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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前言 

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
鐵局）管有之鐵路車站新建、增建及改建工程，特編訂「鐵路車站旅運與站務設

施設計注意事項」，供研訂該部分設計準則，或承辦工程設計之顧問公司參考，

本局並用以檢核確認顧問公司提送之設計成果是否適當無誤，俾管控設計品質。

於設計時若無法符合該等標準者，應事先與本局研討。 

第二章 ㇐般注意事項 

2.1 車站工程如需分階段完工啟用，應設計臨時隔牆分離，並應考量有效防止雨

水侵入啟用區，及後續階段施工之防護措施，俾免影響啟用區之正常營運與
安全；另應考量五大管線分區與接續、建築防火與防煙區劃等，並加以整合

規劃設計，以利取得部分及全區之建造執照與使用執照。另為避免影響先期

啟用工程，建築與消防圖審及消檢與使用許可，應預先洽地方主管建築機關
及消防機關確認依分階段分別申請許可，抑或以建造執照與消防圖審及使用

執照與消檢變更之方式辦理。車站道路、通道與廣場及停車場相界處，應設

置阻隔設施，以避免車輛侵入違停。 

2.2 車站外觀造型設計應考量旅客安全、施工性、後續維管及防風雨侵入。 

（1）車站動線之設計應簡潔流暢，並注意月台與出入口間、車站與轉乘運

具間之轉接，其他相關之設計應考量友善與關懷。 

（2）牆與柱轉角及護欄之設計應避免尖銳，鋼柱底部固定螺栓與加勁鈑應

適當包覆，以防旅客碰傷。 

（3）設備之選用及安裝應預為考量後續之管理維護問題，諸如：燈具裝設
位置過高造成日常保養維護困難，或導致照度不足等情況，並避免使

用特殊規格之燈具。 

（4）連通動線應依無障礙通路之規定設計。 

（5）半戶外空間之設施及設備(如照明、車序牌、TIDS、大型站名牌及懸

吊骨架），應確保防水、抗風壓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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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站體內、外設施及設備之錨定螺栓應不裸露裝修面，特殊情形應設置

防護螺帽。 

2.3 陽台、露台、屋頂及站務人員之浴廁，應設置防臭落水頭或截水溝防止積水

漫流至其他空間，地板並具備止滑之效果。連通口應依無障礙通路之規定設

計。 

2.4 機房地坪與通廊有高差者，應於機房側之入口處先設置平台（寬度≧門寬、⾧

度≧90 公分；未鄰牆側並應設置欄杆），再於平台端設置坡道或階梯。 

圖 2.4.1 機房入口平台高程示意圖 

2.5 站內之站務空間開窗型式及位置以不影響旅客通行安全為宜，採橫拉式設計，

室外之開窗另應考量設置紗窗，以免蚊蟲進入滋擾。車站通風百葉窗之設計
（尤其機房）應考量抗風阻雨侵入。若外牆採帷幕設計，應將日後損壞更換

及清潔維護需求納入細部設計考量。 

2.6 車站應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規定或地方政府需求設置無障礙計程車及復康巴

士接送區。 

2.7 地面應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並採易清潔維護保養之舖材，顏色選擇應考

量兼顧美觀及耐髒汙。另為免滲水污漬，舖材之吸水率以低於 1%為原則，
另考量清潔問題，宜採深色之填縫材或無縫施工，且參考臺鐵局「車站及沿

線景觀設計參考手冊」設計。 

2.8 通勤站站務室依臺鐵局「通勤車站站務室設計原則」辦理，其他站則洽臺鐵

局研討辦理。 

2.9 車站商業空間應設置於鄰近旅客進站入口、車站大廳、售票窗口、驗票口、

月台或旅客出站月台、出站之主要動線兩側之適宜位置，並視進出站人數，

設置相當之空間。 



 

 

 

 

    10                                  111/1 

2.10 為落實無障礙建築設計及友善之車站環境，設計單位除遵循本注意事項外，
可再妥予規劃，有利性別平等及高齡需求之設計，經本局同意後納入車站設

計辦理。 

2.11 車站設計納入都市防災、救災之考量，諸如： 

（1）應依地區性的防洪需求，設置相關防洪設施。 

（2）應納入地震、火災等災難時之緊急避難場所、緊急救援物資放置場所、

緊急救援車輛暫停場所等救災功能。 

（3）車站之防煙壁設計應考慮與標誌、通訊及環控等設施整合。防煙壁之型

式可分為固定式及隱藏式兩種，防煙壁之設置以採固定式為優先，其設

計應不得阻礙乘客對車站指標辨讀，且其底端至地板之淨高不得小於
2.5 公尺，至於淨高不足之空間，則採用隱藏式防煙壁，並與火災偵測

器相連，於發生火災時，可自然下垂加以區劃。 

2.12 參考法規及設計標準： 

（1）鐵路修建養護規則（交通部）。 

（2）建築技術規則（內政部）。 

（3）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 

（4）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內政部營建署）。 

（5）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衛生福利部）。 

（6）鐵路隧道及地下場站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交通部）。 

（7）高架車站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交通部）。 

（8）鐵路建設作業程序（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9）車站及沿線景觀設計參考手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通勤車站站務室設計原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1）鐵路車站及轉乘設施通用設計規範草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2）指標、示系統設計參考手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3）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內政部）。 

（14）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交通部）。 

（15）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文化部）。 

（16）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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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臺鐵新品牌識別系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8）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2                                  111/1 

第三章 旅客動線設施 

3.1 室外通路 

（1）通路淨寬不得小於 130 公分。 

（2）地面坡度不得大於 1/15。 

（3）通路淨高不得小於 210 公分，地面起 60 公分至 210 公分之範圍，不

得有 10 公分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為必要設置之突出物，應設置警示

或其他防撞設施。 

圖 3.1.1 室外通路淨高示意圖（單位：cm） 

（4）道路或人行道至車站主要出入口應設置有引導設施之無障礙通路。 

（5）室外無障礙通路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路不同時，必須於室外主要通路入

口處標示無障礙通路之方向。 

（6）無遮蓋戶外通路應考慮排水，可往路拱兩邊排水，洩水坡度 2%。 

（7）通路範圍內，應不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如需設置，其水溝格柵或

其他開口在主要行進之方向，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圖 3.1.2 室外通路水溝格柵開口與行進方向示意圖（單位：cm） 

