐鐵馬道  張馨文攝 

 

表 2-10  順暢度準則內各因子釋義表 

因子 釋義 

直接距離 
自行車路線盡可能越筆直越好，並且降低自行車騎士無專用號誌保障通行的

交叉路口數以及剎車頻率降到最小。 

直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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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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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 (1993) 

 

（五）完善多元的空間感受（Attractiveness and interest） 

自行車路線要與周圍環境互相整合、互補，加強公共安全，看起來要有吸引力，且有

助於提供自行車使用者愉快騎乘的經驗，因此若是自行車道周邊擁有吸引力和趣味

性，可讓自行車道使用者的興趣大為增加，相較於騎單車做為通勤者來說，將騎乘自

行車作為休閒娛樂的人更視為重要。從這個觀點看來，會對於環境產生影響，規劃者

應注意必須將設施融入環境當中。 

  

結合河濱公園之自行車道為適意性高的休閒

體驗空間  臺東大坡池  張馨文攝 

搭配現有之觀光旅遊資源以及在地特色，增

加吸引力  臺東伯朗大道  張馨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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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吸引力及趣味性準則內各因子釋義表 

因子 釋義 

公共安全 
路網中的照明、周邊地區與路段要有足夠安全視野，且有良好維護的公

共空間，其應符合公共安全的規定。 

環境景觀 
加強景觀、休憩設施，並連結適當的休憩地點。 

應整合串連多處遊憩景點如公園綠地、風景區、古蹟區、文化區等。 

設施空間便利性 

重要節點或遊客中心應設置安全的自行車停車空間。 

廁所之設置應考量自行車可方便牽入並置放，以確保安全。 

遇樓梯、跨橋或牽引道，應設置牽引設施。 

自行車道規劃的起點、終點、節點，應視其區位與機能，提供不同規模

之停車空間、廁所、加氣補給、簡易盥洗功能…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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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彙編

(2004)；本計畫整理 

 

二、符合友善環境之規劃設計與評估原則 

（一）自行車騎乘的歸屬感 – 路權的爭取 

由於臺灣交通環境複雜，機車使用率高達 30%以上，位於中南部的使用率甚至可高

達近 40%以上，因此在參考國外的自行車道設計手冊時，必須特別針對臺灣的交通

環境特性審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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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計畫制定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其基本流程如下圖 2-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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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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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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行車騎乘的舒適感 – 設施的品質 

在騎乘自行車的過程中，順暢的銜接路網、專屬且安全的交通號誌，以及除了車道工

程外的其他自行車道其他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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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影響整

體騎乘舒適感重要因素。 

1.自行車路網規劃原則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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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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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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般標誌所指示的並不一定是自行車騎士最直接的路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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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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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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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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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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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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行車道相關設施之維護管理養護機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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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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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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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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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繞道因素（騎車距離/直線距離） 
2.延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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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停止頻率（每公里停止數） 
2.緩慢騎行（速度降到低於 10 公里/小時的時間） 
3.交通損害（根據汽機車、行人、或其他自行車騎士依順序騎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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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缺少通行權（每公里缺少通行權的次數）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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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行車路網友善化的切入點 

無論是自行車道系統或是公共空間的使用中，指標系統扮演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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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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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道主輔軸線長度約 618.64 公里，其中自行車專用道約 324.75 公里，共

用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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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設置了指標系統。立意雖好，但也因無橫向的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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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未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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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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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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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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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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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環境分析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整合清查，得知各縣市自行車道長度歸納如表 3-1 所示，全長

共計約 1,782.9 公里。除各縣市存在的各項待解決問題外，另一大問題考驗即在於八縣

市自行車整體路網跨區連結部分。其中如基隆市因區內自行車路網甚少，較難串連臺北

市與新北市路網；宜蘭縣距新北市尚有一段距離，唯目前濱海自行車道北段延伸方能完

成跨區自行車路網聯結等問題。另外自行車道形態而言，北臺自行車路段以多為濱海型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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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北臺八縣市現有自行車道長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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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12.8 公里 

宜蘭縣 243.9公里 
桃園縣 206.3公里 
新竹縣 267.6公里 
新竹市 22.2公里 
苗栗縣 494.0公里 
總計 1,782.9公里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針對北臺各縣市自行車路網現況及周邊遊憩資源進行全面性盤點，詳細內容如下： 

 

第一節  臺北市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臺北市自行車道路網分布綿密，聯繫程度甚佳。若排除市區道路自行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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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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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臺北市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臺北市自行車車道型態主要以自行車/行人共用道為主，路網與捷運網絡交會程度

高，利於民眾攜帶自行車搭乘捷運至各處自行車道；同時自 2009 年起，市府即大力

推動 YOU BIKE 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提供民眾另一種轉乘的服務，並陸續擴大

服務中。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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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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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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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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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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臺北市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以臺北市而言，位處北臺自行車路網重要的門戶樞紐，其中臺北火車站及松山機場

不僅是對內的重要核心節點亦是對外的門戶標的。 

臺北火車站為三鐵共構的主要運輸樞紐，周邊又有大型中央公園計畫推動中，未來

配合自行車轉乘、轉遊的可行性，將有助提供周邊商圈另一發展契機及休閒路網系

統的接軌；此外，松山機場屬空港門戶，目前又有捷運及藍色公路連接，鄰近河濱

公園段，亦是推廣國內外半日遊或一日遊自行車觀光形態的另一重要關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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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兩處特殊區位的狀況外，彙整臺北市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臺北市友善

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臺北市自行車路網的建構，除目前重要道路的連

貫外，應更進一步配合 YOU BIKE 公共自行車租

賃系統的增加與區域範圍的擴大，整合捷運網絡

及社區環境的連結關係，以徹底達到友善環境的

縫補課題。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臺北市自行車道多沿河岸兩側規劃，雖河岸間連

通性高，但區域間的連結仍受限於都市內繁雜的

交通網絡系統。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1）部分自行車道路徑跨越公園、車道或與人行

道空間重疊，相互切換轉折時易造成騎乘的

困難與無所適從，直接影響用路安全。 

（2）多數人行道與自行車共用路面斑駁顛簸，或

沿途障礙物充斥，騎乘時阻礙甚多。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臺北市自行車道部分缺乏完善的指標系統或指

示標線，導致騎乘者辨識不明的狀況，其中尤以

市區道路沿線問題最為嚴重，如忠孝東路兩側缺

乏指標系統、愛國西路兩側缺乏標線等問題，都

會造成閱讀及理解上的困境。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臺北市以市區道路型自行車網絡及河濱自行車

道為兩大主軸形態，相較而言河濱自行車道系統

配合周邊景點、公園綠地等狀態，環境景觀已逐

步清整改善，且大多具備騎乘者所需之相關設

施，如：廁所、標註、租賃等；然在市區路網則

因交通流量與腹地大小等狀況而有所落差，環境

設施的完備性較為缺乏。 

路網整合應更進一步結合社區聚落 

自行車路網應具備清楚明確的指標系
統以利騎乘者判讀 

市區型自行車路段相關配套設施缺乏，
且周邊環境景觀與品質落差大 

自行車道路徑與車道或人行道間的交錯
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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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北市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新北市自行車道路網分布較為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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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新北市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新北市自行車道型態主要為自行車/行人共用道（分布於河岸景點區）及自行車/汽機

車共用道（北海岸及東北角一帶），亦有自行車專用道。 

  
圖 3-5  新北市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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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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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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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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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景點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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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6  新北市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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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新北市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1）台 15 省道橋下空間及海岸腹地缺乏妥善應用，造成林口至桃園自行車道連結

斷裂，使沿線觀光遊憩景點無法完整串接。 

（2）新北市海岸（如林口、北海岸等）因地形影響，擁有多條縱向溪流切割，增加

自行車道串接難度；且溪流出海口汙染問題嚴重，影響整體騎乘環境品質。 

（3）新北市海岸自行車道（如北海岸及東北角地區）受限於地形及腹地不足問題，

造成部分路段斷裂未能妥善銜接。 

   
橋下空間未妥善運用 縱向溪流切割降低路網連結度 海岸腹地不足，造成路段斷裂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新北市市區型自行車道因道路交通流量及路幅狀況不一，而有銜接不良之狀況發

生，以致於系統規劃往往具轉折或迴路之安排。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台 2 省道新北市沿海路段車輛速度快且有砂石車使用(如台北港附近因工程施作造

成砂石車進出頻繁)，自行車道應與汽機車分隔以保障騎乘者安全。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道，安全性堪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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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連結新北市與宜蘭縣自行車道，目前仰賴台 2 省道，但現況台 2 省道部分路段並無

任何的標線或號誌，使多數騎乘者無法獲得正確騎程路徑資訊。 

  
路邊無任何標線與標示，且有汽機車暫停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1）東北角自行車道規劃為單邊雙向自行車道，因指示及標線系統不清及橫向穿越

標示系統缺乏，使多數騎乘者無法獲得正確騎程路徑資訊。 

（2）新北市河、海岸景觀遊憩點豐富，應加強自行車導引指示系統以增加自行車道

與遊憩景點串連性。 

  
自行車道路徑缺乏明確指標，導致騎乘指引及判斷上的障礙 

（二）路網斷裂點 

目前新北市自行車路網目前有 5 個斷裂點，斷裂點現況與位置請參閱下圖及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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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新北市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表 3-2  新北市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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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km 

1.下罟子漁港自行車道未妥
善銜接。 

2.橋下腹地未能善加利用。 
3.自行車服務設施不足，缺乏

完善的指示標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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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行車道路徑缺乏完整迴

圈式規劃。 
2.自行車道與市區產業道路

銜接不良。 
3.周邊軍事碉堡廢棄，未能妥

善運用。 
4.周邊垃圾掩埋場，影響騎乘

景觀品質。 
5.周邊溪流廢水排放問題，不

僅影響生態及景觀美
質，其氣體臭味亦影響騎
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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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2
線-金山中角沙灘

自行車道 
14km 

1.部分路段無自行車道標線
標示 

2.台 2 省道車速快，然現況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線，增
加騎乘危險性。 

 

1-4 
核二廠國聖海灘-
經野柳-萬里瑪鍊

港沿臺2公路 
約7km

台2省道車速快，然現況自行
車與汽機車共線，且寬度較
窄，增加騎乘危險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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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路段無自行車道標線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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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隆市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基隆市自行車道路網分布狀況，可分成三段：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北寧路自行車

道、基隆河七堵段沿岸等。前兩者為濱海景點，後者為河岸遊憩景點。 

 

圖 3-8  基隆市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基隆市自行車道型態主要為自行車/行人共用道（分布於海岸及河岸景點區）及自行

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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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基隆市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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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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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基隆市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基隆市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基隆市之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基隆河七堵段沿岸自行車道中間並無任何自行車道

連結，必須依賴市區道路。 

現有自行車道間必須依賴既有車行道路連結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基隆市之自行車路網有部份雖沿火車鐵軌劃設，但火車停駛空間缺乏妥善利用與規

劃，另外路網依據既有道路劃設，道路車流量大，除造成安全威脅外，亦缺乏直接

通行的最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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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停駛空間未妥善運用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基隆市之自行車道除北寧路為自行車專用道，其餘為混用道路，且未設立相關標

示，易混淆騎乘者之資訊。 

 
未劃設自行車道或是設立相關標示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部分自行車道會有設置路障或是高低處銜接處高低落差太大，以致通行不易。 

 
巷道設置路障，自行車無法通行 銜接處高低落差大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基隆市之自行車道起點可由基隆火車站做為轉運點，但火車站缺乏相關指示標誌或

是相關資訊，且車站前也缺乏緩衝區域，對於自行車要利用火車轉運設施較為不易。 

臺北市政府 

 
3-16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缺少自行車相關指示標誌或相關資訊 車站前缺乏緩衝區域 

（二）路網斷裂點 

基隆市自行車路網目前有 4 個斷裂點，斷裂點現況與位置請參閱下圖及表所示。 

 
圖 3-11 基隆市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表 3-3  基隆市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
文化路口-基隆火

車站 
約5km 

本段路程並無自行車道之規

劃，無法銜接現有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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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2-2 

基隆文化路口-舊
港 濱 仙 洞 隧 道 
（中山一、二路拓

寬計畫留設自行

車道） 

約

1.5km 

1.自行車道與道路無斷口銜接。 
2.本段路程並無自行車道之規

劃，無法銜接 
3.舊有廢棄鐵道隧道未能善加

利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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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基隆港貨運功能被台北港

取代後，可善加利用碼頭區空間

規劃自行車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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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有廢棄鐵道及隧道未能善加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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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宜蘭縣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宜蘭縣自行車道路網分布狀況，其路網可分為兩個子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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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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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串連；宜蘭的平原串連路線規劃建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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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2  宜蘭縣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3-19 

車道型態建置相當多自行車專用道、共用道的部份亦為汽機車較少的路線。 

 

圖 3-13  宜蘭縣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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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串連；宜蘭的平原串連路線規劃建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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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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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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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景點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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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博物館」已於2010
年8月開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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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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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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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景點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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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4  宜蘭縣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宜蘭縣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1）宜蘭縣自行車路網呈現多個環狀型，而各路網之間連結多為自行車/汽機車混合

道，僅少數有自行車專用道，部分路段未劃設自行車道，形成路網之間無法銜

接。 

（2）宜蘭縣海岸因地形影響，擁有多條縱向溪流切割，增加自行車道串接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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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劃設道路分隔線 未劃設道路分隔線 

  
堤岸空間未妥善運用 路旁車道空間太過狹窄，且還有障礙物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濱海自行車道因中間有民宅，導致自行車道無法銜接，須沿道路繞過民宅再接回自

行車道。 

  
自行車道因為中間有民宅，必須繞路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宜蘭縣雖有規劃及劃設相關自行車道，但部分自行車道因在民宅前面，因此常會有

車輛直接停在自行車道上，以至於騎乘者必須繞過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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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直接停在自行車道上，導致自行車騎乘者必須騎至快車道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宜蘭縣的自行車道多為各自獨立，車道之間連結現況多依賴既有道路，因指示及標

線系統不清及橫向穿越標示系統缺乏，使多數騎乘者無法獲得正確騎程路徑資訊。 

  
缺少通往現有自行車道的指示牌或標誌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宜蘭縣內眾多風景勝地、觀光景點與特色空間，然當前自行車道與之觀光遊憩引導

系統較為薄弱，以致遊憩點與騎乘路徑的線狀連結成效有限。 

（二）路網斷裂點 

宜蘭縣自行車路網目前有 5 個斷裂點，斷裂點現況與位置請參閱下圖及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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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宜蘭縣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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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宜蘭縣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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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路程並無自行車道之規
劃，無法銜接現有自行車道。
(已有規劃，但此處腹地受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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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3km
本段路程並無自行車道之規
劃，無法銜接現有自行車道。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

站-南方澳漁港（中

城橋）  
約5km

1.部分路段有規劃自行車
道，但是多被汽機車停放
占用。 

2.部分路段未規劃自行車
道，造成路網中斷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 6km 
利用鄉間小路做為聯絡道，
較為缺乏相關自行車指示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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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桃園縣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桃園縣目前自行車道路網分布呈分散狀態，以各地區性遊憩路線為主，主要分為 1.

大溪龍潭一帶（鄰近二高及石門水庫）、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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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鎮一帶（石門大圳、

平鎮） 三大系統。另外，尚有許多休閒路網，已形成地區性系統自行車路網。 

 

圖 3-16  桃園縣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在車道型態方面，桃縣大部份是自行車/汽機車混合道，僅少部份為自行車專用道及

自行車/行人混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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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桃園縣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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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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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桃園縣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桃園縣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濱海自行車道連通至市區路段以桃林鐵路沿線斷裂狀況最為嚴重，僅少數路段規劃

自行車道，若能配合鐵路空間加以設置，將有助於濱海市區內環狀網絡的連結。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與桃園火車站之間無直接自行車道鏈結，騎乘者必須多繞路才

能到達火車站轉運至其他地區。 

  
火車停駛空間未妥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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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桃園縣濱海自行車道與橋下道路或側車道共用，自行車道應與汽機車分隔以保障騎

乘者安全。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道，安全性堪慮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往三坑老街自行車道，指示及標線系統不清使多數騎乘者無法獲得正確騎程資訊。 

無明確之指標及標線系統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桃園縣自行車道路網無論地區型系統或濱海系統，都面臨周邊設施不足現象，往往

需透過自行開車前往方式始得成行，而沿海周邊景觀受氣候及環境影響，有多處荒

廢或缺乏整理的老舊景點，影響整體環境吸引力。 

 
自行車道沿線缺乏妥善管理與清整，降低環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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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網斷裂點 

桃園縣自行車路網目前有 4 個斷裂點，斷裂點現況與位置請參閱下圖及表所示。 

 

圖 3-19  桃園縣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表 3-5  桃園縣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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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km 

本路段為與汽機車共用道，且

車流量大，較為危險；縣府已

於 101 年增設標誌及貼面，以

因應安全問題。 
 

4-2 桃林鐵路 
約

16km 

1.本段路程並無自行車道之

規劃，無法銜接現有自行車

道；縣府目前朝向BRT導
向，希望在許可狀態下納入

自行車道的使用空間。 
2.舊有廢棄鐵道隧道未能善

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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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 約7km 
目前鐵路局正在規劃鐵路高

架化，之後建議可利用橋下空

間規劃自行車道 

4-4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

電廠-桃園縣竹圍漁

港  

約

3.5km 

本路段利用西濱快速道路的

機慢車道，車流量大且車速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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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新竹縣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新竹縣自行車道路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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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串連自行車道）。另湖口自行車道系統較為獨立。 

目前新竹縣已建設完成的自行車道，新豐濱海自行車道可與桃園縣新屋鄉及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串連；而山線新埔霄裡溪自行車道與桃園縣龍潭串連。 

 

圖 3-20  新竹縣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在車道型態方面，新竹縣幾乎為自行車/汽機車混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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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新竹縣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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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道串連)；已及山線新埔霄裡溪自行車道與桃園縣龍潭串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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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景點 簡介 

1 
新豐紅

樹林 

昰新竹縣新豐鄉紅毛溪出海口的南北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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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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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景點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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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 新竹縣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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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新竹縣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市區與河濱自行車道的連結缺乏妥善整合，導致兩者難以接軌，且途經之主要幹道

在缺乏腹地狀況下也難以接續。 

 
自行車道於河濱斷裂，缺乏通行進入或接連穿越重要路口的可能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區內部分路段途經重要核心聚落，道路狹小且交通流量大，需配合路況及公共運具

路線調整行經建議路段。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新竹縣山線自行車道因與縣 115 共用，且此上下坡較為劇烈，車輛速度快且多砂石

車，自行車道應與汽機車分隔以保障騎乘者安全。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道，安全性堪慮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雖有設置自行車專用道，然路況及周邊環境並無妥善良好指引及鏈結，易造成空間

接續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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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往休息亭部分有路障，無法直接

到達 

河堤邊雖有規畫自行車道，但缺乏相關標

誌與標線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自行車通行路徑沿一般地方或產業型道路接續，部分設置地面標示，然路況及周邊

環境並無妥善整頓及良好指引，易造成空間接續的斷裂。 

 
一般地方或產業道路無相關指引標示 

（二）路網斷裂點 

新竹縣自行車

路網目前有 4

個斷裂點，斷

裂點現況與位

置請參閱下圖

及表所示。 

 

 

圖 3-23  新竹縣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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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新竹縣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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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鳳鼻隧道旁有軍方之基

地，在軍演時需封閉車道，雖會

有軍方派人駐守，但是現況並未

有相關警示標誌。 

 

 

5-2 
新港漁港需跨過

三道溪流，需繞社

區 
5km 

竹港大橋車流量大且危險，在安

全考量下，新竹縣政府建議多繞

五公里跨過去，但缺乏相關標誌

引導。 

 

5-3 
桃園縣龍潭鄉三

洽水-新竹縣高鐵

九路約 
2km 缺乏標誌系統引導 

5-4 
頭前溪南岸自行

車道串接計畫 
約5km 

1.目前多利用堤內一般產業道

路及既有道路，但缺乏標誌引

導系統。 
2.部分路段未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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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新竹市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新竹市自行車道路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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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往北以舊港大

橋下串連新竹縣竹北市、往南以南港賞鳥區串連苗栗；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可連接

新竹縣竹北。 

 
圖 3-24  新竹市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新竹市自行車道型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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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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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新竹市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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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新竹縣竹北市、往南以南港賞鳥區串

連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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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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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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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新竹市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新竹市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新竹市 17 公里自行車道由北至南貫通全新竹市，已串接完成，然新竹縣尚無濱海

自行車道可與之接軌。 

 

橋下空間未妥善運用 縱向溪流切割降低路網連結度 
防汛道路完工，已著手規劃自

行車道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新竹市自行車路網以頭前溪與 17 公里海岸線為主要活動路徑，其中主要以與周邊

路段搭接時所面臨的路徑轉折為主，但大多呈現順暢直接的騎乘路徑。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區內自行車道大多順暢好走，唯自行車道與一般道路接連處之交通需注意視覺遮蔽

與死角，影響用路安全。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新竹市內自行車道空間多半平整舒適，然與苗栗縣自行車道銜接處指標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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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區內數段自行車道位處高灘地範圍，受限水利法規，設置相關配套措施有其難度與

限制。 

（二）路網斷裂點 

新竹市

自行車

路網目

前有 3
個斷裂

點，斷裂

點現況

與位置

請參閱

下圖及

表所示。 

 

 

 

 

 

 

表 3-7  新竹市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

行車道接新竹市

南寮自行車道 
1.3km 

頭前溪自行車道往西延伸已完

工，頭前溪自行車道已可通行

至舊港大橋附近，其餘部分本

府刻正爭取經費辦理舊港大橋

至南寮舊港段自行車道工程。 

6-2 
新竹市頭前溪自

行車道往東延伸

工程計畫 

約

0.3km 

已完成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

伸工程規劃設計，目前正積極

爭取經費辦理工程施工 

圖 3-27  新竹市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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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6-3 
新竹市17km自行

車道終點與苗栗

銜接處 

約

0.6km 

新竹市政府前於辦理新竹市
苗栗縣自行車道串連工程
時，因預定路線遭養豬戶占
用，無法完成銜接，目前暫
時利用導覽牌面與標誌引導
民眾利用西濱快速道路與苗
栗縣自行車道串接，未來將
俟林務局用地處理完畢後另
行辦理自行車道串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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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苗栗縣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路網現況 

（一）路網分布 

苗栗縣自行車道路網以地區性路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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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其可藉由東西向縣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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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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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8  苗栗縣自行車道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 GIS 系統(測試版) 

（二）自行車道型態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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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苗栗縣自行車道現況照片 

（三）主輔軸線周邊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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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島串連型）

的崎頂海水浴場或外埔漁港為主，惟擔心遊客人數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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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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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苗栗縣自行車道主軸線周邊景點圖 

二、發展課題綜整 

（一）現況問題探討 

透過上述自行車路網現況分析，解析苗栗縣友善自行車道發展問題，詳述如下： 

1.縫補（路網整合、斷點修補） 

沿海自行車道尚未與台中自行車道連結，使沿線觀光遊憩景點無法完整串接。 

  
路線終止，未有相關引導指標 

2.直接（直接可達、最佳路徑） 

區內部分路段應途經私人用地或保護區域，而需多做轉折，難以串接為直接路徑。 

3.安心（路網安全、衝突降低）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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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山線自行車道因與臺 3 縣共用，且此上下坡較為劇烈，車輛速度快且多砂石

車，自行車道應與汽機車分隔以保障騎乘者安全。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道，安全性堪慮 

4.休閒（路網舒適、易於理解） 

部分路段因應空間腹地過窄或有阻礙之現像，導致騎乘時無法流暢通行。 

5.環境（設施完整、環境吸引力） 

僅於重要節點，如：外埔漁港、苑港漁港、白沙屯等地設置自行車相關設施，然路

段間較小節點空間則缺乏相關設施的支持，對於騎乘者而言機動性與服務性皆不

足。 

（二）路網斷裂點 

苗栗縣自行車路網目前有 2 個斷裂點，斷裂點現況與位置請參閱下圖及表所示。 

 
圖 3-31  苗栗縣自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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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苗栗縣斷裂點問題分析表 

編號 問題點 長度 內容 現況照片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

外埔漁港的後龍海

堤車道 
約9km 

五福大橋起往南沿鐵路至大山

火車站附近往西經後龍濱海遊

憩區可達外埔漁港，建議加強

指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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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既有台三線路線規劃，可直

接到達新竹峨嵋，但往新竹方

向標示不清楚，建議加強指標

系統 

臺北市政府 

 
3-48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第九節  八縣市跨區域自行車路網連結整合關係 

依據上述各節針對北臺八縣市之總體現況分析及路網斷裂點問題歸整後，可知各縣市面

臨的問題，同樣落在斷裂點的縫補、直接路徑的安排、路網通行的安全、路線的舒適性

與指引以及整體環境設施、景觀的支持等五大面向，始得提升各縣市自行車道之友善程

度。故以下針對此五大面向及八縣市路網整合、指引標誌等進行彙整。 

一、北臺八縣市自行車問題綜整 

（一）縫補 

1.路網連結因跨縣市整合或因地形、腹地不足等問題，難以設置自行車道導致部分斷

裂點難以銜接。 

2.以主要幹道或河濱、濱海道路為主體，缺乏與社區、聚落間的連結關係。 

（二）直接 

1.受限於交通網絡或路網途經腹地大小、權屬關係，難以創造直接而連結的最佳路徑。 

2.閒置的火車鐵軌、隧道或空地等空間缺乏適度整合以反應網絡的直接連通性。 

（三）安全 

1.自行車道路徑與車道或人行道交錯重疊，轉換騎乘時易造成安全顧慮。 

2.自行車道與車行道路相鄰時，若兩者車速落差過大或大型車輛過多，都會造成騎乘

者使用上的恐懼與威脅。 

3.對於自行車活動的用路安全與概念需重新教育與溝通。 

（四）休閒 

1.各縣市、各單位規劃依據不同，導致騎乘者難以辨別之狀況。 

2.缺乏完善健全的指標系統， 往往有缺漏不清等現象發生， 

3.路徑的平整與路障的阻隔直接影響用路的體驗。 

（五）環境 

1.自行車道沿線缺乏全面性的設施考量與周邊景點的串接系統，難以擴大自行車活動

周邊效益。 

2.重要節點空間缺乏相關轉乘、租賃、停放、休憩及引導等設施支持，活動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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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 

二、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整合評估 

另依據前述調查分析結果，整體評估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設施服務現況，可知各縣市在自

行車道路網整合及沿線或周邊設施服務已逐步朝向完善目標邁進，但沿線設施仍有不足

之處，就目前現況或可透過周邊商家加以補強，詳如下表所示。 

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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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區及河濱系統周邊設施較完善 

● 市區道路指標及標線系統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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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濱系統周邊設施較完善 

● 北海岸及東北角海濱沿線指標及服

務設施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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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連通性尚待加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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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統間指標及標示系統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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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沿線節點缺乏相關服務性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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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竹北市區及河濱車道連接缺乏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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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缺乏明確而妥善的指引系統 

新竹市 
● 17 公里海岸線及頭前溪系統相距不

遠，具進一步聯結潛力 

● 車道沿線設施僅公廁 

● 周邊設施有便利商店及自行車業者 

● 系統間指標及標示系統不明 

苗栗縣 

● 已透過省、縣道沿線將地方遊憩路網加

以聯結 

● 苗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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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沿線節點缺乏相關服務性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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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發展課題與對策 

針對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路網發展之核心課題與對策，主要可分為供給及需求面、合作

機制面、法令與政策面、市場營運及財務面四大面向進行討論： 

一、供給及需求面  

課題一：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有多處斷裂，造

成連接整合上的困難，直接影響路網完

整度 

說  明：雖體委會自 2002 年至 2011 年已配合相關

政策計畫，陸續投入相當多經費進行全臺自

行車系統建置，然縣市政府各自推動造成縣

市間自行車道銜接問題，另路段間相互搭接

落差形成斷點，對於騎乘的連貫性造成直接

的障礙， 

對  策：1.依據前期「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

性研究」中所調查彙整提出之 26 處約 180
餘公里斷裂及待改善區段，進行縫補與改

善，補強路網完整度與整體性。 

2.爭取整合中央部會於自行車道補助建置

費用，如：體委會、營建署、交通部或環

保署等，藉此推動研擬 26 處斷裂待改善

點之規劃與設計構想，爭取相關工程經費

實際施作串接。  

二、合作機制面 

課題一：北臺自行車路網涉及主輔軸線等串接型及

地方型路段，然缺乏明確導引標示系統，

對騎乘者而言具相當的不確定性 

說  明：雖各縣市政府早已陸續完成地方自行車路網

建置，北臺自行車網絡也已具主輔線之規

劃，但許多路線本身或與周邊接連部分仍缺

乏明確的標誌或引導系統，難以提供騎乘者

引導、指示與周邊產業及遊憩連結資訊，直

接影響路線的回流率與使用感受。 

對  策：1.建立北臺自行車路網識別系統層級，區隔

南坑自行車道斷裂點 

下圭柔溪自行車道斷裂點 

南坑自行車道現有指標系統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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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段里程標記、交叉路口指引、各系

統連結引導等各類型應設置標誌形式、

顏色及視覺高度。 

2.強化路網間關連性。 

課題二：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系統各自發展，在多方各行其道建置下，標誌說明

種類多變且設置標準不盡相同，缺乏整體及統一概念，易造成騎乘者方

向之紊亂 

說  明：經前期「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

研究」中多次訪談及探勘可知，八縣市政

府主管單位皆相當重視自行車道建置與活

動推廣，但在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各方積

極推動興建下，造成自行車道路段指標各

有所依，缺乏一定標準與整合，往往單點

轉折具備不同單位指示標誌，易造成騎乘

者紊亂無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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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標線、標號及指標設計等，可作為北臺

自行車路網識別系統規範之參考。 

2.可以英國國家自行車道路網（NCN）建

立的自行車道指示標誌及整體哩程數計

算等操作方式做為參考，並結合英國政

府組織 Natural England 積極推廣的自

行車旅遊概念，以 1.提供安全的自行車道系統；2.正確的標示系統；3.安全

穿越馬路；以及 4.充足的自行車資訊等四面向，作為指標系統設置之參考，

統合北臺自行車指示標示系統架構。 

三、法令與政策面 

課題一：自行車各路段之規劃往往涉及車行共用或穿越交通節點等，可能產生潛

在使用安全上的問題 

說  明：自行車使用者於規劃路徑漫遊活動時，移

動過程中可能涉及與汽機車共用路線、缺

乏區隔或行經既有交通動線、交會或轉折

點等狀況，在缺乏警示號誌、標誌等狀態

下，均會產生潛在性的危險。 

對  策：1.行經必要交叉路口時，交會處前後 50
公尺需設置警告標誌，並配合交通單位

進行路口號誌管控，以提醒駕駛人小心 南坑自行車道與竹 71 交接點 

宜蘭縣自行車道現有指標系統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4-3

行人及自行車通過。 

2.利用反光設施或標誌警告車行及人行注

意。 

3.加強路段限速及自行車道優先..等警告標

示。 

4.透過標線或引導措施等手段區隔自行車

與車行間衝突。 

課題二：自行車路網沿線服務系統因各縣市整合或地方評估標準不同而有所差

異，導致騎乘者使用上的不便 

說  明：當前路網缺乏各層級節點核心應具備之相關基礎服務設施、旅遊服務中心等

配套，造成騎乘者於活動或停等間的困擾與不便，使用率難以提升。 

對  策：1.透過各層級車道所應賦予之服務定位界定，規劃各區段節點所應擔負的設施

需求並加以增設。 

2.於重要節點或藉由自行車服務園區的建立，提供自行車租借、維修、管理，

以及自行車騎乘者所需要之休憩、如廁、餐飲、甚至住宿環境的提供。 

3.依據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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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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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興建新設施，委託民間機構參

與投資、經營為輔，吸引民間參與投資，創造公部門與民間機構穩健且雙

贏的目標。  

 

 

 

 

 

 

課題三：自行車道的規劃涉及多方部會資源投入，需有統一整合機制共同推動避

免競合問題 

說  明：原自行車道建置與推廣由不同單位權屬管轄各自執行，導致路段銜接、指標

系統、標誌牌誌設計、節點規劃等規範設計各有不同，除易造成接連上的盲

點缺口外，對於騎乘者來說也容易造成辨識上的困難。 

對  策：目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為整合部門公共建設共同推動地區整體示範建

設，以「跨域合作」、「資源整合」、「縫補」、「串連」等操作策略，透過內政

部建立跨部門資源整合平台，協調整合交通部、經濟部、文化部、行政院原

路口透過鋪面顏色 

提供自行車租賃站與自行車維修站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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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教育

部體育署等部會共 21 項關聯性公共建設計畫，共同投入示範地區之城鎮環境

改造工作，以發揮整體建設之加值綜效；在此整合機制下，將有助於八縣市

後續推動斷點縫補、指標系統整合等跨域的協調溝通。 

四、市場營運及財務面 

課題一：自行車旅遊就一般遊客而言著重於休閒

目的，遊憩形態也易受空間與時間限制

而多以半日遊為主，活動範圍較難擴大

及延伸 

說  明：就「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調查分析可知，臺灣自行車遊客雖可分為

一般及專業騎士兩種類別，但自行車休閒

遊憩仍以一般遊客為主要訴求對象，但受

限於交通運具往來的斷點、相關服務配套

設施的缺乏，限縮了遊憩擴展的可能。 

對  策：1.評估檢核當前區域內重要機場、鐵路、捷

運等交通載具之區位、環境現況及服務

特性，率先改善關鍵節點進出站體、上

下月臺牽引系統；並因應節點服務層級

提供導覽指示、寄放行李、自行車租借

及停放場所、服務中心，甚至配合航空

系統推動預辦登機的可能。 

2.參考東部建置經典自行車道並推動兩鐵旅遊的發展模式，延伸至北臺自行

車旅遊系統，透過臺鐵開發自行車乘車列車班次、人車限制等協調，增加

自行車旅遊與鐵路接軌的可能。  

3.結合鐵路、捷運、客運、臺灣好行路線等據點，提供公共自行車及自行車

甲租乙還服務，提高自行車使用機會與可活動區域範圍的延伸，自小規模

的旅遊範圍擴展到複合型的多元連接模式。 

課題二：北臺自行車道雖多已建置，但在缺乏周

邊產業及遊憩鏈結下，難以提升遊憩引

力，同時行銷與推廣的欠缺，也造成許

多路段徒具發展潛力卻僅限於地方型

的使用形態，難以發揮原有效益 

說  明：北臺八縣市原已具備豐富的旅遊資源，各

縣市亦努力建構自行車道系統，即是希望

能透過”線狀”的自行車道、結合旅遊”點”，
將北臺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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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當前各區段路網有侷限於自身路段的開發狀況，與周邊遊憩景點、地

兩鐵旅遊之推動 

結合捷運提供自行車服務 

結合自行車社團活動推廣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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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產業、住宿服務難以連結，活動引力受限。 

對  策：1.路網建置除環境及設施面外，尚包含軟體

的建置與發展。應透過周邊遊憩景點的

引導、沿線產業發展的扶植（如：觀光

旅遊、自行車供給租借、交通運輸服務、

零售販賣等），增加自行車活動間的變化

性與活潑度，提供騎乘者更多元的選擇

與前進的動力。 

2.結合自行車推廣協會/社團、旅行社與旅

遊業者規劃自行車套裝旅遊產品，並可結

合餐飲住宿與服務設施業者行銷相關產

品；或透過社區、學校推動生態旅遊行

程，加強社區或學校專業人力資源，包括

解說技巧、觀光行政、市場動態、旅遊知

識、環境保護等相關知識，以提高該產業

的專業品質及人資水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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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導

自行車主題飯店建置，透過周邊旅遊景點

住宿環境的改善與增設，帶動周邊遊憩產

業之發展。 

4.參酌國際知名 Velo Qubec 組織的住宿評

鑑制度，建構北臺自行車友善住宿環境，

藉以接軌國際自行車旅遊市場。 

5.結合各大旅遊資訊網、雲端科技或手機

APP 等功能，於各風景遊憩區、各縣市

政府、交通轉運站、重要節點等處提供自

行車之相關資訊，如：導覽地圖、摺頁、

網站連結、QR code 等。  
配合雲端服務與 QR code 提供友善

便捷的遊憩環境 

軟實力建立，結合行銷推廣自行車運動 

自行車與在地節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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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化核心
構想 

第一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環境規劃願景與定位 

北臺區域的自行車路網四通八達，可及性與選擇性多元，但因為建構的時程、目的、型

式與環境資源的不同，也讓目前路網各區段的特色不盡相同。為了讓自行車此綠色運具

的運用上可以跟上歐美的水準，將北臺區域的自行車路網友善化即是重要的第一步，希

冀可以透過本計畫願景“友善環境˙微笑（SMILE）路網”，共同打造北臺自行車環境

的新風貌。 

 

圖 5-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願景定位圖 

一、安心˙安全無虞的自行車路網環境 

（一）強化自行車路網通行的安全度 

自行車道建置最基礎的關鍵即為騎乘沿線的安全感受，透過路線規劃、防護措施與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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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標等設置，強化用路感知與信任度。 

（二）掌握路權，降低用路衝突的可能性 

自行車道與其他運具交疊時產生的用路衝突，是造成用路安全的最大隱憂，配合不

同運具的分離區隔、速限的管控與自行車路權的爭取，降低發生事故的可能。 

  

 

二、縫補˙連續完整的路段接續 

（一）整合系統強化路網的延展性 

完整而連續性的行車網絡除有助於滿足不同類型屬性的使用者外，更可透過路網銜

接周邊景點、沿線產業發展甚至社區活絡與再造，達到整合點、線、面的整體功效。 

（二）修補斷裂點創造網絡的連結度 

透過檢核釐清路網接續的問題所在，提出各斷裂點連結修補的策略手段，補足網絡

串接的缺口。 

 

三、直接˙平穩順暢的騎乘路徑 

（一）打造騎乘最佳路徑的選擇權 

透過路線安排、標線、阻擋設施，提升騎乘時的安全度 

加強整理路網的連接度，並配合透過點線面的串接，強化區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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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路徑規劃可降低不必要的繞路或迴圈，造成騎乘者使用上的不便與體力的耗

損。 

（二）降低路徑蜿蜒與停等交會的頻率 

延續筆直的騎乘動線可降低騎乘者的不確定性及不

安，同時路徑與其他道路交叉的頻率也應著重，避免

過多停等、急煞影響通行順暢。 

四、休閒˙舒適流暢的活動體驗 

（一）營造舒適平整的用路空間 

騎乘環境的舒適度直接反應了使用者的用路意願，因

此路面材質的鋪設與平整、周邊環境的清整度都是營

造友善環境的基本考量。 

（二）塑造易尋且辨識度高的識別系統 

明確、易懂、具直接辨識性及符合騎乘者視野區間的

指示標誌系統乃是路網友善度的絕對根基，唯有清晰

的引導與標示，才有助於騎乘者定位並獲得妥善的指

引，降低因不確定性而造成的心理負擔與排斥感。 

 

五、環境˙完善多元的空間感受 

（一）創造多元趣味的遊憩選擇 

休閒遊憩體驗的多重選擇有助於提升自行車路網的使用性，結合網絡周邊景點、遊

憩空間與相關產業的接合，可從中創造多元且複合式的遊憩選擇與遊程組合，間接

配合周邊環境特色，提供簡潔、明顯的標誌系統 

規劃最佳的體驗路徑 

提供舒適的騎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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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地方產業的發展與互惠效益。 

 

（二）滿足使用者活動的便利性 

路網規劃中，應配合網絡層級、節點定位、路段形態等面向，提供騎乘者停留休憩、

維修補給、轉運轉乘、自行車租借或停放等公共設施的服務，滿足活動期間的使用

需求與便利性，增加路徑中因應不同狀態使用者的機動性。 

 

配合周邊遊憩據點，為自行車路網塑造多元有趣的體驗空間 

自行車租借、轉乘空間的提供，以及詳細的導覽地圖，讓遊玩更簡單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5-5 

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環境設計原則 

有關本章節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環境設計原則，係依據本計畫“友善環境˙微笑

（SMILE）路網”五願景，並參照前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民

國 100 年交通部運研所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計畫書內容，綜整提出

路網、路段、交叉路口之友善規劃設計原則。而原則適用於一般休閒遊憩型、親子型之

自行車道路網，至於特殊場域之規劃設計策略構想，則於基本設計時依據環境條件之不

同分別提出。 

除下列三大項原則內容之外，於自行車道設置時，材質設計、安全顧慮及功能要求等面

向的考量上，都應以極簡、節能減碳的方式配置施作，避免過度設計，如：實體分隔設

施護欄之設置，應具實質功能性及安全性，或在許可狀態下採自然工法方式進行規劃；

另於標線、指示設施的設置部分，則應注重其引導性功能，考量其設置的必要性及與周

邊環境的相容性，避免過度標誌或劃設分隔線。 

一、自行車路網友善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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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表 5-1)，其中在運輸型自行車道路網以前三項整合、直接與安全為主要原則。另外在休

閒型自行車道路網則以舒適、吸引力及安全性為主要原則。其他主要規定在路網層面，

舒適牽涉到自行車騎士可以完整舒適地使用自行車道路徑連結的便利與否。其中包括： 

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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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網整合 

斷點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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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可達 

最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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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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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則 重要指標 說明 

路網安全 

衝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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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網舒適 

易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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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完整 

環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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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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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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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可達 

最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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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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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則 重要指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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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網安全 

衝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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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網舒適 

易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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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完整 

環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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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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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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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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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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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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可達 

最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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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網安全 

衝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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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網舒適 

易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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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完整 

環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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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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斷裂點縫補構想 

延續前期「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報告中所提，北臺八縣市共有 15 處縫補待改善點位及 11 處斷裂點，共計 26 處急待補強；因此本計畫將針對此 26 處待補強區段，提出縫補構

想，其設計原則除依循第伍章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環境設計原則內容外，各項規劃設計原則仍回歸交通部運研所「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第三章

3.3 內容為依據，以符合既有之規範；除此之外，為能重新檢視待補強區段當前環境問題，採系統分類方式，率先進行整體檢核，而後再依據各改善區段實際環境狀態提出更進一步實質改善策略

手段。 

第一節  北臺自行車道路網系統類型 

本計畫於細部改善策略手段提擬前，針對各斷點形態及發展樣貌，將其區分為 1.海岸公路型；2.鄉間聚落型；3.市區道路型；4.鐵路空間型；5.河岸堤頂型；及 6.山區公路型等六大路段改善類型，

並依各縣市空間特性增設 7.平面節點；8.立體節點；9.門戶樞紐（HUB）等三個節點改善類型，即是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闡述，彙整出不同路段與節點類型之斷裂特性及初步改善建議。 

一、北臺自行車斷裂點縫補設計類型構想 

以 Prototype 方式分類提出縫補設計類型構想，作為後續其他斷裂點之縫補設計之依循。 

（一）海岸公路型 

北臺八縣市海岸線變化豐富，同時也已有多處自行車道規劃串接，成為地方重要遊憩資源及標的；但因應海岸地形變化與路型轉變，面臨更嚴峻的設計考驗。以新北市濱海自行車通廊之串連

來說，即面臨接續斷裂、腹地不足等問題，故以下針對不同形式路徑形態，提出對應改善及縫補建議，以作為後續執行形態之比對參酌。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縫補 
˙ 

直接 

人行通道與自行

車共構 

 
路側雖已規劃人行通道供來往遊客通行，但缺乏自行車道設計，易造成人車衝突

問題。 

 
1.依據既有人行道寬度評估整併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可行性。 
2.強化緩衝帶建置，利用綠籬、緣石或護欄等手法創造間隔性，保障用路人安全。

3.人車共存時，鋪面需考量自然排水及持久、抗壓及易維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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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縫補 

沿路側自行車道

串接  
道路緊鄰沿海岸邊側開闢，腹地空間有限，大型車輛往來造成自行車行駛安全上

的疑慮，亦無法透過替代道路等方式進行空間串連。 

 
1.規劃自行車專用道設置，依據沿線路寬、周邊腹地及車流安全，以路緣石或標線

等方，標示自行車行進路徑。 
2.於重要景觀資源點配合留設簡易自行車服務設施，如：停車架、觀景平台、休憩

設施等。 
3.以簡潔路徑指標系統及導覽系統標示區位關係及周邊重要交通節點與資源點，提

供完整環境資訊。 
4.自行車道若鄰近地勢危險區域，如斜坡道或具潛在危險區域，則應加設安全護欄。

安全 
˙ 

環境 

海岸聚落型自行

車道形塑 

 
海岸聚落多沿路側發展，雖有部分可連通至聚落，但易造成居民與自行車騎乘者

間的衝突。 

  
1.聚落重要出入口設置指示號誌及減速設施，保障居民生活安全。 
2.塑造符合聚落文化特質之休憩空間及導覽指標系統，提供詳盡地區環境資訊。 
3.聚落周邊應加強照明設施設置，提升安全性控管。 

縫補 
˙ 

直接 

自行車斷裂點縫

合 

 
海岸有多處自行車道沿海濱、防風林建置，但缺乏連結，呈現獨立或前後難接續

之狀態。 

  
1.利用海濱腹地空間，在不影響海岸生態狀況下強化連結性。 
2.加強自行車道系統的整合，透過路權協調及起迄點轉乘營造，達到串接可能。 

（二）鄉間聚落型 

鄉村聚落型自行車道以休閒育樂為主要規劃主軸，然因多涉及地方型道路之使用，指標系統的建置規劃，成為此類型車道面臨的主要問題，如：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路

段，可透過改道方式增加空間變化度與行車安全。透過適當的引導區隔車流動線，將有助於強化其連通效能，提升使用度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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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縫補 
˙ 

直接 

自行車道空間接

續 

  
自行車道未接續，導致騎乘連結上的困難或需透過一般車行動線加以連結，增加
安全顧慮與遊憩體驗的斷裂。 

1.自行車道之連結若涉及車流量高路線則依據路寬及腹地空間設置自行車專用道
或地面標誌系統。 

2.強化引導及路徑指引系統，整合系統關連性。 
3.於重要交叉路口設置自行車專用號誌，確保騎士安全。 

休閒 
˙ 

環境 

既有自行車道與

地方型道路共存 

  
自行車通行路徑沿一般地方或產業型道路接續，部分設置地面標示，然路況及周
邊環境並無妥善整頓及良好指引，易造成空間接續的斷裂。 

 
1.動線節點及分歧處，設置指示牌誌，其位置應設置於顯眼易見又不會阻礙景觀的
區位路側。 

2.配合腹地大小創造綠蔭及綠帶空間，盡可能達遮蔭效果，增加環境親近及舒適度。
3.在一定距離或重要景點處，提供簡單的公共服務設施。 

（三）市區道路型 

市區道路型自行車道多集中於基隆，主因其發展空間有限，多以既有道路車行與自行車共用，在行車安全與活動連結指引上則更需加強控管，以保障行車安全。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縫補 
˙ 

直接 

自行車與車道共

用 

 
既有市區道路缺乏腹地空間，自行車道與車道共用，且地勢變化較大，易造成安
全上的顧慮與視線阻隔。 

 
1.車道空間配合標線或鋪面設計界定騎乘空間。 
2.整合指標導覽系統，便利遊客瞭解所在場域、串接及導引動線。 
3.於交叉路口設置自行車專用號誌，以確保騎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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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休閒 
˙ 

環境 

重要節點空間整

合 

  
重要空間節點缺乏應對之基礎設施便利車友使用。 

 
1.重要節點、起迄站應設置停車架、維修及資訊站提供相關資訊。 
2.營造在地特色標誌系統及引導性照明設施。 

（四）鐵路空間型 

鐵路系統為北臺地區重要的交通路網之一，除縱貫鐵路之外，亦有多條鐵路支線早年主要為產業發展時運送原料的主要交通工具，現今皆面臨閒置或停駛的命運如桃林鐵路、八堵宜蘭支線，

此外隨等臺鐵捷運化、高架化，未來勢必將有許多高架橋下空間路網系統可供使用，以下將針對鐵路型自行車道系統之發展進行分類論述：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休閒 
˙ 

環境 
鐵道路徑再利用 

 
桃林鐵路面臨停駛的命運，並規劃為一般性道路，未來鐵道空間應如何善用，在
有限的腹地中，導入自行車並保存鐵道意象。駛後做為汽車道路，建議騰出空間
建設自行車專用道 

 
1.現有鋼軌保留，鋪設清碎石；新設綠帶包含灌木及地被，雙側種植喬木，於出入
口處新設專用道標誌。 

2.於兩側腹地劃設自行車專用道，含兩側綠帶道路總寬5.5~7.0M。 
3.空間營造應導入桃林鐵路舊產業遺構，結合珍貴之人文景觀故事。 

縫補 
˙ 

休閒 
˙ 

環境 

閒置鐵路空間整

合 

 

部分鐵路支線目前呈現閒置未利用，其沿線保有多元的鐵道文化、空間元素，深
具作為休憩使用之潛力，可引入鐵馬遊憩，串接周邊自行車道系統，發展極具文
化氛圍的體健空間。 

 

1.建議於現有鐵道車道空間劃設雙向自行車道空間，寬度2.5m，於隧道內則改以劃
設標線以界定騎乘空間，車道寬度則配合隧道寬度調整，最少應達2 m。 

2.現有鋼軌保留，鋪設清碎石，腹地足夠之處應加強綠帶設置。 
3.加強隧道內照明之設置，提升安全性建議設置高度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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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縫補 
˙ 

