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正民：台湾绿色交通政策与实践

摘要：追求绿色交通已成为各城市交通发展的政策目标。首

先指出绿色交通的发展思路必须拓展至城市规划、绿色可替代

燃料、市民教育与参与、组织与财务等非交通手段，才能建立共

识并予以落实。介绍了台湾绿色交通的三项政策目标及七项

政策方向。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减少机动车车公里数、利用

车辆技术与替代燃料、运用组织制度三项措施。围绕减少机动

车车公里数的策略，以台北市、台中市为例，探讨了台湾在采用

精明增长方式、改善公共交通以及推行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具体

作法。实践表明，这些措施有助于达成绿色交通的政策目标。

Abstract：Many cities are presently pursuing the green transpor-

tation polic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green transportation de-

velopment should emphasize non-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urban planning, alternative green fuels, citizen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plans for building consen-

sus and carrying out the action plans. By introducing three policy

objectives and seven policy directions of green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the paper presents three action plans including the reduc-

tion of vehicle-kilometers, usage of alternative fuel and the insti-

tutional reform for materializing these objectives. For the reduc-

tion of vehicle-kilometer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mart growth

in urban planning, improvement of public transit and bike sharing

system in Taipei and Taichung.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indi-

cat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action plans in reaching the green

transportation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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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机动车交通增加造成了诸多交

通问题，如道路交通拥挤、交通事故增

加、行人空间不足、自行车出行存在安

全隐患、停车泊位供不应求、道路用地

及能源使用增加、空气污染与噪音渐增

等，使交通环境与可持续性、环保及节

能背道而驰。因此，可持续交通、绿色

交通已受到全球的重视。

可持续交通的范畴较为广泛，包括

三个“E”：环境(Environment)保护，社

会公平 (Equity)及经济效率 (Efficiency)。

绿色交通的范畴则相对比较聚焦，重点

在两个“E”，即环境(Environment)污染

减少及能源(Energy)节约。一般地，交通

界定义的绿色交通方式除步行、自行车

及太阳能与风力车等绿色车辆外，也包

括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车

辆。如何实现绿色交通需要综合的发展

思路、正确的政策目标与方向以及实施

策略。

1 绿色交通的发展思路

绿色交通不能仅从交通层面的道路

系统、车辆去思考，还需要考虑车辆所

使用的燃料、交通管理的手段，甚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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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非交通手段的城市规划、推动的组织及

财务规划，并纳入市民教育与参与的营销机制，

才能使市民认识绿色交通并建立共识，见图1。

2 政策目标与方向

台湾许多大城市都将绿色交通作为交通政策

目标(policy objectives)。归纳台湾大城市绿色交通

政策目标主要包括：减少交通能源使用，增加可

再生绿色燃料，降低环境污染。为了达到这三项

政策目标，台湾城市绿色交通设有以下政策方向

(policy direction)：

1) 交通方式从机动交通转向非机动交通(步

行、自行车)；

2) 客运从私人交通转向公共交通；

3) 货运从卡车转向铁路；

4) 道路建设从大挖大填转向生态设计；

5) 交通管理从交通系统管理转向交通需求管

理(TDM)；

6) 城市规划从机动交通导向转向公共交通导

向(TOD)；

7) 燃料使用从石油转向清洁可替代能源。

3 实施策略

针对上述七个政策方向，提出三项主要实施

策略(strategy)：减少机动车(主要针对台湾城市内

的 小 汽 车 和 摩 托 车) 车 公 里 数 (reduction of

vehicle-kilometer strategy)；利用车辆技术与替代

燃料(vehicle and alternative fuel strategy)；运用组

织制度(institutional strategy)。其中，组织制度包

括成立推动绿色交通的任务小组、优先规划绿色

交通的预算、加强市民参与的营销作法等。本文

重点围绕第一项措施进行探讨。在减少机动车车

公里数的策略方面，台湾主要采用三项措施。

3.1 采用精明增长方式

城市精明增长(smart growth)方式包括：规划

紧密的城市空间发展形态(compact city)，以避免

分散跳跃式的城市扩张现象，并有助于公共交通

的营运；规划混合的土地利用(mixed land use)，

减少通勤、购物等目的的出行量；在公交车站及

公交走廊发展TOD，提高公交运量并减少对小汽

车的需求。

以TOD而言，过去TOD规划理念谈的太多，

但实践太少。最近台湾内政部已将TOD规划设计

理念纳入城市规划审议规范内，作为城市规划编

制及审议时的依据。以台北市为例，最近完成营

运的两个客运换乘站——交九站和市政府站(见图

2[1])，均为整合城际客运、城市公共汽车及地铁的

交通枢纽站，采用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下层为

车站，上层为商业办公场所、住宅等)以及强调行

人友善的步行空间设计。这两个案例均采用TOD

图 1 绿色交通的发展思路

Fig.1 Development scheme of gree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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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台北市地铁市政府站

Fig.2 MRT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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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D原则：高密度(Density)发展，多样的混合土

地利用(Diversity)，优良的行人空间以及换乘设施

设计(Design)。为了鼓励民间参与，这两个车站均

采用私人资本参与(Build-Operate-Transfer, BOT)方

式建设运营，即由民间筹资兴建，营运特许期满

后，将资产转交给政府。

3.2 改善公共交通

改善公共交通的方式之一是建设轨道交通系

统和改善公共汽车系统。截至2010年，台北市共

有 9条总长 100.8 km的地铁系统(见图 3[2])，更重

要的是还有 9 条总长 57 km 的公交专用车道(见

图 4[3])系统辅助地铁。公交专用车道系统的优点是

图 3 台北市地铁网络图

Fig.3 Taipei MR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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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景图a 网络图

