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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09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市區通勤自行車道路網研究 

期 程 109 年 1 月至 12 月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本市自行車道整體規劃以現有河濱自行

車道做為幹線，輔以捷運沿線自行車

道，新北市 YouBike 租借站邁向 600 站，

騎乘人次已突破一億，為鼓勵民眾使用

自行車通勤，打造河濱車為成通勤綠

廊，串聯市區的自行車道，方便民眾接

駁騎乘到市區，讓 YouBike 成為範圍更

大的通勤運具。本研究將探討市區通勤

自行車道路網規劃，以安全、少牽引作

為通勤綠廊規劃重點，並增設河濱及市

區端完善的指標系統。 
方 法 與 過 程 一、 國內外文獻整理：本案先行蒐集國

內外自行車道規劃相關資訊，瞭解

自行車通勤發展現況及辦理情形。

二、 自行車道資料蒐集與分析：市區規

規劃自行車道之限制及設置規

則，並研擬本市自行車通勤綠廊可

行路線。 
三、 現況調查：透過資料蒐集與分析瞭

解自行車通勤規劃各項環境限

制，經由實地現場勘查道路現況，

並評估及規劃針對環狀線 10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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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通車後及捷運站、火車站周邊

環境，評估轉乘捷運、臺鐵與

YouBike 間人次及使用特性與路

徑，研議規劃市區端通勤路徑串連

至河濱自行車道。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一、 本市自行車通勤綠廊初步建議可

區分為主幹(有獨立及安全之自行

車騎乘空間) 、串聯(指標)及綠境

(地面導引標誌 Logo)等規劃方式。

二、 市區路徑串接捷運站、臺鐵車站、

YouBike 站、政府機關、學校等，

並增設河濱及市區端指標系統。 
三、 提供相關配套措施包含檢討自行

車停車空間、提供多元運具選擇、

費率提供轉乘優惠、自行車騎乘教

育與宣導、鼓勵台灣城市單車聯盟

辦理單車通勤日活動。 
四、 積極參與及參訪國內外自行車道

相關會議、觀摩自行車道及周邊相

關設施，並鼓勵企業響應，設置盥

洗空間；提升本府同仁對於自行車

道建設相關技術資訊的瞭解，以評

估自行車道。短期先以工程強化

「通勤綠廊」的安全設施，未來在

新開發區域導入人車分道的安全

設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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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為鼓勵民眾利用綠色運具，打造低碳友善城市，新北市交通

局、水利局已於 108 年 9 月合作試辦板橋、新店及三重等三條路

線的自行車通勤綠廊。新北市自行車道全長逾 600 公里，通勤綠

廊的規劃以河濱自行車道為主幹道，路徑串接市區人車共道、自

行車道或利用慢車道並設置標誌、標線導引。通勤綠廊規劃重點

以安全、少牽引，且市區路徑串接捷運站、YouBike 站、政府機

關、學校等，並增設河濱及市區端指標系統，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並於板橋區江子翠橫移門、新店區湯泉陸橋下及三重區 12 號越

堤道頂等三個試辦區的堤內外出入口增設相關指示牌面及導覽

地圖，再搭配全國規模最大 YouBike 服務網，提供民眾安全、舒

適、便捷的騎乘環境和轉乘服務。另外，市府秘書處重新調整行

政大樓員工自行車停車空間，除新增車位及指引標示，並將壁面

彩繪美化，且於 30 樓、31 樓設置淋浴室，提供置物櫃和吹風機，

以鼓勵市府員工多多利用自行車通勤。109-110 年持續透過捷運

復舊、都市計畫檢討和人行道改善工程，提升自行車騎乘環境，

以完善自行車通勤騎乘路網。 

貳、 主旨及背景說明 

近年新北市大力推動公共運輸、快速拓展捷運路線，落實綠

色交通概念，亦於市區道路及河濱地帶積極建置自行車路網。本

市既有自行車道系統仍以遊憩型路線為主，並多集中於河濱路

段，未來應以強化運輸型路線為努力目標，藉此呼應落實政府推

動節能、減碳的決心(朱建全、李正建、周裕閔、邱昱淂，2012)。 

為了提供本市更完善的低碳轉乘運具，落實綠色運輸無縫接

軌的綠色交通概念，自 2008 年 10 月 31 日率全國風氣之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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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全國最早啟用之市區人工化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如何加強鐵

