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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主辦單位說明 

二、本局精進業務推動 

  (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     

  (二)配合法令編修增訂 

  (三)執行成果說明 

三、結語 



友善車站滿意度調查問卷分配 

(一)觀光車站: 
  1.新城車站(二等站) 
  2.玉里車站(一等站) 
  3.瑞穗車站(三等站) 

各60份，共180份 

(二)通勤車站: 
  1.西勢車站(三等站) 
  2.壽豐車站(三等站)  

各60份，共120份 

(三)城際車站: 
  1.潮州車站(一等站) 
  2.基隆車站(一等站) 
  3.員林車站(一等站) 

各120份，共360份 

列標籤 計數 - 問卷數量

女 373

男 287

總計 660

5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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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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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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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說明 



5 

一、主辦單位說明 

◎僅保證男女待遇相同是不夠的， 
必須考量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異以 
及社會、文化造成的差別。 
◎婦女和男性的社會定位受到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宗教、意識 
形態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亦可透過 
文化、社會和社區的力量加以改變。 

將性別友善車站滿意度問卷調查交叉分析所得結果，納入本
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注意事項」之修訂，達成「性
別統計分析應用於精進業務推動」之目標。 

 



6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8年至2065年臺灣人口推計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7%、14%及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 

(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  
二、精進業務推動 

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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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haracteristics a station must have to be 
considered accessible? 

(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無障礙案例  



8 
無障礙電梯加大 

(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無障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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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無障礙回應  

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3.8 昇降機(電梯) 

（1）昇降機門淨寬度≧90公分，另為
符合高齡者及坐輪椅旅客之使用需
求，於現況條件許可下，昇降機門
的淨寬度建議以110公分辦理。機廂
尺寸應符合無障礙相關規定，若可
供自行車進出使用，機廂尺寸建議
至少寬150公分，深180公分。面對
機廂之後側壁應設置安全玻璃之後
視鏡（若後側壁為鏡面不銹鋼或類
似材質得免之）或懸掛式之廣角鏡
（寬30-35公分，高20公分以上），
後視鏡之下緣距機廂地面85公分，
寬度不得小於出入口淨寬，高度大
於90公分；機廂內至少兩側牆面應
設置扶手。 

（1）機門淨寬度≧90公分，機廂
尺寸除符合無障礙相關規定外，
應可供自行車進出使用。面對
機廂之後側壁應設置安全玻璃
之後視鏡（若後側壁為鏡面不
銹鋼或類似材質得免之）或懸
掛式之廣角鏡（寬30-35公分，
高20公分以上），後視鏡之下
緣距機廂地面85公分，寬度不
得小於出入口淨寬，高度大於
90公分；機廂內至少兩側牆面
應設置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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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無障礙回應  

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3.8 昇降機(電梯) 

（8）昇降機配置近主要出入口，位
置明顯，動線直接，避免繞行，另
為友善車站環境之考量，應設於具
遮風避雨之處，避免因遮蔽不足而
導致旅客淋雨，或受風雨侵襲而易
損壞，無障礙電梯位置亦應儘量鄰
近無障礙座位之車廂，以利行動不
便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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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廁所案例  

瑞源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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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廁所案例  

富里車站 



13 南港車站 

(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廁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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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廁所回應  

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5.1 廁所 

（16）廁所是旅客最常使用的服務設施，
也是車站的門面，設計上需考量便
捷使用、容易清理外，倘能再納入
綠美化或創意貼心設計，將使廁所
成為車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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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自行車牽引道案例  

鹿野車站 池上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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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自行車牽引道案例  

關山車站 玉里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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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自行車牽引道回應  

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5.11 自行車牽引道 

（1）兩鐵運輸(鐵路+鐵馬)車站應設置
自行車牽引道，若車站既有服務設
施已可供替代牽引道使用者，則不
另行增設。 

（2）自行車牽引道設計應考量樓梯之
寬度、材質及欄杆扶手形式，以不
影響一般旅客安全使用為原則，設
置完成後樓梯淨寬建議至少需達180

公分。 

（3）牽引道車道面寬建議為8~10公分，    
       總寬度並以不超過15公分為宜，車 
       道面材並應具止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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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公共藝術案例  

員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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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公共藝術案例  

瑞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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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公共藝術案例  

池上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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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友善車站環境-公共藝術回應  

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5.12 公共藝術 

（1）鐵路車站屬公有建築物，依文
化藝術獎助條例之規定應設置公
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並
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辦理。為使
車站之公共藝術能兼具藝術性與
實用性，建議藝術家可發揮創意，
諸如：將藝術作品結合車站傢俱
功能，打造友善之親子候車區，
或藉由藝術作品整體營造車站廣
場、候車空間之藝術氛圍…等。 

（2）車站規劃設計時，即應將公共 
       藝術之設置納入整體規劃考量， 
       搭配車站整體景觀並預留適留適 
       當之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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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5.10 停車場 

（10）鐵路車站附設之公共停車場，應
保留百分之二之汽車停車位，作為
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
位，停車位之長度與寬度並須符合
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設置管理辦法之規定。 

  

(二)配合法令編修增訂- 

    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 

 

二、精進業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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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法令編修增訂-親子廁所盥洗室  

修 訂 後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5.3 親子廁所盥洗室 5.3 親子廁所 

（1）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
方公尺以上之鐵路車站應規劃設
置適合六歲以下兒童及其照顧者
共同使用之親子廁所盥洗室。 

