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友善車站滿意度調查(上)
鐵道局於執行各計畫之車站新/改建工程時，
皆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積極思考如何提供旅客
最佳之旅運服務，並滿足不同族群(性別、年齡、
弱勢)的實際使用需求。究此，為更深入瞭解旅客
對車站新/改建成果中，有關性別友善設計之滿意
度及相關具體建議，俾供鐵道局作為後續推動性
別平等政策並建構性別友善車站之參考，遂特請
鐵道局各工程處及南港施工區，就權管近兩年
(104年~105年)完工之車站辦理問卷調查。其目的
在使車站設計能與時俱進並契合旅客實際需求。
此外，鐵道局採用問卷方式進行調查，除展現公
部門主動了解民之所需的積極態度，更是落實政
府各項建設作為能讓人民有感的具體實踐。而問
卷調查所得到的分析結果及民眾所反映的具體建
議與期勉，都是引領鐵工局孜孜續航於鐵路建設
的養分與未來政策推動的方針。
本次問卷調查係分別於假日、非假日之上
午、下午、晚上三個時段進行，就三種不同功能
屬性的車站作差異分析，所調查之車站包括：
1、觀光車站:新城車站、瑞穗車站、玉里車站。
2、通勤車站:西勢車站、壽豐車站。
3、城際車站:潮州車站、基隆車站、員林車站。
總計實際回收之問卷數為669份，經過統計判別
後，有效問卷數共計660份(問卷數彙計如下表)。

問卷內容
問卷調查目的：瞭解旅客對本站有關性別友善設計之滿意度及建議，提供本局作為車站性別
友善設計之參考。
1.性別

○ 女

○ 男

2.年齡

○ 19 歲以下

○ 20-39 歲

○ 40-59 歲

○ 60 歲以上

3.有無同行者？
○ 無

○ 有（○正常步行

○推嬰兒車

○老弱婦孺

○坐輪椅）

4.您今天到車站的目的？
○ 通勤

○ 出差

○ 娛樂(購物、用餐)

○ 返鄉

○ 旅遊

○ 其他

5.您今天使用過車站提供之哪些設施(可複選)？
○廁所

○哺集乳室

○尿布檯

○其他設施_______ ○ 以上均無使用，請跳至第 11 題

○月台夜間婦女候車區 ○無障礙電梯

6.請問您對如廁排隊等候時間滿不滿意？
○ 滿意

○ 無意見

○ 不滿意

○ 其他

○ 不滿意

○ 其他

○ 不滿意

○ 其他

○ 不滿意

○ 其他

○ 不滿意

○ 其他

＊不滿意原因：
7.請問您對哺集乳室設計滿不滿意？
○ 滿意

○ 無意見

＊不滿意原因：
8.請問您對月台夜間婦女候車區設計滿不滿意？
○ 滿意

○ 無意見

＊不滿意原因：
9.請問您對無障礙電梯設計滿不滿意？
○ 滿意

○ 無意見

＊不滿意原因：
10.請問您對尿布檯設計滿不滿意？
○ 滿意

○ 無意見

＊不滿意原因：
11.請問您車站內外通路地坪，有無坑洞不平整之處？
○ 無

○ 有，地點：

12.請問您站內外各空間，是否有照明不足或安全死角？
○ 無

○ 有，地點：

13.請問您對推動性別友善車站有何寶貴意見或建議？謝謝！

(二)請問您認為車站目前旅客量多寡？
統計結果:
1.僅10%的旅客認為車站感覺擁擠。

2.若以車站的功能屬性來分析，則可發現城
際車站的旅客，感受擁擠的程度較高(城際
車站 13% > 觀光車站 9% > 通勤車站 4%)。
上揭問卷調查經過彙整、統計分析後，得到相當
豐碩且有用的資料及意見回饋，茲說明如下：
一、問卷分析結果
(一)問卷樣本數之男女比例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之男女受訪者比例，經統計結果為
43%(男)：57%(女)，因採隨機調查，故此比例亦
大致反映搭乘火車旅客的性別是女多於男，這也
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就搭乘公共運具之性別比調
查報告(105年度) 結果，女性乘客多於男性乘客約
7%，不謀而合且甚又更多。因此，鐵路運輸服務
應就女性使用者之特殊需求，更加用心考量。

觀光車站

通勤車站

城際車站

3.若再就城際車站的不同時段來分析認為擁擠的
比例，則可發現下午時段感受擁擠的程度較高
(下午 70% > 上午 24% > 晚上 6%)。

則可發現:
◎到觀光車站的目的:旅遊59% >返鄉20% >其他 7%
◎到通勤車站的目的:其他27% >通勤22% >旅遊21%
◎到城際車站的目的:娛樂22% >其他22% >通勤21%
觀光車站

(三)旅客各年齡層的比例：
統計結果:20-39歲的旅客最多，約佔45%，其次
則為40-59歲，約佔28%。

通勤車站

城際車站

(四)有無同行者?
統計結果:無同行者最多，約佔53%，同行者為正
常步行者居次，約佔39%。

3.若再就旅客年齡層分析到車站的目的，可發現:
◎19歲以下:以娛樂最多佔30%，其次為通勤佔27%。
◎20~39歲 :以旅遊最多佔39%，其次為通勤佔19%。
◎40~59歲 :以其他最多佔27%，其次為旅遊佔23%。
◎60歲以上:以旅遊最多佔31%，其次為其他佔29%。
(六)您今天使用過車站提供之哪些設施？
統計結果:
1.在受訪的660人中，計有362人在本次搭車過程中
使用過車站的廁所，人數最多，其次則是無障礙
電梯，計有73人使用過。