主要行進方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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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門 

（1）通路走廊寬度不得小於210公分，付費區公共通道最小淨寬建議240公

分。 

（2）地面坡度不得大於1/50。 

（3）室內通路走廊淨高不得小於210公分；兩邊之牆壁，由地面起60公分至

210公分以內，不得有10公分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為必要設置之突出

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圖 3.2.1 室內通路淨高示意圖（單位：cm） 

（4）連接室內通路走廊之開口或門扇，淨開口≧90公分，且門把中心點應

設置於地板上75公分至85公分、門邊4公分至6公分處。 

（5）走廊中如有開往走廊之門扇，則扣除門扇開啟之空間後，其寬度不得小

於120公分。 

（6）室內出入口門框間之距離不得小於90公分；另橫向拉門、摺疊門開啟

後之淨寬度不得小於80公分。 

圖 3.2.2 室內出入口門框寬度示意圖（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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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避難層出入口前應設置平台，平台淨寬與出入口同寬，且不得小於150

公分，淨深亦不得小於150公分，且坡度不得大於1/50。 

（8）地面應平順不得設置門檻。 

（9）不得使用旋轉門、彈簧門。如設有自動開關裝置時，其裝置之中心點應

距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且距柱、牆角30公分以上。使用自動門者，

應設有當門受到物體或人之阻礙時，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之裝置。 

（10）若門扇或牆版為整片透明玻璃，應於地面110公分至150公分處設置告

知標示。 

圖 3.2.3 門扇告知標示高度示意圖（單位：cm） 

（11）門把應採用容易操作之型式，不得使用凹入式或扭轉型式。 

圖 3.2.4 門把設置範圍示意圖（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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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 

（1）車站出入口應提供車站與其四周街道之連接功能，並便利旅客在離站後

與其它交通工具間之轉乘。 

（2）地面及高架車站出入口之設計，應與站體周邊相關設施作整體規劃設計，

可明顯辨識其為車站出入口，並應包含擋風、蔽雨、遮陽設施。 

（3）出入口與廣場街道有高程差時，須設置無障礙設施。 

（4）車站之出入口及其附屬廊道地板應採適當之排水處理。 

3.4 車站大廳 

（1）車站大廳（或候車室）以驗票閘門區分為非付費區與付費區。 

（2）車站大廳（或候車室）之基本空間應依表6.2.1各等級車站之空間面積

量化表規定設置，另視需要設置e化服務系統（手機充電區、wifi上網

區）、電動輪椅充電區等。 

（3）大廳（或候車室）之地板至天花板底部，高度不得小於3公尺；任何懸

吊設施如閉路電視攝影機、標誌等，其下緣至地板之淨高，不得小於

2.5公尺。 

 

 

 

 

 

 

 

 

 

 

圖 3.4.1 大廳淨高示意圖（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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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樓梯 

（1）月台樓梯淨寬應≧180公分，與電扶梯併設者淨寬可降為150公分。 

（2）梯級：同㇐座樓梯應有相同尺寸之級高與級深（建議值：級高16公分、

級深30公分）；級高（R）≦16公分，級深（T）≧26公分，且55公分≦

2R+T≦65公分。 

 

 

 

 

 

 

圖 3.5.1 樓梯級高及級深尺寸示意圖（單位：cm） 

（3）寬度≧3公尺者中間應加設扶手。 

（4）垂直高度每3公尺應設㇐平台，其深度以1.5公尺設計。 

（5）梯級突沿的彎曲半徑不得大於1.3公分，且超出踏板的突沿應將突沿下

方作成斜面，該突出之斜面不得大於2公分。 

（6）梯級每㇐踏面外緣應作防滑處理，寬度≧4公分，且顏色應與踏面具明

顯對比區別，並與踏面順平。 

 

 

 

 

 

 

圖 3.5.2 樓梯止滑帶尺寸示意圖（單位：cm） 

（7）樓梯於月台層之出口方向以不面向軌道為原則。 



 

 

 

 

    17                                  111/1 

（8）樓梯兩側需設置扶手，扶手上下端應水平延伸30公分至60公分，未鄰
牆側之扶手外側應合併設計高度距梯級鼻端110公分以上之欄杆，欄杆

不得設有可供直徑10公分物體穿越之鏤空或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 

（9）樓梯板底至正下方地板面淨高未達210公分部分應設防護設施。 

（10）樓梯平台不得有梯級或高低差。 

（11）樓梯往上之梯級部分，起始之梯級應退至少㇐階。但扶手符合平順轉

折，且平台寬、深度符合規定者，不在此限。 

（12）距梯級終端30公分處，應設置深度30公分至60公分，顏色且質地不同

之警示設施，樓梯平台不需設置警示設施。 

圖 3.5.3 樓梯警示設施尺寸示意圖（單位：cm） 

（13）戶外平台階梯之寬度在6公尺以上者，應於中間加裝扶手。 

（14）車站如評估依建築法特種建築物之規定申請許可，其樓梯應考量防災

計畫之需求，適度增加寬度，以滿足後續防災計畫檢核相關需求。 

（15）為阻斷雨水進入車站，應於地面層室外樓梯入口前設置截水溝及相關

排水設施，並調整適當坡度（不得大於1/50），避免雨水漫入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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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坡道 

（1）坡道坡度≦1/12。 

（2）端點平台：坡道起點及終點設置⾧、寬≧150公分之平台。 

（3）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75公分，設置⾧度≧150公分之平台。 

 
 
 
 
 

 

圖 3.6.1 坡道立、平面尺寸示意圖（單位：cm） 

（4）轉彎平台：坡道方向變換處設置⾧、寬≧150公分之平台。 

 

 

 

 

     

 

圖 3.6.2 坡道90度轉彎平台（單位：cm） 

 

 

 

 

 

圖 3.6.3 坡道迴轉平台（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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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 坡道轉彎角度大於45度平台（單位：cm） 