休閒 
˙ 

環境 

鐵道高架化自行

車道形塑 

 

未來配合台鐵鐵路高架化，建議橋下空間可作為自行車道串聯，鏈結沿線據點公
園並做為周邊居民生活休憩據點 
  

 

1.台鐵高架橋下道路較寬，建議於橋下空間劃設雙向自行車道空間，寬度2.5m。 
2.車道空間建議劃設標線以界定騎乘空間，增加騎乘時的安全性，於重要道路交界
處，建議加強安全警告標誌。 

3.兩側缺乏植生，建議結合旁側的閒置空間，加強提供道路遮蔭。 
4.加強橋下照明之設置，提升安全性建議設置高度照明。 

（五）河岸堤頂型 

現今於北臺地區各河濱公園周邊皆已規劃許多自行車道系統，然礙於經費與路權問題多數路段皆缺乏鏈結，且未能與周邊遊憩據點創造環狀的遊憩體驗系統，如新竹頭前溪沿線，雖已規劃多

條路線，卻仍有許多斷裂點急需縫補，以下針對河岸周邊自行車道系統之發展進行分類論述：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縫補 
˙ 

環境 

河岸空間整合 

  
許多河岸自行車道受到路權限制等問題，造成鄰近區域內的各條路線間無法串接
成一完整系統，此外各系統間之銜接點亦缺乏節點性設計，標示系統不明造成空
間斷裂。 

  
1.加強車道系統資訊的統整，協調路權，配合堤頂防汛道路設置自行車專用道(寬度
至少4m)，強化自行車道系統間的串接。 

2.加強自行車道起迄點與轉程點營造，未來亦可將起迄與轉乘點作為接駁之空間。
3.起迄點除需提供自行車停放空間外，於腹地較大之地區，更可提供鐵馬打氣站，
兼具維護、資訊提供與休憩多元化使用。 

4.照明設施之設置，為避免干擾生物棲息且考量民眾之安全性，建議設置低度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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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直接 
˙ 

休閒 
˙ 

環境 

河堤與產業道路

空間串接 

  
未能善加運用堤內一般產業道路與既有道路，部分河堤道路僅設置指標系統做為
車道的指引，且往來多大型車輛造成安全上之疑慮。 

  
1.沿線缺乏遮蔭植生，建議配合現有綠坡，種植觀賞型地被植物，並提供遮蔭。 
2.堤內產業道路多為為穿越型空間，建議劃設標線以界定騎乘空間，加強路口空間
鋪面，以達到減緩車速的效果，設置警告標誌或交通號誌。 

安全 
˙ 

縫補 
˙ 

環境 

高架下方車道空

間整合 

  
河堤周邊高架橋路段，橋下空間段路路況極差，未能善加運用，作為自行車道系
統之串接 

 
1.善用高架道路下方延既有道路加封AC鋪面，車道寬度應至少4m。 
2.加強起迄、休憩節點的營造，提供休憩空間以及導覽指引性設施。 
3.應加強橋下照明之設置，提升安全性建議設置高度照明。 

（六）山區公路型 

山域空間受到路型、坡度、道路寬度的不同，塑造了多元的體驗空間，山域型自行車道空間，往往為自行車愛好者獨好的體健路線，然而卻也最為缺乏相關服務性與安全性設施， 故以下針對

不同形式路徑形態，提出對應改善建議，以作為後續執行形態之比對參酌。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休閒 
˙ 

環境 

水岸自行車道空

間營造 

  
道路緊鄰水道邊側，自行車道腹地空間有限，缺乏安全性設施易造成行駛安全上
的疑慮。 

 
1.車道空間劃設標線並利用彩色瀝青以界定自行車騎乘空間，自行車空間則結合人
行空間依同設置單向自行車道，建議寬度2.5m。 

2.緊鄰水圳側設置防護欄杆應加強路口空間安全設施，設置警告標誌或交通號誌。
3.考量民眾之安全性以及避免干擾生物棲息，建議設置低度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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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安全 
˙ 

直接 
 

連通型自行車道

營造 

  
部分為穿越性道路，車流量高、車速快，卻於路側未留設自行車道空間與導覽指
標系統。 

 
1.在現況許可且不造成安全疑慮下，可採以緣石隔開設自行車專用道。 
2.於交叉入口AC路面劃設自行車道LOGO標線來提高識別度。 
3.車道空間建議結合人行空間的營造，透過鋪面色彩變化界定騎乘空間，提供舒適
性與安全性，重要道路交界處，加強安全警告標誌。 

4.照明設施之設置，可配合現有照明，避免重複設計。 

安全 
˙ 

直接 
˙ 

環境 

山域型自行車道

創造 

 
山域路段未能畫設自行車道空間，地勢起伏高差，地形、坡向等實質環境造成自
行車道或人行步道活動之推動難以進行。 

 
1.加強自行車道空間與車道之緩衝帶之設置，在現況許可且不造成安全疑慮下，可
採以緣石隔開設自行車專用道。 

2.塑造並延續整體道路與景觀遊（休）憩點位，形塑景觀綠廊特色，應先行確立景
觀計畫與CI設計。 

3.山地區道路公共服務設施，除建議同一配置於一側外，並應儘量採用天然質。 

（七）平面節點型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平面節點型 

 
目前八縣市內許多重要博物館園區、遊憩據點及遊客中心等，未能善用其據點特
性，賦予據點同時擁有作為自行車系統之起訖節點的功能，此外亦缺乏完善的自
行車服務設施與配套措施。 

 
1.據點周邊應加強提供自行車停放空間。 
2.賦予空間具有起訖轉運的功能，包含加強與周邊自行車道系統的串接、結合遊客
服務中心，提供遊客詳盡清晰的地區環境資訊以及導覽指引性設施等。 

3.可配合各遊憩據點與博物館園區的特性，結合自行車道發展具知性與感性的體驗
遊程。 



臺北市政府 
 

 
 

6-8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八）立體節點型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立體節點型   

本類型主要針對各縣市重要交通節點如火車站、捷運站等，目前各場站節點既有

無障礙設施缺乏為自行車使用者提供友善的服務功能，此外現有服務中心亦須配

合北臺自行車旅遊產業的推動，提供完善的資訊服務、租借服務與指引性設施建

置。 

  

1.針對現有節點空間，應加強場站內自行車相關指引標示，並提供自行車牽引道，

加強既有無障礙設施使其具有更多元的功能，滿足自行車使用者、一般使用者的

需求。 
2.節點周邊應引入自行車租借服務，將有助於提高自行車旅遊的推行，亦增加遊客

之便利性。 
3.強化遊客服務中心的功能，提供自行車遊程資訊、鐵馬休憩站、維修站之角色，

此外亦須加強現有服務性設施如公廁、飲水設備等。 
4.提供節點周邊車道系統完善的指引性設施，包含導覽地圖、指標系統等。 

（九）門戶樞紐（HUB）型 

主軸 類型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 

 門戶樞紐 
  

桃園機場、臺北車站、松山機場為進入北臺重要的門戶樞紐，許多國內外遊客進

出台北、桃園等的重要節點，且鄰近捷運系統以及市區、河濱、海岸自行車系統，

未來具有結合自行車旅遊體驗之潛能。 
 

  

1.建議應引入Downtown Check-in的理念，結合相關機制之訂定提供國外旅客輕鬆

遊北臺的配套措施，提高北臺自行車系統的國際能見度。 

2.結合自行車業者、旅行業者、旅館、民宿業者，規劃自行車體驗遊程，包含自行

車租借、在地導覽、主題性行程安排、在地美食索引與優惠資訊等。亦需配合各

縣市政府加強議題行銷，發行旅遊護照等。 

3.結合門戶樞紐服務中心，提供自行車旅遊之相關服務外，導覽地圖、指標系統等

應包含中、英、日文與QR code，提高服務設施的友善度。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6-9 

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斷裂點縫補原則與設計手法 

一、北臺自行車道系統友善化斷裂點縫補原則與設計策略 

（一）26 個斷裂點自行車環境友善縫補原則與設計策略 

根據第三章之北臺八縣市路網與 26 個斷裂點分析，與本章前述小節說明之自行車環境友善化原則與策略，本節根據前述之九類斷裂點縫補改善設計類型，針對 26 個斷裂點，交叉分析各斷裂

點所具備之友善化設計類型，並新增數處改善點，如：臺北火車站等關鍵區位，做為未來環境改善採用之設計手段之依據。此些斷裂點或改善點可能具備二種以上自行車環境友善化設計類型

之條件。類型分析如下表： 

表 6-1  北臺自行車路網斷裂點環境類型分析表 

 

 

 
 
 
 
 
 
 
 
 
 
 
 
 
 
 
 
 
 
 
 
 
 
 
 
 
 
 
 

   類型 
縣市

別 
編號 路段 

A B C D E F G H I 
海岸公路型 鄉間聚落型 市區道路型 鐵路空間型 河岸堤頂型 山區公路型 平面節點 立體節點 門戶樞紐 

臺北

市 
 臺北火車站   ◆      ◆ 
 松山機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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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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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2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14km） ◆     ◆    
1-4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臺2公路（約7km）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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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基隆

市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約5k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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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2公路  ◆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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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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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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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   ◆ ◆ ◆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  ◆        

桃園

縣 

 桃園國際機場   ◆      ◆ 

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  
（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應有替代道路 

◆ 
        

4-2 桃林鐵路（約16km）    ◆      
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7km）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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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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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臺自行車路網斷裂點九類型縫補原則及設計手法 

（一）九類斷裂點自行車環境友善縫補構想與設計內容 

根據前節之分析，各個斷裂點具有相當的同質性與異質性，改善策略也會因地制宜適時調整。本小節選取可代表說明九個設計型態且具代表性之斷裂議題的示範點，並以該案例說明該類型之

自行車環境友善化原則與策略，期望未來該類型之設計解決手段方式，成為可應用到其他地點實施之範例。同時類型與類型之間可以交互運用，做為未來環境改善適用之設計準則。九類斷裂

點的設計類型示範地點分析如下表。 

表 6-2  北臺自行車路網 9 處設計類型示範地點分析表 

 

代號 設計類型 所在城市 地點 區位條件特點 已有設施 改善（增加）設施 改善成效示範效果 

A 海岸公路型 新北市 
1-1下罟子港林

口發電廠 

*有腹地（公有地或同意使用

之私有地） 
*有水岸景觀（港埠/海岸/沙
丘） 

*台北港自行道系統斷點+林口發

電廠海岸自行道系統斷點 
*港灣/碼頭活動結點 

*自行車系統空間 
*鋪面改善 
*照明 
*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 
*遮蔭與景觀植栽 
*吸引點（小節點/觀景平台） 

*海岸景觀自行車道完備規劃，與完整連結

B 鄉間聚落型 宜蘭縣 3-3冬山河系統 

*連接鄉間聚落之鄉間景觀

道 
*連接自行車主幹系統之獨

立小遊程迴路 

*完整自行車系統及遊憩旅遊配套

措施 
*連結主幹道警示與方向指引之標誌系統 提高自行車系統主線進入輔線的方向辨

識性，與安全警示性 

C 市區道路型 新竹縣 
5-3(輔) 

新埔和平老街 

*沿街吸引點 
*市區人車混雜道路，車流量

尚可 

*沿街吸引點 *地面劃線 
*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 
*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 
*交通調整措施 

*市區觀光老街與自行車漫遊旅程之結合。

*市區人車混合自行車道之改善與劃設措

施 

D 鐵路空間型 基隆市 2-4竹仔嶺隧道 
*閒置鐵道空間 
*空間腹地適宜 

 *閒置鐵道空間變成自行車系統空間 
*鋪面改善 

*帶狀閒置空間與自行車漫遊旅程之結合。

*重造新的空間吸引節點 

   類型 
縣市

別 
編號 路段 

A B C D E F G H I 
海岸公路型 鄉間聚落型 市區道路型 鐵路空間型 河岸堤頂型 山區公路型 平面節點 立體節點 門戶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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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需繞社區5km  ◆ ◆        

5-3(主)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主線）約（2km ）      ◆    
5-3(輔) 和平老街周邊（輔線）  ◆ ◆   ◆    
5-3(輔) 豆子埔溪河岸沿線（輔線）     ◆     

5-4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約5k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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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     ◆     
6-3 新竹市17km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 （約0.6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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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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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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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設計類型 所在城市 地點 區位條件特點 已有設施 改善（增加）設施 改善成效示範效果 
*照明 
*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 
*遮蔭與景觀植栽 
*吸引點（小節點） 

E 河岸堤頂型 新竹縣 
5-3(輔) 

竹北豆子埔溪 

*河岸景觀道路空間 
*車流量低，交叉路口 

*自行車系統 *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 
*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 
*交叉路口交通調整措施（地上劃線+警示

號誌） 
*連接大型車流幹道交通調整措施（地上

劃線+警示號誌+按壓式號誌） 

*提高自行車交叉路口之安全性之示範設

計 

F 山區公路型 桃園縣 
4-4桃園三坑自

行車道 

*路幅足夠，車流量少，但車

速快 
*有坡度路段，路段彎曲 

*山區道路連結至吸引點 
*旅遊節點設施完善 

*設置自行車專用道緣石（如路幅夠） 
*（如路幅不夠）地面劃線 
*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 

*於有坡度或是車行交通混雜路段，提高自

行車道騎乘安全性之自行車道劃設類型

之示範設計 

G 
平面節點（起

點） 
宜蘭縣 

南方澳遊客中

心 

*平面節點 
*私人運具 
*公車節點 

*遊客服務中心 
*廁所 
*停車場 
*自行車系統 
*集合廣場 

*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 

*自行車系統平面集結點之友善空間示範 

H 立體節點 宜蘭縣 蘇澳新站 

*立體節點 
*大眾運輸（火車結/大型捷

運節點） 

*火車站遊客服務中心 
*廁所 
*停車場 
*自行車電梯 
*集合廣場 

*自行車租車系統 
*自行車牽引道改善 
*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 

*自行車系統立體集結點之友善空間示範 

I 
 

門戶樞紐

（HUB） 

臺北市 

松山機場 

*空港門戶 
*交通HUB 
（空港+捷運+藍色公路） 
*可連接自行車系統 

*觀光服務門戶中心 *Downtown Check-in 
*自行車旅遊服務中心 
*自行車旅遊旅行社 
*自行車系統 
*自行車停車系統 
*自行車旅館 
*自行車牽引道改善 
*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 

*國際性交通接駁之自行車系統門戶樞紐

之友善空間示範 

臺北火車站 

*三鐵門戶 
*交通HUB 
（三鐵+公路） 
*可連接自行車系統 

 

桃園縣 桃園機場 

*空港門戶 
*交通HUB 
（空港+捷運+高鐵） 
*可銜接自行車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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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港自行車道端點              下罟子港海景                       台北商港聯絡道橋下空間           岸腹地空間遠眺台北港              海岸腹地空間遠眺林口發電廠 

圖 6-1 下罟子港-林口發電廠示範點改善區平面

圖 6-2  下罟子港-林口發電廠示範點改善區現況 

圖 6-3  下罟子港-林口發電廠示範點改善區改善示意 

（二）自行車友善九類縫補示範點構想與設計說明 

九類示範點之行車環境友善縫補構想與設計內容，說明如下： 

1. A-海岸公路型  示範地點：1-1 下罟子港-林口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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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現況：下罟子漁港位於新北市台北港，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1-1，東連接台北港自行車道（八里左岸系統），西連接桃園濱海自行車道。下罟子漁港目前港埠功能低，

僅供漁民膠筏或小筏停泊及零星釣客垂釣使用，沿港周邊空間有腹地。高架之台北商港聯絡道，橋下空間目前閒置，沿海堤內腹地空間足夠。往林口方向地形漸高，可俯瞰台北港港務景

觀，具有開闢為海岸公路型自行車道之潛力。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海岸公路型自行車道斷裂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有腹地（公有地或同意使用之私有地）、有水岸景觀（港埠/海岸/沙丘）、有港灣/碼頭活動結點、二端銜接既有自行車道 （例：

台北港自行道系統斷點+林口發電廠海岸自行道系統斷點）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新闢自行車道、鋪面改善、照明、導覽地圖、標誌系統、遮蔭與景觀植栽、吸引點（小

節點/觀景平台） 

（3）主要重點改善設計圖說 

 

 

 

 

 

 

 

 

 

 

300cm 150cm 

自行車道 
（瀝青混凝土+標線） 

散步道（水泥拉毛）

觀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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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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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約 11.14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

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新增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及景觀平台：從下罟子港-八里垃圾焚化廠，長度 1.24 公里。 

 垃圾焚化廠之後，銜接臺 61 線高架橋下空間(臺 15)，利用現況環境無須改善，即可作為自行車道使用，通至林口火力發電廠，長度 9.9 公里。 

 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向設置。共 12 處。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新劃設自行車道 / 人行

道道路改善 

新劃設自行車道（建

議劃設寬度：自行車

道≧3.0M，人行道≧

1.5M）、鋪面改善、

照明、導覽地圖、標

誌系統、遮蔭與景觀

植栽、觀景平台一處

約 100M2 

1240 M 9,000 11,160,000

 

2
指標系統（每 1km 設置

一處） 
自行車方向指標 24 座 6,000 144,000

11.4/1≒12 

12x2=24 

 總計（新台幣）    11,304,000  

圖 6-4  下罟子港-林口發電廠平面改善示意圖 

接台北港自行車道 

接桃園濱海

自行車道系統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八里垃圾焚化廠 

下罟子港 

林口火力發電廠 

15

1.24 公里 

9.9 公里

*

圖 6-5  下罟子港-林口發電廠平面、剖面改善示意圖 

鋼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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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九線 （冬山路二段）路口           往冬山河自行車道方向鋪面道路       冬山河（冬山橋）河岸景觀        冬山河自行車起點標示不明            冬山河自行車起點 

2. B-鄉間聚落型 示範地點： 3-3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5KM 

（1）現況：冬山河自行車道位於宜蘭縣冬山鄉，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3-3。為連接從台九線 （冬山路二段）的北臺自行車主線之特色輔線自行車道，本斷裂點設計類型，

屬自行車主線銜接鄉間聚落型自行車輔線之斷裂類型。本地點為起點，系統本身建設完整，唯主線進入輔線之入口方向指示不明。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鄉間聚落型自行車道斷裂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連接鄉間聚落之鄉間景觀道、連接自行車主幹系統之獨立小遊程迴路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搭接完整自行車系統及遊憩旅遊配套措施、連結主幹道（主線）往輔線之警示與方向指引之標誌系統 

（3）主要重點改善設計圖說 

 

 

 

 

 

 

 

 

 

 

 

 

 

 圖 6-6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示範點改善區平面配置圖 

圖 6-7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現況（台九線上） 

圖 6-8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改善示意（增加第一級指標） 

增設方向指引之標誌系統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6-15

南方澳遊客中心

接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 
冬山車站

9

蘇澳新站

蘇澳車站 

南方澳漁港

* 冬山河公園 

* 蘇澳運動公園 

* 蘇澳冷泉 

* 武荖坑風景區

新設指標系統 

 

 

 

 

 

 

（4）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

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5KM，宜蘭縣

之自行車實質環境多已建構完善，地面

多已劃設標線，因此所需為明確清晰之

指標系統。因此本區之整體改善項目與

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

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

（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 自行

車相關指標設置，將以減量的方式進行

規劃設計。 

 二處節點（G 型、H 型）指標設施

設置與自行車站體友善設施：南方

澳遊客中心+蘇澳新站（詳細說明參

考（G 型、H 型），P6-26~27）。 

 一級指標設置 1 處，二級指標 4 處，

三級指標 1 處。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一級指標設置 1 處，二級

指標4處，三級指標1處。 
6 座 8,000 48,000

 

2 

二處平面節點指標設施設置與

自行車站體友善設施：南方澳遊

客中心+蘇澳新站 

指標設施、地圖、自行車

立體牽引道、起點休憩點 
2 處 150,000 300,000

 

 總計（新台幣）  348,000  

圖 6-9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現況（新冬山橋口） 圖 6-10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改善示意（增加

第二級指標） 
圖 6-11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現況（入口起點） 圖 6-12  冬山河自行車道系統起點改善示意（增加

第三級指標） 

增設方向指引之標

誌系統 
增設方向指引之標誌系統 

圖 6-1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平面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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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氏家廟                         洗衫窟河岸景觀                和平老街單行道                     公車與路邊停車使老街擁擠           教會 

100cm 

3. C-市區道路型  示範地點： 5-3(輔) 新埔和平老街（輔線） 

5-3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 2KM（主線），（輔線為霄裡溪-新埔和平老街-上枋寮雙堂屋，約 0.9KM） 

（1）現況：本類型改善示範點選擇位於新竹縣新埔鎮的和平老街（輔線），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5-3(輔)，路型特色為市區道路型，其扮演角色為新竹線山線自行車道中

間之重要集散、服務與補給節點。和平老街之坐落方位為中正路老街橫移之配置，並且兩端皆與中正路相交，為單行道系統，沿街面有許多具特色之客家古厝廟宇（劉氏家廟、潘宅、朱

氏家廟、張氏家廟、廣和宮..）

與第一市場（百年傳統市場）

洗衫窟、新竹客運站、教堂、

農田…，特色吸引點位於北

側居多，車流適量，人車混

道，唯偶有公車進入且二側

都有路邊停車時，道路空間

顯得侷促。本地點類型，說

明在人車共用之熱鬧老市街，讓自行車系統環境友善化之設計策略。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市區道路型自行車道斷裂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沿街吸引點、市區人車混雜道路，車流量尚可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地面劃線、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交通調整措施 

（3）主要重點改善設計圖說    

 

 

 

 

 

 

 

 

（4）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5-3（輔線）霄裡溪-新埔和平老街-上枋寮雙堂屋，約 0.99KM，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

規劃設計費。）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和平老街： 地面劃線、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交通調整措施，長度 0.99KM （建議劃設寬度：人車共用道（單行），2M）。 

 方向指標設置，共 13 處。 

 

圖 6-14  新埔和平老街改善區平面配置圖 

圖 6-15  新埔和平老街現況 

標線劃設 

圖 6-16  新埔和平老街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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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1 
地面劃共用道

標線 
和平老街：地面劃線  990M 60 59,400

 

2 休憩小節點 導覽地圖、警示、交通調整措施 1 式 458,100 458,100

 

3 
指標系統（重點

地區設置） 
13 處 13 座 8,000 104,000

 

 總計（新台幣）    621,500  

圖 6-17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平面改善示意圖 

圖 6-18  新埔和平老街平面、剖面改善示意圖 

溪州大橋 霄裡橋

寶石派出所 

三聖橋

主線：2KM

竹北火車站 

和平老街輔線:0.99KM

豆 仔 埔 溪 

和平老街 

雙堂屋 
豆仔埔溪輔線

延北橋

新設指標系統 

自行車道主線 

和平老街輔線

自行車道輔線 

豆仔埔西輔線 

自行車共用道 
標線繪製 

(5~8M)
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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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竹子嶺隧道示範區改善平面配置

4. D-鐵路空間型   示範地點： 2-4 竹仔嶺隧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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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現況：本類型改善示範點選擇位於基隆市的台鐵竹子嶺隧道及其沿線之閒置鐵道空間，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2-4。竹仔嶺隧道為平行台鐵基隆站至八堵站縱貫鐵路線

之間的閒置鐵道空間，長度大約 1.5 公里，其中含隧道長度約 550 公尺，及隧道兩端鐵道空間共約 1000 公尺，是往西連接基隆河八堵段河濱自行車道，往東經過龍安街與基隆市中心與

港濱空間串連之關鍵斷裂點空間。閒置的鐵道與隧道空間腹地寬度為 6-9 米以上，自行車系統環境友善化之設計策略包括，與原有電氣化之縱貫鐵路線可留設一定之阻隔空間（景觀隔離

帶），確保台鐵交通所需之安全性，同時利用閒置空間建構之自行車空間，未來可串連鐵道風光、隧道特色、河濱風景、港濱市街特色，成為自行車族與鐵道迷之另一吸引點。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鐵路空間型自行車道斷裂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閒置鐵道空間、空間腹地適宜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閒置鐵道空間變成自行車系統空間、鋪面改善、照明、導覽地圖、標誌系統、遮蔭與景觀植栽、吸引點（小節點） 

（3）主要重點改善設計圖說    

 

 

 

 

 

 

 

 

 

 

 

            縱貫縣鐵道風光                              竹仔嶺隧道東側                    鐵道橋下           竹仔嶺隧道西側          基隆市區道路 

*竹子嶺隧道北口 1：闢設自行車道，沿民宅側種植遮蔭喬木、具自然野趣地

景或鐵道風情之草花灌木與地被、照明設施、休憩座椅…等設施。沿鐵道

側，留設適當寬度之景觀隔離帶，種植之具自然野趣地景或鐵道風情之草

花灌木或地被，已保有鐵道空間之安全性與鐵道迷可觀賞、攝影餮道風情

之視覺穿透性。 

*竹子嶺隧道內空間 2：隧道內部空間除增設自行車道、照明設施，建議內部

活動吸引點設計，例如:鐵道歷史展示空間、隧道壁面公共藝術設計、鐵道

意象鋪面公共藝術、休憩小節點之座椅、地圖或是導覽資訊…等設施，增

加騎乘於隧道空間內的特色。 

*竹子嶺隧道南口 3： 闢設自行車道，二側適當種植遮蔭喬木、具自然野趣

地景或鐵道風情之草花灌木與地被、照明設施、休憩座椅…等設施。隧道

出口設置吸引小節點，作為停留空間。可設置鐵道歷史展示板、鐵道意象

鋪面公共藝術、或與有特色之簡易行動咖啡座等設施結合，增加騎乘空間

的服務品質與活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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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嶺隧道索引圖 

1 

2 

3 

竹子嶺隧道內（1）局部平面圖 竹子嶺隧道內（2）局部平面圖 竹子嶺隧道內（3）局部平面圖 

圖 6-21 竹仔嶺隧道示範區現況（入口處 1 ） 圖 6-22 竹仔嶺隧道示範區改善示意圖（入口處 1 ） 

色彩及材質運用上皆反映鐵道元素                                                           廢棄鐵道轉型成自行車道 

圖 6-20  竹仔嶺隧道平面、剖面改善示意圖 

自行車雙向道 
300cm 

銹鋼收邊 

水泥拉毛 

植栽綠美化 休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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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基隆火車站至竹子嶺隧道改善平面配置圖 4.5KM 

基隆火車站 

往八斗子漁港 

5 

中
山
高
速
公
路 

竹子嶺隧道 0.55KM 

八堵火車站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第三級指標 

 

 

 

 

 

 

 

（4）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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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

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

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竹仔嶺隧道整體改善： 閒置鐵道空間變成自行車系統空間、鋪面改善、照明、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遮蔭與景觀植栽、吸引點（小節點），隧道長度約 550 公尺，及隧道兩端鐵道空

間共約 1000 公尺。 

 指標設置以每 500M 設置一處。特殊設置位置 8 處。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 

（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每 500m

設置一處） 
2.5km 5 座 6,000 30,000 2.5/0.5=5

2 
指標系統（重點地

區設置） 
8 個 8 座 8,000 64,000  

3 
特殊環境改善（鐵

道隧道環境改善） 

隧道寬 6-9m，長

550 公尺。 

隧道兩端鐵道空

間，寬 9m，長約

950 公尺。 

內：550M 9,314,400 9,314,400

詳表 8-5 

外：950M 14,263,700 14,263,700

 總計（新台幣）    23,672,100  

鋪面設計反應原有鐵道路線                                              色彩及材質運用上皆反映鐵道元素  鐵道意象結合植栽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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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仔埔溪河岸自行車道系統完整                    豆仔埔溪田園與河岸濕地風光                                 大路口（尤其是連接跨橋道路）之交通交叉點           

5. E-河岸堤頂型   示範地點： 5-3(輔)竹北豆子埔溪（輔線） 

5-3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 2KM（主線），（輔線：竹北豆子埔溪-至河口，長約 4km ） 

（1）現況：本類型改善示範點選擇位於新竹縣竹北市的豆子埔溪河岸自行車道，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5-3。具可體驗豐富之田園風光與河濱景色，騎乘體驗愜意，唯與鄰

近聚落、工廠或是農家聯外小徑之交接路口，以及較大道路（尤其是連接跨橋道路之交叉點），騎乘者於路口之交通安全須強化。因此本類自行車系統基礎之自行車道環境設施多半環境

建置完善，因此使之

友善化之設計策略應

著重於交叉路口之警

示與安全跨越性，與

局部景點或小吸引點

之減量設計之導覽系

統設置。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河岸堤頂型自行車道斷裂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河岸景觀道路空間、車流量低，交叉路口、市區人車混雜道路，車流量尚可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自行車系統、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小型交叉路口交通調整措施（地上劃線+警示號誌）、連接大型車流幹道交通調整措

施（地上劃線+警示號誌+按壓式停等交通號誌） 

 （3）主要重點改善設計圖說    

 

 

 

 

 

 

 

 

 

 

 

 

 

圖 6-24 豆仔埔溪河岸自行車道系統改善示範區平面配置圖（水利大橋附近路段） 

劃設禁止臨時

圖 6-25  竹北豆子埔溪現況（小型交叉路口） 

圖 6-26  竹北豆子埔溪改善示意（小型交叉路口交通調整措施） 

設置警示標誌

劃設禁止臨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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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cm 

自行車穿越道 
（彩色瀝青+標線） 

人行穿越道（彩色瀝青+斑馬線） 

設置交通號誌燈 

400cm 

圖 6-27  竹北水利大橋現況（大型車流幹道交叉路口） 圖 6-28  竹北水利大橋改善示意（大型車流幹道交通調整措施） 

（4）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5-3(輔) （輔線：竹北豆子埔溪-至河口，長約 4km，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

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大型車流幹道交通調整措施（地上劃線+警示號誌+按壓式停等交通號誌）。 

 小型交叉路口交通調整措施（地上劃線+警示號誌）。 

 休憩節點： 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 

 指標設置指定位置設置。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大型車流幹道交通調整措施 地上劃線+警示號誌+按壓式停等交通號誌 2 處 200,000 400,000  

2 小型交叉路口交通調整措施 地上劃線+警示號誌 4 處 100,000 400,000  

3 休憩節點 導覽地圖、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 4 處 30,000 120,000  

4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7 座 6,000 42,000  

 總計（新台幣）  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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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現況（路幅夠） 

圖 6-30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改善示意（路幅夠，設自行車專用道回復式導桿）

劃設標線

原有路肩線設置導桿 

圖 6-32  鶯歌鎮山區型自行車道現況（路幅不足） 

圖 6-33  鶯歌鎮山區型自行車共用道改善示意（路幅不足，地面劃線型）

彩色瀝青 

6. F-山區公路型  示範地點：  4-4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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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m 

（1）現況：本類型改善示範點選擇位於桃園縣

三坑自行車道，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

裂斷點中的編號 4-4。本類道路被選擇為自

行車可騎乘之山區公路型路型，多半具有

車流量少（或尚可）可兼顧自行車騎乘安全之特性，但亦因如此，故車速多半過快，如遇有坡度之道路或彎曲路段，險

象環生。此類自行車系統環境友善化之設計策略，將研析根據不同的條件選擇最適宜之自行車共用車道設計或是分隔專

用道，以確保騎乘安全。以下圖面僅為建議範例，實際設置方式仍應視未來細設計畫時就各路段實際現勘決定。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山區公路型自行車道斷裂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a.)路幅足夠，車流量少，但車速快、有坡度路段或路段彎

曲。  b.) 路幅不足夠，車速快、有坡度路段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山區道路連結至吸引點、旅遊節點設施完善、a.)（如路幅夠）設置自行車專用道回復

式導桿、（如路幅不夠）地面劃線、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  b.) 地面劃共用道標線 

（3）主要重點改善設計圖說    

 

 

 

 

 

 

 

 

 

 

 

 

        

上坡路段自行車之騎乘安全應強化                                                             路幅足夠、車速較快且彎曲之路段 

圖 6-29 山區道路類型改善示範區平面配置圖（以三坑自行車道附近路段為例） 

設自行車專用道

回復式導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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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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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回覆式導桿分隔自行車專用道：長度 12 公里 （建議寬度：自行車道≧2m）。 

 路幅不足，地面劃線共用道：長度 1.5 公里。 

 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向設置。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第三級指標 

頭 

前 

溪 

南寮漁港 

往鳳鼻隧道 

往海山漁港 

17km 海岸自行車道 

15 

沿北橋 

*
溪洲大橋 

*

和平老街 
中正路 

興隆路二段 

新
芎
路
二
段 

圖 6-34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1 

索引圖 

共用道劃設段 1.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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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回覆式導桿分隔自行車專用道 12000M 12000 支 300 3,600,000 12000/1=12000 

2 地面劃自行車專用道標線（紅色 AC 路面） 雙側 3000M 2,000 6,000,000 1500x2=3000 

3 指標系統（每 1km 設置一處） 總長 6KM，雙邊設置 12 座 6,000 72,000 6x2=12 

4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40 處 40 座 8,000 320,000  

 總計（新台幣）   9,992,000  

圖 6-35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2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實體分隔自行車道段 

第三級指標 

第一級指標 

往和平老街 

往三坑 

石門水庫 

*

龍興大橋 
*

霄裡溪自行車道 

龍源路 

三坑鐵馬道 

高 

速 

公 

路 

三
乙 

圖 6-36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平面、剖面改善示意圖 

導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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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               港濱自行車道系統  自行車道與港濱公路風光           北臺自行車道系統起點段              南方澳碼頭港濱（林惠忠 攝）

圖 6-40   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入口廣場現況 

圖 6-41  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入口廣場改善示意 

圖 6-39  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休息處示意 圖 6-38 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休息處現況 

北臺自行車系統 logo 影像轉印

自行車導覽圖 
方向指示牌誌

7. G-平面節點（起點）  示範地點：3-3 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 

（1）現況：除了整體自行車系統分類規

劃之各類型節點與應有設施，26

個斷裂點中另有幾個節點類型扮

演不同層級的自行車系統樞紐門

戶的角色，此計畫特別提出其改善

之策略及構想，使未來整個自行車

旅遊系統兼具多重系統連結效果 

本類型為平面節點類型，改善示範點選擇位於宜蘭縣的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空間，是北臺自行車道 618 公里的起點，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3-3。宜蘭縣的南方澳旅

遊服務位於蘇港路上，緊鄰南方漁港，一方面可以連接南方澳環港自行車系統（自行車旅遊輔線），也是北臺自行車道的重要集結大站。除了旅遊服務中心提供之完備旅遊資訊服務，臨

港側有停車場，本類型是適合利用私人運具或是公車旅遊的族群使用，作為遊程起始點或是環狀旅遊遊程之

重要停留點，屬於平面空間節點的類型。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斷裂點為自行車道之重要平面節點（起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平面節點、私人運具、公車節點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遊客服務中心、廁所、停車場、自行車系統、集合廣場、導覽圖、標誌系統 

（3）改善設計圖說    

 

 

 

 

 

 

 

 

 

 

 

 

 

圖 6-37  南方澳旅遊服務中心（北台自行車系統起點）改善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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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立體節點  示範地點： 3-3 蘇澳新站 

（1）現況：本類型為立體節點類型，改善示範點選擇位於宜蘭縣的蘇澳新站空間，屬於北臺自行車系統 26 個裂斷點中的編號 3-3。多數的鐵路/高鐵節點、捷運站其他有立體交叉穿越的空間

節點，皆屬於此類型。蘇澳新站也是北臺自行車道 618 公里的起點之一，是適合利用大眾運具、鐵路交通或是遊覽車旅遊接駁的族群使用。蘇澳新站配合目前的自行車系統與自行車旅遊

所需，目前站內已設置自行車牽引道、自行車電

梯，唯該配套措施只少數遊客使用，一旦遊客數

量多之團體客到達時，目前之自行車友善設施就

難以負荷。同時目前的牽引道設計仍有待改良，

這也是此類立體空間節點類型所面臨的普遍性問

題。搭配的自行車停車空間、租賃歸還空間…，

都是此類型應考量之要點。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型斷裂點為自行車道立體節點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立體節點、大眾運輸（火車結/大型捷運節點）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火車站遊客服務中心、廁所、停車場、自行車電梯、集合廣場、自行車租車系統、自行車牽引道改善、導覽地圖、標誌系統 

（3）改善設計圖說    

 

 

 

 

 

 

 

 

 

 

 

 

 

                       

 

 

 

蘇澳新站站體空間寬大                               站內自行車牽引系統待改善  月台上往自行車搭乘電梯之通道  自行車搭乘電梯適合散客使用 

圖 6-42  蘇澳新站（北台自行車系統大眾運輸接駁起點）改善配置圖 牽引道改善意象圖 

設置自行車租賃站意象圖 新增自行車集結廣場/停車空間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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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門戶樞紐（HUB）  示範地點：台北火車站/松山機場/桃園機場 

（1）現況：本類型是針對北臺整個自行車系統的友善環境使用，除了系統內部的連結與實質空間的改善，並讓自行車旅遊系統對外的兼具多重系統連結的效果，擴大旅遊與通勤系統的多樣化，

整體進行結合與連結。針對國際門戶進入的使用者，或是北臺地區以外的遊客，進行更便捷、友善的連結，推廣臺灣的自行車文化特色，也可成為臺灣的門戶（國門）的體驗活動，更可

發揮多元觀光的整合效益。 

目前北臺有可能銜接自行車系統的國門有三個地點，現有區位條件與環境佳，都具有可扮演自行車系統之門戶樞紐之可行性，此類型的斷裂點改善與設計策略，將可強化國門轉機、待機

空間活動之特色，提升國門的服務品質，自行車體驗更可成為國門的另一吸引點 （臺灣旅遊的第一站或是最後點）。以下概述三個潛力點的類型條件。 

A.臺北市松山機場 

*空港門戶：為國內航線、離島航線、兩岸直航及鄰近亞洲部部分直飛城市航班之重要空港。 

*交通 HUB（空港+捷運+藍色公路）：捷運文湖線設松山機場站。緊鄰基隆河河濱公園，具有連接藍色公路之潛力。 

*可連接自行車系統：緊鄰基隆河河濱公園自行車道系統，旅遊系統具有可連接自行車道系統之潛力。 

B.臺北市台北火車站 

*三鐵門戶：三鐵共構，可直接連結松山與桃園二大空港。 

*交通 HUB（三鐵+公路）：透過捷運與公路可連結大台北地區各地點與自行車系統。車站地區之公車轉運站，是集結全島旅客之樞紐之一，內部商業觀光、購物、交通、住宿、停車設備

齊全。 

*可連接自行車系統：透過火車站地區中央公園計畫，未來往西，可穿過水門與堤外的自行車道及藍色公路系統整合。 

C.桃園縣桃園機場 

*空港門戶：為國際航班之重要國際空港。 

*交通 HUB（空港+捷運+高鐵）：連接高鐵青埔站、機場捷運線（未來），直達北臺地區、台北與全台，轉運便捷。 

*可銜接自行車服務系統：航站附近因貨運與接駁機能吃重，近期如未有更完善之自行車通道與路網規劃化，則建議以提供完善之自行車旅遊服務網為目標，結合台北樞紐，成為完整

國際接駁之自行車旅遊服務網的一環。 

（2）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 

本類型斷裂點為自行車道系統之門戶樞紐（HUB）類型，應具備之重要基本條件： 

本類型示範點構想與設計重點：門戶場站設施、複合式交通樞紐機能、觀光服務門戶中心 

（3）建議改善設計策略  

自行車旅遊系統之門戶樞紐的服務功能，主要以服務旅客自長途或國際運具接駁至自行車旅遊為主。提供抵台後或是離台前短暫的 3 小時（半天）遊程或是以自行車旅遊為目的的短期性

（3 天）或長期性（7 天或以上）自行車遊程之旅程接駁服務。其中包括順暢的運具轉乘、行李接駁轉運、自行車旅遊的資訊服務、租還中心、住宿、停放、甚至是結合跨八縣市的捷運

智慧卡的系統使用，與跨八縣市整合所有的 City-bike 、U-bike…租借系統的可能性。 

門戶樞紐的建議改善設計策略重點：Downtown Check-in 服務、自行車旅遊服務中心、自行車旅遊旅行社、自行車系統、自行車停車系統、自行車旅館、自行車牽引道改善、導覽地圖、

標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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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3  臺北市松山機場地區自行車友善環境改善配置構想 

圖 6-44  臺北市台北火車站地區自行車友善環境改善配置構想 

（4）自行車友善環境改善構想  

A.臺北市松山機場地區 

 

 

 

 

 

 

 

 

 

 

 

 

 

B.臺北市台北火車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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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  淡水下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風芝門車道現況 

BEFORE 

圖 6-47  淡水下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風芝門車道示意 

自行車道(瀝青+標線+欄杆) 

設置方向指標 

300cm 

圖 6-45  自行車道平剖示意圖 

AFTER 

第三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斷裂點縫補設計內容說明 

一、1-2 淡水下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風芝門車道未銜接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北 14 古庄（約 14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鄉間聚落型 

（1）現況：原始規劃路線為位於淡水下圭柔山溪出海口沙灘之自行車道，海濱風景優美。但原已規劃設計完整濱海自行車道，基於私人土地取得與經費因素，無法執行。因此路線改為本規劃

路線。建議從濱海路四段原本的自行車道斷點，銜接台 2 乙線產業道路，至育英國小路口銜接台 2 線，路經淺水灣一路到古庄。 

 

 

 

 

 

 （2）改善設計構想 

屬海岸公路型構想與設計重點：銜接濱海路四段原本

的自行車道斷點，新闢自行車棧道 210m，銜接台 2

乙線產業道路。2 乙線產業道路至育英國小此段，新設

4 個標誌系統。從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新市一路)至台 2

線-育英國小至古庄，沿線 14.6 公里，每 1 公里設置一

處標誌系統(雙向)。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1-2 淡水下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

風芝門車道未銜接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北 14 古庄（約

14km），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

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

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開口處銜接既有道路            出海口處有軍事廢棄碉堡，景色十分迷人                                                              現況邊坡裸露                   自行車道斷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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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已規劃自行車道路段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主線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副線 

重要指標設置點 

*

*淺水灣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沙崙海水浴場

下圭柔山出海口

接風芝門自行車道 

*後厝漁港 

*
漁人碼頭 

新設自行車道 210m
+崗哨美化 1 處

*
育英國小

古庄 

圖 6-48  淡水下圭柔山溪出海口－三芝風芝門車道未銜接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北 14 古庄平面改善示意圖 

 新增新增自行車道(路面抬高)：從濱海路四段原本的自行車道斷點-台 2 乙線產業道路，長度 210 公尺 (建議劃設寬度：自行車道≧3m) 

 小觀景崗哨美化 1 處 

 台 2 線從育英國小至古庄，沿線 10km：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向)。 

 從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新市一路)至育英國小(台 2) ，沿線 4.6km：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向)。 

 2 乙線產業道路至育英國小此段：新設 4 個標誌系統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 (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4 處 8,000 32,000  

2 指標系統(全路段) 雙邊設置 30 座 6,000 180,000
14.6/1≒15
15x2=30 

3 
特殊環境改善 
(新增自行車道) 

 210m 35,000 7,350,000
 

4 其他環境改善 小觀景崗哨美化 1 處 458,000 458,000  

 總計(新台幣)   8,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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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0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現況一 

圖 6-51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改善一 

BEFORE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

BEFORE

AFTER 

圖 6-52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現況二 

圖 6-53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改善二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

二、1-3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14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山區公路型 

（1）現況：路線為從石門北觀處沿台 2 公路-金山中角灣沙灘自行車道。沿線海濱風景優美。但此段台 2 線車道為雙線雙向公路，部分區段寬窄不一，臨濱海商業設施段部分路幅不足，部分區

段可設置海邊停車區。道路平時車輛不多，但是假日出遊車輛多。因為部分區段路幅不足為危險線路段，若劃設自行車專用道，因非直線型路線反而更增加行車危險。建議以共用道。其

中台 2 線 34-39 公里處在民國 102 年蘇力颱風來襲時造成沿海車道遭浮木塞滿，難以清除，後續細部設計工程計畫，此類偶發天然災害狀況應特別注意事件後之維管事宜。 

     

（2）改善設計構想：建議以劃設輔助指引標誌於現有護欄、

擋牆等壁面上為主，每一公里設置一處(雙向)。建議以

自行車以共用道方式規劃，若部分路段可行，以斟酌

增加自行車道標線，但仍為共用道形式。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

角沙灘自行車道，約 14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

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

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 自行

車相關指標設置以減量的方式進行為設置原則。實際

設置方式以明確方向指引、減量為原則，仍應視未來

細設計畫時就各路段實際現勘確認。 

 

 畫設輔助指引標誌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邊)，

總長度 14 公里。 

 

 

 
 

圖 6-49  輔助指引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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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每 1km 設置一處)，應視未

來細設計畫時就各路段實際現勘確認數量。 
雙邊設置 28 處 1,000 28,000 

14/1*2=28 
 

 總計(新台幣)  28,000  

石門北觀處 
*

中角灣

*
麟山鼻 

*富貴角 

2

*中角國小

* 石門劉家肉粽 

* 核能一廠 

接中角海灘自行車道 

*朱銘美術館 

*
十八王公廟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路段 

圖 6-54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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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劃單側自行車道標線路段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野柳風景區 

國聖海灘

* 龜吼漁港 

野柳隧道 

*
第二核能發電廠

往金山海水浴場 

新劃單側自行車道標線

870m

新設指標系統 6.13km

瑪鍊港 
往獅子山 

公園 

2 

* 翡翠灣海水浴場 

圖 6-55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臺 2
公路平面改善示意圖 

三、1-4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台 2 公路（約 7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市區道路型+山區公路型 

（1）現況：沿線海濱風景優美，但為危險路段，車行速度快。從台二線核二廠國聖海灘段轉入野柳之產業道路路口之間，沿線無商業設施與路口，道路尚有腹地，可局部劃設自行車道，確保

安全。野柳-萬里瑪鍊港沿線鄉鎮產業道路段，總長度 6.13km，路幅不足，以共用道方式規劃，建議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2）改善設計構想：台二線核二廠國聖海灘段轉入野柳之產業道路路口：

增加自行車道標線(AC 路面)。野柳-萬里瑪鍊港沿線鄉鎮產業道路段，

以共用道方式規劃，並於每 500 公尺設置指標設施。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1-4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臺2公路，

約 7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

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以減量

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新劃自行車道標線(AC 路面)： 台二線核二廠國聖海灘段轉入野

柳之產業道路路口。利用原路幅寬度沿海邊側劃設，並設置欄杆

長度 870 公尺(建議劃設寬度：自行車道(單行)≧1.5m) 

 指標設置以每 500 公尺設置一處：野柳-萬里瑪鍊港沿線鄉鎮產業

道路段，以共用道方式規劃，長度 6.13 公里。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新劃自行車道標線(AC
路面) 

利用原路幅寬度

沿海邊側劃設，並

設置欄杆 
870m 5,000 4,350,000

 

2 
指標系統(每500m設置

一處) 
雙邊設置 24 座 6,000 144,000

6.13/0.5≒12 
12x2=24 

3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

置) 
雙向通行指標 2 座 8,000 16,000

0.87/0.5≒2 

 總計(新台幣)   4,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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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輔助指引標誌

BEFORE

圖 6-58  濱海臺 2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海公園自行車道現況二圖 6-56  濱海臺 2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海公園自行車道現況一

圖 6-57  濱海臺 2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海公園自行車道改善一 圖 6-59  濱海臺 2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海公園自行車道改善二

BEFORE 

AFTER AFTER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

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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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山區公路型 

（1）現況：為濱海臺 2 公路瑞芳-貢寮區鹽寮濱海公園自行車道（望海巷-尖山腳）自行車道規劃。沿線海濱風景優美，但道路腹地不足，建議以共用道方式規劃，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2）改善設計構想：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向)。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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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整

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

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

含規劃設計費。) 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以減量的方式

進行為設置原則。實際設置方式以明確方向指引、減

量為原則，仍應視未來細設計畫時就各路段實際現勘

確認。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雙邊)，

總長度 1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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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望海巷漁港 往基隆 

* 八斗子漁港 

鹽寮海濱公園 

*尖山腳 

*澳底漁港 

*鼻頭角 

*龍洞漁港 

* 龍洞南口海洋公園 

*金沙灣海濱公園 

*水湳洞 

* 龍洞灣海洋公園 

*
鼻頭漁港

*
陰陽海 

*深澳漁港 

圖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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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改善示意圖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繪製輔助指引標誌(每 1km 設置一處) 雙邊設置，21km 42 處 1,000 42,000 21/1=21 

21x2=42 
2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7 處 7 座 8,000 56,000  

 總計(新台幣)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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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2  澳仔漁村停車場段改善前後示意圖                                               

圖 6-63  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端點機車停車場-機車停車場段改善前後示意圖 圖 6-61 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端點機車停車場-機車停車場段 

改善平剖面示意圖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五、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約 6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市區道路型+山區公路型 

（1）現況：路線為從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之自行車道規劃。從獅子山公園-安中產業道路-大武崙漁港-澳仔漁村停車場段，現況環境自行車行駛空間安全，惟於重要叉口增加

指示標誌，即可與已完成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系統順接。從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端點機車停車場-機車停車場段，長度 0.5km，尚有腹地，建議可增加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共用道。自機車停

車場段--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路段，長度 5.5km，以共用道方式規劃，建議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2）改善設計構想：增加 2 個指示標誌，從獅子山公園-安中產業道路-大武崙漁港-澳仔漁村停車場段。增加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共用道，寬度為 2~2.5m： 從外木山濱海自行車道端點機車停車