图 4 台北市公交专用车道

Fig.4 Exclusive bus lane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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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密且呈方格网式，使公共汽车行驶速度比较

稳定，居民出行时间比较可靠。地铁和公共汽车

系统承担的出行量占台北市出行总量的47%。

台湾目前除了台北市、高雄市以外，其他各

大城市也计划建设地铁，但由于政府财政资源有

限，最近台湾交通部在轨道交通发展政策中指

出，未来各大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必须依循

“渐进发展，预留弹性”的原则。交通部审核的指

标包括人口密度、公共汽车比例、走廊人口、财

政收入及经济效益等。换言之，如果目前城市的

公共汽车出行比例较低，则应先利用公共汽车、

轻轨培育客流，最后再进阶至地铁。

以台中市为例，台中市目前尚无地铁，利用

低价且优质的公共汽车系统培育客流，未来向交

通部争取兴建地铁时则比较容易通过审议。台中

市公共汽车月运量在 2001－2010年 9年期间增长

了 7.5 倍，由 40 万人次·月 -1增长至 300 万人次·

月-1，这有赖于公共汽车推广计划，见表1[4]，具体

内容包括：

1) 在主要干路新增7条捷运公交线路，见图5[4]。

“捷运公交”为台中市自创的公交名词，因其路网

呈蜘蛛网形态，便于市民搭乘及换乘，又简称

TTJ公交路网(Taichung Transit Jet Bus Routes)。捷

运公交每 15 min一班，全日上、下车刷卡免费搭

乘，以收集乘客 OD 数据，作为未来地铁规划、

建设的依据。2008－2010年，这 7条路线已培育

客流 120 万人次·月 -1。3 年免费补助支出费用约

硬件建设

电子票证系统

GPS公交动态系统

新车购置

候车亭标志系统

自动站名播报系统

捷运公交

亏损补贴

票差补贴

换乘优惠

老人免费

软件建设

表 1 台中市公共汽车推广计划

Tab.1 Bus promotion plan in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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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台中市捷运公交线路图

Fig.5 Taichung transit jet bus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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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元台币，平均每人次约补助台币 14 元，低

于目前公共汽车票价 15 元·人 -1，符合成本效益

原则。

2) 捷运公交营运采用保证票收制度，每车公

里补贴固定金额，车上要求配备验票机、GPS公

交动态系统、自动站名播报系统。

3) 要求车辆为 5年内新车，各线路车辆配以

不同颜色，并设计独特的车辆标志(image identity)，

候车亭也如此，见图6[4]。

4) 推动自行车+捷运公交无缝换乘系统，在

公交车站附近设置自行车架(见图 7[4])，方便骑车

者换乘。

5) 与电信公司合作，实施免费查询公交动态

的网站服务。此外，市民可借助 LED 智能型站

牌、网站、手机及语音电话系统，查询公共汽车

到站时间信息，见图8[4]。

3.3 推行公共自行车计划

正如许多大城市推行公共自行车计划一样，

台北市也推广两项自行车使用计划：一是公共自

行车示范计划，另一项为台北市东区(信义计划

区)自行车道网络计划。本文仅探讨公共自行车示

范计划。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从2009年5月10日开

始运营，目前有 11 个租赁点，租赁点间距离为

200~500 m。系统 24 小时自动服务，可异地还

车，使用与地铁和公共汽车相同的智能卡。系统

共有500辆自行车，应用RFID芯片技术，前后自

动亮灯，全车不锈化设计，强化置物篮，低跨度

设计。

公共自行车采用民间参与的BOT方式建设运

营。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建设自行车道网络及停车

场地，并支付第 1年营运成本；民间的责任为购

b 候车亭a 捷运公交车辆

图 6 台中市捷运公交标志

Fig.6 Taichung transit jet bus image

图 7 公交车站附近的自行车架

Fig.7 Bike parking facility near bus s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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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500辆自行车，在特许期 5 年内营运，第 2 年

起支付营运成本，享有在公共设施上刊登广告的

权利。

1年示范期间(2009年 3月 11日－2010年 4月

30日)，公共自行车系统会员数达到26 440人，使

用次数为 12 228 次·月 -1[5]。系统使用 30 min 内免

费，调查结果显示，96%的使用者在 30 min内归

还自行车。目前日使用率为 1次·车-1，地铁车站

附近的公共自行车使用比例最高(41%)，其次为办

公场所(32%)、住宅(20%)及观光点(7%)等。可

见，公共自行车常用于住宅-地铁站、地铁站-办

公场所。目前虽然存在自行车成本高、使用率不

够高、广告收入不如预算等问题，导致BOT公司

财务亏损，但这一系统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

效益。民意调查显示，公共自行车满意度为

83.3%、失窃率为0。因此，台北市在未来的推广

计划中，将检讨目前的BOT方式、票价结构、租

赁点密度、停车容量、政府补助方式等，使公共

自行车计划能够可持续经营推广。

4 结语

台湾的交通政策环境使得城市交通有关部门

必须“先给后要”，在提供好的公共交通与自行车

环境后，后续的计划则是强调减缓机动车增长的

交通需求管理措施。要落实绿色交通的政策与计

划，很重要的是应获得上级领导与市民的认可，

才有可能达成共识。有了共识，加上可行的策略

方案设计，配合相关法令制度、设置适当的推动

组织并给予合理的推动经费，才能够真正实现绿

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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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捷运公交动态查询服务

Fig.8 Dynamic bus information service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