（5）高低差大於20公分之坡道，兩側皆應設置連續性扶手，無需設置30公

分以上之水平延伸。 

（6）坡道出入口近主要動線，位置明顯，動線直接，避免繞行。 

（7）在無障礙通路上，上下平台高低差超過3公分，或坡度超過1/15之斜坡，

應設坡道。 

（8）坡道儘量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入口處，若未設置於主要入口處者，應於入

口處及沿路轉彎處設置引導標誌。 

（9）坡道淨寬不得小於90公分。若坡道為取代樓梯者（即未另設樓梯），

則淨寬不得小於150公分。 

（10）平台之坡度≦1/50。 

（11）高低差>20公分者，未鄰牆壁側應設置高度≧5公分之邊緣防護。 

（12）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超過75公分時，未臨牆壁側應設置高度≧110公分
以上之防護設施，坡道位於地面層10層以上者，防護設施高度不得小

於1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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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 坡道防護設施（單位：cm） 

3.7 扶手 

（1）扶手形狀可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2.8公分至4公分（建議值：3.8

公分），其他形狀者，外緣周邊⾧9公分至13公分。 

（2）與壁面保留5公分以上之間隔。 

圖 3.7.1 扶手與壁面距離（單位：cm） 

（3）高度 

     單道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為75公分至85公分。 

     雙道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分別為85公分、6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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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 單道及雙道扶手高度尺寸（單位：cm） 

（4）扶手上部淨空間≧45公分。 

（5）除廁所及浴室之可動扶手外，扶手應設置堅固，且扶手接頭處應平整，

不可有銳利之突出物。 

（6）扶手端部應作防勾撞處理，並視需要設置可供視障者辨識之資訊或點字。 

 

圖 3.7.3 扶手端部防勾撞及辨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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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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符合無障礙電梯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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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降機廂入口對側壁面應設置安全玻璃之
後視鏡（如對側壁面為鏡面不銹鋼或類似材質者不在此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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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昇降機出入口之樓地板應無高差，並留設直徑≧1.5公尺且坡度≦1/50

之淨空間。 

（3）出入口樓地板面與機廂地板面之水平間隙≦3.2公分。 

（4）梯廳及門廳內應設置2組呼叫鈕，呼叫鈕最小的尺寸應為⾧、寬各2公

分以上，或直徑2公分以上。上組呼叫鈕左邊應設置點字，下組呼叫鈕

之中心點距樓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下組呼叫鈕上方適當位置應設

置⾧、寬各5公分之無障礙標誌。 

（5）輪椅乘坐者操作盤最上層按鈕中心點距機廂地面≦120公分，最下層按

鈕之中心點距梯廂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輪椅乘坐者操作盤在控制
面板上應設置緊急事故通報器及開延⾧鈕；另操作盤距機廂入口壁面之

距離不得小於30公分、入口對側壁面之距離不得小於20公分。 

圖 3.8.1 電梯輪椅乘坐者操作盤高度（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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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30公分處之地板，應作30公分×60公分之不同材
質處理，並不得妨礙輪椅使用者行進。「呼叫鈕位置」為「不同材質之

地面」之中心點，「不同材質之地面」應避免使用導盲磚及類似材料，

並以嵌入式施作，防止絆倒，或妨礙輪椅使用者行進。 

圖 3.8.2 電梯呼叫鈕前之地板（單位：cm） 

（7）按鈕⾧、寬各2公分以上，或直徑2公分以上，按鈕間距≧1公分，其標

示之數字需與底板的顏色有明顯不同，且不得使用觸控式按鈕。 

圖 3.8.3 電梯按鈕（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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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受限基地條件無可避免，應就車站造
型美學整體考量，設置必要之遮雨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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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路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昇降機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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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昇降機門應水平方向開啟，並為自動開關方式。如門受到物體或人

阻礙時，昇降機門應設有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之裝置。 

（11）點字標示應設於㇐般操作盤（直式操作盤）按鈕左側。 

表 3.8.1 點字標示 

（12）機廂內應設置語音系統以報知樓層數、行進方向及開關情形。倘有
安全考量，可研議增設停電到樓裝置、地震感知器，另招呼站建議設

置直話對講機系統。 

（13）月台電梯以設置於月台中心位置為原則，考量安全管理及美觀，電
梯外牆及機廂採強化無框玻璃設計。室外玻璃電梯外牆及機廂應分別

考量防水、隔熱及通風散熱設計。室外電梯門口應設置截水溝。機坑

應設有集水井，原則採用重力式排水，次再考量泵浦抽排，並建議設

置積水警示裝置。 

（14）電梯於月臺層之開門方向以不面向軌道為原則。 

（15）主要入口樓層之昇降機應設置無障礙標誌，其下緣應距地板面190公
分至220公分，⾧、寬尺寸不得 小於15公分。如主要通路走廊與昇

降機開門方向平行，則應另設置垂直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 

（16）旅客用昇降機外部應於明顯之位置設置優先搭乘標示。 

（17）因應昇降機之使用人數眾多，昇降機內之地板裝修，應考量耐磨且

易於清洗之材質，以利管理單位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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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電扶梯 

（1）傾角：30度 

 

 

 

 

 

 

圖 3.9.1 電扶梯傾角 

（2）踏階寬度100公分以上。 

（3）踏階深度≧40公分。 

（4）出入口水平踏階數：至少4片。 

（5）尖峰小時運量大於300人，始考量設置月台電扶梯為原則。㇐等站以上

車站及新建之高架或地下化車站（除無派人管理之招呼站外），應考量
設置電扶梯。每㇐層電扶梯總數量應滿足尖峰15分鐘旅客需求，而評估

電扶梯數量應按每部電扶梯之載客量來評量。 

（6）當尖峰小時雙向流量超過4,000人時，應於月臺設置上、下樓之電扶梯。
當尖峰小時流量低於4,000人時，只考慮設上樓電扶梯（下樓使用樓

梯）。 

（7）配置近主要出入口，位置明顯，動線直接，避免繞行。 

（8）月臺層出口方向以不面向軌道為原則。 

（9）所有電扶梯設備範圍內之出入平臺區均應完全水平，其餘區域應設計

向外排水。出入平臺周圍與樓板相接處應有由平臺向外之洩水坡度。 

（10）所有電扶梯機坑須設置排水出口或集水井排除積水，排水以重力排

水為原則，次再考慮機械排水。 

（11）電扶梯之垂直揚程在5.5公尺以上者，須在跨度之中間加設支撐，但
經認可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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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楚標明使用時注意事項，避免不當使用而發生危險。電扶梯應具緊
急停止按鈕並應清楚標示（建議於上、下乘場及中間緊急停止按鈕為