場-機車停車場段，長度 0.5km。設置指標設施以每 500m 設置一處自機車停車場段--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路段，長度 5.5km，以共用道方式規劃。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約 6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

設計費。)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自行車道人車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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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4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平面改善示意圖 

接外木山自行車道系統 

外木山 

澳底 

0.5 公里

1.5 公里

基隆港 

基隆火車站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第三級指標 

第一級指標 

*

*

* 安中產業道路 

中

山

二

路 

往獅子山公園 

增加 2 個指示標誌：從獅子山公園-安中產業道

路-大武崙漁港-澳仔漁村停車場段。 

 增加自行車道，寬度為 0.8m：從外木山濱

海自行車道端點機車停車場-機車停車場

段，長度 0.5km。 

 設置指標設施以每 500m 設置一處自機車

停車場段--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路段：長

度 5.5km，以共用道方式規劃。 

 

 

 

 

 

 

 

 

 

 

 

 

 

 

 

 

 

 

 

本段預算不包含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之自行車道，詳 2-2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新增自行道，標線劃設 寬度 0.8m(外木山段) 500m 60 30,000  

2 地面劃共用道標線 市區段 4000m 60 240,000  

3 指標系統(每 500m 設置一處) 雙向通行，4km 8 座 6,000 48,000 4/0.5=8 

4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2 座 8,000 16,000  

 總計(新台幣)   3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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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共用道示意照片 

BEFORE

AFTER

圖 6-65  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平剖面改善示意圖 
圖 6-66  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改善前後示意圖 

共用道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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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類型：市區道路型+鐵路空間型 

（1）現況：路線為從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之自行車道規劃。從文化路口-中華路-舊港濱仙洞隧道段，長度 1.32km，建議地面劃標線以共用道方式規劃，確保自行車行駛空間警示與

安全。舊港濱仙洞隧道目前為廢置空間，長度為 0.18km，建議再利用，成為舒適之自行車節點。舊港濱仙洞隧道南端出口，連接原舊鐵道空間，目前已是車道空間，惟車流量低、腹地

足夠，建議應重新檢討該路段道路之使用機能。並應於路口叉口增加自行車使用紅綠燈號誌。並於市區段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2）改善設計構想：從文化路口-中華路-舊港濱仙洞隧道段，長度 1.32km，建議地面劃標線以共用道方式規劃，地面劃設自行車指引。舊港濱仙洞隧道目前為廢置空間，長度為 0.18km，應

以隧道行方式規劃設計再利用。舊港濱仙洞隧道南端出口原舊鐵道空間之道路空間，重新檢討該路段道路之使用機能，劃設自行車共用道。路口叉口增加自行車使用紅綠燈號誌。每 500m

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臺北市政府 
 

 6-40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圖 6-67  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牛稠港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第三級指標 

第一級指標 

往外木山自行車道 

舊港濱仙洞隧道 0.18km

往基隆火車站 
*

中

山

二

路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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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

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

(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

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地面劃標線以共用道方式規劃：文化路口-中華路-舊港濱仙洞

隧道段，長度 1.32 公里，(自行車道(單行)≧1.5m) 

 舊港濱仙洞隧道空間再利用：長度為 0.18km，寬度 5m 

 增加自行車使用紅綠燈號誌：舊港濱仙洞隧道路交叉口。 

 舊港濱仙洞隧道南端出口原舊鐵道空間之道路空間，重新檢討

該路段道路之使用機能。 

 指標設置每 500m 設置一處。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地面劃共用道標線 市區段 1320m 60 79,200  

2 指標系統(每 500m 設置一處) 仙濱隧道-港濱(雙向) 3 座 6,000 18,000 1.5/0.5=3 

3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2 座 8,000 16,000  

4 特殊環境改善(鐵道隧道環境改善) 仙洞隧道 180m 18,000 3,240,000  

 總計(新台幣)  3,3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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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3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市區道路型 

（1）現況：路線為從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之自行車道規劃。從基隆火車站站前地區，沿著愛三路，經過海洋廣場往市區東岸碼頭，接中正路、北寧路，至

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長度 7.5km，因交通流量混亂，路幅不足，短期建議地面劃標線以共用道方式規劃，確保自行車行駛空間警示與安全。建議長期應重新檢討基隆火車站站前地區、

東岸碼頭整體觀光、交通與都市發展定位。應將自行車與多元運具結合之功能整併結合。並於全線路段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2）改善設計構想：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規劃地面劃標線以共用道方式規劃，長度 7.5km。全線路段每 500m 設置指標設施。 

 

 

 

 

 

 

 

 

 

 

 

 

 

 

 

 

 

 

 

圖 6-69  基隆火車站 -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改善前後示意圖 圖 6-68  基隆火車站 -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平剖面改善示意圖 自行車共用道示意照片 

BEFORE

AFTER

(共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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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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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

(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規劃地面劃標線，以共用道方式規劃：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長度 7.5 公里(建議劃設寬度：自行車共用道(雙側單向)≧1.5m) 

 指標設置以每 500m 設置一處。長度 7.5km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地面劃共用道標線 雙邊畫設 15000m 60 900,000 7500x2=15000 

2 指標系統(每 500m 設置一處) 雙邊設置，7.5km 30 座 6,000 180,000 7.5/0.5=15   15x2=30 

 總計(新台幣)  1,080,000  

圖 6-70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平面改善示意圖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基隆港 

八斗子漁港

基隆火車站 

2 

碧砂漁港 

海洋大學 

海門天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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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1   濱海臺 2 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公園）-宜蘭頭城烏石港平面改善示意圖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節點型指標 

太   平   洋 

南口公園 

龜山火車站 

頭城烏石港 

大里火車站 

外澳火車站 

石城火車站 

大溪火車站 

往基隆 

2

2 

往宜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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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類型：市區道路型+鐵路空間型+河岸堤頂型 

（1）現況：路線為從濱海臺 2 公路舊草嶺隧道（南口

公園）-宜蘭頭城烏石港之自行車道規劃。現有自

行車道沿海岸線布設，風景優美。濱海自行車道

多已規劃完善，惟仍欠缺因應騎乘者心理需求所

需之適當指標設施之設置。建議應於少數必須轉

道至台 2 省道之小徑巷道口，與沿線設置指標設

施，以利方向引導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長度約 20km，於沿線每 1km 設

置指標設施。並於少數必須轉道至台 2 省道之小

徑巷道口設置指標。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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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整體

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

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

估不含規劃設計費。)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長度約

20km。並於少數必須轉道至台 2 省道之小

徑巷道口設置指標。 

 2 處節點型指標設施：草嶺隧道（南口公園）、

宜蘭頭城烏石港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每1km設置一處) 雙向設置指標 40 座 6,000 240,000 20/1=20  20x2=40 

2 節點型指標設施  2 座 10,000 20,000  

 總計(新台幣)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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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洋 

圖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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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改善示意圖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主線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副線 

指引指標 

節點型指標 
往宜蘭 

烏石漁港 

竹安橋 

2

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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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鄉間聚落型 

（1）現況：路線為從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子溪口）壯圍鄉東港濱海自行車道規劃。現有自行車道沿海岸線布設，風景優美。濱海自行車道多已規劃完善，惟建議應於少數必須轉道至台

2 省道之小徑巷道口，設置適當之指標設施，引導騎乘者，以利方向引導即可。另台 2 線-協成路-台 2 線利用鄉間產業道路路線，以機慢車共用道形式規劃，設置指標系統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建議加設 4 處指引設施，竹安溪賞鳥溪口可增加 1 處節點型指標設施。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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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

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 以減量的

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

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建議加設 4 處指引設施 

 竹安溪賞鳥溪口可增加 1

處節點型指標設施。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

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  4 座 6,000 24,000  

2 節點型指標

設施 

竹安溪賞

鳥溪口 
1 座 10,000 10,000  

 總計(新台幣)  34,000  

圖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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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後示意圖二 

圖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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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後示意圖一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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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頭橋 

圖 6-76   羅東溪至安農溪平面改善示意圖 

農 安 
溪 

東 

羅 

溪 

玉尊道路與羅天公路交叉口 

往冬山火車站 

往安農溪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BEFORE AFTER

圖 6-75   羅東溪至安農溪改善前後示意圖 

十、3-4 羅東溪至安農溪，約 6km   

改善類型：鄉間聚落型 

（1）現況：路線為從羅東溪至安農溪 (6km)之自行車

道規劃。現有自行車道沿鄉間聚落佈設，風景優

美，多已規劃完善。惟建議應於少數必須轉道至

台 2 省道之小徑巷道口，設置適當之指標設施，

引導騎乘者，以利方向引導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建議加設自行車指引牌，共桿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約 6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

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

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

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指標設置以每 500m 設置一處。 

 

 

 

 

 

 

 

 

 

 

 

 

 

 
 改善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 ( 每

500m 設置一

處) 

24 座 6,000 144,000 6/0.5=12 
12x2=24 

 總計(新台幣)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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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應有替代道路，約 3.5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 

（1）現況：路線為從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自行車道規劃。自行車可行經之路線沿海岸線規劃，但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應有的安全性措施。從林口溪口-竹圍漁港，長度約 3.5

公里，因沿線路幅腹地不足，建議短期以設置適當之指標設施，引導騎乘者，以利方向引導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建議加設自行車指引牌，每 1km 設置一處。另竹圍漁港可設置節點式指標設施。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約 3.5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

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 

 1 處節點式指標設施：竹圍漁港。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每 1km 設置

一處) 
雙向設置指標，3.5km 8 座 6,000 48,000

3.5/1≒4 
4x2=8 

2 節點型指標設施 竹圍漁港 1 座 10,000 10,000  

 總計(新台幣)    58,000  

台    灣    海    峽

竹 圍 漁 港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第三級指標 

3.5 公里 

與新北市縣界 

往八里 

往大園 

*

林 口 發 電 廠

圖 6-77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應有替代道路平面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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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2 桃林鐵路（約 16km）   

改善類型：鐵路空間型 

（1）現況：桃林鐵路，運煤列車已於 2012 年底停駛，成為單段鐵軌。縣府預計規畫為綠色

運輸或是汽車道，仍在規劃中。因未來使用仍需透過相關單位對於都市之全盤性的考量，

應視都市的整體發展來考量，但建議應騰出空間作為自行車專用道使用。 

（2）改善設計構想：綠色交通規劃，應該也是鐵道空間未來發展的一環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因此空間之未來使用仍規劃中，目前暫時無法初估經費。 

 

 

  桃園火車站 

桃園國際機場 

林 口 

本路段 

16 公里 

*

西 濱 快 速 道 路

蘆竹濱海遊憩區 

*

圖 6-78  桃林鐵路（約 16km）平面改善示意圖 

桃林鐵路現況 

色彩及材質運用上皆反映鐵道元素         鐵路轉型成自行車道剖面示意圖 

鐵路轉型成自行車道示意圖                      鐵路轉為綠色運具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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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 歌 火 車 站

桃 園 高 中 火 車 站

虎 頭 山 公 園 

桃園火車站 

本路段 

7 公里

*

*

圖 6-79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 7km 平面改善示意圖 

十三、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 7km）   

改善類型：鐵路空間型 

（1）現況：桃園-鶯歌縱貫鐵路，從桃園火車站-鶯歌火車站(經市區道路與中正路等)，因道路無腹

地，建議尋求其他替代路線。 

（2）改善設計構想：因道路無腹地，建議尋求其他替代路線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因道路無腹地，建議尋求其他替代路線，目前暫時無法初估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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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5-1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射擊時需封閉車道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 

（1）現況：路線為位於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規劃。有砲彈射擊時需封閉使用。現有

自行車道已規劃興建完成，建議於隧道路線頭尾設置指標系統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隧道路線頭尾設置指標系統。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5-1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相關指標設置

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2 處指標系統：隧道路線頭尾設置指標系統。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

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重點地

區設置) 

隧道路線

頭尾設置 
2 座 8,000 16,000

 

 總計(新台幣)    16,000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第三級指標 

往觀音 

15 

往鳳岡 

 新豐鳳鼻隧道北端 

頂鳳鼻尾 

圖 6-80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射擊時需封閉車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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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漁港 

往新豐 

往新竹市 

15 

牛  埔   溪 

新設自行車橋 

圖 6-81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平面改善示意圖 

自行車橋示意照片 

十五、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需繞社區 5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鄉間聚落型 

（1）現況：路線為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之自行車道規劃。此路線之規劃為地方政府之需求，因為跨過三道溪流進需 700m，但是繞行社區路徑為 5km。然而興建三座橋所需經費多：鳳

山溪口、牛埔溪口、頭前溪口。應視地方計畫執行之需求而定。 

（2）改善設計構想：設三座橋，比照新竹市南寮彩虹橋施工模式。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700m（繞社區需 5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如下。 

 興建三座橋所需經費多：鳳山溪口、牛埔溪口、頭前溪口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

說明 
數量 備註 

1 

特殊環境改善

(新建跨橋)  

鳳山溪口 300m 興建三座橋

體，經費浩

大，建議地方

政府評估興建

效益，再評估

興建與否 

牛埔溪口 100m 

頭前溪口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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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員火車站 

縱 貫

鐵 路

內 灣

支 線

新中正大橋 福爾摩沙

高速公路

頭 

 

前 

 

溪 

頭前溪生態公園 

往竹中 

往竹東 

本路段 

68 

圖 6-82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平面改善示意圖 

十六、5-4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約 5km）  

改善類型：市區道路型+河岸堤頂型 

（1）現況：路線為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約 5km）之自行車道規劃。此路線之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已經完成，但尚缺經費執行。 

（2）改善設計構想：依縣府完成之自行車道規劃設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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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未開闢，外均利用既有道路劃設並與周邊資源串連。頭前溪南岸之既有河濱公園，亦已規劃自行車道、寵物公園與相關遊憩設施。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依新竹縣府完成之自行車道規劃設計計畫，改善初估為新台幣 5,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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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 （1.3km）    

改善類型：河岸堤頂型 

（1）現況：路線為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1.3km）之自行車道規劃。此路線之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已經完成，但尚缺經費執行。 

（2）改善設計構想：依縣府完成之自行車道規劃設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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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 ，約 1.3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

估不含規劃設計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特殊環境改善(根據縣府規劃 1.3km 設計) 根據縣府規劃 1.3km 設計 1300m 6,000 7,800,000  

 總計(新台幣)    7,800,000  

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道交界 

國道一號高架橋下 

往南寮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圖 6-83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6-53

十八、6-2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 

改善類型：河岸堤頂型 

（1）現況：路線為 6-2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之自行車道（1.4km）之自行車道規劃。預計 103 年 7 月完工，工程費已編列約為新台幣 800 萬元整。 

（2）改善設計構想：利用高架橋道路下方延伸既有道路加封 AC 鋪面車道寬度 4 公尺，指柯子瀝排水溝處與新竹線自行車道交接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預計 103 年 7 月完工，工程費已編列約為新台幣 800 萬元整。 

 

  

 

 

 

 

 

 

 

 

 

 

 

 

 

 

 

 

 

  

本路段 

圖 6-84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平面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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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濱 快 速 道 路

南 港 街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 

往新竹 17km 海岸線 

新竹市與苗栗縣界處 

往苗栗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圖 6-86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平面改善示意圖 

圖 6-85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改善前後示意圖 

AFTERBEFORE

十九、6-3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 （約 0.6km） 

改善類型：海岸公路型 

（1）現況：路線為 6-3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之自行車道規劃。約 0.6km。此濱海自行車道路線完善，只有與苗栗縣界處環境不佳，改走南港街 106 巷出來接台 61 西濱

道路。只須於斷裂點處連接西濱快速道路 600m 處，設置 3 處雙向指標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設置 3 處雙向指標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6-3 新竹市17km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

約 0.6km 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整體工程預算以下

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以減量

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設置 3 處雙向指標。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每 1km 設置一處) 0.6km 1 座 6,000 6,000  

2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3 處，雙邊設置 6 座 8,000 48,000 3x2=6 

 總計(新台幣)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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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海    峽

外 埔 漁 港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第三級指標 

18.8 公里 

圖 6-87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平面改善示意圖 

 

二十、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 （約 9km） 

改善類型：鄉間聚落型 

（1）現況：路線為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之自行車道規劃。此鄉間聚落型自行車道路線完善，只須重點設置 7 處雙向指標即可。 

（2）改善設計構想：重點設置 7 處雙向指標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

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約 9km 之整體改

善項目與預算初估，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

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

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重點設置 7 處雙向指標。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重點地區設置) 7 處，雙邊設置 14 座 8,000 112,000 7x2=14 

 總計(新台幣)    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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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北埔 

中 豐 公 路

往獅潭 

錫隘 

信德國小 

新竹縣峨 

眉鄉公所 

獅頭坪 

三灣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圖 6-89  苗栗山線以縣 119 接新竹縣峨眉北埔臺三線無自行車道設施平面改善示意圖 

圖 6-88  苗栗山線以縣 119 接新竹縣峨眉北埔臺三線無自行車

道設施平剖面改善示意圖 

二十一、7-2 苗栗山線以縣 119（有指標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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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類型：山區公路型 

（1）現況：路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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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自行車道規劃。此山區公路型自行車道路，路幅腹地足，車少但車速快，畫設自行車道標線以確保安全，

與沿線設置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2）改善設計構想：畫設自行道標線，長度 2km。沿線每 1km 設置一處指標設施，以利方向引導。 

（3）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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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

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

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

費。)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自行車相關

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畫設自行道標線：長度 2 公里(自行車道

(單行)≧1.5m) 

 指標設置以每 1 公里設置一處。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指標系統(每 1km 設置一處) 10km，單邊設置 10 座  6,000 60,000 10/1=10 

2 地面劃共用道標線 10km，單邊劃設 10000 m 60 600,000  

 總計(新台幣)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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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識別系統整
合構想及自行車道設施設置原則 

第一節  中央及地方相關自行車系統設施指標現況及規

範調查與分析 

近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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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育部體育署、

營建署、交通部及各縣市的指標等，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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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縣市主管皆非常重視自行車道的建置之下，目前北臺八縣市已設置之自行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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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1 條規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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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向指示牌與指標牌面之設置與設計原則，

北臺自行車道識別系統皆應參照其相關規範，朝向無障礙或無縫隙之自行車友善環境建

置為主。 

以國外自行車道發展相

關案例來看，英國國家自

行車道路網（NCN），其

建立完善的自行車道指

示標誌以及整體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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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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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路以及提供充足的自行車資訊。再者瑞士自行車將戶外遊憩等活動以顏色來管理標誌系

統，歐盟 27 個國家整體自行車系統加以整合標誌系統等作法，都在在顯示出指標系統

整合之重要性。 

就調查所知，北臺八縣市各有其地圖、指標、LOGO 及標線方式等差異，且各縣市區內

不同路段依據不同單位規劃亦有不同表現方式，以下率先針對八縣市當前調查所得資

訊，依據地圖、LOGO、標誌、標線此四項類別，分別彙整代表性手法及各項類別問題

點，作為後續指標、識別系統之參酌，並參考交通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1 條規定重新檢視。 

一、地圖 

在所設置的地圖上，除大小、樣式、使用材質各異外，地圖上所提供的資訊種類也不同，

除一般的路線標示外，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及苗栗縣，會加上自行車道鄰近的觀光

景點，而依據補助經費來源的不同，而有可能在同一處有 2 種不同版本的地圖（如：苗

栗縣）。 

二、LOGO 

LOGO 方面，現況以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內之自行車道有較統一之 LOGO 外，其

餘各縣市每條自行車道都有設計不同的 LOGO，易使騎乘者易產生錯覺，而綜觀各縣市

的 LOGO，大部分會有自行車的樣式以及各縣市的名稱，此部分可作為設計北臺各縣市

自行車 LOGO 參考。 

三、標誌 

在指標系統方面，現況相關指標系統主要會表達的項目有（一）引導至自行車道；（二）

周邊風景區的指引；（三）公里數的標示；（四）相關警示標誌等等，而相關指標系統的

樣式，部分有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設計，其餘皆各縣市自行設計。 

四、標線 

各縣市之自行車道大部分是以標線的方式簡單劃出自行車道，而在臺北市、新竹縣有部

分路段利用彩色瀝青標示自行車道範圍，而在車道上的標線，有些縣市則會單畫一部自

行車為標示，且各縣市所畫之自行車造型皆不同，且部分縣市會明確寫上「自行車道」

或「自行車專用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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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北臺八縣市指示標誌整合分析表 

縣市 地圖 LOGO  標誌 標線 

臺 

北 

市 

  

  

 

 

 

新 

北 

市 

 

 

 

  

 

 

宜 

蘭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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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 

市 
   

 

 

桃 

園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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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LOGO 

圖 7-1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LOGO 應用 

運用東部自行車路網 LOGO 

第二節  識別系統（logo）規劃設計 

根據第參章對於北臺八縣市之自行車道系統之指標系統與識別系統之初步檢視，識別系

統多元且豐富，且多已設置完工。但因八縣市系統綿密且總里程長度長，加上有時識別

系統設置環境背景混雜，時常有在騎乘時有識別性不佳或是方向指引困擾之問題。基本

上建議補足或強化之方式，提高整體識別系統之友善化使用為目標，以減量、整合、識

別明確做為整合之基礎。 

從推動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的經驗，自行車的路網層級分類與編碼，在未來全臺自

行車路網的發展越臻健全後，中央與地方對於相關的自行車道編碼系統必然會建制一套

完整之規範。鑒於全臺自行車系統層級不宜細分太過複雜，考量整體性與銜接性，仍需

要在後續計畫中整合中央與地方意見，從管理端與使用端之意見來考量，多方討論。在

識別系統上初步建議如下： 

一、主要層級或系統 LOGO (例如:國道層級)  

沿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

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和「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

計參考手冊」之設計原則與識別系統 LOGO。建議運用

在道路號誌相關之系統上。 

二、具區域性或是地區特色之系統 LOGO 

結合北臺之特有精神設計之，也建議可以檢視地區目前

有的特色識別系統，加以整合，創造具地方特色與整體

鑑別性。建議也可以運用在導覽地圖、文宣摺頁、與相

關特色產品上。 

初步建議採以下整合方式為主要原則： 

（一）異中求同 

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的 LOGO 加以運用，統整現有號誌。LOGO 有二種建議，

TYPE1:圓形 LOGO 中心字體統一以”北”為代表，桿件搭配各縣市代表色彩；TYPE2

形式則是:圓形 LOGO 中心字體以各縣市縮寫名稱識別，分別為”苗、竹、桃、北新、

北、基、宜” ，桿件搭配各縣市代表色彩。(以下章節之 LOGO 模擬暫時以 TYPE1

模擬之。) 

（二）由中央統籌制定自行車路網路線編碼系統(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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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LOGO 應用示意圖 

形式 TYPE 2 （顏色識別 ) 形式 TYPE 1  

（縣市縮寫名稱識別 ) 

（三）配合牌誌型式、形狀、顏色與高度設置整合後的識別系統。 

（四）同中求異 

建議可設計各縣市具代表性之識別系統，於適當輔線與設置地點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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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式附掛示意圖    標準型式附掛示意圖   

第三節  指標系統整合設計原則 

一、識別系統整合層級 

識別系統基本上沿襲「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設置標準及交通部運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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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行車道系統規劃

設計參考手冊」。指標系統建議以共桿為原則，於適當地點適度增設獨立桿指標。此外，

還有其他所需之交通號誌與資訊解說系統，未來將以會議與研討方式，與各層級之主管

單位，達成整合目標。初步建議之識別系統構想與主要原則如下： 

（一）指標層級 Signage 

1.第一層級 

使用型態為共桿；設置於主要道路，與交通部設置之交通標誌/號誌桿件結合；沿

襲「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和「自行車道系統

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之指標系統，詳附錄四。 

 

 

 

 

 

 

 

 

 

 

 

 

 

 
圖 7-3  第一層級指標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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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有交通標誌共桿

示意圖 

型式 A                型式 B 

圖 7-5  第三層級指標系統示意圖 

2.第二層級 

使用型態為共桿；設置於次要道路，與交通部設置之交通標誌/號誌桿件結合；沿

襲「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和「自行車道系統

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之指標系統，詳附錄四。 

   

 
 

圖 7-4  第二層級指標系統示意圖 

 

3.第三層級 

使用型態為共桿、獨立桿；設置於次要道路更小層級之道路或是自行車道系統或是

獨立的停留空間。也可與燈桿或是旗幟桿等號誌桿件結合，沿襲「100 年交通部東

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和「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之指標系統，詳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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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建議交通標誌示意圖 

當心坑洞       當心路面顛頗    當心路面高突        當心險坡        當心路滑

（二）其他交通標誌 

針對自行車所需要的交通標誌，除了「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所規定之標

誌，未來將根據使用者經驗討論更多因應道路使用實際需求所需的自行車交通號誌，

以確保交通安全。 

 

 

 

 

 

 

 

 

 

（三）資訊解說系統 

配合自行車旅遊的整體配套所需，所需要的交通號誌，除了「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所規定之標誌，未來將以會議與研討方式，與各層級之主管單位、使用者

經驗、旅遊資訊提供之實際需求，提供更多具整合性與完備的資訊解說系統，以利未

來各級單位後續改善執行。初步建議之資訊解說系統類別如下： 

1.里程牌 

建議可沿襲「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和「自行

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之里程牌；或應用「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LOGO」

之色彩，詳圖 7-7、7-8。八縣市代表色彩辨識系統，請參見本小節（三）色彩整合

概念，內容說明之。 

臺北市政府 

 
7-12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圖 7-7  里程牌(一)示意圖 圖 7-8  里程牌(二)示意圖 

 

 

 

 

 

 

 

 

 

 

 

2.導覽牌 

結合北臺之特有精神設計，用以解說自行車道之動線與相關周邊景觀點資訊，除必

須提供正確詳細之動線示意圖、相對位置圖、里程數、景觀點標示、詳細圖例、並

可斟酌加入景觀點簡介等，提供遊客自導式之自行車遊覽系統。 

 

 

 

圖 7-9  北臺自行車路網資訊解說系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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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覽牌設置原則 

A.建議於大眾運輸接駁處（候車亭）、汽車停車場處、自行車租賃處、自行車道

起點處、重要交叉口處及終點處設置。 

B.全區之導覽牌建議系統化，減少不必要之差異性，並考量與整體環境景觀之

協調性。 

C.導覽牌設置位置選定時，建議留意與導覽動線及導覽位置之關係，重要的是

自行車騎士可以安全的下車和停車，且導覽牌可以從自行車車道看見。 

D.解說牌之設置需有整體性考量，除牌誌本身外，尚包括各輔助設施單元間之

尺度大小、協調性及結合度，以提供完善之解說功能。 

E.導覽牌可併同觀光景點導覽系統設置。 

（2）導覽牌資訊內容：有關導覽牌所提供之資訊建議包含下列內容：（資料來源：自

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A.自行車路線圖：包括正確詳細之動線資訊、相對位置、沿線及周邊景點、休

憩站或補給站位置、其它路線之銜接。 

B.路線資訊：包括自行車路線長度、路線坡度（或騎乘難易度）、騎乘時間、路

線騎乘注意事項、消耗卡路里(依據衛生署資料騎乘自行車時速 16km 以下

Mets 為 4，時速 16km-19km Mets 為 6。 一般以 Mets×體重×運動時間(小

時) 來概略計算所消耗卡路里)。 

C.距離下一個主要景點、場站、休憩補給設施之距離或相對位置。 

D.增加二維條碼（Two Dimensions Code) 解說服務，以增加導讀與多國語言

功能。 

E.對於騎乘難度高（地形起伏坡度大及路線長度長）之路線，於起點及主要決

策點建議設置騎乘注意事項告示牌，以告知騎士騎乘該路線所要注意之狀況

與所需之配備，若準備不足不要貿然騎乘，並提供救援電話資訊，有任何狀

況可以求助。 

二、色彩整合概念 

現有的牌誌與識別系統設計多樣，包括色彩意配合地方意象與元素進行整體設計，遂在

不打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LOGO 的設計概念下，建議色彩計畫運用在自行車路

網編號的文字設計上為主，未來可運用在地圖上、觀光摺頁、特色路線號誌編碼…等。

以下針對不同自行車道途經主題元素，提出建議之主要色，並依據各種不同主題元素之

主要色提出整體搭配建議，以期在不同主題調性中仍能取得色彩的共同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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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識別系統色彩計畫表 

 

 

 

 

 

 

 

 

 

 

 

 

 

 

 

 

 

 

 

 

 

 

 

 

 

主要色 象徵縣市 搭配色 

 C 0 M 55.6 Y 89.4 K 0 新北市 
 

 

 

 

 

 

C 35.6 M 25.8 Y 25.8 K 0 

 C 36.8 M 100 Y 56.8 K 0.39 基隆市 

 C 93.3 M 87.4 Y 17.6 K 0 宜蘭縣 

 C 85.8 M 54.9 Y 0.39 K 0 苗栗縣 

 C 76.4 M 19.6 Y 32.5 K 0 桃園縣 

 C 87 M 43.1 Y 96.8 K 5.1 新竹縣 

 C 71.7 M 0 Y 87.4 K 0 台北市 

 C 16.4 M 24.3 Y 88.2 K 0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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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自行車道設施設置原則 

設計原則除依循第伍章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環境設計原則內容外，各項設

計原則仍回歸交通部運研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五章 內容為依據，

以符合既有之規範： 

一、基礎設施設計原則 

（一）鋪面 

1.鋪面設置原則 

（1）自行車道鋪面宜堅實平順，表面宜平整防滑，其種類選擇建議考量後續維護之

難易與兼顧環境永續性。 

（2）鋪面設計以透水性舖設為優先考量，透水性不佳之基地，需於碎石層下增設過

濾砂 5-6 層。 

（3）自行車專用車道之鋪面宜與人行道採用不同種類之材質、顏色以資區別，材質

建議以 PC、AC 為宜。 

（4）自行車道上建議避免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或蓋板，無法避免時，進水格柵建議

與自行車行進方向垂直，開孔短邊（格柵淨距）宜小於 1.3 公分。 

（5）如自行車道鋪面全路段採彩色鋪面，建議考量分次鋪設或日後維修之彩色瀝青

色度亦無法完全相同，鋪設方式，新鋪時儘量以一街廓一次鋪設，翻修時建議

儘量以一區段之全斷面翻新，以減輕色差或縫補之視覺感受。 

2.鋪面舖設方式 

（1）鋪面鋪設結構方式可參考圖

6.1 所示之四種典型，其中以

第二類型較易鋪設及養護，故

建議採用第二類型結構舖設

自行車車道。初步建議自行車

道鋪面鋪設準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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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鋪面的防滑、防炫光與平緩是基本要素。 

（3）鋪面的透水、保土與低維護性是重要考量。於透水性不佳之地點，需於碎石層

下增設一過濾砂層，並增加碎石級配厚度達 15 公分以上。 

（4）為避免車輪打滑，鋪面鋪設建議避免產生與車行方向平之溝縫凹槽。除此之外，

建議符合自行車道平整度之要求，參照公共工程委員會一般道路施工規範標

準，自行車道可容忍之 AC 及 PC 鋪面平整度要求為路面單點以三米直規或高

低平坦儀量測高差大小不可大於 0.6 公分，標準差不大於 0.26 公分。或是以

慣性剖面儀量測道路平整度國際糙度指標 (International Roughness 

Index,IRI)，應小於 350 公分/公里。 

（5）佈設於路肩、人行道或分隔島上之自行車道，如既有路面或連鎖磚道面有凹凸

落差大於 0.6 公分(超過平整度標準)，須重新鋪設鋪面。 

（6）專用車道建議保持一定寬度，以有高度差之緣石界定空間使用，或以無高差但

具警示作用之緣石、植栽或護欄收邊。 

（7）鋪面鋪設建議保持整條路段的一致性，但於地形危險區域或通過交叉路口，建

議加強鋪面保固及安全措施。可另以不同材質的鋪面(例如鋪磚或不同顏色鋪面)

以加強提醒騎士注意前方路況(或交叉路口)減速通過，此段道路鋪面不受平整

度之限制。 

3.鋪面色彩 

（1）鋪面的質感與色澤應可與環境結合，不突兀於環境中。 

（2）避免具反光性或太過明亮的材質或色彩，容易產生騎乘炫光。 

（3）鋪面是整條路段中的基本元素，應避免過度花俏的色彩或粗糙的圖案，造成視

覺的不安定感。 

（二）排水 

1.自行車道路之排水 

（1）為利於排水，自行車道路宜設置 2%的橫坡度，建議不要小於 0.5%。為簡化排

水設計與鋪面結構，其橫坡度設計儘量採用單斜洩水，其洩水坡度至少 1％。。 

（2）在車道規劃方面，由於自行車之輪胎與鋪面之接觸面積較小，且整體重心高，

故對車道鋪面平坦度之要求較高，排水設施建議設置於自行車的行進動線之外

示。 

（3）自行車道路兩側與緣石或草地等銜接時建議順接。  

（4）除讓排水設施設置於自行車的行進動線之外，車道與排水溝蓋之接縫處，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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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注意鋪設，避免縫隙過大或落差過大，排水溝

蓋溝縫的型式建議採用與腳踏自行車行進方向垂

直，以避免腳踏自行車車輪陷入排水溝蓋溝縫，

接縫落差建議符合平整度之規定。 

2.車道上自行車道之排水 

（1）由於自行車道設置於路面時，道路路側已設置有排水溝供排水之用，故於劃設

自行車道時，僅需延續其原有道路橫向坡度，即能將快慢車道及自行車道之雨

水排入現有下水道系統。 

（2）車道上自行車道的排水方式可採橫向路拱或單斜洩水，其洩水坡度(橫坡度)至

少 1％以利進行自然排水。 

（3）自行車道的排水設施建議設置於自行車道之外，若受限於現地狀況，排水溝蓋

如必要設置於自行車道上，溝蓋建議與道路平面整平，溝蓋溝縫的型式建議採

用與自行車行進方向垂直，開孔短邊宜小於 1.3 公分，避免自行車車輪陷入溝

蓋溝縫。 

目前路側常見之路邊排水溝之溝蓋型式通常為格柵開口平行行車方向之鑄鐵格柵溝

蓋，易使自行車車輪陷入溝蓋溝縫，因此自行車道上之清掃溝蓋建議考量防滑，且

溝蓋溝縫的型式建議採用與自行車行進方向垂直，開孔短邊宜小於 1.3 公分。 

（三）護欄 

1.設置於高程落差大之路側、溝渠邊、水岸邊（湖邊、河邊、海岸邊）、橋樑上之自

行車道或設置自行車牽引道，因考量騎乘安全必要時設置護欄。護欄建議與自行車

道留設有 0.25 公尺寬之側向安全淨寬，以增進駕駛人之安全。 

2.高度設計上除安全考量外，建議顧及避免遮蔽視野範圍，需依據現地條件及環境景

觀設計護欄高度，高度以 1.1～1.4 公尺為原則。在緊鄰水岸邊（湖邊、河邊、海

岸邊）、山崖邊及緊鄰高程落差較大之地點，因考量不慎跌落無緩衝空間有立即之

危險，建議其護欄高度至少要有 1.2 公尺以上。 

3.設置型式 

（1）護欄設置型式建議兼具景觀通視性，以鏤空方式設置。 

（2）護欄型式儘量避免設有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若為結構支撐考量則可適當設置，

另在行人與自行車會停留地點之欄杆建議避免可供直徑 10 公分物體穿越之鏤

空。 

（3）造型宜簡單，避免複雜之圖案型式設計，並建議與環境特性及自行車道形式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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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質 

（1）材料選用以耐候性佳之材質為優先考量。 

（2）材質選用以天然材料為最優先考量，並將維護之難易納入考量。 

（3）依現地環境之自然材質特色及氣候狀況，選擇與環境結合度高之材質設置。 

5.護欄之長度 

護欄所須之長度建議考慮被防護區域與道路平行之長度及護欄入口之展開長度，並 

包括護欄下游端之展開長度等。 

（四）分隔方式 

分隔型式適用時機與設置原則如下： 

1.以實體分隔為優先考量，如採標線分隔時建議禁止單側雙向通行。 

2.當自行車道設置路段道路兩側環境差異大，需將雙向自行車道設置於單側(如沿海

岸、河岸或潭邊等風景區)，且經評估無法設置於人行道上或由設施帶分隔自行車

道時，經檢討車道寬度後，得將雙向自行車道設於單側車道內並以實體設施分隔汽

機車及自行車，但針對單側雙向自行車道起、終點與一般道路銜接路口建議特別加

強相關導引。 

3.實體分隔設置時機 

（1）當路邊停車干擾大，且常有佔用自行車道可能時。 

（2）於道路單側設置雙向自行車道時。 

（3）對原本僅用標線劃分之自行車道進行起點或局部實體分隔時。 

4.實體分隔設置原則 

（1）以實體分隔時建議考量分隔設施與自行車及一般車輛之側向安全淨寬，其距離

宜大於 0.5 公尺，最小不宜小於 0.25 公尺。 

（2）實體分隔設施起點處之退縮距離宜大於 1 公尺，最小 0.5 公尺，並建議加設相

關警示設施(如危3)。退縮距離之漸變比例宜大於Vd/5 比1(Vd 代表設計速率)。  

（3）以緣石為分隔設施時，緣石面建議加漆反光標線或加裝座式導標，以達警示車

流之功能。緣石之高度建議參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15.2.3 節及

「交通工程手冊」6.2.9 節有關交通島之高度建議採 15~20 公分。 

（4）以植栽槽、綠籬為分隔設施時，建議定期進行植栽之修剪，避免植物侵入行車

空間及阻擋視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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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標線分隔設置時機 

（1）沿線有許多建築基地出入口。 

（2）外側車道交通量不大。 

（3）路邊停車帶之干擾不大。 

（4）路幅不足以佈設實體分隔設施且自行車偶而佔用汽車道不會造成危險時。 

6.標線分隔設置原則 

（1）路面邊線：用以指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之界線。為白實線，線寬 15 公分。 

（2）自行車專用車道線：用以指示自行車行駛之專用車道，以雙白色實線及自行車

圖形劃設之，自專用車道起點處開始標繪，每隔 30 至 60 公尺標繪一組，每

過交岔口入口處宜標繪之。 

7.在路寬足夠、停車佔用自行車道機會小且不影響人行空間時，可將自行車道設於停

車帶外側，以停車帶與汽車車流分隔。 

（五）自行車停車 

1.標線式自行車停車設施之劃設原則 

（1）自行車停車格之劃設可分為路邊及路外，在路邊又可分為設置於道路或人行道

空間，無論設置於何處建議以不妨礙行人通行為原則。 

（2）於人行道劃設自行車停車格(區)時，建議保留 1.5 公尺以上行人通行空間，自

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段建議保留 2 公尺以上之淨空。每 5~10 公尺建議留設 1 

處缺口供行人通行。 

（3）以下地點建議避免劃設：消防栓、消防出水口、消防出入通道口、公車招呼站、

計程車招呼站、大樓公用出入口、停車場、車庫出入口、地下道或車站出入口

及路口 10 公尺內有礙行車視線處、學校家長接送區、貨車裝卸貨區、無障礙

斜坡道、車行斜坡道或身心障礙設施所在地。 

（4）就自行車而言，路邊停車通常係採行 90°垂直停車。而每個自行車停車格位所

需空間，依據基本尺寸需求:平均長寬為 1.85 公尺及 0.6 公尺，因此建議自行

車停車格位以寬 0.7～0.8 公尺；長 1.9～2 公尺劃設。若僅為劃設自行車停車

區，其寬度依據需求視實際狀況設置，長度仍維持 1.9～2 公尺劃設。 

（5）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 10 公分，但劃設於非車道上（人行道或路外）者，

得採用線寬 5 公分。並配合設置停車處標誌「指 46」，以附牌說明停放車種為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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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車停車架設置原則 

（1）自行車停車架建議先置於建築物內部化，無法滿足其需求時，以設置於路外不

妨礙行人通行為原則。 

（2）如非得已需於人行道設置自行車架時，設置後建議保留 1.5 公尺以上行人通行

空間，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段建議保留 2 公尺以上之淨空。密集設置處每

5~10 公尺留設 1 處缺口供行人通行。 

（3）以下地點建議避免設置：消防栓、消防出水口、消防出入通道口、公車招呼站、

計程車招呼站、大樓公用出入口、停車場、車庫出入口、地下道或車站出入口

及路口 10 公尺內有礙行車視線處、學校家長接送區、貨車裝卸貨區、無障礙

斜坡道、車行斜坡道或身心障礙設施所在地。 

（4）每 1 個自行車架所需空間為寬 0.7 公尺×長 1.9 公尺，可鎖置 1 部自行車。 

3.自行車停車架之建議型式、材質及基本尺寸建議 

（1）停車架設施必須能安全且方便提供車輪與車身上鎖，且不損壞車輛結構。 

（2）自行車停車架之造型種類繁多，通常是以纖細的鐵件組合，較不易造成視覺上

之阻礙。 

（3）自行車停車架也可有特殊之造型、材質、色彩或排列組合，突顯地方意象，或

表現文化藝術等不同之氣息。 

（4）停車架可與街道家具結合設計，當僅剩停車架時還是可融於現有環境景觀。 

（5）自行車停車架一般是以金屬構件為基本材料，少數以木材為主，要有防腐、防

鏽之處理及考量。 

（6）一般公路車輪胎寬度為 2.0～2.5 公分，登山車為 4.4～5.4 公分，因此建議停

車架供輪胎放入之卡座寬度為 5～6 公分。 

（7）自行車架供兩台自行車停放之間距以 0.7～0.8 公尺為宜，避免太窄自行車無

法停入，太寬為機車所佔用等情況。 

（五）照明 

1.照明設計基本原則 

（1）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共用設置於市區道路時，其照明請參照內政部營建署之「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十九章道路照明。自行車道與一般公路共用時，

其照明請參照交通部之「交通工程手冊」第七章道路照明。 

（2）在道路外側或人行道外側設置自行車道，若路燈設置於中央分隔島或人行道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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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內側時，常因有植栽遮蔽導致照度不足，建議此種情況建議於靠近自行

車道側加設矮燈或人行道燈，其設置規範可比照營建署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 

（3）同一路段之照明設施設計宜求一致。 

（4）設計時宜重視照明效率、使用壽命及對當地氣候條件之適應性。 

（5）燈具宜選擇最適合之光束分配，俾能平均分配於所照區域，不致產生黑暗或特

亮等現象，而影響駕駛人之視覺。 

（6）照明燈具之配置建議注意亮度、分佈、眩光、閃爍、引導性等，為車輛及行人

之交通安全著想，以免溢散光束產生光害，對於住宅與農業地區，也要作相同

之考量。 

（7）目前各界正極力推動節能設施，因此建議以設置節能燈具為優先考量，如：LED 

燈具及太陽能燈具等。 

2.照明之景觀及生態考量 

（1）路燈與標誌、號誌同時設置於路口時，可考量採共構式設計，以減少視覺衝擊。 

（2）照明燈具及燈桿為提高景觀性，得配合周邊環境整體考量。 

（3）照明設計宜考量路燈數量、照明光源之選擇、配置位置及燈具等，以減少對周

遭生態之光害。 

（4）照明時段或照度之設計，宜考量可調整之控制系統，以增加照明控制之彈性。 

二、景觀設施設計原則 

（一）植栽 

1.自行車道旁植栽種植注意要項 

（1）路口為保持良好行車視距，距路燈號誌及道路交叉口 10 公尺內，宜栽植高度

低於 0.5 公尺之灌木或草花；距停止線 50 公尺內之植栽帶，於駕駛人視線水

平高度 5.5 度仰角區間內之枝葉，建議適當剪除。 

（2）車道出入口或自行車道標誌系統旁，避免種植大型喬木遮蔽視線，另植栽建議

距離自行車道至少 0.5 公尺，避免植栽影響騎士的騎乘。 

（3）綠帶寬度在 13 公尺以上者，可以栽植三排以上之喬木；綠帶寬度在 7 公尺

（含）-13 公尺間者，可以栽植雙排或交錯三排喬木；綠帶寬度在 1.5 公尺（含）

-7 公尺間者，可以栽植單排或交錯雙排喬木；綠帶寬度在 1.5 公尺以下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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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型喬木或大型灌木列植。 

（4）如果用地許可條件下，自行車道旁建議規劃喬木之植栽空間，植樹穴面積建議

依樹木大小決定，但建議不宜小於 1.5 平方公尺，且植樹穴得設計鋪面進行鋪

蓋，並可配合自行車道道佈設形式，實施連續性帶狀設計。 

（5）喬木之植樹穴建議以適於該樹種之良質土壤回填，植栽帶的植穴土壤厚度，草

本地被植物建議在 15 公分以上，灌木類建議在 30 公分以上，淺根性喬木建

議在 60 公分以上，深根性喬木建議在 90 公分以上，且覆土建議低於植樹穴

旁之鋪面或緣石，並調整自行車道坡度，讓雨水集中流向樹穴。 

（6）為確保樹枝下通行基本高度，自行車道的植栽帶自樹穴邊緣起 50 公分，其分

枝高建議在 2 公尺以上，且植栽高度與電力線建議保持適當距離，以策安全。 

（7）自行車道植栽設考慮適當之植栽距離，依喬木樹冠大小定樹距為 4 至 15 公尺，

種植方式建議以免影響鄰近建築物或遮擋商家廣告招牌，並避開住戶門面及共

同進出口且對齊各隔戶間種植，並儘量與鄰接建築物之柱子對齊，以不阻擋住

家、商家出入為原則。 

（8）自行車道植栽灌木高度建議在 0.9 公尺以下，設置建議避免視線阻隔性，造成

不安全的環境死角。人身體可及處，避免種植有毒性、含刺等，具潛在危險性

的植物。 

（9）自行車道植栽種植建議以符合自然、原生性為原則，並考量多層次綠化方式，

增加環境的多樣性；喬木可選擇樹幹挺直高大、枝葉濃密、深根性、耐風、抗

污染之高層開展形樹冠為主。 

（10）植栽高度與電力線建議保持適當距離，以策安全；電線桿前後 2 公尺範圍內

不建議種植大型喬木。 

2.植栽種類建議 

 原生（含鄉土植物) 歸化種 
大喬木 幹花榕、樟樹、雀榕、杜英、黃槿、大

頭茶、構樹、馬尾松、青剛櫟、黃連木、 
蒲葵、水黃皮、台灣欒樹、毛柿血桐、

鴨腳木、垂榕、楊梅、欖仁、大葉山欖、 
木麻黃、榔榆、山黃麻 

緬梔、洋玉蘭、桃花心木、千年桐、

溼地松、藍花楹、琉球松木、大花紫

葳、鳳凰木、垂柳、錫蘭橄欖、蓮霧、

棍棒椰子、蘋婆、菩提樹 

小喬木及

灌木 

台灣百兩金、桃葉珊瑚、山茶花、唐杜

鵑、月橘、金毛杜鵑 
樹蘭、洋繡球、千頭圓柏、彩葉山漆

莖、觀音棕竹、茶梅、貼梗海棠、白

杜鵑、朱蕉、鳥尾花、艷紫杜鵑、火

紅杜鵑、香龍血樹、紅邊朱蕉、麻葉

繡球、青紫木、黃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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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設計原則 

（1）複層及多樣之植栽種植 

A.配合市區道路所在當地植物社會之多樣性，避免配置單一樹種，並可防止疾

病引發之全面性死亡。 

B.原生及適地鄉土植栽建議達總綠化種類 1/3 以上。 

（2）蜜源植物之栽植 

A.誘鳥的環境建議盡量塑造成高度的自然環境。鳥餌植物包括雀榕、麵包樹、

樟樹、茄苳、海檬果、楊梅等，以選擇五種以上（十種左右為佳）種植，並

以當地樹種為優先考量。 

B.誘蝶植物建議考量溫度、溼度、雨量、地形、植物相。其又可分為食草植物，

如烏心石、過山香、細葉饅頭果、雀榕等；蜜源植物，如馬櫻丹、朱槿、鐵

刀木、構樹、瓊崖海棠、台灣赤楠、台灣樹蘭、月橘、刺桐等。 

（3）尊重當地之植群生態 

（4）結構性土壤：碎石加土壤，使其有空隙含氣並有穩固之強度。 

（二）休憩座椅及遮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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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坡度起伏較大之路線，建議於較長上坡路段適當設置休憩點。於規劃設置休憩

點時可將沿線之便利商店、加油站或警察局附設之鐵馬驛站納入，避免過度設置造

成資源重複。 

1.可設於腳踏自行車道的起、終點、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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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座椅與自行車道動線間宜具適度之緩衝空間（建議留設 50 公分～100 公分間

距），避免干擾自行車行進動線。 

3.設計之材質、形式建議考慮與環境之關係，如海濱地區建議考慮防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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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地形

起伏之休憩亭台。 

4.座椅設置可搭配遮蔭之植栽或棚架、涼亭或結合建物、矮牆、休憩亭台之型式設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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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材質建議避免於自然環境中冷熱差異大之材質，如金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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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亭台周圍原有植栽建議予以保留，或運用植栽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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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斷裂點二處優先執行示範點 

第一節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建置分期規劃方案與建議 

一、 友善環境建置計畫期程可行順位分析 

依第柒章說明之 26 個斷裂點縫補原則與設計策略，本節將分析該 26 個斷裂點之優先執行可行性。根據「可行順位應以公有地使用可行性高、腹地足夠、斷裂點之銜接效益大、行駛安全疑慮

高」等幾項重要的改善之優先順序評估指標，分析出可優先執行之分期規劃，並提出 10 處具優先順位之計畫與建議。之後，再從 10 處具優先順位之斷裂點計畫中，評選擇出二處做為優先示