路、捷運周邊轉乘設施，落實自行車作為第 1 哩及最後 1 哩接駁

運具，依據法國里昂及巴黎公共自行車推動經驗，增加租賃站密

度及車輛數，提升民眾使用率，如何讓民眾更容易使用，是系統

成功的關鍵因素 (吳國濟、林昭賢、謝政宏，2015)。市區自行車

道受限於道路環境條件尚未廣泛建置，較難以規劃，將配合公共

自行車租賃站建置，持續檢視租賃站周邊道路環境規劃市區自行

車道以提升自行車環境發展效益(葉燿墩、林昭賢、劉心荷，2015)。 

為了鼓勵民眾使用自行車，本市打造全國最大 YouBike 服務

網達 630 餘站，提供 2 萬多餘個自行車停車位，並設置 626.83

公里長的自行車道。在營造友善騎乘環境部分，本市配合都市計

畫及道路復舊工程以持續檢討自行車道的設置，惟受市區道路空

間限制，如何規劃合適的自行車空間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一般自

行車使用者的行為較難蒐集，本市 YouBike 站位涵蓋 20 個行政

區，每月使用人次達 200 萬，利用 YouBike 的資料探討自行車族

群的需求，具一定代表性。 

本研究以 YouBike 租借起訖資料為基礎，惟因無法實際得

知騎士借車後的行駛路徑，爰建構系統程式，透過異站租借量進

一步掌握民眾騎乘 YouBike 使用需求，對設站點與起訖路線進行

整體性的檢討，以發掘熱門騎乘路徑。如何從需求面找尋市區自

行車道路徑並規劃自行車道，更能符合使用者需求。期盼能跟營

運單位研究找出更貼近自行車騎乘行為的自行車路網，並考量道

路空間、服務水準及串聯性等因素後，依據不同的道路條件規劃

合適的自行車道形式。 

低碳城市、綠色交通是未來城市發展的趨勢，為鼓勵民眾平

日使用河濱自行車道通勤，本府水利局與交通局於 108 年 9 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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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規劃「自行車通勤綠廊」。計畫以河濱自行車道為主幹道，路

徑串接市區人車共道、自行車道，並利用慢車道設置標誌、標線

導引，如何從堤外到堤內確保自行車通行安全，規劃路徑行經市

區捷運站、政府機關、學校或景點等。此規劃示範區域為板橋、

三重及新店區，規劃的重點將以安全、少牽引，並增設指標系統，

另此路徑也結合河濱租借站、YouBike 站，以形成河畔綠廊自行

車道路徑，提供民眾舒適安全騎乘環境。 109-110 年持續透過捷

運復舊、都市計畫檢討和人行道改善工程，提升自行車騎乘環

境，以完善自行車通勤騎乘路網。 

參、 研究方法及發現 

一、推動目標 

 

圖1  推動目標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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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路網友善性規劃原則 

自行車道路網規劃型式可區分為運輸型與休閒型自行車

道路網。自行車道路網友善性的規劃原則包括整合性、直接

性、安全性、舒適性及車道吸引力等五項，其中運輸型自行車

道路網以前三項(整合性、直接性與安全性)為主要規劃原則(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2017修訂版)。 

(一)整合性 

1. 路網密度：路網整合是規劃路網友善性的第一項原則，牽

涉到自行車騎士是否可便利抵達目的地。 

2. 與其他運具路網整合：除了自行車道路網的內部整合外，

亦需與其他運具路網進行整合。 

(二)直接性 

1. 直接距離：直接距離即出發點至目的地最短距離。 

2. 直接時間：大部分騎士都希望減少停等或剎車的次數，因

此直接時間的判斷準則可採用兩個因子，每公里的交叉路

口數(或號誌路口數)與每公里煞車次數，兩個因子越低，

代表對於自行車騎士的吸引力越高。 

(三)安全 

1. 減低與機動車輛的交通衝突點：當動線交叉次數愈多，自

行車道產生的危險衝突機率。 

2. 與機動車輛適度的隔離：當自行車騎士與高速行駛的汽機

車進以實體分隔時，安全性相對提升。若空間不足必須共

用道路時，則可優先設置於人行道，若必需與汽機車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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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時，則盡量與汽機車分隔；當汽機車交通量過高（外

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每日或大車＞300 輛/每日）而

道路狹窄，致使無法以專用車道方式佈設者，自行車道得

採繞行巷道，以求安全。 

3. 降低衝突點的速限：在自行車道穿越(或共用)公路(或市區

道路)路網時，兩者之間的速度差異建議降至最低，建議主

要道路速限不高於40km/hr，次要道路速限不高於30km/hr。 

4. 清楚易於辨識的道路標誌：於自行車和汽機車交通的車道

及交岔路口設置自行車專用標誌設施，以利騎士依循。 

三、自行車道設置形式 

自行車使用道路型式分類依路權型式可分成道路（way）

與車道（lane）兩大類；道路（way）係指專提供自行車專用（或

與行人共用）、無汽機車混用的路權形式，車道（lane）則是

與汽機車共同使用一道路平面的路權形式，上述兩者都可分為

專用與共用。因此共可分為道路與車道兩大類及分別專用與共

用四種分類如下：分別為自行車專用道路、自行車共用道路、

自行車專用車道及自行車共用車道，再依據設置地點及型式可

細分為11 種類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7修訂版)。 

自行車道佈線選擇之考慮次序略分為四步驟： 

        (一)是否有足夠路權檢核 

   (二)道路路權範圍內人行道空間上佈設自行車道檢核 

        (三)道路路權範圍內行車道空間上佈設自行車道檢核 

   (四)外側車道交通量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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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高需求自行車道流程 

 