紅色，且設置誤觸保護裝置並標示"緊急停止或STOP"警示），以利發

生意外時可立即停止運轉，另視實需增設置語音警示系統。 

（13）未鄰牆側之扶手外側應合併設計高度距梯級鼻端110公分以上之欄杆。 

（14）電扶梯未鄰牆面側之護欄，應避免採用完全透明材質之設計。 

（15）新建車站之電扶梯端末應留設自扶手前端起算3公尺以上之緩衝區，
緩衝區內不得有任何障礙物妨礙通行。改建及修建車站則應視現況條

件，設置適當之緩衝區。 

（16）地下車站（或地下通道）之電扶梯倘有雨水侵入之虞，端部應考量設

置截水溝及相關排水設施。 

3.10 月台 

（1）車站月台型式： 

島式月台：位於兩股路線之間，列車停靠於月台兩側者。 

岸壁式月台：列車僅能停靠月台之單側。 

（2）車站月台寬度 

月台設置電扶梯，其寬度島式月台至少8公尺寬，岸壁式月台至少6公 

尺寬，尺寸建議如下圖： 

圖 3.10.1 電扶梯及樓梯併設之島式及岸壁式月台寬度（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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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無設置電扶梯，其寬度島式月台至少7公尺寬，岸壁式月台至少6公 

尺寬。 

圖 3.10.2 島式及岸壁式月台無設置電扶梯寬度（單位：mm） 

（3）車站月台高度 

     新建車站月台高度為115公分。 

（4）月台柱、桿距樓梯、電梯、電扶梯及構造物出入口淨距應3公尺以上，

另樓梯、電梯、電扶梯及構造物間之淨距亦應3公尺以上；月台上所有
構造物距月台邊緣淨寬應在2公尺以上，其構造與建材應採輕量化設計，

配置應考量月台之通視性及勿阻礙樓梯、電梯、電扶梯與旅客上下車之

動線。 

（5）月台邊緣警示標線應離月台邊緣100公分處設置，設置10公分寬之黃色 

無凸點地磚，緊接設置30公分×30公分之凸點警示磚，警示磚之規格應

參考CNS 15933之規範設置。 

（6）地面及高架車站考量月台邊緣1公尺範圍內因係候車時不可侵入之安全

淨空區且易受雨水侵入，故需往軌道側設1%之洩水坡度；除此範圍外

及地下車站月台，地坪採水平設計不設橫向坡度。如遇軌道線形設有超

高者，其月台地坪不受前述採水平設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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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3 警示標線至月台邊緣之淨距（單位：cm） 

（7）月台邊緣設置列車到站LED月台警示燈，配合月台邊緣舖面尺寸，沿月

台車行方向約2公尺或2.4公尺（可配合地磚或石材單元尺寸酌調）設置

㇠盞，採多段式迴路設計俾利於分段檢修，燈具中心距月台邊緣24公分，

警示燈埋入孔直徑15.2公分（詳示意圖）。 

圖 3.10.4 LED月台警示燈位置示意圖 

（8）新設雨棚如為全罩式應能覆蓋到電車線。樓梯、電扶梯應設頂蓋並得採

強化膠合玻璃設置，並配合建築及消防相關法規設計，消防設施應考量

便於維管。 

（9）高架及地下車站月台為二方向逃生之需求，需各設置2座以上安全梯。 

（10）月台區域金屬物件（如雨棚、建築裝修、護欄、機電管線、電梯、電

扶梯等）均須連結至回流軌接地，並在月台軌道側設置靜電接地端子，

連結至回流軌，便於量測接地電阻。 

（11）月台緊急逃生梯門應設置開啟感應器，並連線到車站指定地點（如行

車室、值班站⾧室、站務室等）。 

（12）雨棚 

除月台為特殊狀況(諸如：月台不等寬、月台為曲線段)外，月台雨棚寬

度應與月台同寬，俾利發揮實際遮陽、遮雨功能。設計上應充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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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之氣候環境條件，並利清潔維護及符美觀輕巧之原則，且應參

考臺鐵局「車站及沿線景觀設計參考手冊」設計。 

（13）高架或戶外月台若設置電扶梯，應將遮風避雨設施納入設計考量，避      

免因遮蔽不足導致旅客淋雨及電扶梯設備易受風雨侵襲而易損壞。 

（14）月台雨棚柱應依臺鐵局之需求，於適當位置設置站名、出口及電梯方

向等指標，其內容及規格應依據臺鐵局「指標、示系統設計參考手

冊」，並配合站方需求設置。 

（15）月台上方懸吊設施，如指標示系統牌面、列車資訊系統及CCTV攝影

機等設施，其下緣至月台地坪間，原則應滿足至少2.5公尺之淨高。 

（16）月台雨棚內之電力桿應儘量設計共構。此外，雨棚屋頂排水管應與雨
棚柱整體設計，俾利美觀及實用。此外，月台上之相關設施管線應整

合設計，諸如廣播設備電源線、照明設備電源線、消防管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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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售票、驗票及站務設施 

4.1 售票、補票窗口與旅客服務中心 

（1）㇐般售票窗口與補票窗口檯面：高度100公分至105公分，深度應考量
設備空間、售票員及購票者操作可及範圍。車站售票、補票室下方之

管道空間（高架地板)，原則採降板方式設計，使其地坪與外部齊高。

另為利服務旅客及管理，售票、補票室門窗應能通視，並避免設置金
屬柵欄。補票室各面均應有與售票窗口相同款式之大型玻璃窗，以利

查看進出車站旅客過閘情況，臨旅客出站面應設置與售票窗口相同之

櫃台以利補票作業。 

補票室之人員出入門設置於與進出月台閘門之平行側，以利人員可迅

速前往驗票閘門處理問題票證，臨補票室應設1.1公尺寬之人工閘門，

以利旅客補完車票之後就近出月台及就近協助輪椅旅客進出月台。 

圖 4.1.1 售票窗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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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通勤站售票室配置圖 