範點，進一步探討斷裂點改善後的整體示範性效益說明。 

北臺八縣市 26 個自行車路網斷裂點友善環境建置計畫期程可行順位分析，先從”用地取得”做為可行性評估之先決條件因子之一，其次再以其他影響因子，進行優先執行可行性評估。詳細說明

如下。 

（一）用地取得 

本計畫 26 處北台自行車路網斷裂點之工程改善計畫，用地權管單位如下。 

表 8-1  26 處北台自行車路網斷裂點用地取得分析表 

縣市別 編號 路段 用地取得狀況 備註 

臺北市 
 臺北火車站   

 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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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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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2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14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國家風景管理處  

1-4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臺2公路（約7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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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  

基隆市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約5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基隆市政府、港

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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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鐵路局、基隆市政府  

2-3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2公路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基隆市政府、港

務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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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鐵路局、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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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鐵路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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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宜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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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先執行可行性評估 

可行順位應以公有地使用可行性高、腹地足夠、斷裂點之銜接效益大、行駛安全疑慮高為改善之優先順序，26 處北台自行車路網斷裂點之工程改善計畫評估如下。 

表 8-2  26 處北台自行車路網斷裂點優先執行可行性評估表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鐵路局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鐵路局  

桃園縣 

 桃園國際機場   

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  
（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應有替代道路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桃園縣政府、港

務局、鐵路局 
 

4-2 桃林鐵路（約16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桃園縣政府、鐵路局  

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7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桃園縣政府、鐵路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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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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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  

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需繞社區5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  

5-3(主線)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2km ）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桃園縣政府、

公路總局 
 

5-3(輔線) 和平老街周邊-豆子埔溪河岸沿線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桃園縣政府  

5-4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約5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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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市政府 今年已完工 

6-2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市政府  

6-3 新竹市17km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 （約0.6km）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市政府、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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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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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新竹縣政府、苗

栗縣政府 
 

編號 路段 
公有地使用可

行性高 
腹地足夠 

斷裂點之銜接

效益大 
行駛安全疑慮

高 
效益小計 

優先改善建議

(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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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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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2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14km）    ◆ 1  

1-4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臺2公路（約7km）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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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路段 
公有地使用可

行性高 
腹地足夠 

斷裂點之銜接

效益大 
行駛安全疑慮

高 
效益小計 

優先改善建議

(打*◆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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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約5km）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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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2-3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2公路    ◆ ◆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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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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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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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 ◆ ◆  3 *◆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 ◆ ◆ ◆  3 *◆ 

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  
（沿西濱公路危險路段的安全性措施）應有替代道路  ◆  ◆ 2  

4-2 桃林鐵路（約16km）   ◆  1 計畫未定 

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7km）    ◆ 1 建議改道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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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5-1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射擊時需封閉車道   ◆   1  

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需繞社區5km    ◆  1 視地方政府計畫

5-3(主線)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2km ） ◆  ◆ ◆ 3 *◆ 

5-3(輔線) 和平老街周邊-豆子埔溪河岸沿線  ◆ ◆ ◆ 3 *◆ 

5-4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約5km） ◆ ◆   2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 （1.3km）      今年已完工 

6-2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計畫 ◆ ◆   2  

6-3 新竹市17km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 （約0.6km）   ◆ ◆ 2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 （約9km）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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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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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表之分析評估，與歷次計畫整合協調會議情形及用地取得，本計畫建議以下列 10 處為北台自行車路網斷裂點之工程優先改善點。該 10 項優先計畫之用地與推動可行性，摘要小結如下。 

1.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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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11.14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新北市政府。 

2.編號 1-2 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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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庄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14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新北市政府。 

3.編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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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4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鐵路局、基隆

市政府。 

4.編號 3-2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子溪口）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3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宜蘭縣政府。 

5.編號 3-3 宜蘭縣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5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鐵路局、宜蘭縣政府。 

6.編號 3-4 宜蘭縣羅東溪至安農溪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6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鐵路局、宜蘭縣政府。 

7.編號 5-3(主線)新竹縣境內山線自行車路線的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3.6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 

8.編號 5-3(輔線)新竹縣和平老街周邊-豆子埔溪河岸沿線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15.6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新竹縣政府。 

9.編號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9km）：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苗栗縣政府。 

10.編號 7-2 苗栗山線以縣 119 接新竹縣峨眉北埔臺三線的自行車道串接工程：土地多為國有地，權管單位為公路總局、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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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斷裂點二處優先執行示範點 

一、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斷裂點二處優先執行示範點選取原則 

（一）2 處優先執行示範點可行性評估 

依前小節說明的 10 處北台自行車路網斷裂點之工程優先改善點，再從中評選擇出二處優先示範點。 

之後，再進一步針對二處優先示範點，從遊程建議、斷裂點基本設計、經費預估、斷裂點改善後財務評估等項目，進行斷裂點的改善後整體示範性效益評估，以做為其他斷裂點未來的改善執

行策略參考。 

二處優先執行示範斷裂點之選取程序，首先將根據本章第一節之友善環境建置計畫期程可行順位分析，將北臺八縣市 26 個自行車路網斷裂點依據「可行順位應以公有地使用可行性高、腹地足

夠、斷裂點之銜接效益大、行駛安全疑慮高」等改善之優先順序評估指標，優先擇出 10 處優先執行點，詳如下表。 

表 8-3 北臺自行車路網斷裂點 10 處優先改善執行分析表 

 

 

 

 

 

 

 

 

 

 

 

 

 

 

 

 

 

 

 

 

 

其後，再以相關權責單位評估短期內推動執行性、是否具示範性、是否已有改善計畫執行中、財務效益性較顯著等評估因子，對此 10 處優先執行斷裂點進行綜合評估，並與部分具執行推動意

願之相關單位與團體進行溝通聯，擇出 2 處優先執行示範點，如下表。 

 

  

編號 路段 
公有地使用可行

性高 
腹地足夠 

斷裂點之銜接效

益大 
行駛安全疑慮高 效益小計 

優先改善建議

(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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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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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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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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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 ◆ ◆  3 *◆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 ◆ ◆ ◆  3 *◆ 

5-3(主線)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2km ） ◆  ◆ ◆ 3 *◆ 

5-3(輔線) 和平老街周邊-豆子埔溪河岸沿線  ◆ ◆ ◆ 3 *◆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 （約9km）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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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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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北臺自行車路網斷裂點 2 處優先示範點分析表 

 

 

 

 

 

 

 

 

 

 

 

 

 

 

 

 

 

 
 
 
 
 
 
 
 
 
 
 
 
 

編號 路段 
用地使用後
續溝通可行

性高 

相關單位短
期內配合執

行性 

具類型示範
效益大 

財務效益性
較顯著 效益小計 示範點建議

(打*◆者) 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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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已於民國99年7月針對本自行車路線

進行整體規劃設計。該路線雖具多方潛力、具類型示範性，但若

待台北港整體建設完成後，路線改善的效益會更大(相關單位認

為目前短期內效益有限)，因此非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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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本路線具具多方潛力、類型示範性，但因設計私人土地意願仍須

整合，因此非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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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 

本路線具多方潛力、亦屬公有地推動改善之類型，具設計示範

性。其中竹仔嶺隧道若改善完成，並管制引入小型活動市服務性

商業活動，與異業結合，財務效益性將較顯著。 
9月計畫執行期間兩次與基隆市政工務局溝通，雖目前市府自行

編列經費進行全市自行車之整體規劃串接，但就其計畫執行於本

案之後，且本案乃針對自行車友善環境形塑為目標，所提之構想

及相關原仍可作為市府後續執行參酌依據，故選擇此斷點作為優

先示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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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現況自行車環境備整完善，地區也有改善工程陸續施作，僅需設

置指標與少量改善，較不具示範性，故非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3-3 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 ◆   2  
現況自行車環境備整完善，僅需設置指標與少量改善，較不具示

範性，故非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3-4 羅東溪至安農溪 ◆ ◆   2  
現況自行車環境備整完善，僅需設置指標與少量改善，較不具示

範性，故非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5-3(主線)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

（2km ） 
◆    1  

現況為山區路縣自行車系統，僅需設置指標與少量改善，且使用

難度與族群較不普及，較不具迫切性與示範性，故非本次之優先

示範點。 

5-3(輔線) 和平老街周邊-豆子埔溪河岸沿線 ◆  ◆ ◆ 3 *◆ 

本路線具多方潛力，改善斷裂點和平老街屬私有地推動改善之類

型，且可與商圈活絡整合推動，具設計示範性。初步了解地方有

推動意願，建議未來可與老街商圈異業結合，使整體改善效益性

將較顯著提升。因此為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

車道 （約9km） 
◆    1  

僅需設置指標與少量改善，目前使用族群較少，較不具示範性，

故非本次之優先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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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現況為山區路縣自行車系統，僅需設置指標與少量改善，且使用

難度與族群較不普及，較不具迫切性與示範性，故非本次之優先

示範點。 



  

 8-7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二、2 處優先執行示範點改善效益與後續執行研析 

2 處優先執行示範點為: (2-4) 竹子嶺隧道斷裂點與 5-3(輔線)和平老街斷裂點。以下將從整體自行車遊程規劃建議、斷裂點示範改善之基本設計、改善效益說明與後續執行研析等面向，說明斷裂

點改善對於自行車友善建營造之示範意義。 

（一）竹子嶺隧道斷裂點改善示範(2-4) 

1.竹子嶺隧道改善點基本設計相關圖說 

此斷裂點改善為竹仔嶺隧道，其為平行台鐵基隆站至八堵站縱貫鐵路線之間的閒置鐵道空間，用地多為公有地，長度大約 1.5 公里，其中含隧道長度約 550 公尺，及隧道兩端鐵道空間共約

1000 公尺。現況相關資料、改善議題與示範重點參見第陸章第二節內容。 

 

 

 

 

 

 

 

 

 

 

 

 

 

 

 

 

 

 

 

圖 8-1 基隆火車站至竹子嶺隧道改善平面示意圖 

基隆火車站 

往八斗子漁港 

新設指標系統路段 

新設自行車道路段 

5

八堵鐵橋 

八堵火車站 

中山高速公路 

竹子嶺隧道 

550m 

7
2
0

230m 

北口 

南口 

新竹子嶺隧道（南口)現況照片 新竹子嶺隧道（北口)現況照片 

竹子嶺隧道（南口)昔日照片 竹子嶺隧道（北口)昔日照片 

竹子嶺隧道（南口)昔日照片 竹子嶺隧道（北口)昔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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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計構想及內容 

竹子嶺隧道位於第一代隧道西側，採用磚砌結構，全長約 550 公尺，上方為半圓形的穹窿，可供雙軌鐵路行駛。1920 年動工、1923 年完工，供縱

貫線行駛，採雙線通車，一直維持通行至 2008 年。停用後有整建為觀光景點的計畫，惟台鐵現暫以水泥牆半封閉兩側之隧道口以防閒雜人等進入。 

註：第一代隧道動工於 1896 年，完工於 1898 年 2 月。該隧道由日軍的臨時台灣鐵道隊所開鑿，以開通新的鐵路線，取代清代所開鑿的舊線；第二代隧道啟用

後，該隧道轉提供舊宜蘭線使用，直到 1990 年代，因應鄰近的南榮路拓寬而停用。目前此隧道因第三代隧道的興建而消失，原在八堵端出口有一方「竹仔嶺招

魂碑」，亦因隧道改建亦遭剷平。 

  

 

 

 

 

 

 

 

 

 

 

 

 

 

 

 

 

 

 

 

圖 8-2  竹子嶺隧道改善示範點平面配置示意圖 

竹子嶺隧道（第一代)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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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 

闢設雙向自行車道（長度為 230M)、行動咖啡區、拍照休憩區及自行車停車區，沿民宅側種植遮蔭喬木(紫薇)、具鐵道風情之休憩座椅。 

沿縱貫線鐵路側，留設寬度至少 2.5M 之景觀隔離綠帶（有刺灌木，如麒麟花、狀元紅等，或人不易穿越之灌叢，如千頭木麻黃、芒草等)，種植之具自然野趣地景或鐵道風情之草花灌

木或地被，已保有鐵道空間之安全性與鐵道迷可觀賞、攝影鐵道風情之視覺穿透性。 

 

 

 

 

 

 

 

 

 

 

 

 

 

 

 

 

 

 

 

 

 

 

 

2.行動咖啡區示意照片 

1.自行車道示意照片 

圖 8-3  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平面配置圖一 

A 

A’ 

a 

3.自行車停放區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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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剖面示意圖 AA’ 

4.拍照休憩區示意照片 

圖 8-5  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模擬前後示意圖 a 

BEFORE 

AFTER 

行動咖啡區（植草磚鋪面) 拍照休憩區（混凝土鋪面) 

自行車雙向道（瀝青混凝土鋪面) 

阻隔綠帶，W=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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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平面配置圖二 

B 

B’ 

3.隧道口拍照區示意照片 4.野花野草區示意照片 2.悠活散步道示意照片 

5.阻隔綠帶示意照片 

穿越道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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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剖面示意圖 BB’ 

水泥拉毛示意照片 

現有水溝加蓋示意照片 圍籬示意照片 

休憩座椅示意照片 

林蔭休憩區示意照片 

6.遮蔭綠帶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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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竹子嶺隧道內文史走廊平面示意圖 

B

B’

A 

A’ C 

C’ 

地面文史解說示意照片 

3.天影光棚隧道示意照片 

壁面地圖導牌示意照片 

 

B.竹子嶺隧道內文史走廊： 

隧道內部除增設雙向自行車道（長度為 550M)及散步道、照明設

施，建議內部活動吸引點設計，例如:鐵道歷史展示空間、隧道壁

面公共藝術設計、鐵道意象鋪面公共藝術、休憩小節點之座椅、

地圖…等設施，增加騎乘於隧道空間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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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竹子嶺隧道內文史走廊剖面示意圖 AA’ 圖 8-10  竹子嶺隧道內文史走廊剖面示意圖 BB’ 圖 8-11  竹子嶺隧道內文史走廊剖面示意圖 CC’ 

隧道內全段照明示意照片 3.天篷光影隧道示意照片 地面照明示意照片 

6.隧道文史解說彩繪牆示意照片 5.拍照休憩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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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隧道口拍照區/7 自行車迴轉區示意照片 A 

A’ 

a

圖 8-12  竹子嶺隧道北口樂活綠廊平面配置圖 

3.綠帶，W=1m 示意照片 

 

C.竹子嶺隧道北口樂活綠廊：  

闢設自行車道（長度為 720M)，中間種植遮蔭喬木、具自然

野趣地景或鐵道風情之草花灌木與地被、照明設施等設施。

可設置鐵道歷史展示板、鐵道意象鋪面，增加騎乘空間的服

務品質與活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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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3  竹子嶺隧道北口樂活綠廊剖面示意圖 AA’ 

圖 8-14  竹子嶺隧道北口樂活綠廊前後模擬圖 a 

BEFORE 

AFTER 

自行車單向道 

阻隔綠帶，W=3m 

悠活散步道，W=1m 

綠帶，W=1m 
種喬木木 

隧道口拍照區（混凝土鋪面) 

竹子嶺隧道北口樂活綠廊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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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設計預算概估 

竹仔嶺隧道整體改善包含閒置鐵道空間變成自行車道、鋪面改善、照明、導覽地圖、標誌系統、遮蔭與景觀植栽、吸引點（小節點），隧道長度 550 公尺，南口 230 公尺、北口 720 公尺

總長 1500 公尺；竹子嶺隧道南口拍照暨休憩廣場工程費約新台幣 4,567,900 元整，竹子嶺隧道內文史走廊工程費約新台幣 9,314,400 元整，竹子嶺隧道北口樂活綠廊工程費約新台幣

9,695,800 元整；指標系統工程費約新台幣 94,000 元整，總工程費約新台幣 23,672,100 元整。 

表 8-5  竹子嶺隧道斷裂點改善示範工程預算初估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註) 

竹 

子 

嶺 

隧 

道 

南 

口 

拍 

照 

暨 

休 

憩 

廣 

場 

  施工圍籬 M 230  610  140,300   

全區整備 
施工測量，工地放樣費 M2 1900  15  28,500   

現況整理及細整地(含雜草及廢棄物撿除) M2 1900  100  190,000   

行動咖啡區 植草磚鋪面 M2 125  2,000  250,000   

自行車停放區 
碎石鋪面 M2 10  800  8,000   

自行車停車架 座 2  6,000  12,000   

拍照休憩區 

PC 拉毛鋪面 M2 270  800  216,000   

休憩座椅 座 11  25,000  275,000   

水溝加蓋 M 220  1,600  352,000   

自行車道 

瀝青混凝土鋪面 M2 775  700  542,500   

標線劃設 M 230  60  13,800   

舊軌道 M 340  1,800  612,000   

自行車交通標誌牌 座 1  7,800  7,800   

拍照休憩區、自行車道 鋼板收邊 M 230  1,000  230,000   

  解說設施 座 1  15,000  15,000   

阻隔綠帶 圍籬，H=80cm M 232  2,000  464,000   

遮蔭綠帶 喬木 珠 26  4,500  117,000   

阻隔、遮蔭綠帶 灌木+草花+地被 M2 790  1,000  790,000   

照明 景觀高燈 盞 8  38,000  304,000 含管線、電箱及安裝 

   小計      4,567,900   

 

 

 

 



 

 8-18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臺北市政府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註) 

竹 

子 

嶺 

隧 

道 

內 

文 

史 

走 

廊 

全區整備 
隧道壁面清整 M2  8,800  100  880,000   

隧道地面清整 M2  4,125  200  825,000   

自行車道 

瀝青混凝土鋪面 M2  2,440  700  1,708,000   

LED 線燈 M  1,000  2,400  2,400,000 含管線及安裝 

標線劃設 M  540  60  32,400   

悠活散步道、拍照休憩區、自行車停車區 PC 拉毛鋪面 M2  1,540  800  1,232,000 

拍照休憩區 造型座椅 座  1  300,000  300,000   

自行車減速區 石材鋪面 M2  50  4,000  200,000   

天篷光影隧道 特殊照明 式  1  700,000  700,000   

隧道文史解說彩繪牆 彩繪牆面 M2  150  5,000  750,000   

自行車停車區 自行車停車架 座  2  6,000  12,000   

照明 隧道頂燈 盞  55  5,000  275,000 含管線及安裝 

   小計    9,314,400   

竹 

子 

嶺 

隧 

道 

北 

口 

樂 

活 

綠 

廊 

全區整備 
施工測量，工地放樣費 M2  6,480  15  97,200   

現況整理及細整地(含雜草及廢棄物撿除) M2  6,480  100  648,000   

隧道口拍照區 石材鋪面 M2  10  4,000  40,000   

自行車道 
瀝青混凝土鋪面 M2  2,160  700  1,512,000   

自行車交通標誌牌 座  2  7,800  15,600   

悠活散步道 PC 拉毛鋪面 M2  720  800  576,000   

悠活散步道、自行車道 鋼板收邊 M  210  1,000  210,000   

  解說設施 座  1  15,000  15,000   

阻隔綠帶 圍籬，H=80cm M  720  2,000  1,440,000   

遮蔭綠帶 喬木 珠  140  4,500  630,000   

阻隔、遮蔭綠帶 灌木+草花+地被 M2  3,600  1,000  3,600,000   

照明 景觀高燈 盞 24  38,000  912,000 含管線、電箱及安裝 

   小計   9,695,800   

指 

標 

重點地區 指標 座 8 8,000 64,000  

500M 設置一處 指標 座 5 6,000 30,000  

  總計   23,67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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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埔和平老街斷裂點改善示範(5-3(輔線)） 

1.新埔和平老街改善點基本設計相關圖說 

本斷裂點以新埔和平老街為主，其改善特性應思考如何透過地方民眾參與，使既成道路的私有地主同意道路劃線之使用權，配合地區發展，建構自行車旅遊的友善環境建置。和平老街沿街面

有許多具特色之客家古厝廟宇（劉家祠、潘宅、朱氏家廟、張氏家廟、）與第一公有市場（百年傳統市場）洗衫窟、新竹客運站、教堂、農田…，長度大約 990 公尺。現況相關資料、改善

議題與示範重點參見第陸章第二節內容。基本設計相關圖說如下。 

（1）設計構想及內容 

新埔和平老街全長約 990 公尺之單行道，路幅寬約 5-8M 不等。配合商圈使用行為，輔以地面劃線、吸引點（小節點）導覽地圖、警示與方向指引標誌系統等自行車友善規劃設計。 

 

 

 

1.中正路與和平街口(東側)，路寬約 5m2.新埔教會前路寬約 5m 3.過朱氏家廟後，路寬漸變為 8m 4.過廣和路後，路寬縮為 5m 5. 中正路和平街口(西側)，路寬約 5m 

1

2 
3

4 

5 
a 

圖 8-15  新埔和平老街整體改善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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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6  新埔和平老街改善平面及剖面示意圖 

圖 8-17  和平老街模擬前後示意圖 a 

劃設標線 

新設牌誌 

BEFORE AFTER 

自行車共用道標線示意照片 

自行車共用道牌誌示意照片 

自行車共用道 
標線繪製 

(5M)
100cm 

自行車共用道牌誌 

A.自行車道：道路北側劃設標線（於現有紅線外 1M 處劃設)，出入口處劃設自行車 LOGO，和平街及中正路口設置自行車雙向通行/自行車及行人優先牌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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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點改善區域：道路北側劃設標線（於現有紅線外 1M 處劃設)、和平街及中正路口設置自行車雙向通行/自行車及行人優先牌誌。 

  

 

 

 

  

 

 

 

 

 

 

 

 

 

 

 

 

 

 

 

 

 

 

 

 

圖 8-20  和平老街模擬改善前後示意圖 b 圖 8-18  新埔和平老街重點改善區域平面配置圖 

3.瓜棚示意照片 

b 

A 

A’

BEFORE

AFTER 

c 

B 

B’ 

增設絲瓜棚 

標線劃設 

圖 8-19  新埔和平老街改善剖面示意圖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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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  新埔和平老街改善剖面示意圖BB’ 

圖 8-22  和平老街重點改善區域模擬前後示意圖 c 

加設無障礙坡道 

增設自行車架 

增設絲瓜棚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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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經費預算初估 

根據前述，和平老街總長為 990M，整體改善項目與預算初估，除上述主要重點設計說明，整體工程預算以下列項目為主要重點（該預算初估不含規劃設計費。）以減量的方式進行規劃

設計，自行車相關指標設置亦以此原則。 

表 8-6  新埔和平老街斷裂點改善示範工程預算初估 

 

 

 

 

 

 

 

 

 

 改善項目 改善內容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新台幣） 備註 

1 地面劃共用道標線 地面劃線  M 990 60 59,400  

2 路口設置交通牌誌 自行車雙向通行/自行車及行人優先牌誌 座 2 7800 15,600  

3 無障礙坡道設置 須事先拆除現有小擋牆，坡道為 3x1M 式 1 5000 5,000  

4 絲瓜棚 設於現有護欄花台及砌石溝上設置，寬度為 1.8M M 125 3500 437,500  

5 指標系統 設置指標 座 13 8000 104,000  

 總計（新台幣）     621,500  瓜棚示意圖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9-1 

第玖章  計畫整合執行推動 

第一節  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整體友善環境配套措施 

一、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服務節點層級定位 

國際自行車旅遊的趨勢，早已成熟發展多年，無論是服務國內族群或是銜接國際的遊客

市場，友善、可及的整體旅遊服務網（包括軟、硬體）都是必備條件。國際綠色旅遊的

趨勢流入當地，帶動國際與當地的綠色旅遊風潮，更可提升地區的環境升級化與國際

化，刺激都市、產業、經濟、觀光的發展。 

北臺八縣市的自行車系統涵蓋包羅萬象的地區特色，從田園水圳景致、海港門戶體驗、

都會時尚、北海岸地理公園、山區生態探奇、自然生態教育、老街文化巡禮…，透過自

行車具有彈性、機動性、人性化、慢活體驗的遊逛模式，成為具有多元組合變化的旅遊

與活動體驗。近年來國內（北臺地區）友善的自行車環境與路網的逐步建構，更使綠色

無碳旅遊體驗大受推廣，例如 : 兩鐵旅遊模式（鐵馬+台鐵/或高鐵）、步行+鐵馬、汽

車+鐵馬、渡輪+鐵馬…，使國內與地區性的綠色旅遊逐步蔚為風尚。前述，除了促進

實質環境的提升改善，更擴大自行車旅遊服務之觀光效益，例如：綠色交通環境的逐步

提升，設施服務的健全化，進而提升相關綠色旅遊產業對於國內與國際市場的升級服務。 

具可諮詢性、可辨識、可及性、可取得的節點服務配套（國際性與當地性），是建構自

行車環境友善規劃的重要環節之一。以從系統化、友善化、減量化的角度來看，根據有

系統的區分北臺八縣市扮演的服務節點層級角色，才能最有效、節約地提升友善環境的

品質，並減少重複或多餘設施設置的浪費。 

北臺八縣市系統化區分的自行車友善環境服務層級，依本計畫可分成三種類型： 

（一）門戶層級 （HUB） 

具有國內與國際交通樞紐、具多元服務與完備觀光資訊服務。其扮演國際與國內自行

車旅遊市場門戶的角色，是進出國門或是進出北臺地區的旅遊起點或是最後一站。成

熟發展的門戶層級節點，可以將 2 小時到半天的自行車小旅行，規劃成臺灣特有的入

境後或是離境前的觀光特色體驗。相較於造訪香港的國際旅客，在downtown check-in

後，離境前的 2 小時到半天購物特色；或是新加坡機場離境前可做的鳥園或是聖淘沙

的 2 小時到半天遊，臺灣的自行車小旅行具有另一種特色。屬於此類門戶層級的城

市，為臺北市，而桃園空港（與未來成熟發展的基隆客輪海港）則可為其延伸的服務

系統環節。 

（二）起訖點層級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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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層級為整個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的長途遊程起迄點。可以成為挑戰北臺自行車全

線 1782.9 公里或是規劃 3 日以上較長時間的自行車遊程的集結服務點，需考量大型

團體或是大眾運輸空間的完整配套。屬於此類起訖點層級的城市，宜蘭縣與苗栗縣為

此類。 

（三）集結點層級 

3 天以下或是短期、中途休息的服務節點，因應不同的國內旅遊市場或是小旅行市

場，根據各地特色規劃中途集結點。八縣市可因應大眾運輸或是不同交通規劃方式，

酌量設置。此部分於 100 年度的前期計畫已因應北臺八縣市地區的特性與不同層級

需求內容，提出服務節點、設置層級與設施需求的規劃構想與原則。 

緣此，延伸 100 年度前期計畫之規劃理念，依前述初步指認自行車友善環境服務節點

層級，再搭配以「串連」、「優質化」原則使八縣市既有的自行車系統斷裂段縫合、環境

友善化，並透過實質路線斷裂點的改善，逐步建立友善環境設計範例與準則，提供未來

各區段與系統可於固定時間進行自行車系統友善環境的自主性檢視、與改善修補機制，

才可使北臺地區自行車環境系統的環境永續友善。 

 
圖 9-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服務節點層級定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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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位處北臺自行車門戶層級的都市發展連結與效益 

以臺北市門戶層級之地位，應作為北臺八縣市的領頭節點，引領國內及國際遊客與會展

人士有進一步認識臺灣、體驗臺北與行銷北臺的機會。近年臺北市之遊憩發展除旅行團

的持續活絡外，越來越多高階商務人士、自由行背包客、國際來臺留學生甚至退休常駐

臺灣人士等不同客群，開始透過另一種角度與方式感受臺灣；且近年來中央政府也積極

推動會展產業的發展，行政院並於 2010.11.18 通過「臺灣會展產業行動計畫」；經濟部

將於 3 年內投入 21 億元的經費，在臺灣建構具吸引力的國際會展環境，及建構科技化

會展服務，以爭取國外及大陸人士來臺開會、觀展、獎勵旅遊，建設臺灣成為「亞洲會

展重鎮」。 

自種種面向都可發現，就臺北市所處北臺八縣市的核心地位，其便捷的交通網路系統與

豐沛的文化、產業、科技及自然資源，若能有效整合與行銷，將此趨勢內化為北市遊憩

新能量，可望帶動周邊鏈結，轉換新型態的旅遊模式。帶動都市發展及觀光效益。而上

述所提的多元客群，成長最快的即是會展產業的發展，是故本計畫率先對此趨勢與臺北

市自行車發展之關連性提出說明與建議，並可作為未來北臺推動自行車發展之參酌。 

（一）臺北市的 M.I.C.E.產業實力與地位 

所謂的 M.I.C.E.會議展覽產業，意旨一種以服務維基礎、以資源整合為手段、以會議

展覽為主體、以帶動衛星產業為目的的一種產業型態，其中涵蓋範疇包括：會議

（Meeting）、獎勵旅遊（Incentive）、大型國際會議（Convention）、展覽（Exhibition）

等四個面向。透過「火車頭型服務業」形式接合貿易、交通、金融及旅遊等多類型產

業，並促進對外貿易，帶動旅館、餐飲、運輸、零售、印刷、娛樂、廣告、設計裝潢

及其他周邊相關產業成長，具有高附加價值、高成長潛力、高創新效益。 

而臺北市近年來積極推動相關產業及配套的建

置，觀光傳播局更於 2008 年成立會展股以因應世

界脈動提供完整的服務與諮詢，其中更有多項展

覽名列亞洲與全球前三大規模： 

■ 臺北國際電腦展（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大） 

■ 臺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亞洲第一、全球第三

大） 

■ 臺北國際自行車展（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 

■ 臺北國際工具機展（亞洲第三、全球第五大） 

■ 臺北國際書展（亞洲第一、全球第四大） 

■ 臺北國際旅展（亞洲第一） 資料來源：臺北旅遊網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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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個世界級排名中，亦是名列前茅： 

■ 「國際會議協會」（ICCA）2011 國際會議場次排名：全球城市中排名第 20 名、

亞洲第 5 名 

■ 亞洲知名網路旅遊雜誌（Smart Travel Asia）2012 年最佳旅遊票選：亞洲最佳度

假目的地第 8 名、亞洲最佳商務城市第 6 名，佔 9 成展覽銷售面積 

■ 萬事達卡全球旅遊城市（Mastercard Global Destination Cities Index）：國際旅客

消費額全球排名第 12 名、亞太第 6 名；國際旅客數全球排名第 18 名、亞太第 8

名 

以上述各規模與評選結果，可知 MICE 產業可吸引一定數量來往臺北市的消費人口，

如近五年安利（約 12,000 人）、完美日用品公司（約 5,200 人）、賀寶芙（約 12,000

人）等國際品牌來臺舉辦大型會議或獎勵旅遊，皆為臺北市帶來高消費族群與廣大商

機（臺北市觀光傳播局，201209）。 

（二）M.I.C.E.產業與臺北市自行車發展的連結效益 

面臨 21 世紀全球暖化和環境永續的議題，全球會展產業也積極推動所謂「綠色會展」

概念，並針對 2020 綠色會議活動提出期望：對環境零污染、對全球性會議產業進行

全面性環境責任回收投資分析、建構可被接受的標準和實踐準則等三項準則，以期避

免不必要之污染浪費，並還給地球純淨的空間。（古宜靈，2011）而落實綠色會展新

經濟，其重點即在於交通運輸、創新生活與網路效益的連結上。 

反觀臺北市應對於此的所做好的準備，已建置的綿密公共交通網絡串接為既存最優勢

的基礎，而當前極力推動的 YOUBIKE 公用自行車租賃系統與公共運輸的逐步接合，

也成為鏈結北市文化、生活、休閒與娛樂的一大主力與賣點；若能更進一步將基礎的

自行車友善環境建構完善，搭配鮮明的城市行銷與推廣導覽，可望在現今旅遊型態的

轉換與高人次的來訪人口中，發展新層次的自行車旅遊風貌與都市發展契機。 

（三）臺北市自行車推動的想像與檢核 

雖近年自行車旅遊風潮日盛，但要吸納多元遊客類型，勢必須擁有一定的國際城市競

爭力，其中塑造物超所質與便捷合理的運輸付費機制將是關鍵所在；而此便利性的塑

造更有機會進一步因其設點位置，直接影響遊客對於住宿區位、遊憩點位的造訪意願。 

以下則針對臺北市目前自行車道設置、租賃與導覽行銷等面向，提出檢核與後續建議： 

1.自行車路網的建置 

依據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提擬之自行車道路網發展計畫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明訂

三大項路網建置方式： 

（1）檢討主、次要幹道（自行車與汽機車速差大），在車流服務水準於車道寬度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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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車道數或減少路邊停車格位得以接受之

情形下，於人行道或車道上規劃「自行車專

用道」（人行道加寬型、緣石分離或軟質桿實

體分隔，或標誌、標線區隔車道）方式、或

「慢車道」作法，建立較現況安全的自行車

行駛空間。 

（2）於捷運路廊如信義線、松山線的道路復舊工

程設計，或未來新設道路橋樑隧道系統，皆

必須預先規劃自行車道空間；另在都市設計

審議或重劃區規劃階段，皆須要求建築物必

須退縮，以留設自行車道空間。 

（3）在道路無法提供自行車道空間或車流混雜危

險路段，若其旁之人行道寬度 2 公尺以上且

不致嚴重干擾行人的前提下，方以「人車共

用人行道」方式規劃自行車騎乘空間；前述

方式為「例外允許」，自行車騎乘於人行道仍

必須以行人為優先。人行道寬度如足夠，則

設置與行人通行空間實體區隔之自行車專用

道。 

以臺北市都市發展的密集程度來看，自行車旅

遊與一般市民通勤文化的推動，首要面臨的即是自行車路權與自行車路網的規劃

與需求的增加，當前除市區內數條主要幹道及新興開發區域具一定腹地可率先增

設兩側人行與自行車道外，多數地區必然出現車行混雜之現象。在短期難以完成

實質路網改善的狀況下，自行車騎乘的教育宣導與推廣即成為當前必須重點輔導

的項目之一，唯有騎乘者具備正確的使用觀念與態度，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與

用路問題產生。 

2.自行車友善環境的注重 

就市區當前自行車道建置規劃中，針對友善自行車路網環境主要針對指標、用路安

全及鋪面改善等方向，其訂定目標如下： 

（1）人行道寬度不足或無人行道路段，檢討設置慢車道並於車道路面繪設自行車導

引 logo 及速限 30 標字。 

（2）社區巷道以「限速」及規劃「寧靜區」的方式，降低汽機車車速，提供自行車

友善安全與受尊重的環境。 

（3）考量道路型態與行人可安全通行條件下，在人行道上設有自行車專用道或人車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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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道路段之路口規劃設置自行車穿越道線並整平路口斜坡道，除建立自行車使

用者與行人於路口的分流秩序，亦塑造自行車（或輪椅使用者）的無障礙空間。 

（4）在河濱公園水門與市區自行車道或場站的銜接，規劃設置自行車導引 logo 及

相關導引標誌及標線，標示自行車騎乘方向。 

（5）逐一改善自行車騎乘空間之鋪面。 

就本計畫所提之友善環境微笑路網概念中，完善的指標系統可有效協助騎乘者掌

握行徑的動線與空間的連結，降低不必要的折返與對路線的不確定性與交通路網

的衝擊，達到引導且安全、直接、流暢的騎乘效果。故除當前推動之相關規範外，

更應進一步配合自行車使用者的成長狀況，配合交通路網評估及都市更新手段，

檢核自行車使用路徑及行為調查與既有路網系統之規劃競合關係，思考路權或空

間調整之必要性；另可藉由都市更新或新開發案的規範，留設開放空間及人行、

自行車道，逐步串連縫補，強化市區友善環境的連結。 

3.自行車遊憩活動的鏈結 

除基礎環境建置外，如何接軌不同觀光遊憩點及便捷程度乃是自行車旅遊推動的核

心關鍵，以下就不同層面分述如下： 

（1）就自行車租賃與運輸連結方面 

目前臺北市自行車的租賃以公用系統 YOUBIKE 及河濱公園周邊私人租借為大

宗，YOUBIKE 之佈設自原有示範計畫區域（信義區）為核心，向外增設，預

計於今年底完成全市 162 站之目標。站點規劃以捷運站、重要交通要道及人潮

密集地等為主要設置點，但尚未開展至旅遊層面的思考；建議後續相關點位的

設置應配合臺北市觀光特性，考量重要景點、歷史街區、博物館及美術館、休

閒百貨、飯店聚集地等區位加以規劃連結。 

此外當前 YOUBIKE

的租借可透過悠遊

卡、信用卡及手機等

方式提供服務，但未

來可更進一步思考結

合交通局、捷運局、

捷運公司、公共運輸

處等推出相關旅遊套

票等低碳運輸的優惠

措施及各種轉乘的配

套優惠，提高遊客對

於自行車使用的便利性與吸引力。 

臺北市 YOUBIKE 系統租賃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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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自行車遊憩導覽與諮詢規劃方面 

臺北市河濱公園自行

車道的建置於全市來

說具備較完善的連結

與休閒遊憩的諮詢導

覽服務，但反觀當前

市區內部自行車推

動，並未確實將旅遊

的概念融入現有的規

劃之中；未來可配合

區內活動特質，提供

遊憩路線的規劃與串

接、主題遊程的形塑

與推廣，更應配合完

善的導覽諮詢服務，

提供網絡查詢、手機

APP 軟體製作等面向

共同思考，提供遊客

更多元收納與查詢自

行車遊憩活動的整合

窗口，才有機會提升

自行車活動與遊憩連

結的可能。 

（3）就自行車產品推廣與

行銷方面 

為有效推廣自行車觀

光產業，引入新型態

的遊憩人口，旅遊相關配套行銷成為必然的作為，除一般性的導覽與規劃外，

依據北市多元的美術/博館空間、歷史老街參訪、重要地標等，可規劃如：美術

/博物館折扣行程、重要地標景點集章活動、經典小吃餐飲體驗優惠等套票規

劃，推廣並連結周邊產業；另可結合觀光局推出的單車遊臺灣網站，配合相關

行銷活動配套推出，達更全面性的行銷效果。 

完善的導覽指示與手機 APP 查詢軟體提供便捷諮詢服務 

高雄 public bike 網站系統結合景點、食宿、休閒遊憩等點位提
供完整導覽及查詢服務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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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套裝行程的行銷與旅遊產業的結合，可有效提升產品的可見度 

（4）就自行車維管與修繕服務方面 

自行車的維管與修繕服務

支持著自行車體驗的舒適

性，雖當前故障狀態可透過

臺北好行 APP 進行故障回

報，並藉由宣導請使用者遇

故障狀態時將坐墊反轉以

供維修人員檢修，但隨著其

使用頻率越高，其耗損率也

將相對提昇，故及時狀態的

反應與維管的效率是提升

服務品質的重要關鍵；建議未來可透過如：重要據點設置失物招領站、自行車

存/租及修服務三合一據點整合、APP 小工具的開發等方式，強化服務的便捷性

與廣度。 

三、友善環境與設施認證 

在北臺自行車發展的整合考量下，除自行車道的斷點接合外，軟體介面的補強將是引導

後續推廣的關鍵，除上述依據臺北市之門戶特點所提之各項檢核建議外，更應延展至北

臺其他縣市的發展思考上，故可透過友善環境與設施的認證、多元運具的整合推動及不

同介面的資源配套連結等面向之規劃，引導北臺自行車休閒與遊憩市場的提升，以下對

此逐一提出推動建議，以利未來發展參酌。 

（一）德國 ADFC 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認證建議 

ADFC（The Allgemeiner Deutscher Fahrrad-Club, General German Bicycle Club）

是德國自行車協會，同時也是歐盟自行車協會（European Cyclists' Federation）以

及國際越野自行車協會（The International Mountain Bicycling Association）會員之

一，成立於 1979 年 9 月 27 日。直至 2013 年一月底為止，根據 ADFC 協會的統計，

ADFC 在德國 450 座城市設有服務據點，會員人數超過 13 萬 5000 人。 

 ADFC 除了提供自行車旅遊與自行車運動的推廣與規劃外，同時推動自行車成為都

即時有效的維護管理將有效提升友善的服務體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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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的一部分，像是「騎車上班」（Mit dem Rad zur Arbeit）等，與各地德國市政

府一同推動便利的公共運輸系統與公共自行車系統結合的研究計畫。另外 ADFC 也

設有自行車保險系統、自行車相關事業推廣（Bike+Business）、以及專業自行車雜

誌”Radwelt” （雙月刊）。 

 ADFC 是德國非常權威而且重要的 NPO 觀光組織，推動德國的自行車觀光發展不遺

餘力。目前已完成 5,000 家 Bike and Bed 自行車友善環境住宿認證，ADFC 所訂定

的自行車友善住宿品質標準如下： 

自行車友善住宿至少需提供以下的服務： 

1.提供旅客們一個晚上的住宿 

2.提供安全的自行車存放 

3.能夠把濕掉的衣服及裝備烘乾 

4.提供簡單的修車必備器具 

5.如果遇到一般的故障事件，最近的修車店要隨時準備行動 

6.提供資訊服務，像是區域性自行車道以及公車、火車時刻表，以便旅客規劃在當

地的短途旅行 

7.早上起床時，溫馨的早餐已經在等著你 

自行車友善住宿的額外服務：（至少須提供兩項） 

1.公共運輸抵達時間的資訊 

2.接送旅客的接駁服務 

3.好品質的租借自行車 

4.自行車一日遊 

5.從上一家旅館以及/或是到下一家旅館的行李運送 

6.保留一晚住宿 

7.重要替換零件 

8.下一家旅館的資訊 

9.提供可攜帶的餐盒 

10.自行車騎士的留言簿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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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協助政府推動多元產業的自行車友善環境，建議參考全球最佳的 ADFC 所

推動的自行車友善住宿，例如有一家 Bad Füssing 溫泉山莊，為鄉村旅遊型態的住宿

設施，提供 Bed+Bicycle，稱為“Mit dem Rad ins Bad” - Pedaling into Spa，亦即提

供自行車浴室服務。該溫泉山莊每年三月到十月不下雪的時候，會提供自行車旅遊服

務。都市型態的觀光資源，以柏林為例，有很多民宿也會跟都市自行車觀光路徑結合。 

以下針對 ADFC 提出企業結合的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時，建議著重內容提出說明： 

■ 品質標章 - 如何認證為傑出品質 

1.自行車友善住宿設施 

自行車友善的附帶益處（附加價值）： 

（1）開發更多新顧客（前瞻性、事後發展性） 

（2）提供 Bed+Bike-LOGO 

（3）將資料公布到網路資訊銀行 

（4）提供定點旅遊明確的諮詢 

（5）自行車旅遊方面有專業的諮詢 

（6）多元的媒體服務 

2.構想 

越來越多的人使用自行車度假。部分旅遊者是大範圍的旅遊，部分可能只是定點

的，而身為自行車旅行者，他們都會對住宿場所的服務上，有著一定的期待。ADFC 

（Allgemeine Deutsche Fahrrad- Club，一般性德國自行車協會）基於友善自行車

旅遊者對住宿品質的要求而發展出來 Bett+ Bike-Logo（住宿+車-標章），此標誌代

表滿足此標準。自行車旅遊者可信賴擁有此 Bett+ Bike-標章的住宿地點，進而能

得到最基本品質友善自行車的服務。 

3.ADFC 的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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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住宿主人，為對自行車旅行者增加吸引力，在經費方面針對自行車旅遊者的特

殊需求作調整會是一大要點，對住宿設備作些小型的經費投資是必要的。因此在

Bett+Bik-企業的品質最低要求上，應滿足上述七點展望。 

且自行車旅行者期待住宿地點能滿足上述七點最基本要求外，並經由 ADFC 取得

Bett+Bike 品質認證的額外十點服務。 

4.最基本之要求 

（1）也要提供給只住一晚的自行車旅行者 

自行車者在旅遊遊程中，每天都會改變自己的住宿地點。身為住宿主人，也要

提供給只住一晚的旅遊者。自行車旅遊者經常是在短時間，依據氣候狀況、前

段遊程、或突發性的旅遊印象，來決定他們的住宿。 

身為 Bett+Bike-品質企業，就算旅客臨時決定只住宿一晚，也務必要提供服務。 

（2）提供免費、防盜的自行車存放室 

對於自行車旅遊者最重要的，是自行車可以放在室內並且防盜的空間。身為

Bett+Bike-品質企業要提供斜坡、滑動槽或電梯等，可到達自行車停車空間，

沒有允許不得進出。如有任何問題，ADFC 亦可提供有關自行車設備之諮詢。 

（3）可烘乾衣服與設備的空間 

當一個旅客身上滿是雨水或是汗水淋漓的到達下榻的旅館時，必須找到可烘乾

他的衣服和設備的機會。因此要提供像是乾燥空間、地下洗衣間或是洗衣房 （必

要的話只有員工能進出）。也要備有衣櫃、衣帽鉤、曬衣線、曬衣架等。理想的

情況下，此空間要是可上鎖並且有暖氣的。 

（4）提供富含維他命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或是烹飪設施 

對於自行車旅遊者們，提供與其大運動量相對應的照顧是必要的。所以除了提

供一般性的早餐，最好還有五穀雜糧的全麥麵包、果乾穀物、水果和果汁等。

住宿企業若是沒有提供早餐，則要有烹飪設施，並且告示附近可購物地點與資

訊。 

（5）張貼、出借或出售區域性自行車旅遊地圖和自行車旅遊手冊，鐵公路時刻表，

必要的話，提供船舶渡輪等可能使用之交通工具的資訊。 

上述的資訊，讓自行車旅客能有機會在住宿週遭找到具有吸引力的觀光景點。 

至少下列現況地圖需要陳列出來： 

A.一張區域性自行車旅遊地圖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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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張自行車旅行者週遭地區的主題\區域流程地圖（如果路徑目前存在的話） 

C.一張市/地區地圖和自行車城市地圖（如果可取得） 

此適宜的自行車地圖可在書局、ADFC 書店、資訊站、遊客中心或經由合作的

出版社”綠心”取得。除樂意協詢地圖選擇外，並提供合作出版社的訂單。使遊

客可從網路上得知公共運具的最新時刻表。 

（6）要備有內含重要維修（自行車）工具的工具包 

自行車旅遊者可以利用適當的工具，自行作小型的維修。 

在工具的選擇要符合 ADFC 針對自行車友善住宿企業的工具目錄， ADFC 建

議要備有一個自行車工具箱，此工具箱要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取得。 

另可以透過 Rose Versand GmbH（此一郵遞公司）訂購單一工具或整套維修

工具，訂購單可在 Bett+Bike 取得。另外若是信賴的自行車行，一定樂意協助

提供符合 ADFC 標準的工具組合。 

（7）提供鄰近較大自行車維修站之位置、營業時間與電話號碼等相關資訊 

若發生較嚴重自行車故障，您應盡快與鄰近的維修站連絡，不至於耽誤自行車

遊客的後續行程。因此需要提供附近的自行車維修站之最近期連絡日期和其營

業時間的書面資料（例如在企業的資料夾內放入維修站的名片或簡介）  

■ 不要讓自行車只是路過!!!! 

自行車友善住宿的特別服務，務必要提供至少兩項 Bett+Bike-標章的額外服務。 

根據可支配條件與欲強調重點，至少提供下列兩種服務，它們也將會成為特色品

質服務。 

1.向旅客推廣利用公共運具接駁的環保旅遊遊程 

對許多自行車度假者來說，利用公共運具接駁會比自行開車受歡迎許多。 

應準備提供旅客自行車可搭乘之火車與公共汽車的資訊。 

自行車客戶會珍惜這個實用又環保的服務。 

2.自行車旅遊者的接駁服務 

經由像是以汽車去迎接自行車旅客的服務，可以吸引距離主要遊程較遠的自行車旅

遊者。旅客的接駁是要額外付費的，除了住宿企業自行接駁，與運輸業合作也是另

類不錯的選擇。 

3.出借或出租品質良好的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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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沒有自行車的遊客，可透過自行車租借進行自行車旅遊。若是符合胃口，下次

度假或許會在貴企業地點做自行車度假。請注意，出借（免費）和出租（付費）的

差異。與出租自行車行合作是值得推薦，但並非強制規定要備有自行車。 

4.提供住宿地點周遭的一日遊程與相關資訊。 

若讓旅客對企業規劃的一日遊程，或是體驗過的行程心得感興趣，他們便有可能延

長在貴企業停留時間。可描述週遭的自行車遊程或參觀景點的經驗，甚至加照片補

充。此整理後的遊程可呈現在住宿企業大廳的文件夾，或張貼在布告欄。也可以在

周遭的 GPS-Tracks 的遊程提供給遊客們。對於個人遊程的另一方式是與遊程提供

者合作（例如:ADFC 或遊客服務中心） 

5.從上一家旅館以及到下一家旅館的行李運送 

提供行李的運送，可讓有孩子的家庭或有年紀較長的旅客，更有機會參加較長的旅

遊行程。提供行裡運送可讓自行車旅行者安排旅程有更多的彈性，進而對吸引住宿

的選擇。ADFC 會推薦適宜的合作者，像是區域性運輸企業或著其他住宿企業。 

6.協助預約鄰近住宿企業服務 

建議自行車遊客預約住宿的地點，並且幫助預約鄰近的住宿，對自行車旅行者會是

十分貼心的服務。 

7.和鄰近維修站預定備用的重要零件 

若是自行車鏈條脫軌、鏈條或煞車器斷裂等自行車事故，配套支援特別重要。緊急

情況下可協調在地的自行車行提供替換零件，或載旅客和故障自行車到鄰近的自行

車行。 

8.互相提供當地其他的自行車友善企業之資訊 

策略聯盟的業者應該在其區域內互相幫助，可讓顧客感受到業者是在狀況內的。將

會收錄在 Bett+Bike 的現況目錄中，讓客戶感到重視。若當住宿暫時停業休息，鄰

近營業的住宿企業也將會公告此訊息。 

9.提供可攜帶式的（午）餐盒 

許多自行車旅遊者希望配合旅程能有彈性的供餐時間。可以提供旅客準備好的餐

盒，或可以在自助式早餐吧準備自己的午餐（可能需要付費）。 

10.自行車旅遊地區的旅客經驗留言本 

遊客留言本對往後計畫遊程會有參考價值，也有鼓舞作用、或讓人對旅遊感興趣，

有助於延長旅客在企業的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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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吸引自行車旅遊者客戶!!! 