（2）親子廁所盥洗室，包含獨立式
親子廁所及在男女廁所設置兒童
小便器、兒童洗面盆及兒童安全
座椅等設備。設備數量規定及尺
寸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獨立式親子廁所不得與無障礙   
       廁所合併設置。但該無障礙廁所 
       非依法令規定應設置者，不在此 
       限。內部設備至少設置一個兒童 
       安全座椅、尿布臺、兒童馬桶、 
       兒童洗面盆及照顧者使用之馬桶、 
       洗面盆。 

（1）內部設備包含：便器、兒童便、
洗面盆、洗手乳、照面鏡、置物
平臺、衣物掛勾、衛生紙架、烘
手機、求助鈴、兒童安全座椅、
壁掛式尿布台。 

（2）可與無障礙廁所合併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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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 

 

二、精進業務推動 

車站設計契合友善環境理念 

    法令規定 
 

    友善設計 
 

 

 

 

 

 

\\\ 

 

    空間規劃 
 

 

 

 

 

 

 

 

 

    貼心服務 
 

 

 

 

 

 

 

 

•設備數量 

•設施需求 

•安全監視 

•防護救護 
 

•便利性 

•安全性 

•適宜性 

•通用性 
 

•空間明亮 

•視野寬廣 

•方便到達 

•資訊正確 
 

•志工義工 

•提供諮詢 

•急難救助 

•緊急應變 
 



◎自我提升 
  ◎基於實際營運現況及女 
   用廁所數量之合理性與   
   安全性考量，推動「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 
   編第三十七條之修訂。 
 ◎自然通風通透明亮。 
 ◎廁所結合公共藝術。 
 ◎運量較大之車站在經費 
   及空間條件許可下酌予 
   增設(例:臺東車站女廁 
   廁間數比法定多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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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廁所 



◎自我提升 
 ◎大便器坐式比例應＞1/2           
   (現行法規:比例應＞2/5) 
 ◎廁所應設置求助鈴，蹲式 
   廁間並設扶手。 
 ◎旅運量大之車站，於入口 
   明顯處設使用狀態顯示裝 
   置。此外，廁間門扇控制 
   於無人使用時會自動向內 
   微開，俾利辨別(高雄、 
   鳳山車站已納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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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廁所 



◎自我提升 
 ◎在車站空間囿限下，將無   
   障礙廁、親子廁所整合成 
   多功能廁所。 
 ◎多功能廁所標示採用中性 
   符碼，以消除刻板印象。 
 ◎依車站功能屬性不同之特 
   殊需求予以增設(例:新城 
   車站設置3處。非付費區、 
   付費區、自行車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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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多功能廁所 



◎自我提升 
 ◎加大無障礙電梯尺寸，除方便多元弱勢族群搭乘，亦可    
   供自行車進出使用，達兩鐵(鐵路、鐵馬)共GO之目的。 
 ◎為提供友善旅運服務，一等站以上車站及新建之高架或     
   地下化車站，應考量設置電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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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無障礙電梯、電扶梯 



◎自我提升 
  ◎為旅客安全之需，於月台層、電梯設置閉路電視攝影機。 
 ◎基於安全考量，於月台邊緣施作LED月台警示燈及警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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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監視系統、月台警示燈 

 



• ■案例/月台邊緣寬度 

警示標線至月台邊緣之淨距（單位：cm） 

10公分寬之黃色無凸點地磚 30公分×30公分之凸點警示磚 

30 



• ■案例/月台邊緣寬度 

 

 

電扶梯及樓梯併設之島式及岸壁式月台寬度（單位：mm） 

月台上構造物距月台邊緣寬度 

31 



◎自我提升 
  ◎為提供旅客旅運資訊，設置列車資訊顯示系統(TIDS)。 
 ◎基於安全考量，車站設置夜間照明，避免安全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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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資訊顯示系統、夜間照明  

 



臺鐵車站等級表 

等級 數量 建築規模 面積m² 

特等站 4 甲級 4215 

一等站 28 乙級 1830 

二等站 24 丙級 1055 

三等站 75 丁級 595 

簡易站 53 戊級 400 

招呼站 43 己級 180 

◎自我提升 
  ◎為利更多人使用，可再分為前室(休息區、尿布台)及後室 
    (哺乳區；具獨立可上鎖之隔間)。 
 ◎運量較大之車站酌予增設(例:高雄車站設置2間)。 
 ◎丁級(約600m²)以上車站應設置(現行法規:100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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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哺集乳室 

 



◎自我提升 
  ◎服務鈴設置位置：售票口、補票口、自動售票機室外、       
   無障礙電梯及通路、哺集乳室…等。 
 ◎為服務多元弱勢族群，設無障礙售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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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服務鈴、無障礙售票窗口 

 



◎自我提升 
 ◎為消除刻板印象，已將夜間婦女候車區更正為    
   「夜間安心候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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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說明-夜間安心候車區 

 

 

 



通用設計 
理念 

不同 

性別 

孕婦 

傷病 

不同

種族 

行動 

不便 

多元 

弱勢 

不同 

年齡 

三、結語 

 



◎明亮大廳 
◎購票窗口 
◎候車座區 
◎藝術賞析 
◎販賣餐飲 

車站 
大廳 

◎站前廣場 
◎停車空間 
◎引導標誌 
◎無障礙坡道 
◎愛心服務鈴 

◎多功能廁所 
◎無障礙電梯 
◎緊急求助鈴 
◎哺集乳室 
◎尿布台 

◎無障礙設施 
◎安心候車區 
◎監視系統 
◎安全路徑 
 

◎諮詢服務 
◎遊客中心 
◎開放空間 
◎轉乘接駁 
 

到達 
進站 

旅運
服務 

月台
候車 

抵達
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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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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