（2）設有售票窗口及服務櫃檯者，無障礙售票窗口及服務櫃檯至少各1座。

檯面高度70公分至80公分，檯面下淨空高度65公分，深度45公分。並

設無障礙標誌。 

 

 

 

 

 

 

 

 

 

 

 

 

 

圖 4.1.3 無障礙服務櫃檯尺寸（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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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人行靠右側行走的習慣，售票窗口配置於進站主要動線右側，補票

窗口配置於出站主要動線右側，避免出入站旅客動線交錯。 

（4）售票窗口前應有適當⾧度之旅客排隊購票空間，並應有足夠之寬度及

⾧度，以供等候及迴轉。 

（5）㇐般檯面與自動售票機前設置深度20公分、高度75公分置物檯面。 

（6）旅客服務中心應設於車站大廳內，靠近售票窗口且位置明顯之處，以方

便旅客之詢問。 

4.2 自動售票機與兌幣機 

自動售票機與兌幣機前至少應有2公尺以上（二等以上等級車站應有4.8公

尺以上）之排隊空間，機房內側至少應有2公尺以上之維修空間，自動售

票機尺寸應洽臺鐵局提供，俾利牆面及機房配合設計。 

4.3 人工驗票與自動驗票閘門 

（1）人工閘門 

無障礙通道寬度110公分。 

㇐般通道寬度65公分。 

驗票口閘門型式及配置方式，應洽臺鐵局辦理。 

 

 
 

 

 
 

 

 
 

 

圖 4.3.1 無障礙人工驗票閘門尺寸（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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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閘門 

無障礙通道寬度90公分。 

㇐般通道寬度55公分。 

票證操作高度75公分。 

驗票口閘門型式及配置方式，應洽臺鐵局辦理。 

（3）依人行靠右側行走的習慣，進月台票閘配置於進月台方向右側，出月台

票閘配置於出月台方向右側，避免出入月台旅客動線交錯。 

（4）驗票閘門前、後兩端（自閘門面向付費區或非付費區）應留設適當之緩

衝空間。 

（5）人工驗票與自動驗票閘門均應設於具遮風避雨之處，避免因遮蔽不足而

導致旅客淋雨，或設備受風雨侵襲而易損壞。 

4.4 站務空間 

（1）車站辦公室應考量通風採光及西曬……問題。 

（2）車站應設置適當之儲藏空間及垃圾回收空間，避免因收納空間不足而使

旅客對車站產生紊亂、髒亂的不良觀感。 

4.5 行車室及聯絡室 

行車室依實際需求附設休息室與簡易浴廁，聯絡室依實際需求附設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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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服務設施 

5.1 廁所盥洗室 

（1）內部設備包含： 

洗檯區：洗手檯（含考量兒童使用高度）、洗面盆、洗手乳、照面鏡、 

置物平臺、烘手機、擦手紙架、求助鈴。 

如廁區：隔間、便器、小便器（含無障礙小便器並考量孩童使用高度） 

與隔板（僅男廁）、衛生紙架、置物平臺、衣物掛勾（門上）、 

兒童安全座椅（至少1間）、求助鈴。 

（2）車站內男女廁所出入口不設門扇並應分離，且出入口處應採迂迴通道避

免可直視到廁間門及小便器；車站戶外廁所出入口應設門扇及鎖，俾利
夜間管制。洗檯區與如廁區適當區隔，用以乾溼分離。此外，考量廁所

地板之清洗需求，可於出入口或適當處設置排水孔、防臭落水頭、截水

溝及相關排水設施。 

（3）坐式廁間 

     廁間寬度應為100公分以上，便器與廁間門扇之淨距離應不小於70公

分，並依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計。 

 

圖 5.1.1 理想之坐式廁間尺寸（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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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蹲式廁間 

     廁間應為寬度120公分以上，深度100公分以上，蹲式便器⾧度宜採用

70公分以上之規格，便器設置與門平行，其邊緣與隔間牆間之淨距應

≧25公分，且地坪不得有高差。蹲式便器前方應設置垂直扶手為 60 
公分，水平扶手為 40 公分之倒 T 形扶手，並依營建署「公共建築

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設計。蹲式廁間應為無階化，樓板並採降版設

計，並整體考量下方空間之裝修與管線等系統，避免造成淨高不足或

管線衝突之情形。 

 

 

 

 

 

  

圖 5.1.2 蹲式便器設置方向應與門平行（單位：cm） 

（5）小便器中心點間距應為80公分以上，距離側牆40公分以上，小便器間

應設置隔板。至少1只為無障礙小便器（亦可供兒童使用）。 

（6）小便器應採壁掛式，底面離地面15公分以上，斗口應採尖凸式，壁面

前方55公分範圍內，地板面應以2%坡度往壁面方向洩水，地板面末端
應設導水溝與防臭落水頭，導水溝與排水孔設置位置如係人行動線，則

須考量使用材質之表面防滑效果。 

（7）㇐般廁所設有小便器者，應設置至少㇐處無障礙小便器。無障礙小便

器應設置於廁所入口便捷之處，且不得設有門檻。 

（8）無障礙小便器之突出端距地板面高度不得大於38公分；與其他小便器

間應裝設隔板，且隔板間之淨空間不得小於小便器中心線左右各50公
分。小便器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或自動，手動沖水控制應符合使用者可

操作範圍。 

（9）無障礙小便器兩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扶手上緣距地
板面 85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65公分至70

公分；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120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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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線距離為60公分，⾧度為55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與牆壁之距

離為25公分。 

圖 5.1.3 小便器扶手（單位：cm） 

（10）洗面盆中心間點距應為80公分以上（合併作為化妝區使用者，中心點

間距應為140公分以上），淨深應達45公分以上，前側留設120公分以

上淨空間，檯面高成人用為80公分，至少1只供兒童用為60公分。 

 