每一個符合上述列舉標準的住宿業者都可以獲得 ADFC 的 Bett+Bike 標章。 

對於露營區有另外的標準與登記表格。 

獲得 Bett+Bike-住宿企業認證，能有下列績效（好處）: 

1.授予證書，並且標示為”自行車友善住宿企業” 

2.授予 Bett+Bike –招牌!!!，有助於企業戶外的示意。 

3.公開有自行車友善業者的良好形象。 

4.可自由運用 Bett+Bike 標誌在企業首頁、廣告與文宣媒體。 

5.有權利用 Bett+Bike 的廣告媒材（旗幟、詭旗、貼紙等） 

6.可以獲得含有與自行車旅遊業有關之現況議題的專業諮詢。 

7.ADFC 將透過不同的媒體服務或是 Bett+Bike 的自行車旅遊展，向自行車旅遊業

宣傳貴企業 

8.ADFC-自行車旅遊，將會優先和 Bett+Bike-住宿企業合作 

9.ADFC會在網頁www.adfc.de/reisenplus 提供業者有關自行車旅遊業的議題（發

展近況之類） 

90%的自行車旅遊者都是各自規畫自行車度假行程。其住宿的選擇通常都是突然

的，大部分取決於天候與當日的體力。ADFC 經由自有媒體與合作的媒體，讓自

行車旅行者都會隨身帶著有 Bett+Bike 旅行業者的地址（非常有宣傳力的意思）。 

■ 身為 Bett+Bike-住宿企業，將以下列方式公開呈現 

1.收錄在每年出版的德國 Bett+Bike 住宿目錄  

2.收錄在網頁 www.bettundbike.de 

3.貴企業將與 ADFC 旅遊首頁 www.adfc-tourenportal.de 連結，並可免費下載

Bett+Bike-企業目錄 

4.貴企業可連結在 iPhone-App   “ADFC mobil“ 

5.貴企業將在 GPS-設備與數位地圖被視為”Point of Interest“（POI） 

■ ADFC 提供下列的績效（並不能保證），視策略聯盟廠商意願而定 

1.以 Bett+Bike-住宿企業刊登在地區性旅遊組織的住宿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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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Bett+Bike-住宿企業刊登在 ADFC 合作的出版社（例如:Esterbauer 出版社,  

BVA Bielefeld 出版社）出版的自行車旅行者手冊與地圖 

3.以 Bett+Bike-住宿企業標記在此聯邦區域性的網路自行車遊程地圖（現有遊程的

話） 

4.住宿企業會被公佈在 www.radnetzdeutschland. de-德國旅遊業工會（DTV e.V.）

-和其他全國性的首頁 

1.Bett+Bike-標章 

ADFC 會公平的將友善標章頒發給各個企業。目錄是依照各邦、和依照地區名稱的

字母排列。一張概括性的地圖會指出所有自行車友善企業的地點，所以自行車旅行

者可以依照此地圖規劃他的住宿地點。此標章對於無數自行車旅遊者在準備度假與

旅行是非常重要的。ADFC 透過 www.bettundbike.de、自行車旅遊展、一般旅遊

展、出版社等行銷，標章在旅遊業和自行車領域是相當有成效的。我們的行銷方式

能讓在定點旅行的自行車旅遊者可擴大他們的旅行範圍。 

2.線上蒐尋 

在德國約有 200 個自行車車道，自行車旅遊者依據適宜 Bett+Bike-企業擁有的特

定品質服務，可在 www.bettundbike.de 線上蒐尋到:企業名稱、地點、郵遞區號、

旅行地區。 每一個企業將以兩張照片，一張地圖，連結的首頁與特定品質服務來

幫助行銷。以及關於房價、房間數、與火車站的距離、或鄰近的自行車車道的缺失

（ex:坑洞）等資訊。 

在旅遊行程中，可以事先找出自行車友善住宿，並以圖表方式列印出考慮中的

Bett+Bike 住宿企業資訊。 

3.加盟金 

請從附件摺頁”繳費單與協議書”中， 得知加盟金近況和負責貴企業之 ADFC 辦事

處地址。 

（二）美國自行車友善環境評選建議 

美國自行車聯盟（League of American Bicyclists）評選自行車友善城市的五個 E 分

別說明如下： 

1.Engineering 建設：促進社區內自行車的建設 

建設類別的問題，包括社區有什麼相關建設，為了促進自行車蓋了什麼設施。這項

類別中，主要是調查社區內公共道路中自行車騎士的住宿、道路及多用途路徑。這

項判定標準也參考連接越野及道路的網絡。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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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ucation 教育：能夠提供教育的數量 

教育類別的問題設計判定教育數量，包含教導各年齡自行車騎士在多用途道路中如

何安全騎乘，以及教導機車騎士們如何安全的與自行車騎士共享道路。主要是以社

區內 League Cycling Instructors 的數量以及自行車騎士、機車騎士的道路來判斷。 

3.Encouragement 鼓勵：推廣自行車的活動及宣傳 

鼓勵類別的文題著重於社區如何促進及鼓勵自行車騎乘。每星期的活動「自行車上

班去」、社區內自行車地圖、道路標示、以及「通往學校的安全道路」計畫都包含

在內。另外，有些問題著重於促進自行車或自行車文化，例如越野設施、BMX 公

園、賽車場、和自行車俱樂部。 

4.Enforcement 執法：道路安全和自行車相關法律 

5.Evaluation & Planning 評估及計畫：能夠評量現有計畫及規劃未來的系統 

根據此 5E 類別，評選出全球十一大自行車友善城市： 

1.Amsterdam NETHERLANDS 荷蘭阿姆斯特丹 

自行車佔交通量的 40% 

人口：750,000 

2.Portland, OR USA 美國奧瑞岡州波特蘭 

多樣化自行車網絡連結城市的每一部分 

人口：533,492 

3.Copenhagen DENMARK 丹麥哥本哈根 

世界上最成功社區自行車計畫的起源地 

人口：180 萬 

4.Boulder, CO USA 美國科羅拉多州博爾德 

擁有優良的公共計畫來幫助促進及鼓勵安全的自行車騎乘 

人口：101,500 

5.Davis, CA USA 美國加州戴維斯 

大規模網絡包含自行車道、小徑，以及分離的自行車路口 

人口：65,000 

6.Sandnes NORWAY 挪威桑內斯 

擁有挪威最好的自行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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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6,000 

7.Trondheim NORWAY 挪威特隆赫姆 

促進自行車的友善環境城市 

人口：161,730 

8.San Francisco USA 美國舊金山 

普遍的自行車文化以及一些政治影響 

人口：744,041 

9.Berlin GERMANY 德國柏林 

良善規劃的街道、獨立自行車道、交通號誌以及自行車地圖 

人口：340 萬 

10.Barcelona SPAIN 西班牙巴塞隆納 

自行車安全的活動 

人口：1,605,602 

11.Basel SWITZERLAND 瑞士巴塞爾州 

清楚標示的自行車路線及道路 

人口：200,000 

 

自 Bike League 自行車聯盟成員 Carolyn 所報導的一篇「自行車帶我們往哪裡去：自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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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如何帶動商業發展（Where the ride takes us: how bicycles bring business）」文

中，我們更可深刻感受到友善的自行車旅遊規劃將有助於地區商業的發展，簡要翻議

如下： 

故事發生於 2008 年，Brown 女士將藝廊搬到曼菲斯市中心，當時當地社區居民想要

把 Broad Avenue 從快速經過的道路，變成充滿藝術的區域。Brown 女士藝廊開幕後

不久，Sarah 女士領導當地非營利組織 Livable Memphis 在 Brown 的藝廊前規劃一

條自行車專用道，並連結市內最大的公園。 

2010 年，Livable Memphis 組織和 Broad Avenue 藝術區標示自行車路線和人行道，

並邀請當地社區參加慶祝活動 “A New Face For an Old Broad”。Brown 女士說：「當

地每年都會舉行 art walks 吸引很多人。這個一天半的活動目標本來是讓街道本身成

為戲劇性表演，並帶來五千人潮，沒想到最後出現了一萬五千人。」 

活動結束後人潮並沒有衰退，自行車騎士們開始善用這些道路。為了改善設施，募集

超過六百萬美金的私人投資，超過 15 家新店在當地開幕，將近 30 棟房地產重新修

復。交通慢了下來，新的顧客們改以兩輪工具抵達這個區域。突然間，這個原本景氣

不佳的社區搖身一變成了城市中最熱門的地點。 

在自行車帶動商業發展的案例中，曼菲斯不是唯一的城市。自行車在美國有 60 億美

元的產值，研究預測，自行車的外溢效應可以帶來 1330 億美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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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運具結合的整體友善策略 

從歐美友善環境與設施認證評選操作的參考中可知，公共自行車計畫（Public Bicycle 

Scheme，PBS）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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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公共自行車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 YOU BIKE                           高雄公共自行車 by KRTC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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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藉由完整的指標系統建置與多元運具整合的策略考量，透過自行車道路網系統與

機場、雙鐵（高鐵、臺鐵）、公路、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的串連，都有助於建立整體綠

色運輸環境，並提高北臺對於自行車騎乘者的友善程度。 

（一）國際旅遊接軌的可能 

臺北市具備國際旅遊客源與吸引性，因此應自國際旅客的角度規劃旅客從松山機場入

境至目的地景點的友善自行車環境示範計畫內容，其中應包括運送自行攜帶自行車之

旅客的配合航班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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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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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而相關路線安排則建議可依：臺北松山機場→撫遠街

→五號水門→河濱自行車道進行規劃。 

 

（二）兩鐵旅遊連結的契機 

交通部已於東部建置經典自行車道並推動兩鐵旅遊，而北臺八縣市中：冬山車站為自

行車環境友善的經典車站，因此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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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迫切需思考的議題，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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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臺鐵局當前意見表述，現階段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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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臺推動兩鐵旅遊應思考將兩鐵連結分為專列（專門

列車）與非專列兩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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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透過開發自行車乘車班次、人車限制等協調，增加自行車旅遊與鐵路接軌的可

能」，因尚負有旅客疏運任務，故指定兩鐵班次時，會儘量避開旅客疏運尖峰時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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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編組較短班次，以減少與其他旅客間混乘時

造成動線混亂及確保旅客安全，但會適時視旅客

疏運狀況調整班次；且目前除提供兩鐵環保班次

外，尚受理自行車團體申請包車、加掛或專列之

申請，並於每年 11 月的自行車節，配合觀光局提

供郵輪列車行程等服務。因此目前僅以專列方式

接受單一活動的申請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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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專

業協會或旅行社協助承辦安排。而非專列則配合

臺鐵開放自行車乘車的班次安排遊程。 

以臺北萬華車站出發往南或往北至北臺自行車道為例，今年初已推動執行三天兩夜兩

鐵環島旅遊，另或由雄獅旅遊和屏東單車協會操作的七天六夜兩鐵環島旅遊，用專列

火車到臺灣各景點做深度體驗，都是未來可實質操作與推動的最佳案例。 

 

（三）基隆港區觀光與自行車旅遊的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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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運輸+自

行車遊程，國外觀光客自郵輪下來後，可從基隆港客運碼頭出發配合公路運輸或直

接租借自行車方式接軌北臺自行車道，藉此延伸活動範圍至宜蘭花東、雙北河濱自

行車道等。以下針對基隆港區車站與自行車旅遊連結提出遊程規劃建議：

兩鐵環保列車－人車同行車廂 

資料來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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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後續行程組合方式：後續行程與多元運具搭接，有下列幾種組合方式 

（1）搭配專業自行車接駁車遊程，接駁至新竹市區，市區遊後轉搭火車 

（2）搭配私人汽車定點代駕服務，至遊程終點站銜接個人自小客車，接續個人遊程 

此外，目前雙北合作河濱自行車道「甲租乙地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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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雙北合作模式，後續可配合以 GIS 為

基礎之救援體系之防救災警示等使其更為完備。另外，臺北市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

已逐漸自各主要捷運點位擴展至觀光遊憩及生活圈的轉程連結上，未來或可擴展與北

臺自行車道規劃共同連結與經營，如：自臺北捷運車站出發，自饒河街附近的租賃站

直接連結河濱自行車道。另新北市政府亦配合大臺北地區公共運輸管理之整體考量，

推動新北市「New-Bike」與臺北市「YouBike」系統整合，便捷大臺北市民及觀光旅

遊活動使用 

  

（五）臺灣好行觀光遊憩路徑的串連 

除臺灣近年公路運輸發展密集可與自行車相互結合發展外，觀光局亦有臺灣好行之多

條路線規劃，若能配合於各點位強化自行車的點位佈置，搭配周邊旅遊資訊的提供、

管理資訊的整合、安全與危機處理等配套措施，都有助於自行車旅遊產業發展，此外，

另可參考英國 NCN 手機 APP 的製作與自行車團體旅遊嚮導的培養等軟體建置，強

化相關配套連結。以下以新竹縣獅山線、新北市皇冠北海岸線、宜蘭為例，提出建議

構想。 

1.新竹縣獅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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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山線串聯台鐵及高鐵為主軸，結合峨嵋湖、勸化堂及獅山南庄線觀光景點連接形

成竹竹苗旅遊網絡。 100 年 11 月台鐵六家支線啟動通車，內灣一線九驛復駛，吸

引更多旅遊人潮。 

    

新竹獅山縣景點接駁公車沿線景點，近年來遊客人數穩定持續成長，具有國際發

展潛力。 

類型 觀光遊憩區 
98年度統計 

遊客數（人） 

99年度統計 

遊客數（人） 

100年度統計 

遊客數（人） 

國家風景區 獅頭山風景區 5,135,143 5,825,168  6,140,950  

縣級風景特定區 內灣風景區 1,799,972 2,179,663  2,363,370  

民營觀光區 綠世界生態休閒農場 435,870 419,210  489,470  

六福村主題遊樂區 1,225,235 1,136,533  1,193,885  

古蹟、歷史建物 北埔遊憩區 1,136,273 961,050  968,828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98、99、100 年度臺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人數統計年報」   

 

班次：平日每小時一班，共 8 班次、假日共 17 班次 

單程：36.6 公里、行車時間 1 小時 25 分。 

沿途停靠站點（含起終點站共 10 處）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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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山線路線直截性高，串連三鐵（臺鐵內灣支線、高鐵、鐵馬）及台三線，連結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旅遊資源並延伸至交通部觀光局國家級獅頭山風景區旅遊

景點以及周邊觀光景點、文化園區，形成帶狀區域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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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縣綠色樂活地圖建置計畫 

2.新北市皇冠北海岸線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管處於民國 100 年首度結合臺灣好行，推出皇冠北海岸線，

連結北海岸各大觀光景點，讓一般民眾可以輕鬆搭乘接駁巴士旅遊各景點。路線行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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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淡水捷運站⇔淺水灣山莊⇔三芝遊客中心及名人文化館⇔北觀風景區管理處

（白沙灣）⇔新十八王公（石門婚紗廣場）⇔石門洞⇔筠園 ⇔朱銘美術館⇔金山

（老街）⇔金山遊客中心（獅頭山公園） ⇔ 加投里（溫泉區）⇔野柳地質公園⇔龜吼漁港⇔翡翠灣⇔大武崙工業區（觀光工廠）⇔基隆火車站（旅服中心）。 

 

資料來源：臺灣好行皇冠北海岸線官方網站 

班次：平日 1 小時 1 班車，共 8 班次；例假日半小時 1 班車，、假日共 18 班次 

單程：行車時間 2 小時 10 分。 

沿途停靠站點（含起終點站共 15 處） 

 

結合北海岸單車之旅，金山萬里自行車道以金山遊客中心為中心點，南方的終點

站為國聖海灘，此沙灘散步、放風箏皆宜；北方的終點站為中角海灘，又名為沙

珠灣，這裡的風浪很適合玩浪板，夏季時尤其熱門。自行車道途中會經過一小段

臺二線，社寮賞鳥區、農田、蓮花田、海尾賞鳥區依序出現，可以紓解平時的都

市壓力，運動過後，就近泡溫泉可以消除騎車的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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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3.宜蘭縣冬山河線 

宜蘭縣將觀光景點與大眾運系統連結起來，讓國內外旅客享受平價、易行的旅遊

樂趣，並且達成宜蘭綠色觀光及節能減碳的目的。路線行經：羅東運動公園站⇔
北城公園站（觀天下）⇔羅東運動公園自行車道站（羅東高中）⇔羅東夜市（公

正國小）⇔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站⇔羅東後火車站⇔羅東客運站⇔慈濟精舍站⇔五

結市中心站⇔冬山河親水公園站⇔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站 

 

班次：平日 1 小時 1 班車，共 8 班次；例假日半小時 1 班車，、假日共 18 班次 

單程：行車時間 2 小時 10 分。 

沿途停靠站點（含起終點站共 11 處） 

路線結合冬山河線自行車道，沿著冬山河畔騎乘可自冬山火車站至親水公園附近

五結大閘門之間。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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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bicycl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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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介面資源整合與軟體配套的友善鏈結 

自前述的各項論述可知，自行車旅遊市場的提升，除環境、設施與交通運具的整合外，

多元介面的軟體資源配套鏈結是輔助成長的關鍵，以下針對產業投入、行銷推廣與異業

經營等面向，分別提出因應策略建議： 

（一）產業能量的投入結合 

除中央資源整合外，自行車道及相關設施建置亦可透過串連整合周邊之觀光景點、以

及私部門之旅遊業、餐飲業、住宿業等擴大其服務範圍及可能性，例如：捷安特旅行

社、美利達自行車蘭陽租賃中心、悟饕集團、雄獅旅行社、臺灣單車休閒產業發展協

會、臺灣樂活自行車協會等，皆可創造另類的旅遊產品，亦可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

以提供更優質之自行車友善環境。以下針對各相關業者與自行車產業資源串接進行說

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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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安特旅行社蔡經理訪談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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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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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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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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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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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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旅遊的褓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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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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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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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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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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臺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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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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行車活動推廣策略 

1.自行車文化推廣 

由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主導相關文化活動

策劃，並邀集相關單位贊助與參與，以自行車為

主題舉辦靜態的展示及推廣。 

2.教育推廣 

利用各種宣傳媒體，介紹自行車相關規則、安全

配備的認識、自行車路線的了解、自行車的保養

與維修等，使大眾認識騎乘之相關規定。 

3.自行車活動安排 

圖不落 N 系列活動照片 

活動網址 http://www.funroad.tw/2012-3/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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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休假日時，針對各族群提供相關動態活動，

如：可結合自行車團體舉行自行車戶外教學、夏

令營活動、耐力賽以及騎乘自行車環區旅遊活動

等，使民眾與自行車結合於日常生活之中。宣揚

自行車綠色旅遊的決心與願景，並將本案自行車

道進行商業包裝，成為北臺區域最出色的自行車

品牌形象。此外可搭配季節性不同的地景景色的

轉換，進行不同的主題宣傳，以持續吸引遊客。在旅遊淡季時，也可以配合地方學

校戶外教學，進行自行車戶外鄉土教學。 

4.提供主題性之遊程設計 

配合”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報告中提出之自行車道旅遊規劃，結合

跨區域之不同的景點，配套不同主題的悠遊路線，並發展出適合不同騎士組合套裝

自由行路線。 

5.租賃點的設置 

除了現有的租賃點與未來要設置自行車服務園

區的地區外，可配合相關遊程的安排，設置自行

車租賃站。 

6.交通型態租賃 

可在各重要交通樞紐處設置自動式自行車租還

服務，並甲地租乙地還，以方便無自用自行車者

或無自行車停車位之民眾，亦可鼓勵都會區的民

眾改以自行車代步，以自行車洽公、購物與辦事

之意願。 

7.充分的資訊提供 

自行車宣傳摺頁與旅遊資訊介紹，應該在住宿地

點與自行車租賃地點免費的自由索取；另外，在

自行車道系統之起迄點都將設置自行車資訊

站，提供完整而明確的旅遊資訊。此外，可結合

現在流行的手機 APP、GOOGLE MAP 或是

KIOSK，建構並且整合成完整的路網、旅遊與支

持服務等資訊，並且結合個策略聯盟店家與網際

網路等平台，提供完整而明確的旅遊資訊。 

（1）建置專屬自行車道路網之遊憩資源網頁：介紹各自行車道主題特色，推薦半日

遊或一日遊、二日遊等套裝遊憩行程，以整體行銷手法讓市民與外來觀光客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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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大地區之美。 

（2）城鄉觀光導覽地圖：觀光導覽地圖應提供完整的觀光資訊或提供相關解說摺頁，

應設置於公部門機關、大眾運輸場站等處。 

（3）指示引導標誌：從城鄉觀光行銷的角度及自行車道系統之自明性，重新檢視指

標系統，並進行設計整合性系統標誌。 

8.GPS 行銷宣傳 

建議未來應運用 GPS 功能，透過休閒遊憩網站

結合各縣市政府觀光局及各大旅遊網站，創造旅

遊新價值。除可作為旅遊中協助導覽與可提升旅

遊後的回饋系統，亦可在旅遊過程中利用 GPS

導覽解說，並將遊客旅遊的路徑透過記錄器做一

紀錄，使其紀錄轉化成可保留的作品，成為遊客

專屬的紀念，提供遊客更強烈的旅遊後的回憶，

以達到提升再旅遊的經濟效益。 

（1）GPS 導入手持式行動裝置的市場可行性 

（2）GPS 結合數位解說構想 

（3）GPS 結合遊程設計與網路資源執行構想 

9.雲端服務系統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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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醫療救難中心資訊管理圖臺（Web-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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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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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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便民查詢系統：彙整、提供民眾關心的即時動態資訊。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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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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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動 APP 系統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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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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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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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資訊站及服務項目 

A.Kiosk 資訊站：在重點服務站建置 Kiosk 資訊站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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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行車異業經營活動導入 

1. CIS 應用與藝文行銷 

透過 CI 系統規劃相關設計應用，清楚表達出地區的特色及印象，以創造整體認同

感。 

（1）開發屬於自行車道獨創性的文化樣式，藉由當代藝術家、設計專業團隊與創意

產業體等平台提出藝文行銷之各種創意方

案，並考量選點之位址如戶外藝文展場、牆

面等空間進行行銷。 

（2）紀念商品設計與發售：針對自行車道路網周

邊自然人文主題、產業特色等方向進行設

計，融入創意產業概念，進而產生更多話題

性，提升社會大眾對自行車道沿線地方文化

特色與產業之關注。 

2.地方產業的參與 

號召地區民宿業者、餐飲業者、特產品業者，提供套裝遊程及一定的折扣或，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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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與旅館業者免費或低價提供自行車給予其住宿遊客騎乘，並提供騎乘資訊及導

覽文件，讓遊客可以自行車自導式悠遊、如此的策略聯盟不僅吸引更多的遊客願意

參與，也會帶動地區觀光業者之生計，形成良好的互利關係。 

3.友善餐廳與綠色餐廳的配合 

搭配綠色運輸與友善環境為主題，召集路網沿線

餐飲業者針對在地特色與自行車騎乘為主題，一

同發揮產業創意，設計特色菜單與提供自行車的

友善環境，並且以綠色餐廳的核心精神，行銷在

地食材，減少食物里程。 

4.跨縣市的策略聯盟 

建議可促成各機關、學校、餐飲業者、特產品業

者、自行車道系統沿線之商家或公司等結合成為

「策略聯盟」，辦理戶外教學或推出騎乘自行車

享優惠方案活動。例如，民眾經過申請後，在自

行車道騎乘可獲得沿線商家之買賣折扣優惠以

及拿取騎乘資訊導覽文件。不僅吸引更多的遊客

願意加入自由行專案，相信也會有更多的地區觀

光業者獲利，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 

六、公私部門資源整合機制 

（一）中央部會的資源整合 

現行與自行車道建設、環境規劃、活動行銷等相關之機關，中央部會包括行政院經建

會、教育部體育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

建署、行政院環保署等等，為有效爭取中央政府資源，對應部會的相關計畫，需共同

研擬資源整合的有效機制。 

於環島串連部分，目前教育部體育署過去三年有 30 億經費的投入，最後在加強串連

起來，透過北臺平台希望把先期計畫中歸整出的 26 處斷裂點找出其中最可行的 10

個斷裂點，優先向中央申請補助的計畫，另外內政部營建署也透過城鎮風貌型塑整體

規劃計畫，補助環島串連、休閒旅遊或市區友善環境等相關計畫的補助，即是希望透

過多元介面資源的整合，將有效且具執行性的相關計畫進行整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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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北臺平台多元介面資源整合示意圖 

（二）公私部門的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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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行車產業的活化經營可考慮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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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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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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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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概念可反應至本計畫對於不同自行車節點規劃或服務園區之上。就目

前國內自行車產業現況來說，短期內較為可行部分乃依據前期計畫所提之自行車節點

與服務園區規劃；據此建議可透過 OT 開發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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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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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作為北臺公私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的開端。 

其次在經營管理面向上，可透過私部門企業或由第三部門非營利團體參與進行營運管

理，其優劣關係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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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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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部門企業自籌資金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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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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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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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同時也可避免增加政府部門的行政業務與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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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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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自行車產業園區之營運收益 

B.其他財團捐助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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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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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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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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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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臺自行車道系統友善化斷裂點縫補工程經費

概估 

一、經費概算表 

（一）優先改善斷裂點經費初估 

根據前節所述，本計畫提出有 10 處環島路網斷裂點之工程可進行優先改善計畫，經

費概算總計為 4587.76 萬元。 

1.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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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11.14km）。 

自行車道形式概分為二種；一為新劃設 3 公尺寬自行車道(利用原路幅寬度，調整

路型劃設標線)，長約 1,240 公尺，每公尺造價為 9,000 元，計 1,116 萬元；一為

指標系統工程，約 24 座，每座造價為 6,000 元，計 14.4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約

1130.4 萬元。 

2.編號 1-2 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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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庄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14km）。 

自行車道形式概分為二種；一為 2.5 公尺寬自行車道(路面抬高)，長約 210 公尺，

每公尺造價為 35,000 元，計 735 萬元；一為指標系統工程，約 34 座，計 21.2 萬

元；一小觀景崗哨美化一處，計 45.8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約 802 萬元。 

3.編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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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4km）。 

自行車道形式概分為二種；一為隧道內 7.5 公尺寬自行車道，長約 550 公尺，計

931.44 萬元；一為隧道外兩側 9 公尺寬自行車道，長約 1,000 公尺，計 1,426.37

萬元；一為指標系統工程（重點地區設置），共 8 座，每座造價為 8,000 元計 6,4

萬元；一為指標系統工程（500M 設置一處），共 5 座，每座造價為 6,000 元計 3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約 2367.21 萬元。 

4.編號 3-2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子溪口）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3km） 

自行車道形式主要為指標系統工程，共 5 座，計 3.4 萬元 

5.編號 3-3 宜蘭縣冬山車站-蘇澳新站-南方澳漁港（中城橋）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5km）。 

自行車道形式主要為指標系統工程，共 6 座，每座造價為 8,000 元計 4.8 萬元；一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9-43 

為節點改善，包含（地圖、自行車立體牽引道、起點休憩點），共 2 處，每處造價

為 15 萬元，計 30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約 34.8 萬元。 

6.編號 3-4 宜蘭縣羅東溪至安農溪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6km） 

自行車道形式主要為指標系統工程，約 12 座，每座造價為 6,000 元，計 14.4 萬元。 

7.編號 5-3（主線）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 2KM（主線）。（輔線

為霄裡溪-新埔和平老街-上枋寮雙堂屋，約 0.9KM） 

(和平老街輔線)自行車道形式概分為三種；一為自行車道畫線工程，共 990m，計

5.94 萬元；一為休憩節點 1 處，計 45.81 萬元；一為指標系統工程，共 13 座，計

10.4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約 62.15 萬元。 

8.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縣高鐵九路，約 2KM（主線）。（輔線：竹北豆子埔溪-

至河口，長約 4km ） 

(豆子埔溪輔線)自行車道形式主要為自行車道交通措施與指標系統工程，交通調整

措施共 6 處，計 80 萬元；指標系統工程，共 7 座，計 4.2 萬元；休憩節點 4 處，

計 12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約 96.2 萬元。 

9.編號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的後龍海堤車道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9km）。 

自行車道形式主要為指標系統工程，約 14 座，每座造價為 8,000 元，總計工程經

費約 11.2 萬元。 

10.編號 7-2 苗栗山線以縣 119 接新竹縣峨眉北埔臺三線的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約

10km）。 

自行車道形式概分為二種；一為指標系統工程，共 10 座，每座造價為 6,000 元，

計 6 萬元；一為自行車道畫線工程，長度 10000 公尺，計 60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

約 66 萬元。 

本工程總經費為 4587.76 萬元，詳下表 9-3 所示。 

表 9-1  優先改善斷裂點經費初估一覽表（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問題點 工程項目 工程經費 備註 

新北市     19,324,000 

1-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臺

北港 

新設自行車道  11,160,000 

指標系統 144,000 

1-2 

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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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自行車自行

車道(路面抬高)+

小觀景崗哨美化 
7,808,000 

指標系統 2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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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點 工程項目 工程經費 備註 

基隆市     23,672,1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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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外自行車道 14,263,700  

指標系統 94,000  

隧道內自行車道 9,314,400  

宜蘭縣     526,000  

3-2 
宜蘭頭城烏石港-竹安橋（得

子溪口） 
指標系統 34,000  

3-3 
宜蘭縣冬山車站-蘇澳新站-

南方澳漁港（中城橋） 

指標系統+節點改

善 
348,000  

3-4 宜蘭縣羅東溪至安農溪 指標系統 144,000  

新竹縣     1,583,500  

5-3（輔線

和平老街

線）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

縣高鐵九路，約 2KM（主

線）。輔線:霄裡溪-新埔和平

老街-上枋寮雙堂屋，約

0.9KM 

指標系統+標線+

休憩點 
621,500  

5-3（輔線

豆子埔溪

線）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新竹

縣高鐵九路，約 2KM（主

線）。（輔線：竹北豆子埔溪-

至河口，長約 4km ） 

 

交通措施與指標

系統 
962,000  

苗栗縣     772,000  

7-1 
苗栗五福大橋銜接外埔漁港

的後龍海堤車道 
指標系統 112,000  

7-2 
苗栗山線以縣 119 接新竹縣

峨眉北埔臺三線 
標線與指標系統 660,000  

總計     45,877,600  

（二）其他改善斷裂點經費初估 

除前節所述之 10 處優先執行之環島路網斷裂點之工程改善計畫，其餘 16 處環島路

網斷裂點之工程改善計畫經費概算如下。（詳細預算說明，請參見第六章第二節、第

三節） 

新北市  

 編號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 2 線-金山中角沙灘自行車道（14km），預估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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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預算為 2.8 萬元。 

 編號 1-4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瑪鍊港沿臺 2 公路（約 7km），預估改善

工程總預算為 451 萬元。  

 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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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為 9.8 萬元。  

基隆市  

 編號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隆火車站（約 5km），預估改善工程總預

算為 33.4 萬元。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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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為 335.32 萬元。 

 編號 2-3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預估改善

工程總預算為 108 萬元。  

宜蘭縣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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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為 26 萬元。 

 桃園縣  

 編號 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縣竹圍漁港，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為 5.8

萬元。 

 編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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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為 999.2 萬元。 

新竹縣  

 編號 5-1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射擊時需封閉車道，預估改善工程總預

算為 1.6 萬元。 

 編號 5-4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約5km），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為5,500

萬元。 

新竹市  

 編號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道，預估改善工程總預算

為 780 萬元。 

 編號 6-3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苗栗銜接處（約 0.6km），預估改善工程

總預算為 5.4 萬元。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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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其他改善斷裂點經費初估一覽表（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問題點 工程項目 工程經費 備註 

新北市     4,636,000  

1-3 
石門北觀處沿臺 2線-金山中角

沙灘自行車道 

新劃設自行車道 

輔助指引標誌 
28,000  

1-4 
核二廠國聖海灘-經野柳-萬里

瑪鍊港沿臺 2 公路 

利用原路幅新劃

設自行車道，並設

置欄杆 

輔助指引標誌 

4,510,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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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北

14 古庄 

指標系統 98,000  

基隆市     4,767,200  

2-1 
基隆外木山車道-文化路口-基

隆火車站 

利用原路幅新劃

設自行車道 
270,000  

指標系統 64,000  

2-2 
基隆文化路口-舊港濱仙洞隧

道 

指標系統 34,000 

 
自行車道畫線 79,200 

隧道內外景觀綠

美化 
3,240,000 

2-3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市區東

岸碼頭-八斗子濱海臺 2 公路 

指標系統 180,000 
 

自行車道畫線 900,000 

宜蘭縣     260,000  

3-1 
濱海臺 2 公路舊草嶺隧道（南

口公園）-宜蘭頭城烏石港 
指標系統 260,000  

桃園縣     10,050,000  

4-1 
新北市林口火力發電廠-桃園

縣竹圍漁港 
指標系統 58,000  

4-2 桃林鐵路（約 16km） 
視都市整體發展

考量 
暫不估經費  

4-3 桃園-鶯歌縱貫鐵路（約 7km） 
道路無腹地，建議

尋其他替代路線 
暫不估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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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點 工程項目 工程經費 備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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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劃設自行車道 9,600,000 

指標系統 392,000 

新竹縣     55,016,000 

5-1 
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有砲彈

射擊時需封閉車道 
指標系統 16,000 

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需

繞社區 
三座大橋 暫不估經費 

經費龐大，需視

地方政府評估

效益 

5-4 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接計畫  55,000,000 

新竹市     7,854,000 

6-1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

市南寮自行車道 
指標系統 7,800,000 

6-2 
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

伸工程計畫 

預計 103年 7月完

工 

工程完成，無需編

列 

工程費

8,000,000

6-3 
新竹市 17km 自行車道終點與

苗栗銜接處 
指標系統 54,000 

總計     82,5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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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財務自償性分析 

一、自行車道系統建置在國家建設計畫下的關鍵性思考 

由於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之國家建設計畫，皆含括財務自償性推估之要求，然就自行車

道之建置來說，乃國家基礎建設的一環，如何就自償性的角度來規劃，實需有其因應策

略作為評估參酌。依據本計畫第二次產官學座談會專家學者的討論重點如下： 

（一）營建署 

針對財務自償性的內容，基本上自行車道本身即屬於無法收費的公共設施，要評估自

償性很困難，因其收益屬於外部性產業，並非自行車道本身。但就經建會的立場是希

望自行車道可帶動周邊產業，仍應有其自償性。 

（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陳世圯 

自行車道建置之後該如何營運是重要的關鍵，透過民間協助是必然的，但仍須政府支

持與補助才可持續推動。譬如說鐵路局有很多的車站應可透過中央政府補助的方式協

助設置自行車補給站，解決土地租金問題。 

（三）新文化基金會劉麗珠執行長 

1.實體的自行車服務園區並非適合的想法，過去交通部在花東火車站建置的補給站最

終收掉許多，意謂著自行車騎士並不需要這麼多的自行車園區，而補給站也有土地

租金的成本壓力。從過去經驗得知，單車園區並非可以透過規劃而來的，也並非單

純服務車友即可支持一個單車園區的營運。若非有住宿、餐飲等收入，單就服務車

友的費用其實並不高，所以要以此微薄收入計算自償率是非常困難的。 

2.錢並非判斷自行車道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而是從自行車道的使用量來的。且自行

車道的建置可引來周邊產業和商業行為，其收入皆會回歸稅收中，對於政府而言並

不是無財務回饋之說。 

（四）清環顧問公司閻永祺協理 

1.過去和經建會溝通協調的過程中，了解到其目前皆是以自償率思考每個個案未來的

可行性，會以使用者付費和受益者付費作為財務自償的判斷標準；自行車道很難去

計算使用者付費，因此前期計畫最終才以自行車園區的方式增加使用者付費層面以

計算自償率，導致自償率偏低。 

2.公共建設跨域加值最基本的想法是自土地開發並造就產業聚集和活絡商業活動來

的，以此想法檢視自行車系統並不適當；或許本案可作為未來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

計的新型財務評估方式範例，而非過去交通公共建設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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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其中有章節描述經濟效益評估

流程，分為可量化與不可量化效益。目前國外多在推健康城市概念，配合自行車活

動所提供的運動、健身等面向，或許可將其列為評估其經濟效益時的不可量化效益。 

4.自行車園區營運的問題，可思考透過周邊其他產業及商業設施開發來彌補本業收入

的財務平衡。此部分可從人的活動行為判斷財務可行性，以目前既有的商圈或業者

聚集處設立小型的園區，提供較低的租金與較好的服務品質作示範，再慢慢以此漸

進。 

（五）環宇法律事務所江鳳儒業務副總經理 

1.一般交通建設自償率皆偏低，自行車道也不如國道屬於收費公路，因此無法達到自

償，從財務面來看完全呈現負值，沒有收入之外仍需花費日常維護成本。因此其明

確應定義為公益性的公共建設，不應考慮其自償性。國道服務園區能成形的原因在

於其為封閉型的公路，但自行車道為開放式的，自行車園區的成形非常困難。 

2.就自行車騎乘者來說，自行車補給站的數量不需很多，自行車騎士可在任何地方休

息，因此服務園區的概念也不適合作為財務效益檢核的依據，而應回歸其經濟效

益。公共建設推動的關鍵在於經濟效益的高低排定優先順序，而非財務效益。譬如

臺灣邁向高齡化社會的趨勢，應提倡民眾多運動以減少醫療支出。 

3.依照地方政府各自申請各自建設的方式，自行車道系統的推動將相對受限，且自行

車道系統建置的優先順序並不容易被地方政府列入優先施政方向；且若為非自償的

計畫案，地方政府更無開源措施更是相對困難。 

有關自行車道系統建置在國家建設計畫下財務自償性的關鍵性思考歸納以下重點： 

 自行車道屬公益性基礎設施，非國道系統，無自償的可能性 

 國道屬封閉型路網，自行車屬開放性路網，可隨時進出，無法以收益方式計算財務自

償性 

 依據「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其中有章節描述經濟效益評

估流程，分為可量化與不可量化效益。目前國外多在推健康城市概念，配合自行車活

動所提供的運動、健身等面向，可將其列為評估其經濟效益時的不可量化效益。 

二、自行車道系統建置在不可量化上的效益 

目前國外多在推健康城市概念，配合自行車活動所提供的運動、健身等面向，可以歸納

出幾個不可量化的效益。 

（一）騎乘自行車所產生的健康效益 

1.延緩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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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我國內政部統計處（2010 年）資料顯示，截至 2010 年 1 月底止，臺灣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已達 246 萬人（2,463,841 人），占總人口數的 10.65%，已

屬「高齡化社會」。根據經建會資料推估，2017 年的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比

例為 16.2%，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到 2025 年，65 歲以上人口，將由 2012

年的 11.2%增至 20%。 

（2）1996 至 2011 年，65 歲人口比率由 8.2%激增為 11.2%；醫療費用也從個人平

均 30,426 元攀升至 55,529 元，2011 年的 65 歲以上老人使用 33.5％的健保醫

療資源，過去 10 年成長的醫療費用有 58％來自 65 歲以上老人的貢獻。估計

60 至 69 歲國民平均使用醫療支出為 6.9 萬元餘元；而 70 至 79 歲則均為 10.5

萬餘元，80 歲以上老人平均醫療費用支出則達 12.5 萬餘元。 

（3）依據開南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究所洪建文等及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

康科技工業研究所發展中心於 2011 年 11 月發表之「新銀髮族騎乘單車坐墊壓

力測試之初探」內容表示，銀髮族可藉由騎程自行車之休閒達到運動之成效，

並強健體魄，延緩老化。 

2.減少醫療支出 

（1）根據研究指出：規律運動人口每增加 1%，醫療支出可減少 3%。 

（2）如提高老人 1% 使用自行車作為規律運動工具，可減少醫療支出約 44.1 億元

（4,394 億元 X 33.5％ X 3%）。 

3.健康減重 

（1）行政院體委會委託蓋洛普徵信公司所作「101 年運動城市」調查報告顯示，臺

灣規律運動人口突破 30%，民國 101 年上升到 30.4%，運動人口提升到 82%，

顯示臺灣運動人口和規律運動習慣在逐年提升。 

（2）82%運動人口中，最主要從事的運動項目來看，「散步/走路」（43.0%）的比例

最高，其次「慢跑」（23.1%）、「籃球（17%）」、「騎腳踏車（16.5%）」。 

（3）醫學界及運動界所公認的三項最有氧的運動為：長跑、游泳、騎自行車，其中

騎自行車可說是最容易從事且達到有氧健身的一項。以臺灣人口 2300 萬估算，

腳踏車約占 311 萬人口。騎腳踏車車消耗熱量的運動減重效果，和健走差不多。 

（4）依據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自由車專長任課老師黃金宏指出，騎自行車的健康效益

包括促進心肺功能、增強肌肉耐力、有效控制體重，是一種最便利的有氧運動。 

4.加拿大案例 

（1）發表於《應用生理學、營養學和新陳代謝》期刊的研究指出，缺乏運動是某些

慢性疾病的誘發因素。研究顯示，已有 7 種慢性疾病經不斷證實與缺乏運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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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它們是冠狀動脈疾病、中風、高血壓、結腸癌、乳腺癌、Ⅱ型糖尿病和骨

質疏松症。與運動量充足的人相比，缺乏運動的成年人患這 7 種疾病的風險要

高出 21％（乳腺癌）到 74％（Ⅱ型糖尿病）不等。加拿大男性中，23％的高

血壓以及 38％的Ⅱ型糖尿病病例可歸因于缺乏運動，其他 5 種疾病的比例在這

兩者之間；女性中，15.3％的乳腺癌以及 39％的Ⅱ型糖尿病病例可歸因于缺乏

運動，其他 5 種疾病的比例居於兩者之間。 

（2）加拿大成年人因缺少運動而產生的醫療支出每年約 68 億加元，佔醫療支出總

額的 3.8％。 

5.芬蘭案例 

（1）目標：臨終前兩個禮拜才躺在床上 

（2）最好的抗衰老運動組合是：有氧運動＋肌力訓練＋伸展體操，例如：健走、慢

跑、游泳、自行車、高爾夫球＋仰臥起坐、引體向上、伏地挺身＋柔軟操、瑜

伽。（2007-11 康健雜誌 108 期） 

（3）騎自行車對於現代人來說，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有氧健身機會，老化由腳開始，

而低衝擊的自行車運動正能溫和地抗老化不僅健康又環保。由於自行車運動是

『有養運動』，藉由旺盛的血液循環，能夠清除細胞內的廢棄物，達到新陳代謝

的效果，不僅能強化心臟功能，同時還能防止高血壓，有時甚至比藥物更有效。 

（二）騎乘自行車所產生的減碳效益 

推動自行車系統，主要目的除建康樂活之外，更能減少機動車輛移動污染源，所投入

的自行車道及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投入的成本不只是金錢收益，更重要的是其所帶動

的整體效益，促使交通環境能更友善、更環保以及更便利。自行車是兼具環保、經濟

及健身休閒的交通工具，同時可以降低對石油的消費，進而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

道路使用與所佔用的空間低於汽、機車。 

依據調查可知，2012 年運輸部門排放 35,255 千公噸 CO2，其中公路運輸佔 95.53%；

另外自小客車與機車分別佔 44%與 12%。由此推算 2012 年全國小客車年排放

155,122 千公噸 CO2，機車排放 4,230 千公噸 

2013 年一月全臺人口 23,354,061 人，全國小客車數為 685 萬輛、機車為 1,515 萬

輛；北臺八縣市的人口數為 10,691,480 人，小客車 291 萬輛、機車 605.5 萬輛，北

臺小客車與機車佔全臺比例分別為 42.4%與 40%。 

以此推算北臺小客車年排放 6,894 千公噸 CO2、機車年排放 1,714 千公噸 CO2，假

設建置自行車友善環境後，其它運具移轉至自行車旅次所占的比例為 10%（歐盟的

目標為 30%），運具移轉 10%減少的排放量換算成碳排放交易價格（國際價格約 15

歐元/每公噸），減少 861 千公頓，每年節省 1,300 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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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各縣市機動車輛統計數 
 機動車輛登記數（輛） 每千人機動車輛持有數（輛/千人） 

都市 人口數（人） 汽車數 摩托車數 汽車 摩托車 
宜蘭縣 458,595 139,204 298,680 304 651 
基隆市 377,153 83,896 195,411 222 518 
臺北市 2,673,226 623,121 1,100,688 233 412 
新北市 3,939,305 891,790 2,372,880 226 602 
桃園縣 2,030,161 649,120 1,161,269 320 572 
新竹市 425,071 134,665 271,844 317 640 
新竹縣 523,993 187,655 292,243 358 558 
苗栗縣 263,976 198,332 362,134 751 1372 
總共 10,691,480 2,907,783 6,055,149 - - 

（三）騎乘自行車所產生的壓力紓緩、治安效益 

依據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副教授高立學於 102 年 8 月發表之論文「從事自

行車運動之活動特色、效益和實現的價值」中提出，以自行車做為運動，有益於生活

壓力的紓解，達到健身及身心舒緩的效果。 

論文中提出，參與者想要藉由參與自行車運動休閒活動來紓解在平常時段，如工作的

壓力、家庭主婦的壓力等，藉此讓自己的心情放鬆、愉快。例如受訪者提到，從事自

行車運動「讓你心情轉換變愉快」、「身心會覺得比較開放、舒服」。從自行車運動活

動連結的價值到屬性來看，當活動後，致使體力更好而可以處理更多事情時，感覺更

有自信而有「成就感」（價值：成就感），主要因為騎自行車提供運動的機會（屬性：

可以有運動的機會），改善體態、讓身體健康、建立自信（效益：健康）。另一方面，

若現況已經不足以滿足自我挑戰的需求時，會需要「刺激」（價值：刺激） 來尋找新

的挑戰（效益：自我挑戰、屬性：活動有挑戰性）。最後，自身的「安全」和同行者

的安全（價值：安全） 都要考量在內，留意自己照顧他人（效益：社會交際），學習

簡單的修車技巧（效益：學習），並留意安全的配備（屬性：相關配備）。自行車運動

活動「屬性、結果、價值」三者環環相扣，透過自己喜歡的活動，去規劃參與活動，

途中有不同的體驗，可以享受自我挑戰。 

（四）騎乘自行車所產生的地方文化深耕效益 

藉由自行車推動綠色休閒，帶領民眾走出戶外認識在地文化，響應節能減碳、享受零

碳騎車健身的同時，看見最真實的在地文化與資源，並帶動地方微型經濟。以臺灣樂

活自行車協會所推動的「不落系列自行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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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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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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funroad.tw/2013-3/intro.php） 

（五）騎乘自行車所產生的觀光經濟效益 

從國際觀光及國民旅遊的發展角度來看，在自行車道建置完善的狀況下，自行車旅遊

市場逐漸活絡，將可望提升一定的觀光經濟效益。 

預估收入 備註 

1.國際觀光 
102年臺灣國際觀光人次達730萬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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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觀光收入1.05億元 

2.國民旅遊 
◆ 1.5億人次*67%=1.005億人次 
◆ 1.005億人*0.1%=10.05萬人次 
◆ 10.05萬人次*100美元*1天  

=1005萬美元≒3.015億元 

◆ 102年國民旅遊超過1.5億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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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旅遊收入3.015億元 

共計        4.0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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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性自行車服務系統財務計畫及自償率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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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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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上半年起至民國 104 年下半年，共計 1 年。 

本案財務評估時間自自民國 104 年上半年起至民國 114 年下半年，共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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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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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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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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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服務園區設置地點 面積 功能 園區定位 

方案一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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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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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服務園區設置地點 面積 功能 園區定位 

方案二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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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斷裂點示範 工程經費 

方案一 基隆市 竹子嶺隧道周邊 23,672,100元 

方案二 新竹縣 新埔和平老街    621,500元 

（三）收入估算 

本團隊初步規劃，未來自行車服務系統收入主要來自各園區服務站所繳交之權利金，

根據不同營收模式可收 10 萬、50 萬、100 萬、150 萬。 

1.方案一： 23,672,100 元 

財務指標 10萬 50萬 100萬 150萬 
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

出現值總和 
23,094,737 23,094,737 23,094,737 23,094,737

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

總和 
777,645 3,888,227 7,776,454 11,664,681

自償率 3.37% 16.84% 33.67% 50.51%
淨現值(NPV) -22,317,092 -19,206,510 -15,318,283 -11,430,056