(五)您今天到車站的目的?
統計結果:
1.以旅遊為目的者最多，約佔30%，通勤及通學
約佔18%，娛樂(購物、用餐)約佔15%，返鄉約
佔13%，出差約佔5%，其它(包括：就醫、訪
友、辦事…等)約佔19%。

2.若以車站功能屬性來分析旅客到車站的目的，

2.由此可見，廁所是旅客最常使用的服務空間，亦
是車站的門面，其好壞往往決定了旅客對車站的
第一印象，而無障礙電梯則是建構友善車站環境
的必備要項，此二者就車站功能而言舉足輕重，
除須符合人性化設計外，更應貼近並滿足使用者
需求。<待續>

性別友善車站滿意度調查(下)
(七)您今天還使用過車站哪些設施？
統計發現：旅客還會去使用包括：親子廁所、戶
外座椅、行動座充、販賣機、商店…等。
(十一)您對哺集乳室設計滿不滿意？
統計結果:滿意者佔90%，無意見者佔10%。

(八)旅客使用廁所的比例：
統計結果:有使用者佔55%；未使用者佔45%。

(九)您對如廁排隊等候時間滿不滿意？
統計發現:
1.男女使用者之滿意比例均為68%；無意見者亦
都近30%，不滿意比例均為2%，此結果反應並
未因性別不同而有明顯差異，推究其主要原
因應是「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男、女
衛生設備數量比已修訂為1:5有關。

(十二)女性旅客晚上在夜間婦女候車區等車比例：
統計結果:有使用者佔7%；未使用者佔93%。

(十三)您對夜間婦女候車區設計滿不滿意？
統計結果:滿意者與無意見者各佔50%。

(十四)旅客使用無障礙電梯的比例：
統計結果:有使用者佔11%；未使用者佔89%。

(十五)您對無障礙電梯設計滿不滿意？
統計發現:
1.滿意者佔75%，無意見者佔20%，不滿意者佔4%。

2.填不滿意者均針對玉里車站，主要原因包括：
廁所有異味，清潔度需再加強、廁所間數太少
假日人多不敷使用、洗手台男女隔開較適合、
2.不滿意的原因包括：
空間過小，蹲式馬桶應再大一點…等意見。
◎潮州車站：等待時間太久。
(十)旅客使用哺集乳室的比例：
統計結果:有使用佔3%且皆為女性；未使用佔97%。◎瑞穗車站：動線有改善空間。

(二十)請問您對推動性別友善車站有何寶貴意見?
統計發現:
1.意見或建議
◎潮州車站：下樓無電扶梯，不方便。
◎新城車站：太熱了，需要冷氣。
◎玉里車站：希望有飲水機、候車室欠空調、無
障礙坡道要短一點、通道太狹窄、可設計一點
圖在正立面、車站牆面可再美化、車站前面可
多種植物、站前時鐘時刻與鐘響不一致、多一
(十七)您對尿布檯設計滿不滿意？
些友善關懷、希望讓身心障礙者更方便。
統計結果:滿意者佔85%，無意見者佔15%。
◎瑞穗車站：希望儘快完工避免造成旅客不便、
自行車設施希望多加強、動線有改善空間、上
下樓梯買票及提重物不方便、候車室欠空調。
2.鼓勵及肯定
◎瑞穗車站：很棒、手機座充是很棒的設施。
◎玉里車站：很好、很乾淨、加油。
三、重要結論及後續作為
(一)重要結論：
(十八)請問車站通路地坪有無坑洞不平整之處？
1.經統計發現55%的旅客會使用車站廁所，因此如
統計發現:
何精進廁所設計以符合使用者需求，使嫌惡設
1.僅2%的旅客反映車站內外通路地坪，有坑洞或
施成為車站亮點將是後續設計的重要課題。
不平整之處，其餘98%則無。
2.城際車站的旅客感受空間擁擠程度較高(經統計
有13%旅客感覺擁擠)，因此，在空間設計上應
依納入彈性使用考量，並預留未來旅運增加之
擴充機制，俾使車站能滿足旅運實需。
3.旅客到車站的目的與車站的功能屬性有正相
關，諸如到觀光車站的旅客其目的係以旅遊為
主，因此，對應於觀光車站功能屬性之特殊需
求，如導覽地圖或觀光資訊…等，應予備具。
2.地坪不平整地點包括：
4.好的車站設計並非華而不實，常有些惠而不費
◎壽豐車站：車站旁、轉彎處。
的貼心設施(如：座椅、座充、WiFi等)，更能
◎玉里車站：前面廣場、無障礙空間不平。
使旅客留下深刻印象，費用不多卻極具效益。
(十九)請問站內空間是否有照明不足或安全死角？
(二)後續作為：
統計發現:
1.僅2%的旅客反映車站有照明不足或安全死角。 1.旅客反映對 車站設施不滿意之原因 及具體意
見，將納入鐵道局「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施
設計注意事項」之編修研議，並於細設階段遵
循辦理。
2.旅客就各車站地坪不平整、照明不足地點之意
見回饋，已責成各工程處本於權責研議妥處。
3.有關旅客對車站缺乏空調及電扶梯之意見，基
2.照明不足地點包括：
於綠建築及節能減碳考量不予增設，惟後續車
◎新城車站：站外照明應加強。
站設計可努力構思以更完善之通風換氣手法及
◎玉里車站：走道。
更合理的動線規劃來增進車站空間的舒適性。
◎瑞穗車站：地下道、面對售票口右邊太暗。
4.車站設計以使用者需求為本，在滿足實質功能
下應再加入貼心的創意設計。
◎西勢車站：候車處。
（土建組 何政道）
◎員林車站：廁所通道。
(十六)旅客使用尿布檯的比例：
統計結果:有使用者佔2%；未使用者佔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