 

 

 

 

 

圖 5.1.4 洗面盆設置位置（單位：cm） 

 

圖 5.1.5 洗面盆之設置間距（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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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量乘車旅客與商業空間之需求，女、男公廁應配合車站設計，儘量
付費區與非付費區皆設置，如因空間與需求之考量僅設置㇐處者，以

設置於非付費區為原則。 

（12）大便器、小便器、洗面盆之數量，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條之規定辦理。 

（13）大便器型式採用坐式及蹲式各半數，總數為奇數時，以坐式為多。 

（14）於盥洗室內或鄰側統㇐設置㇐處清潔工具間。 

（15）廁所應設置求助鈴，且連線至車站指定地點（如行車室、值班站⾧室、

站務室等）。設有求助鈴之廁間應作標示，按鈕亦應明確標示。 

圖 5.1.6 求助鈴位置圖（單位：cm） 

（16）廁所採自然通風為原則，可視需求加設通風設備，以提高通風效率，

同時為避免臭氣四溢，可增設抽排氣設備。另廁間如仍有被窺視之虞，

應另加阻隔措施。 

（17）廁間內及小便器與洗面盆前方應設置淨深25公分以上置物平台。 

（18）廁所使用狀態顯示裝置 

      針對旅運量較大之車站（甲級站及㇠級站），為利旅客如廁實需，可

於廁所入口明顯處設置使用狀態顯示裝置。此外，廁間門扇則可利用

鉸鍊或其他方式控制，使之於無人使用時會向內微開㇐定角度，俾利

旅客辨別。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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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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男、女廁皆需設置尿布台以滿足兩性照顧幼兒之需求。此外，基於父
親或母親均有單獨帶嬰、幼兒搭車之使用需求，故於車站空間許可下，

應考量於男、女廁所，各設置1個較大的廁間增設兒童安全座椅、兒童

馬桶（或兒童小便斗），俾符實需。 

（21）廁所盥洗室內洗面盆上方應設置適當之照明設施，其照度應至少達

180lux。 

（22）考量旅客安全，廁所之公共區域（如等待區或洗面盆），應於適當位
置設置求助鈴，且連線至車站指定地點（如行車室、值班站⾧室、站

務室等）。設有求助鈴之按鈕亦應明確標示，以因應突發狀況。 

（23）廁間內之扶手，如固定於輕隔間牆上，應設計足夠之強度，以免鬆脫

致造成使用者受傷。 

5.2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1）內部設備包含：便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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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自動沖水裝置。 

（2）廁所內應設置直徑≧150公分之迴轉空間。 

（3）廁所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90公分。 

（4）馬桶至少有㇐側邊之淨空間≧75公分，座墊之高度為40公分至45公分，
背靠距離馬桶前緣42公分至50公分，背靠與馬桶座墊之淨距離為20公

分。 

（5）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洗面盆上方應設置適當之照明設施，其照度應至少

達180lux。 

（6）無障礙洗面盆上緣距地板面不得大於80公分，下緣應符合膝蓋淨容納 

空間規定，外露管線及器具表面不得有尖銳或易磨蝕之設備；水龍頭應
有撥桿，或設置自動感應控制設備，洗面盆外緣距離可控制水龍頭操作

端、可自動感應處、出水口均不得大於40公分，如設有環狀扶手時深度

應計算至環狀扶手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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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無障礙洗面盆高度（單位：cm） 

（7）洗面盆應設置扶手，型式可為環狀扶手或固定扶手。設置環狀扶手者，

扶手上緣應高於洗面盆邊緣1公分至3公分（如圖示1）。設置固定扶手
者，使用狀態時，扶手上緣高度應與洗面盆上緣齊平，突出洗面盆邊緣

⾧度為25公分，兩側扶手之內緣距離為70公分至75公分（如圖示2）。

但設置檯面式洗面盆或設置壁掛式洗面盆已於下方加設安全支撐者，得

免設置扶手（如圖示3）。 

圖 5.2.2 洗面盆扶手尺寸（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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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照面鏡高度≧90公分，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離≦90公分。 

圖 5.2.3 行動不便者使用之⾧鏡（單位：cm） 

（9）緊急求助鈴按鈕應設置兩處，㇐在距離馬桶前緣往後15公分、馬桶座

墊上60公分處，另在距地板面高15公分至25 公分範圍內設置㇐處可供

跌倒後使用。緊急求助鈴應連接至車站指定地點（如行車室、值班站⾧

室、站務室等），若無指定地點，應連接至廁所外部設置警示燈或聲響。 

圖 5.2.4 緊急求助鈴按鈕位置（單位：cm） 

（10）廁所應設於無障礙通路可到達之處，入口處不得有高差，止水宜採

用截水溝。 

（11）廁所內不得有高差。 

（12）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4公分至6公分，靠牆之㇐側並應於距門把4公

分至6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圖 5.2.5 廁所門擋（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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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設置自動沖水或手動沖水，手動沖水控制中心點應設置於 L型扶手

之側牆上，距馬桶前緣往前10公分及馬桶座墊上約40公分處。 

 

 

 

 

 

 

 

圖 5.2.6 馬桶沖水控制位置示意圖（單位：cm） 

（14）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型扶手，扶手水平與垂直⾧度皆不得小於70公

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27公分，水平向扶手上緣

與馬桶座墊距離為27公分。L型扶手中間固定點並不得設於扶手垂直

部分。 

 

 

 

 

 

 

 

 

 

圖 5.2.7 馬桶側壁裝置L形扶手（單位：cm） 

（15）馬桶至少有㇐側之扶手應為可固定之掀起式扶手，使用狀態時，扶手
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35公分，扶手高度與對側之扶手高度相等，

扶手⾧度不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不得大於1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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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馬桶掀起式可動扶手（單位：cm） 

5.3 親子廁所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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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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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哺（集）乳室 