修正內部報酬率

(MIRR)* 
-30.11% -16.39% -9.61% -5.39%

單位：元 
 

期數 成本 營運收入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累積現值流量

1 23,672,100  23,672,100 23,094,737 -23,094,737

2  500,000 500,000 475,907 -22,618,830

3  500,000 500,000 464,300 -22,154,530

4  500,000 500,000 452,975 -21,701,555

5  500,000 500,000 441,927 -21,259,628

6  500,000 500,000 431,148 -20,828,480

7  500,000 500,000 420,633 -20,407,847

8  500,000 500,000 410,373 -19,997,474

9  500,000 500,000 400,364 -19,597,110

10  500,000 500,000 390,599 -19,20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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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二： 621,500 元 

財務指標 10萬 50萬 100萬 150萬 
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出

現值總和 
606,341 606,341 606,341 606,341 

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

和 
777,645 3,888,227 7,776,454 11,664,681 

自償率 128.25% 641.26% 1,282.52% 1,923.78% 
淨現值(NPV) 171,304  3,281,886  7,170,113  11,058,340  

修正內部報酬率

(MIRR)* 
4.665% 25.160% 35.181% 41.410% 

單位：元 

 

期數 成本 營運收入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累積現值流量 

1 621,500  -621,500 -606,341 -606,341 

2  500,000 500,000 475,907 -130,434 

3  500,000 500,000 464,300 333,865 

4  500,000 500,000 452,975 786,841 

5  500,000 500,000 441,927 1,228,768 

6  500,000 500,000 431,148 1,659,916 

7  500,000 500,000 420,633 2,080,549 

8  500,000 500,000 410,373 2,490,922 

9  500,000 500,000 400,364 2,891,286 

10  500,000 500,000 390,599 3,281,886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10-1

第拾章  結論與建議 

北臺自行車路網在朝向「友善環境」之願景目標下，從安心、縫補、直接、休閒、環境，

確立友善環境˙微笑（SMILE）路網的核心定位，透過北臺八縣市 26 個斷裂點的連接

計畫，未來將可逐步使北臺 600 多公里的自行車道建構地更臻完善。對於北臺區域推

動綠色觀光、落實生態都市中永續三生之理念，亦有相當大的助力，並同時滿足民眾休

閒、遊憩、運動等多樣需求。透過自行車路網的多元串接，集結跨區域的多種資源能量，

以更宏觀遠見的角度，提升北臺區域合作的整體競爭力，來迎向 21 世紀的全球化多元

觀光環境發展的挑戰。 

在臺北市政府順利取得 2016 VELO-CITY Global 的主辦權後，因臺北市身為北臺自行

車路網國內與國際綠色旅遊門戶樞紐，再加上其近年來對於 YouBike 環境的完備建置不

遺餘力，臺北市自行車系統與多元大眾運輸運具的緊密結合，在行銷北臺 600 多公里

的優質自行車環境的國際綠色旅遊方面，2016 年的 VELO-CITY Global 活動將會是一

個極佳的觸媒點，應可將北臺的自行車友善環境朝向國際旅遊化發展。因此北臺八縣市

的微笑(SMILE)路網後續的完備建置行動方案，本計畫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一、後續行動方案建議 

透過本計畫的 26 個斷裂點連接計畫的基本設計內容，已明確建議北臺八縣市建構友善

自行車環境關鍵的改善路段，並已初步估算改善之執行經費；後續銜接本計畫行動方案

之執行提案單位，應回歸至各縣市政府，以符合爭取各類補助經費之機制架構。建議各

縣市政府於後續細部設計與經費爭取計畫案中，應針對不同方案補充費來源、優先順

序、執行單位等細項，清楚擬定述明，以利在計畫提案時順利爭取，並使後續各單位執

行方向明晰。 

另外，目前自行車環境改善之中央經費爭取，主要以體育署為最重要之中央經費補助來

源，建議未來提案時，可由體育署主導，並與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等機關進行跨領

域、跨部門整合分工，建立推動平台，以利後續整合與執行。 

二、臺北多元友善自行車路線的行銷與推廣機制之建置 

接續 26 個斷裂點行動方案硬體環境的建置，在軟體方面更應賡續搭配，推動北臺區域

自行車產業及觀光遊憩之發展行動。隨著 2016 年的 VELO-CITY Global 活動的展開，

北臺多元友善自行車路線的行銷與推廣機制之建置，包括多元的異業結盟、完善的自行

車路網地圖與資訊網絡建置與行銷推廣、自行車遊程與北臺各類觀光、文化、旅遊配套

的緊密結合與自由搭配性…等，將可把北臺自行車道路網的路段友善性、串連友善性及

路線豐富性等特色，兼顧環保及生態共存、富趣味性及景觀遊憩吸引力，行銷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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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北臺自行車路網的建構，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充滿趣味的騎乘環境，同時將此一

自行車友善環境觀念延伸至全臺灣之自行車系統，使微笑(SMILE)路網的概念連結至全

臺自行車環境。 

三、建置適用於全臺灣的自行車國道指標系統，共創全臺自行車路網的合

作契機 

為實踐臺灣“自行車國道”系統之整合目標，除了優先加強建設尚未串連之路網及路段，

使各縣市自行車道環境優質化外，指標系統的建置更是使騎乘環境具自明性、順暢性的

重要環節。指標系統應具備的統一性、易辨視性、明確性，但也期待具有同中求異之處，

以展現地方特質。 

以本計畫檢視北臺八縣市自行車道系統之指標系統與識別系統的結論，現況識別系統多

元且豐富，但時有識別系統設置環境背景混雜，導致騎乘時有識別性不佳或是方向指引

困擾之問題。因此在後續計畫中，應由交通部運研所統籌，從推動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

計畫的經驗，整合中央與地方意見，在未來全臺自行車路網的發展越臻健全後，將自行

車的路網層級分類與編碼，由中央與地方對應於相關的自行車道編碼系統建制一套完整

之規範，並從管理端與使用端之意見來考量全臺自行車系統的整體性與銜接性。待未來

自行車國道指標系統架構完善後，建議各縣市以之為準則，加以檢視現況，以簡化、補

足或強化之方式，提高自行車國道系統整體識別系統之友善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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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期初報告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 樓（南區）904 會議室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 丁局長育群（許副局長阿雪代） 

四、與會意見及回應：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內政部營

建署 
1.請綜整 100 年度「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整合可行性研究」及相關法令、政策、

計畫與案例等，以聚焦本計畫主軸－「友

善環境」。 

2.目前營建署已完成「市區自行車道資訊

整合應用網」的建置，相關補助計畫皆

已陸續整合，可供本案參考引用，未來

也會陸續加入體育署、交通部、環保署

等相關補助計畫內容與人行道建置資

訊，為未來整合性計畫鋪路。 

3.內政部目前正著手推動整合平台，希望

103 年即可整併交通部、環保局、體育

署、營建署都計組及道路工程組等相關

經費推動整合型計畫的申請，102 年則

仍以城鄉風貌型補助為主。 

4.經建會目前針對自行車道標誌、標線及

編號等規劃整合權責分工部分，應由交

通部進行統合，以期透過中央部會平台

確認後續主政及補助單位。 

5.目前導航系統多半為車行使用，而營建

署道路工程組也有推動「單車 ing」的

APP 軟體，可供民眾參考使用。 

1.感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延續 100
年度「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

可行性研究」，摘錄重點彙整納

入本計畫附錄三。 

2.感謝資料的提供，將主動拜訪大

署取得相關參考資料。 

3.計畫團隊已參加 3 月 4 日於營建

署署辦理之「城鎮風貌型塑整體

計畫(102-105 年)」說明會，並

於體育署 6 月 24 日召開的 102
年度體育署「自行車道整體路網

規劃建設計畫」補助計畫審查會

議中，初擬核定計畫計 45 案，

其中核定北臺自行車道 7 處斷點

補助，後續將持續密切注意各計

畫之申請與整合。 

4.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標誌、

標線及編號，將依據交通部「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作為後續自行車道標誌、

標線設計與整合之參考。 

5.感謝委員建議，已下載軟體做為

參考。 

內政部營

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 

1.北臺自行車道路網南北兩處起迄點：苗

栗及南方澳，是重要的跨區域計畫串連

節點，後續應對此提出相關策略，以利

整合。 

1.謹遵辦理。期初報告階段已提出

南方澳起點之改善構想；南方苗

栗斷點部分補充於 p.6-26。 

2.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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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2.計畫應就人為使用來思考，如：著重平

面與橋梁接軌的安全問題；牽引道應考

量坡度及視覺死角的問題，如大漢溪至

鶯歌段在騎乘上就有這樣的狀況存在；

另外也應重新檢視標示系統的規劃。 

3.目前綠色運具、通勤運輸逐漸推廣成

形，但多半與人行道共用，易起人車衝

突，或可採用分隔方式或鋪面區隔方式

來設計。 

設計原則及標示系統的規劃，除

綜整於 CH5-2 外，亦於 CH6-2
及 CH6-3 中依據各斷裂點實際

狀況提出改善規劃建議。 

3.本計畫以休閒型自行車道為主。

有關於都市通勤型自行車道，受

限於既有市區道路路幅，現階段

多與人行及車輛共道；在自行車

用路權尚未明確受到保障前，要

解決人車衝突的相關性安全性問

題較為困難。 

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

員會（書

面意見） 

本案重點應儘速分析完成需縫補改善之

區位，並從整體效益較大之處（達成共識

後），優先與主管部會（體委會）協調後

續申請補助推動之可行性，切勿停留規劃

階段，應就較可行之路段，及早與體委會

協調，以利後續申請補助推動。 

謹遵辦理。期初階段以計畫 26 處

縫補與斷裂點的踏勘檢討為主，期

中階段已針對 26 處斷點提出改善

策略構想，請詳見 CH6-2 及

CH6-3。 

交通部公

路總局 
1.p.1-5 中安排的體驗會勘對於計畫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未來各縣市政府在申請

相關經費時，也應安排會勘的行程實際

勘查，以找出問題所在。 

2.p.2-1 中提到自行車死亡率數據與所知

統計值有所出入，近年雖事故增加，但

死亡人數是呈現下降趨勢，應敘明資料

來源避免疑慮。 

3.p.2-5 文中提到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

參考手冊第三版有 100及 101年兩種版

本時間，請釐清確認。 

4.p.3-7 提到台 2 省道新北市段車輛速度

快且多砂石車，但其路段甚長，末端接

至瑞芳貢寮，應清楚指出起迄點，避免

錯誤引導。 

5.p.3-19 編號 3-1 中，所提問題點舊草嶺

隧道部分，目前已有規劃並進行過現

勘，相關資料已提供宜蘭縣政府參考，

但此處腹地受限，有難以拓寬的問題。 

6.p.3-23中所提桃園濱海自行車道與西濱

快速道路共用，實則應與橋下道路或側

車道共用，且速限約為 50km/hr，應無

1.現勘作業除確認各縫補與斷裂點

須改善項目外，更可透過使用者

的實際體驗，確認是否達到友善

環境之條件。後續若辦理現勘行

程，還請各有關單位協助檢視。

2.謹遵辦理。已補充說明與資料來

源，請詳 p.2-1。  

3.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2-5。 

4.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3-8。 

5.已補充並修正，請詳 p.3-25。 

6.感謝委員指正，敘述錯誤已修

正，請詳 p.3-29。 

7.感謝委員指正，範圍錯誤已修

正，請詳 p.3-31。 

8.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並依據「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編排，請詳 p.3-49。 

9.謹遵辦理。針對識別系統整合規

劃已參照統整於 CH7 中。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1-3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車速過快問題。 

7.p.3-25 表 3-5 中編號 4-4 斷裂點公里數

是否應改為 35km，請重新確認。 

8.p.3-42 表 3-10 中，號誌指標的分類為

何？請釐清。 

9.p.5-22~24 中所提標誌可參考交通部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1 條規定加以應用。 

教育部體

育署（書

面意見） 

1.為賡續辦理自行車道環島路線之串連，

行政院於 101 年 12 月核定本署於 102
年至 105 年辦理「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

連建設計畫」，以「串連」、「優質化」

為重點工作，加強建設尚未串連之路網

及路段，整合各縣市自行車道系統、建

構優質自行車道，完成打造臺灣環島自

行車道路網之目標。 

2.另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為整合部門公

共建設共同推動地區整體示範建設，以

「跨域合作」、「資源整合」、「縫補」、

「串連」等操作策略，透過內政部建立

跨部門資源整合平台，協調整合本署及

交通部、經濟部、文化部、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部會共 21
項關聯性公共建設計畫，共同投入示範

地區之城鎮環境改造工作，以發揮整體

建設之加值綜效。 

3.經查本案因涉及交通部及內政部營建署

等相關部會，建請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以「跨域合作」、「資源整合」、

「縫補」、「串連」等操作策略為未來

規劃之範疇。 

1.敬悉。後續也將配合行政院推動

之相關政策計畫協助進行整合。 

2.敬悉。後續也將配合經建會推動

之相關建設與改造計畫，協助進

行整合。 

3.謹遵辦理。本計畫推動之目的即

是希望能透過斷裂點的縫補與串

連，搭接北臺八縣市跨域合作與

資源整合之目標。 

臺灣鐵路

管理 
1.舊草嶺隧道目前已進行斷裂點連接及周

邊開放空間的改善，各縣市政府倘有使

用需求，請依國有財產署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 

2.p.5-27 中所提鐵路空間型斷裂點，其中

基隆部分因離現有鐵路相近，具安全上

疑慮，此部分應與地方政府再行討論；

1.謹遵辦理。後續若有使用國公有

地，將依據相關規定辦理申請。 

2.謹遵辦理。在自行車道的設置

上，安全性為重要基本條件；有

關利用鐵路周邊做為自行車道是

否有安全上的疑慮，目前已配合

基隆市政府針對竹子嶺隧道之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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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桃林鐵路則目前桃園縣政府採公車

BRT 方式規劃，然尚未定案，但仍建議

配合地方政府需求方式辦理為主。 

點提出改善建議構想，作為後續

參酌使用。另有關桃林鐵路的再

利用，將視桃園縣政府政策，再

行檢討是否有設置自行車道之機

會。 

臺灣鐵路

管理局 

（書面意

見） 

1.貴單位辦理「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委託案期初審查 1 事，本局同意公共設

施用地無償提供使用設置；貴單位如需

使用本局經管土地或隧道作自行車道使

用，土地部分除屬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計

畫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土地或非

都市土地為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

者，不同意無償提供使用外，在不出具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且不影響本局業務情

況下，得無償提供使用並訂定契約；隧

道部分若經使用單位評估結構安全而可

規劃利用者，應向本局辦理隧道認養事

宜。  

2.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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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

廢棄鐵道及隧道本局目前無使用計畫，

未來規劃為自行車道，本局無意見，惟

路基及隧道結構因久未使用，安全性請

自行謹慎評估。 

3.關於「桃園－鶯歌縱貫鐵路」高架化後

之橋下空間，因環評規定騰空後，土地

扣除車站、橋梁墩柱等必要結構體後，

必須提供 50%作為綠地(50%綠覆率)，
另外橋下已有地方道路的規劃，是否有

足夠空間施作自行車道，需俟橋下道路

及景觀工程設計完成後方能確定。 

4.本案將本局蘇澳新站列為示範地點之

一，建議增設火車站遊客中心、廁所、

停車場、自行車電梯、集合廣場、自行

車租車系統、自行車牽引道改善、導覽

地圖、標誌系統等，惟報告書未說明經

費之籌措來源與維管方式，請協助補充

說明。 

5.蘇澳新站因受限月台通道及樓梯空間等

1.感謝 貴局允諾協助，後續若有使

用國公有地，將依據相關規定辦

理申請。 

2.謹遵辦理。 

3.謹遵辦理。後續將配合 貴局規劃

再提出因應策略手段。 

4.謹遵辦理。已補充改善建議及經

費估算等相關內容，請詳見

p.6-26~27、p.9-43。 

5.謹遵辦理。已補充改善建議及相

關路線規劃，請詳見 p.6-27。 

6.謹遵辦理。已補充改善建議及相

關路線規劃，請詳見 p.6-27。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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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已無法再擴充之限制，欲提供大量自行

車遊客使用場站自行車系統設施，將造

成人行動線之困擾。 

6.另有關蘇澳新站規劃自行車停車場、廣

場、租車設施等項目，查該站目前為陸

客轉運重點站，每日於上午約九點起即

有大量遊覽車於站前廣場停車等候接駁

陸客，屆時若將自行車系統規劃設置，

恐造成遊覽車與自行車動線交錯之現

象。 

宜蘭縣政

府工商旅

遊處 

1.本案名稱重點在於友善環境，但其涉及

的遊憩層次及區域定位應加以釐清，如

挑戰型與休閒型、平面型與山區型皆有

所不同，藉此才能透過不同層級定位而

有不同的評估準則。 

2.宜蘭目前路網已完成建構，惟相關空間

設施的便利性、因應氣候條件的配套，

建議因地制宜提出相關設施建議。 

3.指標系統建議納入交通部觀光局系統整

合，希望未來應朝向全臺統一的方式操

作，建議與交通部共同討論。 

1.謹遵辦理。本計畫以休閒型自行

車道為主，相關定位以於第壹章

計畫的認知中補充說明，請詳

p.1-2。 

2.謹遵辦理。已針對本計畫 26 處

斷點提出改善構想建議，宜蘭斷

點之設計請詳見 p.6-26~6-27、
6-43~6-45。 

3.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已參照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提出相關

規劃設計及整合設計原則，請詳

見 CH7-3。 

基隆市政

府都市發

展處 

1.標誌系統建議與中央單位共同討論，統

一編號朝向整合方向操作，倘若地方或

區域平台有良好指標設計構思，建議協

同中央單位共同討論。 

2.p.5-5 設計原則中提到運輸型及休閒型

兩種類型，但與後續分類有所不同，且

不同類型對於指標、設施需求也有所差

異，應重新界定權重與分類。 

1.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將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若

設計上有差異之處，將與交通部

運研所溝通討論。 

2.謹遵辦理。本計畫以休閒型自行

車道為主，相關定位將於第壹章

計畫的認知中補充說明，請詳

p.1-2。 

基隆市政

府工務處 
1.請釐清 p.3-14中編號 2-2基隆文化路口

部分，與拓寬工程之距離。 

2.p.3-44 中基隆的號誌指標圖有誤，請更

正。 

1.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3-17。 

2.謹遵辦理。圖誤已刪除，請詳

p.7-4。 

新北市政

府交通局 
1.有關 p.3-9 五處斷裂點部分，請依據現

況特性、相關策略及經費等，提出後續

1.謹遵辦理。已針對本計畫 26 處

斷點提出改善構想建議，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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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優先推動順序建議。 

2.新北市自行車多沿台 61、15 及台 2 線

劃設，且上述路段多為公路總局權管範

圍，可洽其進行改善諮詢。 

3.計畫中所提建議連結路段多為省道，但

實屬中長期方案逐步推動，亦請受託單

位協助提供短期可推行之替代道路建

議。 

斷 點 之 設 計 請 詳 見

p.6-12~6-13、6-30~6-36。 

2.謹遵辦理。後續基本設計階段，

若涉及公路總局轄管範圍，將與

公路總局討論。 

3.自行車道現階段尚無實體路權，

在替代道路之建議上，亦有安

全、設施設置、地方民意之多方

考量。基於計畫執行內容之考

量，有關自行車道替代道路之建

議，仍請各縣市政府提出納入本

計畫。 

新北市高

灘地工程

管理處 

1.計畫提供相當多建議，而新北市路網將

走向一日生活圈的模式，透過大環系統

搭配小環連結，目前所提斷裂點以大型

環線為主，此部分也多為各縣市政府所

推廣。 

2.新北市以二重疏洪道為核心，北接淡

水、八里至北海岸，南接大漢溪，右接

大佳河濱至汐止等，各區段均有斷點存

在，但未來應朝向一日生活圈的方式推

動，結合北臺行銷推廣，勢必得能到很

好成效。 

3.北宜公路已禁止砂石車通行，應可列入

計畫考量中，沿線至碧潭橋處主要為高

管處進行維管，自行車路線可由北宜公

路接貢寮、宜蘭，再由貢寮、宜蘭搭火

車回臺北。 

4.以自行車道路網來看，大環系統屬競賽

型、小環為親子休閒型，各縣市應有所

定調，建議以整合大環系統為主，並發

展各地方小環，兩者間並不衝突。 

1.本計畫之前期計畫(北臺自行車

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即以

大環(主軸線)小環(輔線)方式進

行路網之規劃，計畫書中亦提出

各式遊程，以自行車道路網系統

串接周邊景點，以利自行車產業

的推廣。 

2.本計畫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即

以自行車道路網系統串接周邊景

點，以利自行車產業的推廣。除

26 處縫補與斷裂點之外，若各縣

市政府發現仍有少部分在銜接上

有斷點，建請參照計畫中提出之

設計原則及指標系統加以改善。

3.自行車道路網結合公共運輸系統

為本計畫推動的主要方向之一，

已針對多元運具整合部分提出相

關策略構想，請詳見 p.9-19。 

4.本計畫之前期計畫(北臺自行車

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即以

大環(主軸線)小環(輔線)方式進

行考量，惟大環並非均屬競賽

型，小環亦非均適合親子休閒使

用。前期計畫書中已提出各式遊

程，以自行車道路網系統串接的

概念進行遊程建議。 

桃園縣政 1.p.3-25 中表格意見如下： 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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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府交通局 (1) 4-1 斷裂點已於 101 年增設標誌及貼

面，此處應考量安全問題，如坡度、

多彎道的狀況及車輛間的速度差，在

實體分隔的設置上宜審慎考量。 

(2) 4-2 桃林鐵路目前朝向 BRT 導向，希

望在許可狀態下納入自行車道的使用

空間。 

(3) 4-3 高架工程涉及臺鐵局通勤站體設

計，還請臺鐵局考量納入自行車服務

設計。 

(4) 4-4 區位應指火力發電廠至竹圍漁

港，竹圍漁港周邊臨海且多砂石車輛

通行，常造成砂石滾落而影響用路安

全；若能協調路權外空間增設自行車

道串接，較能確保自行車通行之安全。 

2.標誌系統分為自行車及一般車輛使用

者，兩者需求不同，標誌大小、放置位

置、視野關係都應納入考量。 

3.標誌系統的整合可考量因應地區特性而

有大同小異之別，以便騎乘者對於區位

認知的判斷，如色彩、方位、區位等差

異，並可供緊急救難判別之用。 

(1) 感謝委員建議，請詳 p.3-30。 

(2) 感謝委員建議，請詳 p.3-30。 

(3) 敬悉。 

(4) 感謝委員指正與建議，請詳

p.3-31。 

2.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已參照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提出相關

規劃設計及整合設計原則，請詳

見 CH7-3。 

3.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已參照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提出相關

規劃設計及整合設計原則，請詳

見 CH7-2 及 CH7-3。 

臺北市政

府觀光傳

播局 

p.5-63 中有提到橫向軟體配套的鏈結，包

含餐廳、民宿、交通租賃等面向，對自行

車的推廣是有實質幫助的，請受託單位以

政府角度提出整合建議，將具相當參考價

值。 

謹遵辦理。已補充強化於 CH9-1。 

財團法人

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

資訊中心 
沈建築師

英標 

1.有關自行車路網之斷裂處（點）分析，

建議依各縣市實際狀況列冊整理，並繪

製空間分布圖，以供北臺 8 縣巿政府逐

步縫補與改善，俾早日達到自行車道之

完整性。並請訂定縫補之評估準則（如

遊客量較多之處等），以利改善工程之

排序。 

2.自行車道究多少距離應設置專用廁所，

多少距離應有休息空間？建請蒐集國外

相關案例供參考。其建築物並應考慮綠

建築節能概念設計。 

3.本案內容提及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之多

1.感謝委員建議，各縣市斷裂處

(點)列冊已於 100 年度「北臺自

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計畫案完成。另已針對本計畫 26
處斷點提出改善構想建議，請詳

見 CH6-2 及 CH6-3。 

2.不同層級之自行車服務據點已於

前期計畫中提出點位建議與設

置構想等內容，本計畫以縫補前

期計畫所發掘之 26 處斷裂點，

並不涉及相關建築之設計。 

3.有關自行車路網資訊的整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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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元整合面向包括路網、規劃設計原則、

指標系統、服務設施體系（公廁及休息

站等）、與大眾運輸運具結合等。建議

北臺 8 縣市近年可加強資訊整合及提

供，因短期內可馬上進行且有效益。 

4.本案自行車路網系統友善環境設計原則

（第五章第二節）主要採用「100 年交

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

冊之研議」，然這些設計原則如何與本

規劃團隊建議之北臺自行車路網斷裂點

9 類型縫補原則及設計手法相互搭配？

建議後續加強補充。 

5.建議後續加強民間（包含業者及相關團

體）在此計畫可扮演角色，並列出具體

施行異業結合策略。 

6.應以國道的建立來思考自行車道系統的

建置，以整合的概念朝向國際化。 

前營建署已完成「市區自行車道

資訊整合應用網」的建置，相關

補助計畫皆已陸續整合；本計畫

後續亦會協助北臺區域平臺後續

向中央各部會爭取相關計畫提案

使用(包含體育署、交通部觀光

局、臺鐵局、營建署等涉自行車

系統軟硬體建置及行銷計畫)。 

4.謹遵辦理。9 類型斷裂點分類僅

依據 26 處斷裂點特性進行初步

分析，因各斷點實際狀態仍有其

不同，因此已針對本計畫 26 處

斷點提出改善構想建議，請詳見

CH6-2 及 CH6-3。 

5.謹遵辦理。已補充強化於 p.9-31。 

6.謹遵辦理。將加強國道自行車道

系統的核心概念，於第壹章計畫

的認知中，請詳見 p.1-1。 

謝委員政

穎 
1.近 10 年自行車道的建置透過大力推

動，目前大多地方已初步完成，而本案

所謂的友善環境，是否為用後評估？此

部分建議於文獻回顧或上位計畫補充說

明前期計畫內容，並闡述清楚本計畫重

點。 

2.綠色運輸往往配合都市交通的發展而

生，計畫目標所提建構複合式休閒系

統，朝向國際化綠色旅遊區域，就當前

國內推動狀況，目標難達成，且計畫所

提 HUB 的概念因交通目的不同，與當

前綠色載具難以結合。 

3.請註明 26 處斷裂點（待改善點）之來

源。 

4.本案不全然是環境盤整的議題，應與整

體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空間等進行整

合，彙整後以便瞭解。 

5.指標系統不僅僅是北臺區域的問題，應

考量全國性路網的串聯與整合，建議應

考量北臺區域系統與苗栗（中部）、花

蓮（東部）之銜接，請一併納入後續整

1.謹遵辦理。本計畫係以前期計畫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

性研究」所調查北臺 26 處之縫

補與斷裂點之改善為主，並從友

善環境作為設施縫補與改善之基

礎，非自行車道系統之用後評

估。相關計畫說明已於第壹章計

畫的認知中加強說明，請詳

p.1-2，另前期計畫補充於附錄三

中。 

2.本計畫以休閒型自行車道為主。

有關於都市公共運輸系統、通勤

型自行車道…等綠色運輸之連

結，受限於既有市區道路路幅，

現階段確實難以達成。而計畫中

所提 HUB 的概念，在大型交通

轉運節點，是以臺北市現行推動

的 YouBike 系統為建議，而以休

閒型為主的自行車路網系統，則

避開交通運量最大的臺北車站，

以萬華、松山作為兩鐵旅遊停靠

站。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1-9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合之考量。 

6.請強化自行車周邊產業鏈結之內容與策

略，例如：產業補助、設施規格及設備

建議、租賃系統、廁所等相關服務。 

7.目前較危險的路線多為通勤性交通，涉

及道路共線等議題，以自行車優先道而

言，易受道路寬度限制，且其他車輛的

暫用搭配也較為複雜難以處理，如何解

決具相當挑戰，請一併納入規劃考量。 

8.自行車道的縫補應透過財務、可行性等

面向排列優先順序，並結合周邊景點與

連結可行性的規劃。 

3.26 處縫補與斷裂點係為前期計

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

行性研究」之調查結果。 

4.前期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整合可行性研究」已針對整體都

市發展、土地使用、空間等進行

整合與問卷評估；各縣市政府並

已提出服務園區建議設置地點、

功能、定位。本計畫係以檢視 100
年所提縫補計畫，協助統合北臺

八縣市自行車斷裂點（待改善點）

縫補之基本設計為主。 

5.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將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若

設計上有差異之處，將與交通部

運研所溝通討論。 

6.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周邊產業

鏈結之內容與策略，已補充強化

於 p.9-31。 
7.本計畫以休閒型自行車道為主。

有關於都市通勤型自行車道，受

限於既有市區道路路幅，現階段

多與人行及車輛共道；在自行車

用路權尚未明確受到保障前，要

解決相關安全性問題，較為複雜

且難以處理。 

8.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斷裂點

縫補之財務、可行性及優先順序

等，已補充說明於 CH8-1 及

CH8-2。 

陳委員美

秀 
1.相當肯定本計畫的執行與整體架構內

容。 

2.本案之策略規劃涵蓋多元運輸的運具整

合，是正確且需重視的，後續可多加著

墨。 

3.有關 26 處斷裂點是否應以偏遠地區為

優先？應依據何者評判應再加以考量，

建議以使用率為優先選定原則，後續可

1.感謝委員的肯定。 

2.謹遵辦理。已加強論述與補充多

元運具結合之相關配套策略內

容，請詳見 CH9-1。 

3.本計畫 26 處縫補與斷裂點之優

先 選 定 原 則 已 補 充 說 明 於

CH8-1。 

4.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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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透過地方與計畫共同提擬討論。 

4.評估原則的五個項目中，以安全最為重

要，如何在安全的基礎下建構多元且特

色的差異為本計畫的重點。 

5.應明確定義本案討論範疇，如山區型意

指為何？明確定義以避免有所爭議。 

6.標誌標線的規範目前運研所已訂定相關

規範手冊，而道路安全也有其既定法令

依循，倘若有更獨到的統整建議也可重

新回歸法律層面加以探討調整。 

設計原則，已於 CH5-2 中提出綜

整建議，並針對 26 處斷裂點分

別提出改善建議，請詳見 CH6-2
及 CH6-3。 

5.謹遵辦理。本計畫以休閒型自行

車道為主，相關定位已於第壹章

計畫的認知中補充說明，請詳

p.1-2。 

6.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將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桃園縣政

府城鄉發

展局（致

電意見） 

有關期初報告書 p.3-24 圖 3-19 桃園縣自

行車道斷裂點分布圖中 4-1 及 4-4 的斷點

標示錯誤，請更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請詳

p.3-30。 

新竹市政

府交通處

（書面意

見） 

1.p.3-33 頁二、(一)1.(1)敘述部分：台 15
省道與台 61 線快速道路共線部分多屬

平面道路，並無橋下空間可供規劃自行

車道使用。另本市 17 公里自行車道由

北至南貫通全新竹市，查新竹縣並無濱

海自行車道可供本市十七公里自行車道

相串接。 

2.p.3-33 頁二、(一)1.(2)敘述部分：查新

竹市 17 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已串接完

成，所述與現況不符。 

3.p.3-34頁右上圖示實為經濟部水利署第

二河川局辦理之築堤工程，堤頂為防汛

道路，非本府所規劃之自行車道。該工

程於去(101)年底完工，本府已著手規劃

使用二河局防汛道路辦理自行車道(舊
港大橋至南寮舊港段)事宜。 

4.p.3-34頁3.請詳述易造成視覺死角之位

置，以利本府進行改善。 

5.p.3-34 頁 4.查本市 17 公里自行車道及

頭前溪自行車道全線均有標示及導覽指

示，請規劃公司再查明。 

6.p.3-35 頁表 3-7 編號 6-1 問題點為新竹

市頭前溪自行車道接新竹市南寮自行車

道，惟所附現況照片恐有誤。另頭前溪

1.感謝指正已修正，請詳 p.3-40。 

2.感謝指正已修正，請詳 p.3-40。 

3.感謝指正已修正，請詳 p.3-40。 

4.感謝指正，此處所指視覺系以安

全為考量，對自行車道與一般道

路接連處之交通需注意視覺遮蔽

與死角，以維護用路安全。已重

新補充說明，請詳 p.3-39。 

5.感謝指正，已重新補充說明，請

詳 p.3-40。 

6.感謝指正，照片及敘述已修正，

詳 p.3-41。 

7.感謝指正，照片及敘述已修正，

詳 p.3-41。 

8.感謝指正，敘述已修正，詳

p.3-4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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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自行車道往西延伸已完工，頭前溪自行

車道已可通行至舊港大橋附近，其餘部

分本府刻正爭取經費辦理舊港大橋至南

寮舊港段自行車道工程。 

7.p.3-35 頁表 3-7 編號 6-2 問題點為新竹

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惟所

附現況照片為舊港大橋附近由經濟部水

利署第二河川局辦理之築堤工程堤頂防

汛道路，請修正。另本府已完成頭前溪

自行車道往東延伸工程規劃設計，目前

正積極爭取經費辦理工程施工。 

8.p.3-35 頁表 3-7 編號 6-3，本府前於辦

理新竹市苗栗縣自行車道串聯工程時，

因預定路線遭養豬戶占用，無法完成銜

接，目前暫時利用導覽牌面與標誌引導

民眾利用西濱快速道路與苗栗縣自行車

道串接，未來將俟林務局用地處理完畢

後另行辦理自行車道串接事宜。 

苗栗縣政

府水利城

鄉處（書

面意見） 

1.本規劃內文所提到體委會部份，應修正

為體育署。 

2.有關第 3-1 頁，表 3-1 北臺八縣市現有

自行車道長度分析表中苗栗縣現有自行

車道長度統計部份，查本府於 99 年辦

理「苗栗縣 99 年自行車道路網規劃建

設專案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統計長度

為 476 公里，截至目前（102 年）統計

長度為 494 公里（本統計包含本縣三縱

六橫之主要自行車路線及本縣 18 鄉鎮

內次要自行車路線）。 

3.第 3-39 頁，所稱之斷裂點是否意指為

「無法直接可達，需做轉折之自行車道

路段」，如否，編號 7-1 所指之斷裂點

由五福大橋起往南沿鐵路至大山火車站

附近往西經後龍濱海遊憩區可達外埔漁

港（本路段屬於海線綠光海風自行車

道，已於 100 年底全面貫通，北起新竹

縣界，南至台中縣界）；編號 7-2 所指

之斷裂點，該路段本府依既有台三線路

線規劃，應可直接到達新竹峨嵋。 

4.本規劃提出塑造易尋且辨識度高的識別

1.謹遵辦理。 

2.感謝指正，已修正，請詳 3-1。 

3.感謝指正，有關本文所指斷裂

點，係為以自行車友善環境考

量，缺乏標誌標線連結、或目前

尚未連結造成斷裂需縫補之路

段，敘述已修正，請詳 3-47。 

4.謹遵辦理。有關自行車道指標系

統，將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臺北市政府 

 
附 1-12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系統部份，北臺各縣市自行車道皆有既

有的自行車道標示，如果再加上本規劃

所提出之標示設計，又考量未來體育署

是否會增加環島路線的標示牌，此三種

標示牌同時設立於自行車道上，是否會

造成混亂，再者如未來全面更新為本規

劃之標示設計，既有之標示牌是否有浪

費經費之虞，請規劃單位詳加著墨及考

量。 

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業務

科書面審

查意見 

1.請強化上位計畫與本計畫之關聯性，並

請聚焦分析近年來各部會自行車道相關

政策或計畫，例如：營建署「城鎮風貌

型塑整體計畫（102-105 年）」、體育

署「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

（102 至 105 年）」、「配合節能減碳

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網計畫（100
年）」等。 

2.依本計畫履約標的第（一）項第 2 款第

4 點規定，發展課題分析至少應包含：

A.供給及需求面；B.合作機制面；C.法
令與政策面；D.市場營運及財務面等。

期初報告書內係針對各縣市發展課題五

大項目（第參章）及整體性四大面向（第

肆章）進行綜整，並未針對上述所列之

相關層面之研析，請補充。 

3.依工作計畫書規定及第一次工作會議結

論，本案工作內容應包含本市於本計畫

之角色定位及計畫推動之效益，並將計

畫與本市都市發展、空間治理及土地使

用之關聯性納入規劃，請補充。 

4.有關圖資部分，請增加圖例、比例尺及

指北針等基本圖表說明。（如圖 3-1、
3-4、3-8、3-12、3-16、3-20、3-24、
3-28） 

5.第參章有關各縣市自行車道周邊景點與

本研究規劃主題較無相關，建議參照

100 年「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

性研究」內，主、輔軸線周邊或具自行

車旅遊產業發展之潛力景點。 

6.有關 p.3-41「北臺八縣市自行車路網整

1.本計畫參考「自行車道整體路網

串連建設計畫」、「台灣地區區

域性休閒運動自由車道系統規劃

設置」、「千里自行車道、萬里

步道」實施計畫、「北臺自行車

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等上位計

畫，另已整理補充營建署「城鎮

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105
年）」、體育署「自行車道整體

路網串連建設計畫（102 至 105
年）」等經費補助需求，請詳見

p.2-11。 

2.謹遵辦理。已重新調整發展課題

分析內容，請詳第肆章論述。 

3.謹遵辦理。有關於臺北市於本計

畫之角色定位及計畫推動之效

益，請詳 CH9-1。 

4.遵照辦理，已逐一修正於 CH3
中。 

5.遵照辦理，已逐一修正於 CH3
中。 

6.謹遵辦理。已重新調整修正內

容，請詳 p.3-49。 

7.本計畫係以休閒型自行車道為

主，依據 26 處斷裂點初步分類

之市區道路型，為休閒路網系統

中必須穿越之都市路段，與臺北

市積極推動的 YouBike 不同。針

對 Youbike 及臺北市發展定位之

相關分析論述已補充說明於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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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合評估」與 100 年「北臺自行車旅遊系

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內容相同，請以前

期研究為基礎，深化章節內容。 

7.市區道路型除基隆外，臺北市亦積極推

動新型態的短程接駁工具「YouBike」，

鼓勵自行車通勤文化。請一併將本市路

網系統類型所面臨之困境納入分析。

（p.5-13） 

8.有關識別系統整合編號原則，請將未來

擴充需求一併納入考量。 

9.有關門戶樞紐（HUB）類型係屬重大轉

運節點，未來若開放自行車使用，勢必

對實質空間使用造成的影響，建議分析

國外經驗，提供做為本計畫後續相關配

套措施或策略參考。 

10.有關 p.5-57 臺北車站係為門戶樞紐型

示範地點；p.5-62 兩鐵旅遊停靠站建議

點卻無臺北車站，請說明內容之差異。 

11.有關「多元運具結合的整體友善策略」

係為本計畫關鍵核心，惟報告書內容並

未提出具體可行策略方案，請補充。

（p.5-61） 

12.表 5-5 建議色表-搭配色似有錯落，請

更正。 

13.文字勘誤，請一併修正： 

(1) p.5-11 倒數第二行：…可透過改「道」

方式增加… 

(2) p.5-14 第二行：…以下將針對鐵路

「型」自行車道… 

(3) 台北車站應為「臺北車站」，請統一

修正。 

(4) p.5-22 第三行：根據第「參」章…；

餘內文請一併更正。 

14.另請受託單位說明 2 場次專家學者座

談會及 8 縣市體驗會勘（1 場次）期程

安排，並請於活動辦理前至少 1 個月提

交企劃書過局審查，以利會議及活動之

舉辦。 

CH9-1 中。 

8.謹遵辦理，有關識別系統整合構

想與設置原則，請詳見 CH7-2、
7-3。但考量全國自行車路網接軌

的未來性，相關編碼及英文編號

系統等面向，建議回歸交通部建

議之規範設定，避免造成中央地

方無法整合狀態。 

9.謹遵辦理。有關門戶樞紐重大轉

運節點的整體推動策略，計畫中

所提 HUB 的概念，在大型交通

轉運節點，是以臺北市現行推動

的 YouBike 系統為建議，而以休

閒型為主的自行車路網系統，則

避開交通運量最大的臺北車站，

以萬華、松山作為兩鐵旅遊停靠

站。另補充相關國外經驗及操作

於 CH2-2。 

10.臺北車站門戶樞紐型所利用

的，是以鼓勵自行車通勤的

YouBike 系統；兩鐵旅遊停靠站

所利用的，是以休閒型的自行車

路網系統為主，故避開交通運量

最大的臺北車站，以萬華、松山

作為兩鐵旅遊停靠站。 

11.謹遵辦理。有關「多元運具結

合的整體友善策略」一節，已補

充說明於CH9-1，請詳見p.9-19。 

12.謹遵辦理。已對此加以說明調

整，請詳見 p.7-14。 

13. 

(1) 遵照辦理，已修正。 

(2) 遵照辦理，已修正。 

(3) 遵照辦理，已修正。 

(4) 遵照辦理，已修正。 

14.有關專家學者座談會及自行車

體驗會勘皆以辦理完畢，請詳附

錄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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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主席結論 1.請受託單位依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修

正期初報告書，本次期初審查同意修正

後通過。 

2.102 年營建署城鄉風貌仍有經費可申

請，若有相關計畫可先行推動，請規劃

單位協助辦理。 

3.請預先規劃本案後續座談會及體驗會勘

活動之期程與辦理方式，以利協調各單

位時間。 

4.有關指標系統整合部分，請以交通部既

有規範為主，另相關意見可再行討論研

議。 

5.請與會單位持續協助提供計畫相關資訊

以供規劃單位參酌運用。 

1.謹遵辦理。 

2.謹遵辦理。 

3.謹遵辦理。有關專家學者座談會

及自行車體驗會勘皆已辦理完

畢，請詳附錄五、六。 

4.謹遵辦理。 

5.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五、散會：上午 12 時 20 分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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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904 會議室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 許副局長阿雪（高總工程司文婷代） 

四、與會意見及回應：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

員會 

1.肯定規劃團隊的執行內容與架構，後續建議可

選擇 1-2 處斷裂點，將其異業結合、財務試算

等面向提出整體構想，作為示範參酌。 

2.關於北臺區域指標整合部分，應結合其他相關

單位共同銜接推廣。 

3.針對友善設施的認證推廣亦請多加著墨。 

4.其餘相關意見請詳 p.附 1-26。 

1.謹遵辦理。已選擇 2 處斷

裂點作為示範，且補充於

p.8-7~25。 

2.謹遵辦理。已結合東部自

行車路網 LOGO，請詳

p.7-7。 

3.友善設施的認證推廣將收

集歐盟的作法，已補充於

CH9-1，請詳見 p.9-8。 

4.遵照辦理。 

交通部公

路總局 
1.有關公路系統部分，依據交通部「自行車道系

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環島自行車路網並非全

面性興闢專用道路或是專用車道，而是檢視並

改良公路系統對自行車通行之友善性。本局

「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網計

畫」已辦理該計畫 3.3 節各路線友善性檢討表

之檢核並於 100 年度完成改善。 

2.p.6-7(六)山區公路型：山區公路多受限於地形

因素，路寬不足且坡度較大等，較難提供自行

車騎乘空間，惟所提改善建議「以緣石隔開自

行車專用道，車道寬度應至少 2.0M」、「山

域自行車坡度均應保持在 5%以下、、、」，

實務上難以執行，是否可補充說明更具體可行

之改善方式。（依據行政院經建會 102.6.6 審

查「交通部自行車友善環境路網延伸計畫」意

見，優先依自行車騎乘需求及安全性，進行既

1.本計畫推動北臺自行車友

善環境之目標，與 貴局方

向一致。 

2.有關 p.6-7 山區公路型，乃

以通則型最佳條件下提出

改善建議，已重新調整內

容闡述，然確切執行仍應

依據各獨立現況提出改善

策略。 

3.苗栗山線以 119 號縣道改

善設計構想係為誤植，已

修正為以標線方式改善，

請詳 p.6-54。另有關各斷

裂點縫補設計內容之路權

單位說明，建議於細部設

計階段再行詳細調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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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有公路路網適宜性分析與分級評估，復於適合

騎乘路段，施以標誌、標線等管理措施） 

3.p.6-54：苗栗山線以縣 119 改善設計構想為「實

體分隔之自行車道」，但圖說及經費明細表皆

為以標線方式改善，請再確認改善方式；另本

節斷裂點縫補設計內容說明，僅 7-2 有標示路

權單位，建議其他各項也補充說明路權單位。

4.p.7-10(二)其他交通標誌：內政部及交通部合

頒「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已有

「險坡標誌(警 5、警 6)」、「路面顛簸標誌(警
30)」、「路面高凸標誌(警 31)」、「路面低

漥標誌(警 32)」、「路滑標誌(警 33)」等，係

各車種皆應遵行之標誌，如須規範特定車種，

建議於附牌內容加註即可。 

5.指標系統整合之理念很不錯，但如有一自行車

道同時屬北臺自行車道系統計畫及其他自行

車道計畫時，牌面該如何整合？(如宜蘭縣部份

自行車道可能同時屬北臺自行車道系統計畫

及交通部配合節能減碳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

計畫，該計畫亦有共同之自行車道指標牌面，

此時該路線之牌面應如何整合設置？) 

6.自行車道標誌在本部東部自行車示範計畫中

已有頒定，建議仍予以沿用，也請參考運研所

出版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參考手冊辦理。 

7.相關警告標誌沿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相關標誌即可。 

8.1-1 下罟子漁港斷點連結台 15 線部分，因台

15 線重車多且臺北港聯絡道閘道於此，有安

全上的疑慮。 

9.4-4 桃園三坑自行車道斷裂點部分，關於自行

車專用道緣石設置建議，應考量安全問題，並

與公路段業管單位進行溝通，或可採回覆式導

桿或警示等方式處理。 

析。 

4.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7-11。 

5.本階段指標系統之整合以

北臺計畫之系統為出發

點，欲提供騎乘使用者安

全識別、簡易直接之識別

指引。感謝 貴局提點，

當同一路線分屬不同系統

計畫時，如何整合之議

題。相關議題之討論，因

屬長期、整體規劃的角度

來探討，建議於後續延伸

計畫進一步討論。 

6.謹遵辦理。 

7.謹遵辦理。 

8.同意  貴局所提，故仍建

議下罟子漁港斷裂點維持

原有規劃，以維自行車騎

乘者之安全。 

9.謹遵辦理。採行相關設計

建議，於本類型條件之路

段，期於相關安全性考

量，將採回覆式導桿處

理，請詳 p.6-23。 

新北市政

府城鄉發

展局 

1.城鄉局於 6 月代表區域平臺向體育署爭取相關

工程補助經費，惟因本案基本設計尚於期中審

查階段，故未獲相關經費補助。另依營建署相

1.體育署於 6 月 24 日召開

102 年度體育署「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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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關補助規定，有關自行車道工程補助案應符合

98 年行政院核定之自行車國道路線之範圍，

請受託單位協助套繪本計畫主輔軸線與體育

署（原體委會）規劃之路線是否相符。 

2.另於 7 月 3 日針對本計畫後續向營建署爭取城

鎮風貌計畫補助（工程費用）召開研商會議，

會議結論係請各縣市政府評估 26 處斷裂點，

提出後續可優先執行的部分，由新北市代表區

域平臺提送相關工程費用的申請。 

畫」補助計畫審查會議，

初擬核定計畫計 45 案，其

中核定北臺自行車道 7 處

斷點補助。後續將更進一

步針對98年自行車國道路

線範圍進行檢核。 

2.已由新北市政府於 7 月 12
日發文向營建署提案並檢

送 25 份報告書。 

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 
請受託單位提供有關松山機場及臺北火車站周

邊地區詳細的路線規劃設計內容（P.6-29）。 

有關松山機場及臺北火車站

周邊地區自行車路線，係屬

提供國際或外地觀光客之規

劃方向，細部路線仍應配合

未來相關計畫期程賡續推

動。 

臺北市政

府觀光傳

播局 

1.請加強計畫內容針對友善環境住宿評比制度

之論述，並請提供參考案例作為依循。 

2.未來路網的連結與相關推廣，可配合觀光局相

關活動辦理共同推動。 

1.友善環境住宿評比制度將

參考歐盟的作法，已補充

於 CH9-1，請詳見 p.9-8。 

2.敬悉。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 

業管範圍以河濱自行車道為主，目前建置與相關

配套持續推動中，並無須另行協助部分。 

敬悉。 

新北市高

灘地工程

管理處 

斷裂點 1-1 下罟子漁港-林口火力發電廠路段

中，下罟子即有路可接至台 15 線，且就處內針

對此處的評估，認為施作所需維護成本高，但往

來人口少，效益不大，建議可再斟酌考量。 

下罟子漁港斷點連結台 15
線部分，因台 15 線重車多且

臺北港聯絡道閘道於此，有

安全上的疑慮；故仍建議維

持原有規劃，以維自行車騎

乘者之安全。 

宜蘭縣政

府工商旅

遊處 

1.p.3-20 針對烏石港的論述有誤，請修正。 

2.p.6-42中烏石港部分縣府目前有進行自行車道

的連結建置，建議規劃單位可參考加以調整目

前串接路徑。 

1.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3-20。 

2.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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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

府交通旅

遊處 

自行車道縫補執行需要與地方進行溝通與路權

協調，以和平老街為例，倘若就目前建議劃設自

行車道，就目前路寬來看將直接排擠行人路權。

有關和平老街劃設自行車

道，係就推動地方深度旅遊

之具體建議；若後續持續推

動，將於細部設計階段與地

方進行溝通與路權協調。 

財團法人

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

資訊中心 
沈顧問英

標 

1.以 98 年所提的自行車國道系統概念，未來自

行車道將串連北、中、南區段，在此概念下應

朝向全國性的指標整合方向思考，統一色調，

避免各縣市政府各有顏色設定，反倒不易記

憶，造成混亂。 

2.自行車道的斷面設置目前以信義區部分規劃

最為完善，有良好的人行道、自行車道與車道

的分割安排，也較不易有安全上的顧慮。 

3.P.6-37 中自行車道與停車空間的安排關係是

否合理，應再次確認，且緣石的使用應考量安

全顧慮，應選用圓滑、硬度高的材質，避免造

成騎乘者的傷害。 

4.臺灣環境與荷蘭相似度高，可作為推動參考效

法目標，其推動自行車活動行之有年，也有專

用廁所的設置，近期國內也將針對不同的環境

特質設計評比不同的模組，希望未來可作為的

依循。 

1.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7-7。 

2.敬悉。 

3.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6-37。 

4.謹遵辦理。 

陳委員美

秀 
1.有關北臺識別系統 LOGO 部分建議改用於相

關文宣、摺頁方面，不宜放於道路指示標誌系

統，避免產生指認上的誤會；若於道路標誌

上，則應回歸交通部訂定之相關規範為依據。

如簡報 P.76-77 及報告書圖 7-3、7-4、或圖

7-7、7-8、7-9、7-11 之識別系統設計，不易

表達自行車意象；另外，就全國性定位而言，

將造成通用性的問題產生，呈現一國兩制的問

題。 

2.有關人車共道設計部份，若地區散步及跑步人

口較騎乘者多，則建議採人車分道之規劃，例

如：基隆外木山設計（簡報 P.45）中人行道

120m、車行 80m，但此區域散步（跑步）人

數為多，建議考量實際情況規劃獨立人行空

1.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7-7。 

2.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6-37。 

3.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6-32、p.6-35。另有關自

行車道劃設部分，將持續

與公路總局協商。 

4.感謝委員意見，將參考東

北角福隆地區自行車產業

發展案例。 

5.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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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間。另有關自行車依交通法規係屬慢車，爰應

通行於車道，而非與行人共道。 

3.觀光局近年積極於北海岸地區（台 2 線示範道

路）推動海側電桿地下化、路燈共桿、減桿等

策略，係為提供優質的景觀路線；惟簡報 P.42
規劃於台 2 線每 1 公里設置指標系統（計 28
座），將直接衝擊 10 年來努力的成果，建議

考量實質面之使用性，因台 2 線區域路網較為

單純，不宜再另設標誌。另有關自行車道劃設

部分將持續與公路總局協商，評估於車道系統

內劃設自行車道，以確保騎乘者的安全無虞。 

4.有關產業層面部分，請受託單位研析如何透過

平臺機制創造公私部門合作的契機，使自行車

租賃業者有效的引入與路網系統相互整合，並

配合周邊特色產業的發展，建議可參考東北角

福隆地區的自行車產業發展案例。 

5.多元運具串連部分，建議本計畫相關路線規劃

可結合觀光局臺灣好行、公共運輸接駁轉運

點、觀光遊憩點及自行車租賃業等，開拓另一

屬性的旅遊客源。 

CH9-1，請詳見 p.9-19。  

蘇委員成

田 
1.請釐清本計畫定位係為「國道」或「北臺區域」

自行車網路系統友善環境規劃?若以串連北臺

區域性路網的角度而言，建議將區域性次系統

之規劃納入下一階段工作重點。 

2.另就目前規劃之北臺自行車系統規劃，請加以

補充以「使用者」角度，將分日、分段使用者

之需求考量，例如：休憩、餐飲、住宿等服務。

並建議將北臺自行車系統旅遊路線圖之規劃

設計納入計畫內容，以便推廣提供遊客使用。 

3.指標系統之整合用意良善，但 LOGO 的「北」

字易造成判讀上的問題，若以長期規劃自行車

國道的角度而言，應以全國統一的方式進行處

理。 

4.有關自行車道道設施部分，應以極簡、節能減

碳的方式施作，避免過度設計，且實體分隔設

施護欄之設置，應具實質功能性及安全性，並

建議採自然工法方式進行規劃。另有關標線、

1.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定

位係為北臺區域自行車網

路系統，並未以「國道」

定位為初衷，惟可做為串

連臺灣環島自行車網絡之

長期目標，作為後續規劃

研究之擴充可能。 

2.北臺自行車系統使用者以

一般休閒、遊憩與觀光類

型為主，使用者之相關論

述已補充說明於 p.1-2，相

關介面整合建議請詳見

CH9-1。. 

3.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7-7。 

4.謹遵辦理。有關設施相關

設計原則，已綜整補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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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設施的設置係具備引導性的功能，應考量

其設置的必要性及其與周邊環境的相容性，避

免過度標誌或劃設分隔線。 

設計原則中，詳見 p.7-15。

謝委員政

穎 
1.有關本案計畫目標（一）「……創造自行車產

業附加價值及品牌形象」、（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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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論述內容應予

強化，必要時應重新檢視，俾利達成其目標設

定與效益。 

2.有關表 8-2 26 處環島路網斷裂點優先執行可

行性的評估表，「安全因子」係為評估核心，

並請一併考量： 

（1）因路幅寬度有限，車道、自行車專用道、

優先道及人行步道等的劃設應視其交通使

用量與自行車活動量進行評估，避免相互

間的排擠效果。 

（2）依道路交通相關規範，自行車屬於慢車應

騎乘於車道上，惟民眾使用行為仍騎乘於

人行道，有關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應依相關

法令規範及行為模式進行綜合評估。 

（3）如何減少彎道所產生的視覺死角與低能見

度問題，且坡度較大的下坡轉彎處更需考

量其安全性，是否應設置實體護欄？ 

（4）市區型道路的交叉路口設置規劃。 

（5）自行車道路連續性，應配合指標、指示系

統整體規劃設計。 

3.有關表 8-2 26 處環島路網斷裂點優先執行可

行性的評估表，「公有地可行性高」的因子部

分，除現有道路已完成徵收外，餘大部分係屬

私有土地，後續自行車道規劃建置有關土地取

得應為重要的議題，請補充。 

4.請依上位計畫分析部分補充相關部會（如營建

署城鄉風貌等）針對自行車道系統提供補助計

畫經費，請比對本計畫是否與相關計畫或各縣

市政府推動之政策相互整合，請補充。 

1. 謹 遵 辦 理 。 已 補 充 於

CH9-1。 

2.謹遵辦理。相關建議，可

於細部設計階段納入評估

考量。 

(1) 謹遵辦理。相關路幅分

配建議，可於細部設計

階段納入評估考量。 

(2) 臺灣在推動自行車之使

用上，尚未能像歐洲一

樣進步，故現階段在安

全的考量上，在都會區

仍以劃設於人行道為

多。經多次討論，本計

畫自行車道之規劃設

計，仍將回歸以交通部

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

工程設計設定之規範為

主。 

(3) 謹遵辦理。相關設計安

全建議，可於細部設計

階段納入評估考量。 

(4) 目前臺北市於市區型道

路的交叉路口，多以劃

設自行車穿越道方式進

行設置。 

(5) 謹遵辦理。 

3.謹遵辦理。相關土地取得

建議，可於細部設計階段

納入評估考量。 

4.本計畫所提 26 處斷點規

劃，即針對前期計畫多次

與各縣市政府討論確認而

得之成果。另就目前主要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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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加強本計畫與文化特色及相關服務性設施

結合之內容，包括主題性營造、廁所規劃設

置、休閒遊憩點、街道家具、設施資訊指標設

施。例如：中部地區「潭雅神自行車道」，其

結合舊文化空間設施營造整體休憩與景觀空

間的型塑。 

經費補助申請來源，以體

育署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

連建設計畫及營建署城鎮

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為

主。其中體育署於 6 月 24
日召開 102 年度體育署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

建設計畫」補助計畫審查

會議，初擬核定計畫計 45
案，其中核定北臺自行車

道 7 處斷點補助；而營建

署補助部分則不以自行車

道的建置為申請主體，需

含括周邊整體環境共同考

量，較難單就斷點縫補申

請投入。 

5.本計畫承接前期計畫串連

八縣市自行車道路線，其

規劃路線即已結合周邊

景點，包括蘭陽博物館、

淡水老街、三坑老街等，

以及各縣市文化特色及

相關服務性設施結合；而

本計畫即是希望透過前

期計畫發掘的 26 處斷

點，進行設施規劃串接，

以期讓自行車使用者有

更友善且接續之騎乘環

境。 

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1.有關本計畫係延續「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

可行性研究」計畫，以綠色樂活概念，進行自

行車道網路系統活化，包含基礎設施的建置與

串連、服務性設施、產業層面結合旅遊系統，

創造其加值效益；並未以「國道」定位為初衷，

惟可做為串聯臺灣環島自行車網絡之長期目

標，作為後續規劃研究之擴充可能。 

2.另有關本計畫後續爭取中央部會補助事宜，請

各縣市政府依各部會補助要點及相關規定爭

取補助計畫及經費。 

1.感謝都市發展局補充說

明。 

2.後續計畫之推動，仍需各

縣市政府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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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

府交通局

（書面意

見） 

1.有關報告書 P.6-23，本縣龍潭鄉台 3 乙線自行

車道建議於路肩佈設緣石部分，前經路權主管

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復興工

務段表示，該路段為山坡地路型起伏明顯，路

肩應保留供車輛避險之用，不宜採實體分隔，

建議參採路權主管機關之意見。 

2.有關報告書 P.6-44 標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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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修正為「竹圍」漁港，查本案

標誌部分，經本局檢核已足敷需求，建議依前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所研

擬改善方式「以向外拓寬 1 車道方式增設自行

車專用車道」，並請將規劃案納入短期方案，

工程案則視規劃成果納入中短期辦理。 

3.有關報告書 P.6-45，桃林鐵路範圍起自桃園車

站，迄至與新北市縣市交界，請修正。 

4.另查本府近於永安漁港推動「桃園縣新屋鄉跨

社子溪自行車道橋新建工程」，建議將本案工

程納入海線自行車道改善。 

5.有關報告書 P.7-7，識別系統（LOGO）規劃

設計，建議以大眾角度規劃一致性自行車道符

碼，而非以北臺意識強行迫使民眾接受，另建

議以簡單柔和圖示，便利民眾讀取自行車道資

訊。 

1.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6-23。 

2.遵照辦理，已修正誤植。

另考量道路拓寬涉及多層

面課題待評估協調且經費

龐大，故短期建議仍以重

點標誌方式提供自行車引

導之用，未來若使用人口

有明顯增加可再與相關單

位溝通辦理。 

3.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報告書 p.6-47。 

4.該建議範圍並非位處本計

畫斷裂點範圍內，建議由

地方政府自行規劃與後續

提案。 

5.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7-7。 

 

內政部營

建署（書

面意見） 

1.為規劃建構完善之自行車道系統，讓臺灣朝節

能減碳、國民健康與環境永續等目標邁進，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02年 6月 6日請交通

部進行全臺自行車道路線整合並擔任跨部會

整合平台以達成路網串連友善性及整合性。本

計畫除各縣市建置自行車道斷裂點縫補外，未

來如何與交通部公路系統所建自行車道完成

串連，並透過串連整合周邊之觀光景點、服務

設施，包含旅遊業、餐飲業、住宿業、大眾運

輸接駁或轉乘、停車空間、相關資訊服務等，

以提供更優質之自行車友善環境，帶動地方發

展。 

2.本計畫以發展休憩型自行車友善環境為主，各

1.感謝委員指正，本計畫除

各縣市建置自行車道斷裂

點縫補外，已於 CH9-1 補

充運具整合、多元介面連

結等軟硬體介面建議。 

2.北臺自行車系統使用者以

一般休閒、遊憩與觀光類

型為主，已補充說明於

p.1-2，而後續相關斷點補

強及配套服務設施建議皆

以此為核心出發。 

3.謹遵辦理。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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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使用族群建議加以分類（如觀光休閒型、

親子活動型、競技型…），並依據使用型態建

置相關配套措施及服務設施。 

3.本署於 101年 7月已完成北台 8縣市自行車專

用導航 APP 軟體「單車 ing」，提供民眾使用，

未來本計畫若有相關宣傳活動，建議提供本

署，本署可透過該軟體通知使用者參與，以提

高宣傳功效。 

臺灣鐵路

管理局

（書面意

見） 

1.有關「改善車站相關指示標誌或資訊（導覽地

圖、標誌系統、旅遊服務等）」，待相關單位

完成硬體設施（自行車牽引道改善、旅遊服務

中心、停車系統等），本局可配合協商指示標

誌設置之地點。 

2.有關「透過開發自行車乘車班次、人車限制等

協調，增加自行車旅遊與鐵路接軌的可能」，

因本局尚負有旅客疏運任務，故指定兩鐵班次

時，會儘量避開旅客疏運尖峰時段及列車編組

較短班次，以減少與其他旅客間混乘時造成動

線混亂及確保旅客安全，但會適時視旅客疏運

狀況調整班次；目前本局除提供兩鐵環保班次

外，尚受理自行車團體申請包車、加掛或專列

之申請，並於每年 11 月的自行車節，配合觀

光局提供郵輪列車行程等服務。 

3.查報告書 8-12～8-13 頁所載，本案辦理自行

車環境改善與環島路網斷裂點共有基隆市(編
號 2-2、2-4)、宜蘭縣(編號 3-1、3-3 及 3-4)
及桃園縣(編號 4-1、4-2、4-3)共 8 處擬使用本

局經管土地或隧道作自行車道使用，建議於規

劃報告書內表列各改善節點之土地權屬清

冊；另地方政府倘需使用本案土地或隧道，請

參酌本局前次表達之書面意見(該規劃報告書

附 1-3～1-5 頁)提送計畫書申辦土地無償使用

或隧道認養等相關事宜。 

1.感謝 貴局的協助。 

2.感謝委員指正，規劃團隊

也已於今年 1/18-20 申請

臺鐵專列，完成三天兩夜

兩鐵環島體驗。 

3.謹遵辦理。關於各改善節

點之土地權屬清冊取得

議題，建議可於細部設計

階段納入執行。 

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業務

科書面審

1.臺北市於本計畫之角色定位除為「門戶層級」

（HUB）外，應加以研析推動本計畫將為臺北

市帶來哪些效益，且對於整體都市發展、空間

規劃及土地使用配置上有哪些改變。（第捌章

1. 謹 遵 辦 理 。 已 補 充 於

CH9-1，請詳見 p.9-3。 

2.已針對多元運具結合進行

補充說明，詳見 p.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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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查意見 第一節） 

2.有關多元運具結合自行車旅遊部分為本計畫

核心關鍵，應敘明後續可推動之具體策略及行

動方案（P.8-4～8-7）。另臺鐵局於第一次座

談會表示目前暫無規劃長遠兩鐵定騎車班，採

「定點專列」方式安排，爰請受託單位提出兩

鐵合作之具體策略或建議，供臺鐵局作為後續

評估參考；公路運輸、基隆港區部分亦請提出

相關具體建議。 

3.請依期初審查意見回覆提供國外門戶樞紐

（HUB）類型相關經驗，作為本計畫相關配套

措施或策略參考。（P.附 1-13） 

4.有關識別系統整合概念原則部分，請說明編號

原則及具體執行方案及後續擴充規劃，並以北

臺區域自行車路網系統為規劃尺度，研擬新的

編號。考量使用客群涉及國外使用者，請併同

規劃英文編號系統。（第柒章第二節） 

5.依契約書規定，有關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尚包

含多元資源整合、軟體系統加值服務及多元介

面資源整合與建置等，均未於期中報告書呈

現，請補充。 

6.有關各縫補工程經費概算請依體育署「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串聯建設計畫」經費計算基準及相

關規定估算。（第陸章第二節、第三節、P.8-22）

7.有關 10 處優先執行之斷裂點/待改善點，其中

部分路段權管單位非單一縣市政府，請提出後

續協助各縣市政府與相關單位整合協商之具

體建議。 

8.表 6-1 臺北市項目重複，請更正。 

9.請具體回覆期初審查意見，並請一併調整頁

碼。 

10.另請受託單位於辦理第 2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及 8 縣市體驗會勘前 1 個月，提交活動企劃書

過局審查，以利會議及活動之舉辦。 

另臺鐵局也已表示：火車

指定兩鐵班次時，會適時

視旅客疏運狀況調整班

次；目前除提供兩鐵環保

班次外，尚受理自行車團

體申請包車、加掛或專列

之申請，並於每年 11 月的

自行車節，配合觀光局提

供郵輪列車行程等服務。

3.遵照辦理，請詳見 p.2-21。

4.考量全國自行車路網接軌

的未來性，相關編碼及英

文編號系統等面向，建議

回歸交通部建議之規範設

定，避免造成中央地方無

法整合狀態。 

5.已補充強化相關內容說

明，請詳見第玖章第一節

內容。。 

6.本計畫將參酌體育署自行

車道建設經費計算為基

準，重新檢核並斟酌調整

經費估算。 

7.相關改善節點部分路段權

管單位非單一縣市政府之

協調議題，建議可於細部

設計階段納入執行。 

8.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p.6-9。 

9.謹遵辦理。請詳見 p.附
1-1。 

10.謹遵辦理。 

主席結論 1.請受託單位依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修正期
1.謹遵辦理。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1-25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中報告書，本次期中審查同意修正後通過。 

2.有關本計畫涉及層面甚廣，請各單位依權責部

分協助提供相關計畫資訊予受託單位，必要時

應請受託單位以工作坊或個別拜會之形式辦

理協商討論。 

3.有關本計畫涉及指標系統及識別系統整合部

分，請依必要性、自明性、整體性及色彩計畫

等面向納入綜合考量。 

4.請受託單位針對自行車道設計之鋪面材質、規

劃配置區位、使用模式及施作工法等，研擬相

關準則，以達安全、便利、美觀等規劃目的。 

5.請受託單位依 10 處優先改善點，提出至少 1-2
處作為後續執行施作之示範點，並提出相關基

本設計及財務試算等內容。 

6.請強化本計畫與城鄉風貌、地方產業及文化資

產等相關論述內容，作為跨域資源整合推動之

參據。 

7.請補述自行車道網路系統層次之分類原則及

內容，以利系統完整性的描述。 

8.有關後續行銷方式及民眾參與等建議（包含路

線圖提供等），請一併納入規劃研究內容。 

2.謹遵辦理。 

3.謹遵辦理。請詳見 CH7-1 

4.謹遵辦理。已補充，請詳

p.7-15。 

5.謹遵辦理。已補充，請詳

見 CH8-2。 

6.本計畫承接前期計畫串連

八縣市自行車道路線，其

規劃路線即已結合周邊景

點，包括蘭陽博物館、淡

水老街、三坑老街等，以

及各縣市文化特色及相關

服務性設施結合；而本計

畫即是希望透過前期計畫

發掘的 26 處斷點，進行設

施規劃串接，以期讓自行

車使用者有更友善且接續

之騎乘環境。 

7.本計畫定位係為北臺區域

自行車網路系統，並非為

「國道」定位，且乃延續

自前期計畫之操作，針對

其所彙整之主軸線 26 處

斷裂點提出縫補改善構

想，而其輔線及地區型路

網並非本計畫討論範疇。 

8.就斷點縫補之操作，民眾

參與乃屬於細部設計階

段之考量與溝通層面，建

議納入後續細部設計階

段實際執行時研析推

動；另於行銷部分，仍應

回歸地方政府結合周邊

產業、遊憩亮點共同推廣

始能達到較高成效。建議

於細部設計階段或未來

後續延伸計畫，確認實際

執行範圍與對象，以利提

出實際有效之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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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期中書面審查表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執行單位：臺北市政府 

 受託單位：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計畫屬性：跨域總合評估規劃計畫 

 計畫期程：101.12.26-102.9.30 

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壹、整體規劃內容 

一、計畫內容要項 

（一）建立北台自行車網絡系統友善環境規劃原則 

（二）提出多元運具結合自行車合作推動策略方案 

（三）檢視 100 年度縫補計畫，協助統合北台 8 縣

市自行車斷裂點縫補 

（四）對於上述斷裂點進行規劃設計構想，並初估

工程經費 

 

   □   □ 

   □   □ 

   □   □ 

 

   □   □ 

 

二、北臺區域指標系統整合與設計 

（一）統一整合識別系統規劃設計 

（二）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認證制度與評估指標 

 

   □   □ 

□      □ 

 

三、計畫可行性評估 

（一）市場分析 

（二）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 

（三）其他 

 

   □   □ 

□      □ 

□      □ 

 

四、環境可行性評估 

（一）土地利用分析 

 

   □   □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1-27 

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二）其他 □      □ 

五、財務可行性評估 

（一）依辦理項目之特性提出「跨域加值」創新財

務規劃作法，列出財務自償性的推估方式 

1.透過結合土地開發模式。(如藉由標售新增

容積以挹注事業財務計畫之收入) 

2.使用者或受益者付費機制(如門票、通行費

或增額稅收)。 

3.異業結盟方式推動公私合作(如 BOT、
ROT、OT 或設定地上權等方式) 

4.計算分年現金流量表估算淨現值（NPV）、
內部報酬率（IRR）及自償率（SLR）。 

 

 

 

□      □ 

□      □ 

 

□      □ 

 

□      □ 

 

（二）財務計畫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 

1.明列經費需求推估及後續執行之縣府相關

局處單位。 

2.經費籌措 

（1）若涉及中央相關單位部分，是否已協

調取得主管部會同意或計畫內容需求

項目符合現行相關計畫補助要點規定

(請明列要點名稱)。 

（2）若經費來源事涉縣政府部分，已獲縣

市政府之同意。 

 

□      □ 

 

 

□      □ 

 

□      □ 

 

六、辦理項目與分工：依據推動策略提出協調分工

事宜。 
   □   □ 

 

七、提出可量化的整體目標及預期績效指標(KPI)，
以做為計畫執行之標竿。 

□      □ 
 

八、是否依期初(中)意見審查，進行修訂    □   □  

貳、計畫協調整合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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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九、是否辦理專家學者或地方交流座談會，以凝聚

地方的共識。 
   □   □ 

 

十、是否召開跨局處協調整合會議。    □   □  

參、計畫執行控管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十一、審查會議時，是否邀請中央主管部會、區域

內縣市政府、區域平台規劃團隊，並於報告中

檢附單位出席與意見表。 
   □   □  

十二、計畫是否依期程執行(計畫期程為 8 個月，控

管於今年結案)。 
   □   □ 

 

肆、綜合意見： 意見回覆 

（一）執行團隊對於需縫補改善之相關原則已做詳

盡規劃，建議在期末時，至少將 1~2 處之斷

裂點落實上述之原則，並列出具體施行異業

結合策略，及與主管部會(體育署等)協調後

續申請補助，進行相關財務分析，以做為其

他斷裂點之示範案例。 

（二）本計畫屬延續行計畫，在經建會補助審查會

議記錄中，已列出補助計畫工作事項如下，

請執行團隊補充完成。 

1.「統一整合識別系統規劃設計」：執行團

隊規劃完成後，建議可找相關單位(如交通

運研所等)，將其理念應用推廣至全臺灣。 

2.增補「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認證制度與評

估指標」 

（三）其他關於自行車道規劃細節之建議如下： 

1.建議考量建立自行車專用道之斷面材料之

詳細圖,如欄杆、分隔島、緣石、指標顏色

均應有國道級之形象與品質。建議評估國

道與地方車道之等級有所區別,俾利將來

分別由中央及地方維護管理. 

（ 一 ） 遵 照 辦 理 。 已 補 充 於

CH8-2，請詳見 p.8-7。 

（二）1.遵照辦理。 

2.友善設施的認證推廣將收

集歐盟的作法，並已補充

於 CH9-1，請詳見 p.9-8。 

（三）1.謹遵辦理。已補充，請詳

CH7-4。 

2.謹遵辦理。已修正，請詳

見 CH7-2。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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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2.「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能否全國性

適用,不必區分北中南不同的 LOGO,如
P(7-13)各縣市不同顏色並無意義,建議全

國統一顏色,各縣市以文字標識較易辨識.
建議考量顏色則以國道與地方車道兩種區

分即可. 

審查委員：沈英標 日期：1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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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00 分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 樓 903 會議室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 許副局長阿雪 

四、與會意見及回應：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

員會 

1.有關本計畫選定之優先推動之 2 處斷裂

點部分，請補充說明是否已與相關單位

進行溝通並取得共識。另針對 2 處優先

推動斷裂點之財務計畫亦請與相關主管

部會進行協調，俾利後續推動執行。 

2.經建會已於 102 年 11 月 21 日函覆市

府，有關 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

劃作業相關委辦案逾期將不同意辦理保

留，請確實於時程內辦理相關作業。 

1.本計畫之兩處示範點分別位於基

隆市與新竹縣，執行單位均已確

認，基隆市政府為工務局，新竹

縣政府為交通旅遊處。基隆市的

部分，已於 8 月 6 日與基隆市政

府工務局李銅城處長、新北市城

鄉發展局邱敬斌副局長現勘確

認。新竹縣的部分，已於今年 11
月 2 日與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王金倉處長、工務處羅昌傑處長

達成共識；此外，目前新埔鎮正

進行擴大及新訂都市計畫，已協

調將自行車路線納入整體計畫。

後續推動完成施工書圖後，將由

基隆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向體育

署提出工程經費之申請。 

2.謹遵辦理。 

交通部公

路總局 
1.於 102年 11月 26日運研所參與專家學

者會議，有關標誌系統請依據運研所研

擬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為依據，目前標誌系統統一仍有待突

破，且考量各地方的獨特性，應回歸單

一縣市思考而非北臺（區域層級）；另

外，運研所計畫於半年內針對全臺的自

行車道相關建置及系統進行總體檢。 

2. p.9-42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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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敬悉。本計畫並已依據運研所所

提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

考手冊」辦理。關於自行車標誌

系統本計畫僅提出未來可深入探

討的方向之一，整體一致性與地

方獨特性之議題，建議未來由相

關交通主管機關與縣市政府另案

深入研究討論。 

2.台 15 線路段的自行車道改善，

為利用原有道路路幅，以調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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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臺北港（台 61 線」串接工程部分，

實際上早期已有相關規劃路線，期改善

台 15 線系統交流道銜接對於自行車騎

乘者的安全問題，其中經費估算請參照

體育署自行車道設計規範，建議短期改

善應考量工程施作經費不宜過高。自行

車接連至桃園地區確有其必要性，但建

議可由一般型的自行車道為優先設計

（1 公里約 300 萬元），降低總支出經

費。 

3.p.9-46 編號 1-4「核二廠國聖海灘－經

野柳－萬里瑪練港沿台 2 公路」（新設

自行車高架木棧道）與 p.6-34 所提內容

（沿海邊單邊設置自行車道）不符；且

不建議以新設高架方式進行改善，同時

此區段交通流量大，若要新設自行車專

用道涉及拓寬等問題，需再重新檢視。 

4.p.9-46與 p.6-23編號 4-4台 3線規劃回

復式導桿部分，因為處丘陵地，難以拓

寬，請再思考如何能更具經濟效益與執

行。 

5.台 2 線 34-39 公里處在今（102）年蘇

力颱風來襲時造成沿海車道遭浮木塞滿

難以清除，另亦位於東北角環狀線自行

車道計畫中，是否需重新考量其設置與

風險？ 

6.台 2 線沿海原有考量作懸臂式的自行車

棧橋，惟工程經費 1 公里約 6,000 萬新

臺幣，且若有颱風侵襲相關工程均會被

沖毀，建議重新評估施作木棧道的可能

性。 

型及劃設標線為主，非新闢建自

行車道，故可大幅降低工程造

價。 

3.已修正為利用原路幅，以標線方

式劃設自行車道，並設置欄杆。

請詳 p.9-46。 

4.已修正為”回復式導桿之設置應

視未來路況交通有需要或是轉

彎、或坡道危險處，酌量設置

之”。請詳 p.6-23 與 p.9-46。 

5.敬悉。於總結報告書修正內容

中，將特別註記說明該路段此類

偶發天然災害狀況，以供後續細

部設計工程計畫注意。 

6.已修正於報告書內。沿海岸線不

採設置懸臂式的自行車棧橋型

式，亦不採用木棧道結構型式。 

臺灣鐵路

管理局 
1.在臺鐵並無相關推動計畫下，各縣市政

府倘有使用需求，建議表列權屬清冊，

以利執行與釐清權責關係。 

2.竹子嶺隧道目前並無相關使用計畫，在

路基及隧道安全考量無虞情況下，臺鐵

局可提供基隆市政府無償使用，惟不得

1.有關竹子嶺隧道的土地權屬清

冊，建請基隆市政府協助建置。 

2.敬悉。 

3.已修正。請詳第玖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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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商業行為之進駐，若有相關商業

行為則為有償使用。 

3.於第玖章財務估算方面，ROT 中計算有

廣告收入部分，以臺鐵局立場目前並無

廣告權的釋出。 

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 
請規劃單位針對松山機場的 HUB 定位，

提供自行車連結之細部規劃作為後續參

酌。 

臺北市具備國際旅遊客源與吸引

性，因此應自國際旅客的角度規劃

旅客從松山機場入境至目的地景點

的友善自行車環境示範計畫。其

中，有關自行車租賃、行李運送至

旅館或旅遊目的地之物流配送、機

場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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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等配套措施，均為臺北市政府面

對舉辦 2016 VELO-CITY Global，
在展現自行車友善環境的具體實

踐。 

臺北市政

府觀光傳

播局 

本計畫完成後請提供總結報告書予各相

關局處作為後續依循與參考。 
謹遵辦理。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 

臺北市河濱公園指標目前已進行整體檢

視與調查，明年將陸續針對檢核結果進行

施作加強。 
敬悉。 

宜蘭縣政

府工商旅

遊處 

1.本計畫完成後請提供予各相關局處作為

後續依循與參考。 

2.p.6-43 圖面標示有誤，請修正。 

1.謹遵辦理。 

2.已修正。請詳 p.6-43。 

基隆市政

府交通旅

遊處 

基隆自行車道環境受限於先天環境條

件，有關竹子嶺隧道的示範計畫構想涉及

臺鐵的土地權屬，目前隧道封閉係因過去

颱風災害海水倒灌導致垃圾堆積，因此後

續示範點操作須由基隆市政府與臺鐵進

行協商確認，俾利後續執行推動。 

基隆市的部分已於 8月 6日與基隆

市政府工務局李銅城處長、新北市

邱敬斌副局長現勘確認；基隆市政

府亦已委託專業顧問公司進行基

隆市自行車系統的整體規劃與細

部設計，將持續與臺鐵局進行協商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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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

府交通局 
1.雖目前規劃單位有針對各斷點提出改善

策略，倘為後續實際執行仍有其困難，

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1) 山線目前已有相關計畫推動（包括指

標、示牌、反光舖面等），會後可再

提供資料於規劃單位，請一併補充於

總結報告書內。 

(2) 台 3 縣復興工路段前已請規劃單位評

估路肩規劃的必要性。目前規劃設置

防撞桿，惟建議以彩色瀝青鋪面進行

改善。 

(3) 地方性的標誌牌面問題應如何統一，

是否有樣版規範或設定的 LOGO
等，尚須討論確認。 

2.台 61 線火力發電廠至竹圍漁港段，應

是長期的推動過程，縣府並希望與林務

局協調進行保安林的道路拓寬。 

3.指標系統目前所提為主要道路系統上的

規劃，但如何與地方接軌且同中求異、

異中求同還請規劃單位協助思考。 

1. 

(1) 感謝資料的提供。 

(2) 已修正。 

(3) 本計畫已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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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行車道路指標的

三種層級。而有關識別系統整

合概念與原則，亦於第柒章北

臺自行車路網系統識別系統整

合構想及自行車道設置 原則

中提出建議，做為北臺八縣市

標誌牌面設置時之參考。 

2.敬悉。 

3.有關指標系統整合概念與原則，

已於第柒章北臺自行車路網系統

識別系統整合構想及自行車道設

置 原則中提出建議，做為北臺八

縣市標誌牌面設置時之參考。 

新竹市政

府交通局 
第九章 9-47 頁 6-2 工程項目尚未完工請

修正預計 103 年 7 月完工，工程經費為

800 萬元請修正。 

謹遵辦理，報告書已修正。 

財團法人

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

資訊中心 
沈顧問英

標 

1.臺灣自行車道系統應以「國道」的概念

進行規劃及推動，本計畫案提出 26 處

斷裂點，目前就 2 處斷裂點優先提出規

劃設計，其餘 20 多處後續如何推動縫

補是重要的環節，包含政府經費的編

列、相關單位持續追蹤之情形及斷裂點

縫補進度管控等，均應持續關注。 

2.竹子嶺隧道的設計相當吸引人，但與自

行車的相關配套，如自行車專用廁所、

遊憩設施等都應納入考量，才能使地方

活絡並吸引騎乘者停留。 

3.目前正推動第三屆衛文獎的設計競圖徵

1.謹遵辦理。本計畫亦為北臺區域

發展推動委員會所重視的跨域發

展計畫；臺北市政府亦已順利取

得 2016 VELO-CITY Global 的
主辦權，將有助於持續推動臺灣

的自行車友善環境及產業的發

展。 

2.在本計畫所建議的基隆河半/一
日遊行程中，竹子嶺隧道距基隆

火車站約 2 公里距離，距八堵火

車站約 500 公尺距離，2 處均已

設置廁所，惟尚未以有善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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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將於 12/6 決選，並於 12/14 於世貿

展出，後續針對各種設定主題的模組，

都將進一步提供給各單位參考使用。 

設計導入自行車騎程者之需求。

竹子嶺隧道在設計中闢設雙向自

行車道、行動咖啡區、拍照休憩

區及自行車停車區，沿自行車道

種植遮蔭喬木、具鐵道風情之休

憩座椅；將預留腹地，供未來設

置自行車專用示範廁所之用。 

3.感謝委員的熱心協助與指正。 

陳委員美

秀 
1.經建會苛於各中央部會研擬相關建設計

畫均需提出財務自償性分析，強調財務

平衡的重要性；然而觀光、交通類型態

的建設基本上屬於「福利」，係國家提

供民眾基本的「行」與「休閒育樂」，

即屬於一種最基礎的「公共建設」，等

同於社會福利金的編列，無須評估財務

計畫。有關本計畫自行車道建置，因步

道非屬可收費、封閉型路網，無法計算

財務自償性。 

2.總結報告建議增加一頁摘要及少於十頁

之摘述重點，否則本期末報告高達 4cm
厚，不易閱讀性，且內容太豐富，焦點

不夠明確。 

3.建議若以臺北市為集結點，可規劃一條

可往北（宜蘭）及往南（桃園）較友善

之自行車路線，俾能推廣行銷。 

4.補充資料 p.9-6 雙北河濱公園自行車道

設施已足夠，新北市每經過一座橋標示

清楚，但臺北市較不明顯，建議臺北市

河濱自行車道經過每一座橋下方（EX.
永福橋），皆能標示明確。 

5.報告書 p.6-30 路線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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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1) 觀光局北觀處業於 102 年設計規劃三

芝古新庄至淺水灣停車場引導至台 2
線，明（103）年施工，故建議配合

1.感謝委員的指正與肯定。 

2.謹遵辦理。已於總結報告中補

充。 

3.北臺自行車道縫補的目的，即為

提供民眾多樣化的騎程機會。依

據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林惠中

副執行長的建議，除了現有自行

車環島路線 (主要汽車道路)的
135 種組合方式外，每一個騎程

者都可以依據自身的需求，規劃

出屬於自己的第 136 條路線。本

計畫已規劃基隆-臺北市的基隆

河半/一日遊、及新竹縣新埔和平

老街半日遊行程，各縣市政府亦

可結合產業、節慶…等進行友善

自行車路線的行銷與推廣。 

4.臺北市河濱公園指標目前已進行

整體檢視與調查，明年將陸續針

對檢核結果進行施作加強。 

5. 

(1) 謹遵辦理。已於總結報告中修

正。 

(2) 已修正，海岸線沿線之自行車

道不採用木棧道結構型式。有

關自行車道的設置，除非遇特

殊地形或因素外，均採自行車

騎乘較為舒服的瀝青或混凝土

地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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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2) 補充資料中 p.9-43，建議新增於 1-2
路線「新設自行車木棧道」部分，早

年已施工完成自行車兼步道採用「木

棧道」外（風芝門步道），目前均採

自行車騎乘較為舒服的瀝青（PC 或

AC），同時也較便宜且維修容易。 

6.簡報 p.1-19（報告書 p.6-32）路線 1-3
所提，新北市濱海景觀路線「指標」標

誌系統新修正設置於靠海側紐澤西護

欄或靠山側邊坡牆角乙節，感謝規劃單

位已依期中意見修正，不增標誌桿，減

少破壞景觀，但期末修正之情形，仍不

符實際需要，因同在直線車行路線，車

友不會迷路，故無須再設置而加劃標誌

於邊坡；且於法令位階似有疑慮，倘有

機會，請協調公路局於台 2 線上能進行

簡單區隔（如參考本案優先示範點基本

設計用回覆式導桿分隔），因台 2 線車

速均起 50km，易造成自行車壓迫感。 

6.謹遵辦理。已於總結報告中修正

與補充。 

謝委員政

穎 
1.計畫執行至此皆有一步步將所提問題逐

一解決與回應，值得嘉許。 

2.有關實質設計之執行應結合地方特色、

景觀設計等概念，竹子嶺隧道內規劃的

文史走廊即有將此概念融入，包括：鐵

道歷史展示空間、公共藝術、意象鋪面、

街道家具等佈設；惟後續執行層面，建

議廣納不同領域意見（文化、自行車道

建設、產業…等），並請相關單位協助

共同執行。 

3.有關行動方案部分，建議針對不同方案

補充費來源、優先順序、執行單位等細

項，以利後續各單位執行。 

4.有關自償性部分，一般而言開發案若以

引入民間開發或公私合營等方式，財務

估算有 20%以上就算可行成功的案

子；就本計畫評估似乎偏高，請再檢視

1.感謝委員的指導與肯定。 

2.謹遵辦理。在竹子嶺隧道的執行

上，可分為硬體與軟體兩個部

分；硬體的建設建議以一個單位

執行較為單純(即基隆市政府工

務局)，而軟體的部分包括休憩輕

食區的招商、藝術植入隧道…等

活動，則俟硬體工程完成後再行

辦理。 

3.謹遵辦理。已於後續建議中建議

各縣市政府於計畫提案時，應針

對不同方案補充費來源、優先順

序、執行單位等細項清楚擬定，

以利後續各單位執行。 

4.謹遵辦理。已針對經建會的要求

重新進行財務自償性的評估，並

依據委員指示檢視關於淨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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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估算之淨現值、修正內部報酬率等相關

設定，如報告書表 9-5 中，上述兩數值

均為負數（即未有獲利）。。 

5.有關不可量化的效益部分，斷裂點縫補

亦有助於改善無形的景觀資源，亦為不

可量化的效益重要的一環，可於後續建

議中提出縫補後的問卷調查，例如：滿

意度、非量化量表等，以供量化回饋於

設計。 

修正內部報酬率等相關設定是否

合宜。 

5.謹遵辦理。已於後續建議中提出

計畫後續推動之建議。 

業務單位

審查意見 
1.p.9-24 第二段文字內容「日前新北市朱

市長……」，建議請依本市角度及官方

資料為準。 

2.p.9-19多元運具整合請考量以區域性案

例為主。 

3.p.9-30「結合……而車道兩旁以栽種楓

香樹為主」與本路段觀光路徑之串連之

關聯性為何？請更正。 

4.p.9-31 有關多元介面資源整合部分，請

再強化與本計畫自行車道及周邊觀光旅

遊資源之關聯性。 

5.p.9-22、9-23 版面編排請再確認。 

6.期末報告書未有結論與建議章節，請於

總結報告內補充。 

7.建議第一、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意見納

入報告書意見回覆項目。 

8.附 5-5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有關教育

部體育署、臺鐵局、公路總局意見請再

予確認。 

9.附 5-8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加邀國家

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陳世

圯，請更正。 

10.附 6-4、6-5、6-6 體驗會勘相關聯絡及

注意事項參與者名單應非必要資訊，建

議刪除。 

1.謹遵辦理，已更新修正闡述內

容。 

2.有關 p.9-19 多元運具結合的整

體友善策略內容，主要係以國際

旅遊接軌、兩鐵旅遊連結、基隆

港區觀光與自行車旅遊的接軌、

自行車租借與公路運輸間的活

用、以及臺灣好行觀光遊憩路徑

的串連五個面向加以闡述，已從

市區面向延伸至區域面向。 

3.謹遵辦理，已更新修正。 

4.有關本計畫自行車道及周邊觀光

旅遊資源之關聯性，已於第參章

北臺自行車路網環境分析中提

出；p.9-31 有關多元介面資源整

合部分，主要係整合產業能量、

活動推廣、異業結盟為主。 

5.謹遵辦理。 

6.謹遵辦理。已於總結報告中補

充。 

7.有關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之目

的，係透過中央相關部會、自行

車租賃產業、自行車旅遊服務產

業、各地方政府相關單位、以及

專家學者共同參與，針對特定議

題進行腦力激盪，尋求推動自行

車友善環境的最佳解方。對於座

談會中可參考與應修正的部分，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1-37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已依據章節架構調整，建議不需

另行製作意見回覆表。 

8.謹遵辦理。已於總結報告中補

充。 

9.謹遵辦理，已更新修正。 

10.謹遵辦理，已刪除不必要資訊。 

主席結論 1.本案同意通過，請規劃單位將與會相關

單位意見納入總結報告修正。 

2.本案後續執行經費來源是一大關鍵，涉

及中央補助與地方間的努力，請局內安

排納入北臺縣市首長會議之重要討論議

題，以利推動。 

3.請規劃單位研擬本案後續爭取中央補助

計畫之相關說帖及摘要，並補充於總結

報告書內，俾利後續推動執行。 

1.謹遵辦理。 

2.敬悉。 

3.謹遵辦理。已於總結報告中補

充。 

 

五、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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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期末書面審查表 

 計畫名稱：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 

 執行單位：臺北市政府 

 受託單位：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計畫屬性：跨域總合評估規劃計畫 

 計畫期程：101.12.26-102.9.30 

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壹、整體規劃內容 

一、計畫內容要項 

（一）建立北台自行車網絡系統友善環境規劃原則 

（二）提出多元運具結合自行車合作推動策略方案 

（三）檢視 100 年度縫補計畫，協助統合北台 8 縣

市自行車斷裂點縫補 

（四）對於上述斷裂點進行規劃設計構想，並初估

工程經費 

 

   □   □ 

   □   □ 

   □   □ 

 

   □   □ 

 

二、北臺區域指標系統整合與設計 

（一）統一整合識別系統規劃設計 

（二）北臺自行車友善設施認證制度與評估指標 

 

   □   □ 

   □   □ 

 

三、計畫可行性評估 

（一）市場分析 

（二）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 

（三）其他 

 

   □   □ 

   □   □ 

□      □ 

 

四、環境可行性評估 

（一）土地利用分析 

（二）其他 

 

   □   □ 

□      □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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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五、財務可行性評估 

（一）依辦理項目之特性提出「跨域加值」創新財

務規劃作法，列出財務自償性的推估方式 

1.透過結合土地開發模式。(如藉由標售新增

容積以挹注事業財務計畫之收入) 

2.使用者或受益者付費機制(如門票、通行費

或增額稅收)。 

3.異業結盟方式推動公私合作(如 BOT、
ROT、OT 或設定地上權等方式) 

4.計算分年現金流量表估算淨現值（NPV）、
內部報酬率（IRR）及自償率（SLR）。 

 

 

 

□      □ 

□      □ 

 

□   □    

 

   □   □ 

 

 

 

對於異業結

盟部分，雖

請相關業者

前來開會，

但未見其後

續推動之具

體事項 

（二）財務計畫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 

1.明列經費需求推估及後續執行之縣府相關

局處單位。 

2.經費籌措 

（1）若涉及中央相關單位部分，是否已協

調取得主管部會同意或計畫內容需求

項目符合現行相關計畫補助要點規定

(請明列要點名稱)。 

（2）若經費來源事涉縣政府部分，已獲縣

市政府之同意。 

 

□      □ 

 

 

□      □ 

 

□      □ 

 

六、辦理項目與分工：依據推動策略提出協調分工

事宜。 
□      □ 

 

七、提出可量化的整體目標及預期績效指標(KPI)，
以做為計畫執行之標竿。 

□      □ 
 

八、是否依期初(中)意見審查，進行修訂    □   □  

貳、計畫協調整合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九、是否辦理專家學者或地方交流座談會，以凝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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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評估 補充說明 

地方的共識。 

十、是否召開跨局處協調整合會議。    □   □  

參、計畫執行控管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十一、審查會議時，是否邀請中央主管部會、區域

內縣市政府、區域平台規劃團隊，並於報告中

檢附單位出席與意見表。 
   □   □  

十二、計畫是否依期程執行(計畫期程為 8 個月，控

管於今年結案)。 
□      □ 

 

肆、綜合意見： 意見回覆 

（一）對於優先選定之 2 處斷裂點，請補充說明是

否已與相關單位(包含政府部門及私有單位)
協調取得共識，就此 2 斷裂點進行相關財務

分析，並與主管部會(體育署等)協調後續申

請補助。 

（二）經建會前於 102 年 9 月 9 日都字第

1020003700 號函及 102 年 11 月 1 日都字

第 1020004368 號函，請市府於 102 年 11
月底前辦理期末請款，並於 102 年 11 月 21
日都字第 1020004670 號函復市府，本案逾

期將不再辦理預算保留，請注意作業時程俾

利於本（102）年度完成撥款結案等事宜。 

（一）.本計畫之兩處示範點分別位於

基隆市與新竹縣，執行單位均

已確認，基隆市政府為工務

局，新竹縣政府為交通旅遊

處。基隆市的部分，已於 8 月

6 日與基隆市政府工務局李銅

城處長、新北市邱敬斌副局長

現勘確認。新竹縣的部分，已

於今年 11 月 2 日與新竹縣政

府交通旅遊處王金倉處長、工

務處羅昌傑處長達成共識；此

外，目前新埔鎮正進行擴大及

新訂都市計畫，已協調將自行

車路線納入整體計畫。本計畫

後續完成施工書圖後，將由基

隆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向體育

署提出工程經費之申請。 

（二）.謹遵辦理。 

審查委員：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日期：102.11.27 

 

 



 
 
 
 
 
 
 
 

附錄二  工作會議記錄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2-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第一次工作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 樓（南區）綜合企劃科會議桌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王科長武聰        

四、會議結論： 

會議結論 

1.請綜整 100 年度「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及相關法令、政策、計畫與案

例等，以聚焦本計畫主軸－「友善環境」。 

2.請受託單位強化臺北市於本計畫的定位與推動效益之研析，並將本計畫與本市都市發

展、空間治理及土地使用之關聯性納入規劃考量。 

3.有關「營建署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草案）102-105 年」請一併納入本計畫研析

項目，作為北臺區域後續向爭取中央部會提案之依據。 

4.有關本計畫 2 場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及 8 縣市體驗會勘（1 場次）應於活動辦理前至少 1
個月提交企劃書過局審查，以利會議及活動之舉辦。 

5.有關本案後續推動應先將邀集本府交通局、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及觀光傳播局等相關局處

研商。 

6.請受託單位確依契約書第七條履約期限規定期程提交本計畫各階段報告書。 

 

五、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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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第二次工作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 分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906 會議室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 劉主任秘書 惠雯        

四、會議結論： 

會議結論 

（一）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1.有關座談會專家學者擬邀請名單建議考量參與層級應相當，並請增列交通部、運

研所等單位。原則上由本局函邀相關機關，並請受託單位協助聯繫與會專家學者。 

2.有關討論議題請聚焦與本計畫相關之主軸，俾利後續規劃研擬相關具體可行之策

略及方案。 

（二）自行車體驗檢核會勘 

1.建議以「方案二：體驗自行車旅遊」模式籌辦，並依不同主題安排活動行程，其

主題建議針對「多元運具體驗」及「異業結盟」的實質整合模式加以規劃。 

2.考量體驗會勘品質，建議一場次人數以 20 人為原則。 

（三）計畫內容 

1.請於期中階段針對臺北市於本計畫之整體定位補述，與檢視雙北目前合作模式、

本計畫規劃可應用及建議之處。 

2.依經建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畫」之規定，獲補助計畫應配合提出財

務計畫，本計畫財務計畫評估模式請預先與經建會討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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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第三次工作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都發局綜合企劃科 科會議桌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  羅專門委員 世譽     

四、會議結論： 

會議結論 

（一）計畫進度與內容 

1.應針對臺北市定義及斷裂點串接效益提出更具體說明。 

2.請強化多元運具整合內容，有關雙鐵合作或公路運輸串接等，可提更深入的方案

建議，或以情境模擬方式提出臺北市與周邊縣市連結發展的可行性與安排。 

3.請嘗試以斷裂點接續與未鏈結前兩面向產生的效益落差進行論述，並針對未鏈結

狀態下各區域可因應之配套措施提出建議（如活動舉辦、區域性產業連結等）。 

4.財務計畫中，可納入示範性活動舉辦的推廣效益（如：蘭陽不落 92 瘋樂活），作

為後續各縣市政府參酌依據。 

（二）自行車體驗檢核會勘 

1.建議以宜蘭及桃園新竹兩方案作為本次體驗會勘路線，共安排兩場次體驗活動，

請規劃單位後續提擬詳細行程安排細節供確認。 

2.每場次人數安排以 20 名參與者為單位，針對兩場次活動提供北臺各縣市政府各 2
名員額參與。 

3.活動以體驗自行車慢活漫遊與檢視斷裂問題點兩面向為主，搭配多元運具及產業

結盟方式進行安排。 

（三）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1.自行車道的建置應屬基礎建設的一環，並非可透過實質回收自償方式達到財務平