（1）門、窗可由內部上鎖。內部設備包含：有蓋垃圾桶、靠背椅、尿布台、

洗手槽、冷熱飲水機、空調、電源插座、緊急求助鈴或其他求救設施。

空間配置應滿足150公分以上輪椅迴轉空間。 

（2）裝修以暖色系為主。 

（3）在車站現況條件允許及可確保私密性的情況下，哺（集）乳室可再細分

為前室（休息區、尿布台）及後室（哺乳區；具獨立可上鎖之隔間），

俾使更多人能同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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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服務鈴 

（1）服務鈴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距地面高度約85公分，並設警示燈及

聲響。 

（2）設置於主要出入口與主要設施動線上，位置與標示明顯，連線至站務

室。 

（3）設置位置 

售票口：每1售票口1組。 

自動售票機：每1自動售票機1組。 
室外無障礙通路：每1出入口1組。 

無障礙電梯：每1台1組。 

哺（集）乳室。 
補票口。 

5.6 公共電話 

（1）坐輪椅者用電話機，上緣高度≦110公分，其底座下緣高度≧65公分，空

間寬度80公分以上。 

圖 5.6.1 無障礙公共電話亭側向立面圖（單位：cm） 

（2）應設無障礙標誌。 

（3）設置處需連通室外或室內無障礙通路。 

（4）為服務旅客，應視車站等級於等候空間設置適當數量公共電話。 

（5）每㇐裝設公共電話之處所，至少需有1具無障礙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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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候車座椅 

（1）車站大廳（或候車室）及月台等候空間應設置候車座椅。 

（2）得減少1席以上之座椅，以供輪椅、嬰兒車或大件行李停留。 

（3）設置位置需使旅客可了解車站與列車資訊。 

5.8 置物櫃 

應設置於非付費區，靠近旅客服務中心、旅客主動線附近。 

5.9 行包房 

（1）行包房應靠近行李車之位置並與旅運設施有所區隔，其行包動線以不干

擾旅客動線為原則。 

（2）行包房之設施及空間需求，由臺鐵局提供。 

（3）大型行包房應在車站廣場側設行包停車場。 

5.10 停車場 

（1）車位豎立標誌：應於停車位旁設置具夜光效果之無障礙停車位標示，

標誌尺寸應為40公分×40公分以上，下緣高度190公分至200公分。 

 

 

 

 

 

 

圖 5.10.1 無障礙車位豎立標誌立面圖（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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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車位地面上應設置無障礙停車位標誌，標誌圖尺寸不得小於90公分×
90公分，停車格線之顏色應與地面具有辨識之反差效果，下車區應以斜

線及直線予以區別，斜線淨間距為40公分以下，標線寬度為10公分，

以利區別。 

 

圖 5.10.2 無障礙停車位平面圖（單位：cm） 

（3）汽車停車位⾧度不得小於600公分，包括寬150公分的下車區，總寬度

≧350公分，相鄰停車位得共用下車區。 

圖 5.10.3 相鄰無障礙停車位平面圖（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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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車停車位⾧度不得小於220公分，寬度不得小於225公分，停車位
地面上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標誌，標誌圖尺寸應為⾧、寬各90公分以

上。機車停車位之出入口寬度及通達無障礙機車停車位之車道寬度均

不得小於180公分。 

圖 5.10.4 無障礙機車停車位平面圖（單位：cm） 

（5）無障礙停車位應設於最靠近建築物無障礙出入口或無障礙昇降機之便

捷處。 

（6）地面高低差不得大於0.5公分，坡度應小於1/50。 

（7）停車位依自行車→機車→汽車之順序往車站外側佈設。停車場動線應

依基地條件合理配置，並考量多數使用者之便利性，俾發揮使用效益。 

（8）汽車停車位可視需求適當設置車輪擋。 

（9）與室外或室內無障礙通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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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停車位未滿二十五個者，
不在此限。停車位之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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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於靠近停車場之電梯、人行出入口或管理

室等便捷及安全處所。 

（11）立體化停車場之車道寬度除符合法令規定(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

尺以上；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外，在基地條件許可下，

宜採加大寬度設計。曲線段(坡道區)之車道寬度雙車道建議7公尺以
上、單車道建議4公尺以上；直線段之車道寬度雙車道建議6公尺以

上、單車道建議3.5公尺以上。此外，車道設計應採用止滑效果較佳

之鋪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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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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新興計畫之車站應以臺

鐵局盤點提供各站自行車車友實際之使用量，及車站附近是否有景點及

自行車道作為車站優先設置自行車友善設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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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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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11.1自行車牽引道案例 

（3）於樓梯旁設置牽引道時，建議與兩旁牆面保持適當距離，以方便牽引，
且間距不宜過寬以避免妨礙行人扶握扶手與通行，牽引道車道面寬建議

為8公分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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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道在銜接樓梯之端點處，應妥善處理避免突出妨礙行人通
行安全。自行車牽引道型式及導引標示等，應參照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

計參考手冊。 

（4）自行車牽引設施位置指示 

     為便利攜帶自行車旅客清楚自行車牽引設施位置，建議需設置自行車牽

引道導引標示，用以導引自行車上下月台可供牽引之動線，設置型式可

依各場站現地狀況，以黏貼於牆面或以成型標線貼於地面或設立標誌牌
指引，牌面顏色為藍底白字白色邊線，並得繪設觀光局自行車圖樣。若



 

 

 

 

    48                                  111/1 

因樓梯受限既有寬度無法設置牽引道，可改以指引可提供自行車使用之

電梯位置。 

圖5.11.2車站自行車牽引道指示標誌 

圖5.11.3提供自行車使用之電梯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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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景觀並預留適當之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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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車站之空間面積 
6.1 設計原則 

（1）辦理鐵路車站新建、增建及改建工程時，為免車站空間規模設計失當並
建立各等級車站之空間面積量化標準，車站設計請依「各等級車站之空

間面積量化表」參辦。 

（2）車站之商業空間應採因站制宜方式辦理，並於規劃設計及都市設計審議

階段與臺鐵局協調確定。 

6.2 各等級車站之空間面積量化 

表 6.2.1 各等級車站之空間面積量化表 

性

質 

分

類 

空間名稱 

各等級車站之設置需求及空間面積(㎡) 