衡，建議可研析 Youbike 的營運模式，轉換回饋至本案。  

2.經建會補助下的財務計畫研擬策略討論，可藉此商請提供適合參考之相關案例。 

3.建議依據本案財務概念，由效益面提出計算概念進行討論，另針對經建會設定方

向提出概算，比對並討論其差異性與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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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第四次工作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都發局綜合企劃科 科會議桌 

三、主席：都市發展局  王科長 武聰     

四、會議結論： 

會議結論 

（一）計畫進度與內容 

1.臺北市門戶層級定位及都市發展效益中，可以敘述性方式將 MICE 產業中，與臺

北市的發展連結提出說明，自目前自行車停靠密度、實質路網連結、網絡資訊建

置、遊程規劃等面向整合加以說明，以提供後續計畫推動參考。 

2.多元運具結合、軟體加值服務、多元界面資源整合等內容，可從友善設施的概念

串接其關連性，透過國外案例的回饋，自使用者角度重新思考實際「使用需求」，

發掘所謂的友善設施標的物，並自現況的檢核與臺灣環境的特質，提出各項標的

物的建議原則，如：緊急救援系統、指標、網絡資訊、周邊店家及企業結合等。 

3.1-2 處優先改善示範點依規劃單位意見執行，唯應與地方政府率先協調確認，避免

雙方想法落差。 

4.北臺識別系統整合依規劃單位意見自兩面向著墨，其一回歸「東部自行車路網規

劃與工程設計手冊」內容補充，其二則以目前整合系統構想為依據檢討提出。 

（二）自行車體驗檢核會勘 

1.9/16 及 9/17 辦理兩場會勘活動，請於活動期間安排討論時段，以達檢核之效。 

2.活動當天準備圖面供參與者比對。 

（三）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1.財務研擬策略不需以北臺為標的，但可為案例進行討論，透過不同財務評估的比

較模式協請經建會及相關專家學者提出建議，以利計畫後續操作依循。 

2.市場產業面的反思回饋可作為財務策略研擬之引導，議題陳述請再斟酌修正。 

3.建議邀請公共行政或財務專家共同與會討論。 

4.座談會時間確認於 9 月 24 日下午舉辦，待議題調整後，即可發文各單位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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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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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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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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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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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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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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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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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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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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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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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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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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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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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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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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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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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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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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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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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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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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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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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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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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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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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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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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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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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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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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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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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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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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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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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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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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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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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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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3-3  北臺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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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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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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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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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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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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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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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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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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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3-4  行動方案架構圖 

 

圖 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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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示。 

 

圖 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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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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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感覺，藉以提高警政形象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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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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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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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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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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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3-7  相關與會代表統整圖 



臺北市政府 

 
附 3-16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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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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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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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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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聯盟爭取 2016 年舉辦 VELO-CITY GLOBAL 的主辦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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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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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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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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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火車站提供自行車租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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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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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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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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體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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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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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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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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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100 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 
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指標設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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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系統主要可分為封閉式之自行車道系統，與一般市街道路上之自行車道系統。

封閉式之自行車道系統以導引自行車路線為主；一般市街道路上之自行車道系統以導引

至主要場站節點為主。 

一般市街道路上之自行車道系統之指標設置原則 

目前道路上之指標系統是給所有用路人共同使用的，但主要設計對象仍以機動車輛為

主。從自行車騎士的觀點來看，這並不理想，其原因包括: 

 一般標誌所指示的並不一定是自行車騎士最直接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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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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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發展自行車運輸時，應考量設置自行車專用之指標系統，針對自行車指標的設

置步驟、設置原則與牌面尺寸建議如下： 

一、設置步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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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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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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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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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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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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導覽圖之設置原則請參見第 5.6.2 節說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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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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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設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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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地點應從 5 公里範圍開始設立標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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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搭配封閉式自行車道系統之導引佈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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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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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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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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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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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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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牌面尺寸 

自行車指標牌面尺寸建議為 75 公分×25 公分，範例如圖附 4-1，另供汽機車使用之自

行車道指標範例如圖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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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4-1 自行車方向指示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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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4-2 自行車道指標牌面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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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式之自行車道系統之辨識與里程標示設置原則 

一、辨識與里程標示 

為利於自行車騎乘者辨識、使用及於緊急情況時發佈救援位置；另方便管理者對於車道

進行分類、管理、養護及緊急救援，因此針對自行車路線建議以編號、編碼以供辯識，

其標示原則分別說明如下： 

（一）路線識別編號及命名原則： 

1.符合運輸功能：以行政系統(環島性、區域性或地方性)進行編號考量，除特殊路線

外，建議將同ㄧ功能路線列為一個編號名稱。 

2.符合歷史習慣：省、縣道公路多係長期交通歷史而形成路線，自行車道建議以起迄

點之地名命名，但尊重地方道路現有命名或地方自行命名。 

3.符合易記易辨要求：編號之目的，在使管理者及用路人方便利用，故力求號碼簡單

明確。 

4.命名可採用地方慣用名(如：冬山河自行車道)、風景區名稱(如：鯉魚潭自行車道)

或採自行車道起迄點簡稱(例如:后里到東豐，簡稱為后豐自行車道)，尊重地方道路

現有命名或地方政府自行命名。 

5.配合自行車行銷活動舉辦自行車道命名活動。 

（二）路線編號與設置原則： 

1.自行車路線編碼方式依自行路線發展特性方式編列。 

2.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建議為圓形棕底單棕雙白框白色阿拉伯數字及文字；里程牌

以長方形綠底白字設置，牌面範例如下圖。 

2 2 

 

 

 

 

 

 

 

              圖 附4-3  自行車路線編號里程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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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行車路線編號牌之型式：在風景區、地方型之自行車專用道路或與行人共用之專

用道路，可配合道路整體景觀設計，將自行車路線編號牌與里程牌設計於水泥柱、

石柱、木柱、陶磚、地面磚…等等設施之上，甚至以塗料或標線標繪於路面。 

4.自行車路線編碼建議配合環島整體路網，將編號分為二個層級：第一層為設置於

省、縣道上且有實體分隔設施之自行車專用道，才進行編號，以既有之省、縣道編

號為自行車路線編號，其里程以省、縣道現有里程數為里程。但若該路線屬某自行

車路線之一部份時，優先採用該路線編號，如：省道臺 2 線在東北角地區屬舊草

嶺自行車道的一部份，因此採用新北 1 之編號。 

（1）第二層為地方性自行車路線編號，以縣市名稱加上流水編號方式編列。 

（2）初期為利各地方進行自行車道之編號，可以第二層級做為自行車路線編號，例

如：冬山河自行車道左岸，自行車路線編號牌面為宜蘭 1，以臺鐵冬山車站為

起點(0K+000)。 

（3）編號順序建議由各地方政府進行全縣(市)之整體路網規劃後，由北往南；由西

往東依序編列流水序號，並由各縣市政府主管自行車路線建設業務單位統整編

號事宜。若無整體路網規劃之地方政府亦可依據轄內自行車道之興建順序予以

編號。 

5.河川兩岸之自行車道，分別採不同編號編列，無論左右岸都仍以車站或主要觀光景

點為起點。 

6.自行車路線編號牌之設置原則： 

（1）在省、縣道上依既有里程，每 1 公里設置一面，原則以立桿式標誌牌為主，必

要時可採水泥柱、石柱或木柱。 

（2）在省、縣道以外之自行車道以設置於自行車道之起、終點及與其它自行車路線

銜接後之起點為原則，亦可配合里程於適當距 

（3）離 500 公尺或 1 公里設置一面，其型式可採立桿式標誌牌、水泥柱、石柱、

木柱、陶磚或劃設於地面。 

二、里程編定與設置原則 

在已編號之自行車道，為提供騎士有關道路指示及公路之里程等，以便利旅行及於緊急

情況時發佈救援位置，在暫不修法下，以辨識牌而非指示、禁制(遵行)標誌使用。其設

置原則如下： 

（一）宜因地制宜。 

（二）在省縣道上佈設，如無實體分隔路線以省縣道之現有里程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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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線以主要節點為起點，如車站、主要集結點、主要觀光景點，若無主要節點原則以

北或西為起點。 

（四）里程之編訂宜依據路線特色或遊程之規劃動線予以編訂，由自行車道起點開始以單一

方向編列里程。 

（五）用於有連續性的自行車道。 

（六）自行車路線里程牌以長方形綠底白字牌面設置。 

（七）自行車路線里程牌之設置，以每 0.5 公里或 1 公里設置一個為原則。 

（八）自行車路線里程牌之型式，可採立桿式標誌牌、水泥柱、石柱、木柱、陶磚或劃設於

地面，立桿式標誌牌設置圖例參見圖附 4-4 所示。 

 

               圖附 4-4  立桿式標誌牌設置圖例 

 

 

 

 



 
 
 
 
 
 
 
 

附錄五  產官學（專家學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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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第一次產官學（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執行單位：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二、辦理時間與地點 

102 年 6 月 10 日（周一） 上午 10 點至 12 點 

臺北市政府 904 會議室 

三、與會專家學者 

（一）行政院經建會 

（二）營建署都計組 

（三）營建署道路組  

（四）教育部體育署 

（五）交通部公路總局  

（六）行政院副院長室 

（七）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八）交通部運研所 

（九）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十）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四、參與對象 

以相關公部門單位人員為主。 臺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及附屬機關人員；各區域整合、觀

光遊憩、永續環境、交通運輸、人本環境等其他相關業務人員。 

五、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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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時間 議程 

北臺

自行

車友

善環

境規

劃 

09:50~10:00 報到、資料領取 

10:00~10:10 開幕.主席致詞 

10:10~10:30 規劃單位報告 

10:30~11:50 

綜合討

論與交

流 

討論議題 

1.多元運具結合的整體友善策略 （包含雙鐵、

公路運輸合作等大眾運輸工具） 

2.橫向軟體配套的友善鏈結（研擬跨產業（異業

結合））及跨公私部門資源整合機制 

3.探討現行自行車道之規劃設計準則 

11:50~12:00 座談會結論 

六、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原則  

（一）路網完整性 

（二）路段安全及舒適度 

（三）路線標誌及引導 

（四）遊憩整合與產業鏈結 

七、討論議題 

本計畫包含多元資源整合、識別系統規劃設計、指標系統整合設計原則、軟體系統加值

服務、多元介面資源整合與建置應用等具體操作方案。討論事項包含如下： 

議題 說明 

一、多元運具結合

的整體友善策略

（包含雙鐵、公路

運輸合作等大眾

運輸工具） 

透過藉由建立相關指標系統等，串連自行車道路網系統與機場、

雙鐵（高鐵、臺鐵）、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以建立整體綠色運輸

環境。示範點建議討論如下 

1.國際旅客從臺北松山機場出發至河濱自行車道，bike & plane

的可能性與作法 

2.從臺北萬華車站出發至北臺自行車道，bike & train 的可能性與

作法 

3.從臺北捷運車站出發，結合u-bike至北臺自行車道，bike & MRT

的可能性與作法 

4.從基隆港客運碼頭出發至北台自行車道，bike & Ferry 的可能性

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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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說明 

建議路線規劃與改善建議於論壇現場報告。 

二、橫向軟體配套

的友善鏈結（研擬

跨產業（異業結

合））及跨公私部

門資源整合機制 

現行與自行車道建設、環境規劃、活動行銷等相關之機關，中央

部會包括行政院經建會、教育部體育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

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環保署等

等，為有效爭取中央政府資源，對應部會的相關計畫，需共同研

擬資源整合的有效機制。 

除自行車道及相關設施外，透過串連整合周邊之觀光景點、以及

私部門之旅遊業、餐飲業、住宿業，以提供更優質之自行車友善

環境。 

三、探討現行自行

車道之規劃設計

準則。 

 

北臺八縣市之自行車道設計與相關指示牌、標線等，現況為各縣

市尚無統一的設置系統；各縣市自行車道因為經費來源與補助單

位不同，形成同一縣市內亦有自行車標線標誌型式不同者，如何

在北台自行車道主輔軸線系統下，建構參考原則，為亟待解決的

課題。 

交通部運研所於民國 99 年規劃「東部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

服務」案，對於東部自行車路網有規劃統一之設計原則及路線編

號標示系統等，實施於東部經典自行車道示範計畫，成效良好，

北臺應依循此一規範，加入北台自行車友善環境之需求考量，建

立北臺八縣市之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準則。 

八、預期成果 

座談會預定達成目標包含如下： 

（一）自行車與機場、車站或捷運、Youbike、碼頭等多面向交通運輸系統接合改善策

略建議。 

（二）自行車產業與相關產業（例：旅遊業等）之鏈結策略，及公私部門協助推動機制。 

（三）藉由相關產官學界專家之意見，對於現行之自行車道之規劃設計準則提出相關改

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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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座談會記錄 

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 

陳志銘 組長 

1.在臺北市政府對計畫的努力與規劃團隊對自行車的熱情下，100 年度完

成可行性評估，並提出 26 處斷裂點與 24 處園區潛力點，在這良好的

基礎下，101 年度可從上述地點選擇幾處可發揮財務效益的示範點，協

調各主管部會及取得認同，並在符合各主管部會補助須知之規定前提

下去爭取建設補助經費。 

2.自行車道的跨域加值基本上是一種異業結合的做法，主要為旅遊服務

業，包括補給、餐飲、住宿等，利用「服務」車友的機會去獲得外部

效益，而政府可以採取「特許」的概念，開放競標讓廠商有機會去服

務車友，就如同高速公路休息站，也是由民間業者以權利金的方式向

政府取得營運的權利，自行車服務園區也可以採相同的方式去思考。 

3.自行車道除了是公益性的建設，也必須兼顧經濟性的價值，即使是公

益性也必須排列優先順序，而財務、經濟可以是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

在現實的預算條件下，26 處斷裂點勢必要有所取捨，這需要臺北市政

府來協調北臺八縣市。 

4.跨域加值的前提要先完成整體規劃，只有從整體規劃才可以看到計畫

的全貌，例如偏遠路線不易經營，就設法讓其和黃金路線包裹在一起，

也就是取得黃金路線經營權者，也配套負擔偏遠路線，至於個別路線

如何組合就可透過財務分析來檢視。至於跨域加值的做法，基本上是

「要不要」的問題，絕非「能不能」的問題，政府的公職人員在心態

上要開始有所改變，尤其納入民間投資的精神。 

內政部營建署

道路組 

張之明 組長 

 

1.潛在遊客定位 

（1）對國外觀光的客源以大眾運輸為主 

（2）對國內遊憩以加強友善環境、安全規劃為原則，在設計上，斷點銜

接設計方案分為實體分隔（專用道路）、標線共用（專用車道）及

人車共構（寬度），如何維護安全，不只針對斷點，還要考量人車

的安全，因台灣與國外不同的地方在於機車，機車比自行車的機動

性強，未來在設計上的建議機車因素應納入考量。 

2.跨域加值 

實際財政收入以量化基準，投入產出如何計算應加強說明，以利後續

計畫預算來辦。 

3.自行車發展 

（1）自行車道除了是公益性建設外，也必須顧及到經濟價值，即使是公

益性建設也必須排序修先順序，經濟和財務就是很重要的指標，如

路線有分黃金路線及偏遠路線，分配到黃金路線就必須照顧到偏遠

路線。 

（2）關於餐車方面，提醒各縣市政府你有個特許的能力，餐車可繳權利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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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金拿到營業的執照，包括廁所或沖洗設備，承載多少餐車能夠自己

決定。 

營建署都計組

廖耀東 副組長 

 

1.建議先就國際觀光客之屬性作區隔，例如專業騎乘型（每日騎 6-8 小時）

或休閒體驗型（來臺五日只有一天騎乘體驗），再去思考遊客所需之

友善環境 

2.其次建議就本國遊客屬性作區分，例如平日通勤型（利用 U-bike）、

假日休閒型（週末/單日/半日騎乘） 及假日體驗挑戰型（2 天 1 夜、3
天 2 夜），再就遊客使用自行車之類型作區分（租車、自備自行車）

然後再思考所需之友善環境。 

3.建議從使用者角度來思考跨域加值的可能性，如使用者騎乘途中所需

求的服務項目（如飲水、飲食、休憩、醫療、車胎打氣修補等）尋求

可能之區位，（採 OT、BOT、ROT）提供服務，甚至進一部創造加值

的空間（創造亮點、故事、拍照、紀念品、販售等） 

4.建議還是要從使用者角度思考騎乘者安全性、舒適性、騎乘的體驗性，

以及使用者所真正需要的自行車友善環境。 

教育部體育署 
曾心映 

1.本計畫協助北臺八縣市將斷裂處（路線）規劃完成，將有助於北臺環

島路線之串連完整。 

2.本署於 102 至 105 年辦理「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聯建設計畫」，由於

本計畫以目標 4 年 470 公里環島串連為主，請貴單位可將此計畫（北

臺）送署辦理審查。 

3.本署已於 100 年 5 月 20 日函之各縣市政府提報計畫，以本署補助之原

則先以自陳方式將優先補助排序完成再送署辦理。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鄭嘉盈 研究員 

1.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與公路系統的銜接如何?  

2.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路線型式及適合騎乘對象?安全性?可行性? 

3.預計未來如何進行跨領域、產業、部門之整合? 

4.請提供本部運研所北臺自行車主輔軸線路線資料（電子檔） 

5.本部運研所預計 8 月出版”自行車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三版）”，
請各縣市政府規劃時可據以參考，其中指示標誌編號等可依循”自行車

路線編號里程碑”（P.5-16）內容，未來希望可以逐步統一規劃。 

6.交通部自行車規劃是以兩鐵無縫運輸理念出發，火車+自行車再搭配其

他產業、據點等進行串接，未來也可整合公路客運部分，以上理念供

參考。 

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 
臺鐵局目前尚無法配合自行車旅遊安排長遠的定期班，目前主以民間團

體或地方政府合作安排，採定點專列辦理，如貴單位在計畫中要推出兩

鐵運輸的計畫的話，煩請提出相關的細部計畫。 

交通部公路總

局 
針對現有道路部分已標誌標線或慢車道共用為主來提升自行車環境，至

於新闢道路部分則會檢討是否在路權寬度許可的狀況下，直接設置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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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道。另外斷點部分，路況分成親子型、運動型、環島型、山區挑戰型、

市區通勤型等，親子型要注重安全性，運動型為友善性、山區挑戰型則

幾乎不需考量友善性，而市區通勤型則必須兼顧安全性及友善性，所以

建議斷點要針對適合對象去做改善。 

雄獅旅遊企業

工商會展處  

顏子欽 總經理 

聽到各單位發表意見後，整合價值才會出現的結果，但比較失望的是各

單位皆以自己的業務角度拋出問題，就我的思維不只是硬體，硬體好客

源就來，或是資源配置同時在軟體方面包括海外品牌的兼顧，坦白說台

灣應把自行車旅遊做出國際觀點，因第一優勢沒有人說自己是自行車王

國，全世界三大品牌中有兩大品牌就在臺灣，做的也不是一般的自行車

而是高價位自行車，第二優勢是在季節上，騎乘時間較長，向日本或歐

美國家，到冬天就無法騎車。如把人文生態景觀和自行車王國結合在一

起，認為推廣台灣為自行車旅遊的度假勝地不難。所以要提供什麼樣的

服務，並非只把道路做好，應該軟硬兼施。沿臺北市河濱騎車很舒服，

但可能礙於法令規定，想喝水的時候方圓百里內沒有地方可以買，所以

建一個自行車王國，該以法令限制考量還是以軟硬體考量，或是旅遊業

的消費者考量。 

劉主任祕書 

惠雯 

政府單位都是官方代表，所以討論的都是官方語言，今天發展自行車隊

都市是正面的方向且也符合現今的潮流，要節能減碳，所以對我們而言

稱”公益性”，再規劃單位的立場，資源的部分供給者，所以比較不會計算

從建設的成果及過程中，能獲得什麼。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公益性，是政

府的責任，在這樣的體認下，雖然各縣市的財務狀況不一樣，但希望還

是能夠獲得中央的補助。 

新北市政府 

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 

八里至下苦子漁港間斷點有維護成本的問題，因海岸侵蝕較嚴重所以不

繼續做延伸，要改從臺 61 至林口，經費需較高。 

桃園縣政府 

交通局 

1.在自行車道的建設上爭取補助的部分，體育署有機會讓各地方政府提

案爭取補助，在計算跨域加值或經濟價值的計算上域到些困難，如何

計算經濟價值、受到開發限等。 

2.桃園臺鐵高架工程部分，在環保署政策環評承諾說要在轉運站上做接

駁的設施，自行車架在工路系統上或週邊公有地可設置，但尚未知道

台鐵在站內有無相關自行車設施或設備。 

3.桃林鐵路部分，縣界部分到火力發電廠還有 3 公里部分，看新北市政

府是否有意願合作，今年預計爭取細部設計費用，如果成功在爭取相

關工程費用。 

新竹縣政府 

交通旅遊處 

標誌標線整合部分，顏色、圖形必須顯明，讓車友、旅客一目了然，且

設置地點需顯目，若在景點入口處加註路型會更佳。 

宜蘭縣政府 1.建議規劃單位將產業點上在自行車道，或結合異業結合。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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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工商旅遊處 2.鐵路局是否能放寬限制在自行車租借站上，讓業者能夠營運。 

3.宜蘭縣政府也是受到法令限制，在一般的河運也不能擺攤，是否能夠

用餐車進駐方式以及移動式廁所進駐等。 

基隆市政府 

工務處 

系統斷裂點串街上是否只是新北市接新北市，而略過基隆市，另外基隆

市還有另一個問題是路幅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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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第二次產官學（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執行單位：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二、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102 年 9 月 24 日（二）下午 2:00~4:30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 904 會議室 

三、與會專家學者 

（一）行政院經建會 

（二）教育部體育署 

（三）交通部公路總局 

（四）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五）交通部運研所 

（六）臺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林惠忠 副理事長 

（七）雄獅旅遊企業工商會展處  顏子欽 總經理 

（八）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劉麗珠 執行長 

（九）中華民國青年之家學會 葉鳴朗 理事長 

（十）清環顧問公司  閻永祺 協理 

（十一）環宇法律事務所  江鳳儒 業務副總 

（十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 陳世圯 召集人 

四、參與對象 

邀集北臺八縣市政府自行車相關業務單位人員，含臺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及附屬機關人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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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各區域整合、觀光遊憩、永續環境、交通運輸、人本環境等其他相關業務人員。 

五、討論議題 

計畫涉及北臺八縣市政府之路網系統串連與條件整合，已於六月份召開第一次座談會

時，率先針對多元運具整合、產業鏈結及識別指標系統之規劃設計進行討論；而第二次

座談會的舉辦，則希望進一步針對市場端的反思與後續財務計畫的研擬等實質問題進行

討論，藉此回饋並重新檢核計畫推動與實際操作間的落差。 

（一）北臺自行車道的串接規劃與民間旅遊及產業發展間的搭接可能 

北臺自行車道在各縣市政府極力推動與串接建置下，已逐步展現一定成果，而透

過本案推動更進一步將斷裂處提出縫補建議，此些規劃主以政府角色思考與串

連；然從使用者或相關旅遊業者的角度來思考，其產業連結的關鍵與路線接軌的

方式，是另一種產品化的考量，因此透過座談會的舉辦，自產業面、生活面的使

用者來協助檢核，以期未來整體推動上除能達到地方政策支持外，亦能與實質活

動、營運扣合。 

1.自現有旅遊相關業者角度來檢視 

2.自慢騎慢活自行車生活體驗者角度來檢視 

3.自國外相關推動經驗來檢視 

（二）自行車相關補助計畫應對於實質財務計畫與量化績效時的研擬策略 

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之國家建設計畫，皆含括財務自償性推估要求，然就自行車

道之建置來說，乃基礎建設的一環，如何就自償性的角度來規劃，實需有其因應

策略作為評估參酌，因此希望在此討論設定下，求得符合中央與地方想像之操作

手段。 

六、會議議程 

主題 時間 議程 

北臺自

行車友

善環境

規劃第

二次產

官學座

談 

13:40~14:00 報到、資料領取 

14:00~14:10 開幕.主席致詞 

14:10~14:20 規劃單位報告 

14:20~16:20 

綜合討

論與交

流 

討論議題 

1.北臺自行車道的串接規劃與民間旅遊及產業發展

間的搭接可能 

2.自行車相關補助計畫應對於實質財務計畫與量化

績效時的研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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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時間 議程 

16:20~16:30 座談會結論 

16:30 閉幕 

七、座談會記錄 

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水利工程處 

1.目前水利處正在建置整體的自行車指標系統，希望會後可提供參酌之

相關資料。 

2.河濱自行車道的假日騎乘者較多，也正在逐步改善軟體系統，包括納

入快餐車、咖啡車等機會提供給廠商。 

3.雖然目前自行車可以到坪林、宜蘭，但是目前仍較少從濱海的方向過

去，往後北臺八縣市也許可透過摺頁等方式整合北臺的自行車系統。 

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 

1.針對向體育署申請經費補助，其中斷裂點的縫補是由縣市政府各別申

請還是透過北臺的平台？ 

2.針對套裝行程，是針對國內或國外的旅客是否須納入考量？ 

3.簡報中規劃的自行車服務園區的兩個例子，是否之後就以這兩個地點

作為規劃的選擇地點？ 

新竹縣政府 

交通旅遊處 

1.關於簡報工程經費概算中，新竹縣新港漁港的新建跨橋部分概算經費

太低。 

2.頭前溪南岸自行車道串連計畫已經向體育署申請補助核准，會後可再

提供資料彙整。 

宜蘭縣 

工商旅遊處 

1.簡報指出維管可透過委託營運，建議可比照登山步道由登山協會協助

一般簡易維護方式，可參考這個機制協助縣市政府與各協會溝通。 
2.簡報中提到的蛋白蛋黃的重點應在選線，而選線和各縣市政府的產業

內容和區位息息相關，宜蘭縣有許多不同的休閒農業區，選線時便已

農業區的區位為主。北臺八縣市的經典路線串連也可配合各縣市周圍

產業，形成產業的包裝，是否可更進一步點出各縣市經典路線串連的

重要點位？ 

3.經典路線可與東部經典路線作串聯，擴大旅遊行為，將兩天的旅遊模

式變成三天的旅遊模式。 

4.多元運具可分成散客和套裝行程，目前自行車會願意前往宜蘭的族群

仍以散客居多，較少是集體行程，是否該考量團客的可能性？ 

5.目前向中央申請經費補助仍是各縣市自行處理的，但是像號誌、標線

等應回歸到平台統一處理。 

桃園縣政府 

交通局 

1.簡報中提到的工程概算，日前已有提供規劃團隊最新的資料請協助更

新。 

2.針對經費補助的部分，目前進行到 102 年度第二階段的預算爭取，也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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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同時在著手準備 103 年度的經費爭取。後續是透過北臺的平台爭取經

費，或是仍然由各縣市政府各別申請可能需要討論。 

3.雖然經典路線是廊帶狀，但是吸引點仍然是以節點為主，這些節點受

到水利法和其他實質法令的限制，在這種無法設置實質的休憩點或補

給站的狀況，在異業結合上會有多處困難。 

4.桃園縣自行車道的經典路線發展主因受制自然、地形和法令因素，造

成開發上的問題，目前希望先從縫補斷裂點開始，但從中若要期望能

自設置有財物回收的建設相當困難，未來應思考法令鬆綁或其他配套

措施。 

交通部公路總局 

1.針對議題一的自行車道串接規劃與旅遊、產業發展搭接的可能性，本

案應以個案討論。假設斷裂點附近有服務園區或觀光產業必須要籌措

財源，才會以個案來檢討自償率問題，若是通案的話更是茲事體大。 

2.公路總局目前辦理自行車道改善皆以標誌標線為主，這部分則無相關

財務規劃的案例，皆以工務預算來執行。 

2.議題二有關自行車相關財務計畫的原理，經建會目前是有「跨域加值

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的作業流程，原則上目前公路總局以大型工

程涉及土地開發會增加稅收才進行財務計畫，至於自行車道相關工程

則無。 

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 

1.斷裂點修補採用既有隧道作連結是可行的，但是須先評估結構安全係

數。 

2.服務園區建議以舊車站為主，目前多半是利用現行車站設立補給站，

但相較之下舊火車站較適合作整體規劃。 

3.就現行補給站、租賃站經營成本來看估算財務也不樂觀，雖就臺鐵局

目前已盡量壓低土地租金以協助維持營運。以福隆為例，捷安特曾駐

點設立補給站，但仍因經營成本過高已收掉。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1.關於北臺自行車路網的串連，交通部已經由經建會指定執行全臺自行

車路網的規劃，目前以初步完成並送經建會審核。一經核定將提送體

育署和營建署作為補助的參考，請規劃單位先把規劃內容提供，可一

併進行參考整合。 

2.簡報有提到指標系統的部分，目前已出版「第三版自行車道系統規劃

設計參考手冊」並送至交通部，後續會發送給各主管機關和縣市政府，

建議依照參考手冊進行自行車道規劃。 

3.目前各縣市政府已提送體育署審查的 102 年度和 103 年度申請，是否

皆為目前規劃團隊所提之斷裂點？若平台未打算協助各縣市政府整合

提出申請，而各縣市政府仍自行申請，則斷裂點仍將無法有效連結。 

4.目前仍有 26 個斷裂點尚未縫合，也尚不清楚是否能爭取到預算，在

推動自行車旅遊上可能多有困難。也許可從目前的路線先行推動串連

行銷，在推動自行車旅遊上的可行性應較高。 



臺北市政府 

 
附 5-12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5.服務園區需要經費較高，從東部自行車道路網的經驗可發現，自行車

騎士並不需要豪華的服務園區，反而是需要較密集的補給站、休憩地

點。密集、舒適的休息地點也許較能吸引自行車騎乘者。 

交通部觀光局 

1.觀光局負責工作主要多為後端活動行銷，譬如說 99 年所辦理的臺灣

自行車節的活動，主要結合東臺灣自行車系統。今年二月也推出單車

遊臺灣的網站，服務國內外的單車騎士，目前也已結合民間企業共同

推動。 

2.後續北臺若有各類的活動訊息或資訊也請提供給觀光局進行遊程規劃

與推廣。 

營建署 

1.經建會希望中央各部會在補助各地方政府時，能夠有整合的平台。譬

如今年 102 年度城鎮風貌形塑整體計畫，在內政部內即建置整合平

台，由營建署作為資源統整，整合中央部會經費。 

2.根據經建會的理想，希望能透過像是北臺平台綜整後向內政部平台申

請經費。但因今年經費審核較慢，故合作模式尚未形成。但基本上運

作模式將以平台統一向中央申請審查，並由中央各單位認養各縣市政

府的案子後，再分別補助各縣市政府。 

3.透過平台申請的案子可分為跨域跨縣市的項目和各縣市分別補助的斷

裂點兩種類型。 

4.針對財務自償性的內容，基本上自行車道本身即屬於無法收費的公共

設施，要評估自償性很困難。但就經建會的立場是希望自行車道可帶

動周邊產業，仍應有其自償性。然而其收益屬於外部性產業，並非自

行車道本身，此部分議題仍須就教經建會。 

國家政策研究基

金會永續發展組

召集人 陳世圯 

1.臺灣氣候環境適合發展自行車且有臺北 UBike 的成功經驗，若可爭取

到 2016 自行車城市大會，應有表現機會。 

2.自行車道建置之後該如何營運是重要的關鍵，透過民間協助是必然

的，但仍須政府支持與補助才可持續推動。譬如說鐵路局有很多的車

站應可透過中央政府補助的方式協助設置自行車補給站，解決土地租

金問題。 

3.部分旅遊景點經評估後，可考慮採用禁止車輛進入的方式，在外圍提

供自行車租賃的服務，提供遊客使用，更可達健身與旅遊之目的也降

低旅遊點壅塞車位不足等現象。以早年規劃臺北市停車位時，學界曾

有辨論應提供充足的停車位以支持較大的車流量，或是提供較少的停

車位以限制車流量。 

4.自行車道的永續營運是很重要的課題，其財務永續性需政府和民間共

同思考，且未來自行車可進一步和交通、旅遊休閒和運動等項目結合。

新文化基金會 

劉麗珠 執行長 

1.實體的自行車服務園區並非適合的想法，過去交通部在花東火車站建

置的補給站最終收掉許多，意謂著自行車騎士並不需要這麼多的自行

車園區，而補給站也有土地租金的成本壓力。從過去經驗得知，單車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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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園區並非可以透過規劃而來的，也並非單純服務車友即可支持一個單

車園區的營運。若非有住宿、餐飲等收入，單就服務車友的費用其實並

不高，所以要以此微薄收入計算自償率是非常困難的。 

2.錢並非判斷自行車道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而是從自行車道的使用量來的。

且自行車道的建置可引來周邊產業和商業行為，其收入皆會回歸稅收中，對

於政府而言並不是無財務回饋之說。 

3.除自行車道建置外，也須考量自行車道的維護，園區的想法屬於行銷的概

念，也不一定要透過實體園區的開發，或可考量開發 APP 的可能，提供使

用自行車道的資訊與服務。 

4.26 個斷裂點和旅遊的關係是否有直接關連？斷裂點未縫補是否便無

法推動旅遊活動？以福隆為例，目前仍只靠福隆便當作為行銷招牌，

但是並沒有其他相關產品，旅遊吸引力有限，中央單位應做的是進一

步協助地方做商圈輔導，活絡商業行為。 

3.北臺八縣市整合需要有實質經驗的協助，其中以交通部過去在花東執

行的整合經驗值得借鏡。經費部分可由經建會或營建署結合交通部經

驗，架起北臺八縣市的自行車系統合作平台。僅由地方政府整合有相

當的困難，須有中央單位主導整合才有機會。 

中華民國青年之

家學會 

葉鳴朗 理事長 

1.臺北市為國際背包客最大宗的入口，因為其具備便捷的交通工具、合

理的付費機制、對其他轉運城市有相對優勢，所以能吸引國際背包客。 

2.若要在臺灣推動國際性的自行車旅遊，應考量國際背包客會去比較各

國主要城市的自行車系統，形成與國際城市競爭的狀態。且目前車友

比重仍然較低。另外在國際觀光客中，國際自行車騎士屬於較高端的

客戶，這些客群會去搜尋適合的城市進行自行車旅遊，因此勢必有城

市競爭的關係。吸引這些客群的先決條件必須是要有讓該族群感到物

超所值、非常享受的引力。 

2.北臺要吸引觀光客可由幾條經典路線做起，停車機制方便、付費友善、

價格合理等以達到吸引遊客之目的，如此也可使沿途商家受益。 

3.借鏡國際發展趨勢，有很多城市為 City for biking only，可在人口較少

的慢活城市推動。財務模式也應回歸公共投資的算法較為恰當。 

台灣樂活自行車

協會 

林惠忠  

副理事長 

1.北臺八縣市自行車系統的目的在於建置一條自行車國道，一般的國道

是由高公局在維護，省道是由公路總局在維護，而單車國道則應考慮

未來由地方政府維護是否可行？經費籌措上是否有財源可支付？ 

2.單車國道主要是希望提供一般民眾安全的自行車騎乘環境，反觀若以

自行車好手來說，則任何路段皆可騎乘，並無差別。 

3.目前的討論多以車道硬體層面居多，較少討論以手機 APP 或 QRcode
即時查詢自行車路網的軟體服務，其資訊路網可提供給旅行業者、一

般民眾。目前來看這些軟體介面仍有待加強；且就目前建置自行車系

統的經驗來看，由公路總局和交通部規劃的花東自行車指標系統，其

與汽車系統平行並且在重要路口皆有鮮明的指標和標誌，北臺八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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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內容摘要 
目前則無如此等級的標誌系統，也因此中央單位應該要參與其中，責

無旁貸。 

4.過去體育署推動自行車活動是以全民運動的觀點在推動自行車路網，

所有的經費皆出自體育署，但是就目前北臺推動自行車活動則是以交

通旅遊觀光的定位出發，與當初體育署的角色定位是不符的。建議應

當把執行單位、經費掌控單位和驗收單位列為同一個單位，讓這個單位

具有以上的功能進行彙整，避免各做各的。 

清環顧問公司 

閻永祺 協理 

1.過去和經建會溝通協調的過程中，了解到其目前皆是以自償率思考每

個個案未來的可行性，會以使用者付費和受益者付費作為財務自償的

判斷標準；自行車道很難去計算使用者付費，因此最終才以自行車園

區的方式增加使用者付費層面以計算自償率，導致自償率偏低。 

2.公共建設跨域加值最基本的想法是自土地開發並造就產業聚集和活絡

商業活動來的，以此想法檢視自行車系統並不適當；或許本案可作為

未來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的新型財務評估方式範例，而非過去交通

公共建設的計算方式。 

3.「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其中有章節描述

經濟效益評估流程，分為可量化與不可量化效益。目前國外多在推健

康城市概念，配合自行車活動所提供的運動、健身等面向，或許可將

其列為評估其經濟效益時的不可量化效益。 

4.自行車園區營運的問題，可思考透過周邊其他產業及商業設施開發來

彌補本業收入的財務平衡。此部分可從人的活動行為判斷財務可行

性，以目前既有的商圈或業者聚集處設立小型的園區，提供較低的租

金與較好的服務品質作示範，再慢慢以此漸進。 

環宇法律事務所 

江鳳儒 業務副

總經理 

1.一般交通建設自償率皆偏低，自行車道也不如國道屬於收費公路，因

此無法達到自償，從財務面來看完全呈現負值，沒有收入之外仍需花

費日常維護成本。因此其明確應定義為公益性的公共建設，不應考慮

其自償性。國道服務園區能成形的原因在於其為封閉型的公路，但自

行車道為開放式的，自行車園區的成形非常困難。 

2.就自行車騎乘者來說，自行車補給站的數量不需很多，自行車騎士可

在任何地方休息，因此服務園區的概念也不適合作為財務效益檢核的

依據，而應回歸其經濟效益。公共建設推動的關鍵在於經濟效益的高

低排定優先順序，而非財務效益。譬如臺灣邁向高齡化社會的趨勢，

應提倡民眾多運動以減少醫療支出。 

3.依照地方政府各自申請各自建設的方式，自行車道系統的推動將相對

受限，且自行車道系統建置的優先順序並不容易被地方政府列入優先

施政方向；且若為非自償的計畫案，地方政府更無開源措施更是相對

困難。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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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自行車體驗檢核會勘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附 6-1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自行車體驗檢核會勘】 

一、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三）執行單位：大境景觀有限公司、中華大學、臺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二、辦理時間 

102 年 09 月 16 日（周一）及 09 月 17 日（周二） 

三、辦理地點 

（一）09 月 16 日（周一）：臺北市 → 新北市 → 宜蘭縣 

（二）09 月 17 日（周二）：臺北市 → 桃園縣 → 新竹縣 

四、體驗檢核目的 

針對北臺八縣市之相關精華之路段進行體驗，並且除自行車外，另搭配其他交通運具，

可實際體驗各縣市自行車道接軌之現況，並針對各縣市自行車道銜接之問題點做較詳細

之探討。 

（一）多重運具整合搭配 

（二）軟體配套鏈結與產業異業結盟 

（三）自行車慢活漫遊體驗 

五、集合時間及地點 

（一）集合時間 

上午 8:00（煩請務必提前或準時

抵達以便活動進行） 

（二）集合地點：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市府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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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門市府路近松壽路口 

六、自行車體驗檢核會勘預定行程 

第一天 9/16（一）： 

宜蘭冬山-北濱一日體驗（臺北市 → 新北市 → 宜蘭縣） 

臺北 → 北宜高 → 冬山車站 → 騎車 → 冬山河車道 → 傳統藝術中心 → 東港濱

海車道 → 竹安溪口 → 頭城烏石港 → 外澳 → 頭城 → 臺北 〈平路約騎 41 或 33

公里〉 

時間 地點 注意事項 備註 

0630 香山轉運站 集合-搭遊覽車-前往台北  

0800 臺北市政府 

集合-搭遊覽車 

地點-市府路（市府正門近松壽

路口） 

捷安特旅行社保姆車直接到達

市府集合 

1000-1020 冬山車站 

集合〈檢查裝備-安全帽/自行車/

水壺裝水〉/廁所 

支援車準備數條備胎給隨行帶

隊人員 

0k 開始騎自行車 

1130-1300 

冬山河自行車

道 
 

遊覽車/支援車直接會合-傳統

藝術中心 15k 
傳統藝術中心 

午餐-國宴大漁翁餐廳/  

補給水/廁所 

葛瑪蘭橋 檢視-台 2 公路銜接斷裂點 20k 

1400-1420 東港濱海公園 補給水/廁所 

支援車直接會合-東港濱海公

園 

24k 

1520-1540 

1.打馬煙廢棄崗

哨亭 

2.或提前壯圍鄉

永 鎮 廟 廣 場

30k 收車 

東港濱海自行車道-台 2 公路旁

換搭接駁遊覽車 

檢視-台 2 公路銜接斷裂點 

遊覽車/支援車直接會合-永鎮

廟廣場 38k 收車 

1600-1620 
頭城協天宮廣

場 
頭城濱海自行車道- 再次騎車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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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注意事項 備註 

烏石港遊客中

心 
廁所  

外澳服務區 33k 休憩/廁所 
遊覽車/支援車直接會合-外澳

服務區 41k 收車 

1730-1800 外澳車站 
檢視-台 2 公路銜接斷裂點/ 

晚餐-池上便當 
 

1800-1930 臺北市政府 返回台 2 頭城-北宜高 結束行程返回臺北 

 

第二天 9/17（二）： 

桃園大溪/三坑 → 新埔霄裡溪 → 竹北豆子埔溪 → 南寮漁港一日體驗（臺北市 → 

桃園縣 → 新竹縣） 

臺北 → 二高 → 大溪 → 騎車 → 三坑老街 → 龍潭南坑 → 騎車 → 新埔老街 → 

雙堂屋 → 騎車 → 竹北 → 南寮 〈微有起伏路約騎 33 公里〉 

時間 地點 注意事項 備註 

0630 香山轉運站 集合-搭遊覽車-前往台北  

0800 臺北市政府 

集合-搭遊覽車 

地點-市府路（市府正門近松

壽路口） 

捷安特旅行社保姆車直

接到達大溪停車場集合 

1000-1020 大溪橋停車場 

集合〈檢查裝備-安全帽/自行

車/水壺裝水〉/廁所 

支援車準備數條備胎給隨行

帶隊人員 

支援車跟車鄉間道路 

0k 開始騎車 

1130-1250 三坑老街停車場 

大溪三坑自行車道/ 

午餐-老頭擺客家菜 

補給水/廁所 

遊覽車/支援車直接會合

-三坑老街停車場 

10k 收車 

1320 
龍潭南坑-桃 21 福源路口

右轉-萊爾富便利店廣場 

檢視-台 3 乙跨台 3 直行桃

68-1 銜接斷裂點 
(附註 4) 

1340-1400 南坑橋-三官宮-龍興大橋 
三官宮補給水/廁所 

霄裡溪自行車道 

遊覽車/支援車直接會合

-三官宮 

再次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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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注意事項 備註 

1440-1500 

新埔國小/客家文化園區 補給水/廁所 

支援車直接會合-客家文

化園區 

21k 

新埔老街  
單向道不跟車 

22k 

1540-1600 

上坊寮劉宅雙堂屋 補給水/廁所 
遊覽車會合-雙堂屋路口

25k 收車 

竹北市社崙橋 竹北豆子埔溪車道 

再次騎車 

穿越中山高涵洞-遊覽車

/支援車繞路會合- 

1630-1700 弘法宮/舊港大橋  

支援車會合-弘法宮 

支援車跟車鄉道 

28k/31k 

1700-1730 南寮旅客服務中心 
新竹市 17 公里自行車道 

晚餐-竹南龍鳳漁港海鮮  

遊覽車直接會合-南寮旅

客服務中心 

33k 收車 

1800-1930 臺北市政府 返回中山高-台北  

 

七、活動紀實 

第一天 9/16（一）： 

宜蘭冬山-北濱一日體驗（臺北市 → 新北市 → 宜蘭縣） 

 

許阿雪副局長領隊現勘 大和田廣樹社長發表自行車推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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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文老師說明本次活動目標與期待 領騎老師教導正確的自行車騎乘觀念 

  

體驗檢核活動開始 記錄優美的自行車騎乘環境 

  
沿途進行環境說明與引導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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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說明與環境現況討論 

 

第二天 9/17（二）： 

桃園大溪/三坑 → 新埔霄裡溪 → 竹北豆子埔溪 → 南寮漁港一日體驗（臺北市 →  

 

領騎老師說明活動路徑與現況問題 不同運具轉乘體驗 

 

不同遊憩景點透過自行車遊程的串接   / 三坑老街   / 上坊寮劉宅雙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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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點說明與診斷 

 

 



 
 
 
 
 
 
 
 

     附錄七  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財務
自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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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財務自償分析 

本計畫自 2013 年 10 月繳交期末報告書後，配合經建會於 11 月 6 日針對自行車道系統

之財務自償分析召開討論會議，會中表明對於自行車道系統的自償性可分為經濟與財務

兩面向，不可量化部分歸類於經濟層面，財務部分則應回歸園區來進行試算。配合會內

要求，陸續依據裁示意見進行不同樣態之財務評估設定，以下分就各階段調整內容進行

陳述。 

壹、自行車系統建置的可量化財務評估 

計畫初步擬定以宜蘭冬山火車站（北北基宜自行車旅遊圈）及以香山火車站（桃竹竹苗

自行車旅遊圈）為模擬案例：其財務估算建構在遊憩人次的基礎上，宜蘭以冬山河遊憩

區的遊憩人次為主、新竹以十七公里自行車風景區的遊憩人次為主，分別以平均每日

250 人次與 330 人次來推估。其營收與成本表列如下： 

保守與樂觀推估 冬山火車站自行車旅遊 香山火車站自行車旅遊 

之資本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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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旅館住宿收入 1,561,426 7,807,130 2,363,370 11,816,850 

場租費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稅前總收入 3,146,709 15,013,547 4,670,403 22,632,015 

稅後總收入 2,360,032 11,260,160 3,502,802 16,97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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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服務設施與青年旅館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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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500,000 1,500,000 

合計 2,082,335 3,175,677 2,158,520 4,056,601 



臺北市政府 

 
附 7-2 DGLA 

INTERNATIONAL 大境景觀有限公司 

一、火車站 ROT 財務效益評估 

 冬山火車站 香山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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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財務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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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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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投資報酬率假設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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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區域性自行車服務系統財務計畫及自償率可行性

分析 

本計畫視北臺地區自行車路網為一完整旅遊系統，並延續前期計畫「北臺自行車旅遊系

統整合可行性研究」，對於區域性自行車服務區(站)財務可行性進行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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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體發展的策略規劃。經由前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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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財務自償性之評估，及以此為依據進行分

析。 

表 1  北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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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地 公園、停放自行車 民間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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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服務園區設置地點 面積 功能 園區定位 

號) 

9 

竹東車站 

19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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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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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2012，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本團隊建議採用地方政府「自行開發」之開發模式，搭配「OT」經營模式，以推動北

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採用原因主要為本案的開發內容包括北臺 15 處改善點與 11 處斷裂

點，26 處皆散布在北臺各縣市，如由民間負責修繕與經營成本負擔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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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北臺各地方政府「自行開發」的方式，負責透過北臺平台申請經費，

修繕「自行車道斷裂點」與「自行車園區內部裝修」，自行車服務園區的經營則利用 OT

開發方式，委請民間單位經營，民間單位僅需繳納「權利金」，營收的獲益則全部由民

間擁有，地方政府未來可依據園區的經營狀況，調整權利金高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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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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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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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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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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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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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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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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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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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認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主輔軸線共計有 26 點

待改善，建議以三類方式進行改善，總經費共計約 282,86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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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類 

斷裂點縫補經費(請詳本章第二節)，共計 128,460,800 元工程經費。 

（二）第二類 

編號 5-2 新港漁港需跨過三道溪流，需繞社區，建議設置三座大橋之工程經費，一座

約 4090 萬，3 座橋梁工程經費約需 122,739,200 元。 

（三）第三類 

服務園區 13 處(實體)簡易修繕費用(雖以 OT 方式委外，但既有建築本體及外部空間

仍須經過基本處理)，以每處服務園區 3,60 萬計算，13 處共計需 46,800,000 元工程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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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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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收入估算 

本團隊初步規劃，未來自行車服務系統收入主要來自各園區服務站所繳交之權利金。整

體規劃可分為兩個模式，三個階段進行： 

（一）模式一：北臺各縣市同步啟動 

1.第一階段為前 5 年，園區開設先後順序是前 3 年預計每個縣市至少完成一個服務園

區，共 6 個服務園區(包括宜蘭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26 個斷裂點，分三年建構完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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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個

園區。第三階段則為第 11 年至第 20 年，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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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式二：依據各地方政府意願擬定開發方案 

1.第一階段為前 5 年，園區開設先後順序是前 3 年預計完成 6 個服務園區，第一年

完成 2 個，第二年完成 2 個，第三年完成 2 個。興建先後順序，則是依據各縣市

政府執行意願，進行整體規劃。執行構想如新竹縣政府非常有意願加入，則是排在

優先第一年籌備 2 個園區，同時工程建設經費也是只撥給新竹縣政府，協助其修補

縣內自行車步道斷裂點 

2.第二階段為第 6 年至第 10 年，同樣根據各地方縣市政府意願，完成本團隊規劃建

議之其它 7 個園區，共計 13 個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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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與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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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與表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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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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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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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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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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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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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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成本 營運收入 淨現金流量 現值流量 累積現值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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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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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