備註 
甲級 乙級 丙級 丁級 戊級 己級 

轉

乘

空

間 

1 人行道 ◎ ◎ ◎ ◎ ◎ ◎ 

建議因站制

宜並符合臺

鐵局「車站

及沿線景觀

設計參考手

冊」規定 

2 車站廣場 ◎ ◎ ◎ ◎ □   

3 

計程車、自

小客車、機

車及行動不

便者接送臨

停區 

◎ ◎ ◎ ◎ □   

4 公車等候區 ◎ ◎ ◎ ◎ □   

5 
行動不便者

專用停車位 
◎ ◎ ◎ ◎ ◎ □ 

6 
公務車停放

暨載卸貨區 
◎ ◎ ◎ □     

7 
計程車等候

排班區 
◎ ◎ ◎ □     

8 
自小客車停

車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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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分

類 

空間名稱 

各等級車站之設置需求及空間面積(㎡) 

備註 
甲級 乙級 丙級 丁級 戊級 己級 

 9 
機車、自行

車停車場 
◎ ◎ ◎ ◎ □   

旅

運

空

間 

1 自動售票機 ◎15 台 ◎8 台 ◎6 台 ◎4 台 ◎3 台 □   

2 售票窗口 

◎8 個(含
1 個無障

礙窗口) 

◎6 個(含
1 個無障

礙窗口) 

◎4 個(含
1 個無障

礙窗口) 

◎2 個(含
1 個無障

礙窗口) 

合併 

設置 

    

3 驗票空間 ◎ ◎ ◎ ◎     

4 補票空間 

◎20(2 個,
含 1 個無

障礙) 

◎20(2 個,
含 1 個無

障礙) 
◎10 □     

5 廁所盥洗室 

◎依法令

設置(非付

費區、1
間親子廁

所、付費

區酌量增

設) 

◎依法令

設置(非付

費 

區、1 間

親子廁

所、付費

區酌量增

設) 

◎依法令

設置(非付

費區、1
間親子廁

所、付費

區酌量增

設) 

◎依法令

設置(非付

費區) 

◎依法令

設置(非付

費區) 

◎依法令

設置(非付

費區) 
  

6 
哺（集）乳

室 

◎20(2

間) 

◎20(2

間) 

◎10(1

間) 

◎10(1

間) 

□依法令

設置 

□依法令

設置  
  

7 車站大廳 

◎3000 

(符合法令

規定) 

◎1000 

(符合法令

規定) 

◎500 

(符合法令

規定) 

◎400 

(符合法令

規定) 

      

8 候車室 
◎併入車

站大廳 

◎併入車

站大廳 

◎併入車

站大廳 

◎併入車

站大廳 

◎300 

(含自動售

票機及售

票、驗票

空間) 

◎100 以

下 

(含自動售

票機及驗

票空間) 

  

9 
旅客服務櫃

檯 
◎25 ◎20 ◎ □ □     

10 
旅客服務中

心 
◎50 ◎40 ◎30 

□10 

以下或不

設 

□10 

以下或不

設 

    

11 
貨運物流行

包室 
◎200 ◎2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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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分

類 

空間名稱 

各等級車站之設置需求及空間面積(㎡) 

備註 
甲級 乙級 丙級 丁級 戊級 己級 

 

12 
行旅生活服

務 
◎依綜合規劃、都市設計審議及法令規定 

採因站制宜

方式辦理，

並於規劃設

計及都市設

計審議階段

與臺鐵局協

調確定。 

13 

車站商業空

間及其附屬

設備 

◎依綜合規劃、都市設計審議及法令規定 

14 

高架橋下空

間及停車空

間 

◎依綜合規劃、都市設計審議及法令規定 

站

務

及

其

他

空

間 

 

1 站長室 ◎30 ◎30 ◎25 ◎20       

2 值班站長室 ◎30 ◎25 ◎20 ◎15       

3 
訓練及會議

室 
◎90 ◎60 ◎30 □       

4 行車控制室 
依實需設

置(60) 

依實需設

置(50) 

依實需設

置(40) 

依實需設

置(30) 

依實需設

置(20) 

依實需設

置(20) 
  

5 車站電腦室 ◎ ◎ □ □       

6 月臺站務室 ◎40 ◎30 ◎30 □       

7 
票務/站務辦

公室 
◎150 ◎50 ◎40 ◎40 

依實需設

置(30) 
依實需設

置(20) 
  

8 駐衛警室 
◎依實需

設置 

◎依實需

設置 
□         

9 
設備維修空

間 

◎依實需

設置 

◎依實需

設置 
□ □       

10 
電務維修空

間 

◎依臺鐵

規定 

◎依臺鐵

規定 
□ □       

11 員工空間 ◎300 ◎150 ◎90 ◎30       

12 
駐站單位空

間 

◎依實需

設置 

◎依實需

設置 
□ □       

13 
清潔維護設

備空間 
◎40 ◎40 ◎40 

◎20 
(可彈性設

置) 

◎20 
(可彈性設

置) 

◎20 
(可彈性設

置) 
  

14 貴賓室 ◎80 ◎40 ◎40         

15 儲藏室 ◎40 ◎40 ◎40 

◎20 
(可彈性設

置) 

◎20 
(可彈性設

置) 

◎20 
(可彈性設

置) 
  

 
16 急救室 ◎20 □ □ 

可與其他

空間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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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分

類 

空間名稱 

各等級車站之設置需求及空間面積(㎡) 

備註 
甲級 乙級 丙級 丁級 戊級 己級 

17 失物招領室 ◎20 ◎15 ◎10 
可與其他

空間合併 
      

 說明： 

1.圖例說明：◎應設置；□視需要而定。 

2.系統機電如電訊機房與號誌繼電器室及電車線開關及 SCADA 設備室等應依臺鐵局電務處最

新修正版本規劃。 

3.通勤車站並依臺鐵局通勤車站站務室設計原則辦理。 

4.本表係屬設計參考性質，各車站得依旅運需求，衡實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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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旅客資訊標誌 
旅客資訊標誌，依臺鐵局「指標、示系統設計參考手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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