圖2  規劃高需求自行車道流程 

依據不同條件規劃專用自行車道、人車共道或一般車道混

用的騎乘空間。參考交通部運研所(2017 修訂版)自行車道系統

規劃設計參考手冊及內政部營建署(2014)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

設計規範，自行車道構建型式包含： 
(一)專用自行車道 

自行車專用道指道路上車道只供自行車使用，路權專屬自行車。 

 

 

 

 

 

 

圖 1 專用自行車道斷面示意圖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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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側自行車道 

於車行空間設置以標線分隔之自行車道：係指於慢車道或混合

車道之外側，在自行車與汽機車道間以劃設單白實線分隔者。 

 

 

 

 
 
 
 
 
 

 

圖 2 路側自行車道斷面示意圖及配置圖 

 

圖 5 標線型自行車道借鏡國外作法引進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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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 

係行人與自行車共同使用人行道之空間，其他車種不得佔用行

駛，建議於人行道服務水準 C 級以上(流率:34~49 人/分.公尺；平

均密度:0.49~0.78 人/M2)路段始可設置。 

 
圖 6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斷面示意圖及配置圖 

肆、 打造自行車通勤綠廊 

一、108 年規劃成果 

本市自行車道整體規劃以現有河濱自行車道做為幹線，輔

以捷運沿線自行車道，目前新北市 YouBike 租借站已達 600

站，騎乘人次已突破一億，為鼓勵民眾使用自行車通勤，本市

決定打造河濱車道成為通勤綠廊，串聯市區自行車道，以利民

眾接駁騎乘到市區，讓 YouBike 成為範圍更大通勤運具。本研

究以安全、少牽引作為通勤綠廊規劃重點，並增設河濱及市區

端完善的指標系統。108 年 9 月已完成 3 條路徑規劃包含板橋、

新店及三重區，提供規劃市區端通勤路徑串連至河濱自行車道

之成果報告。 

以往都是優先建構河濱休閒自行車道，現在因應交通需

求，如何讓自行車道更安全、更平整、更便利成為建構自行車

道服務最重要的考量。YouBike 與捷運或公車的搭配，對通勤

族來說相當地便利，為貫徹綠能交通，YouBike 由原扮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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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路及最後一哩路轉乘接駁的重要角色，更提升為通勤的綠色

運輸工具。本研究以河濱自行車道為主幹道，路徑串接市區人

車共道、自行車道或利用慢車道增設標誌標線導引，從堤外到

堤內，以確保自行車通行安全，打造綠色運輸環境。 

板橋、新店、三重區市區銜接河濱自行車道如圖 7，如下： 

1. 板橋區路線：「河濱自行車道-江子翠水門-萬板路-民生路 2 段-縣

民大道-新北市政府(板橋車站) 」。 

2. 新店區路線：「河濱自行車道-湯泉陸橋-中山路-央北二路-中央路-

小碧潭捷運站」。 

3. 三重區路線：「河濱自行車道-12 越堤道-捷運路-三重捷運站」。 

 
圖 7 自行車通勤綠廊 

(一)本案規劃-公部門與鄰里合作(領導力與團隊組織)  

為鼓勵民眾使用自行車通勤，使新北市成為低碳友善城

市，本府水利局與交通局合作規劃今年以板橋、新店及三重

區等三區示範推動自行車通勤綠廊。市區通勤路廊規劃由交

通局主政邀集相關單位(含捷運局、高灘處、養工處、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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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里辦公處)辦理市區串接河濱自行車道會勘，本案由交通局

主管與同仁團隊合作自行完成相關規劃、現勘、會勘及設置

市區自行車道標誌標線。因市區道路寬度有限，不是所有路

段都可以佈設自行車專用道路，交通局已於示範路徑範圍設

置標誌、標線加強導引提升安全性及建置導覽牌，交通局將

持續檢討改善市區自行車環境，與捷運局、城鄉局、養工處

及各區公所等相關單位加強橫向聯繫，透過捷運復舊、都市

計畫檢討或人行道工程，將自行車騎乘空間設置納入長期規

劃，持續打造最優質、安全的通勤綠廊。 

      
圖8由異站租借量發掘各區自行車道     圖 9由異站租借量發掘各區自行車道 

             (板橋)                                 (三重) 

 
圖 10 板橋區自行車通勤綠廊路線標誌標線規劃圖及導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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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策略及方法-河濱自行車道連接市區通勤動線 

通勤綠廊規劃重點以安全、少牽引，且市區路徑串接捷

運站、YouBike 站、政府機關、學校等，並增設河濱及市區端

指標系統，高灘地工程管理處並於板橋區江子翠橫移門、新

店區湯泉陸橋下及三重區 12號越堤道頂等三個試辦區的堤內

外出入口增設相關指示牌面及導覽地圖，再搭配全國規模最

大 YouBike 服務網，提供民眾安全、舒適、便捷的騎乘環境

和轉乘服務。於 108 年 9 月 9 日，市長騎乘自行車通勤綠廊，

指示「綠色運輸安全優先」，在交通秩序上，短期先以工程強

化「通勤綠廊」的安全設施，未來在新開發區域導入人車分

道的安全設計。 

 
圖 11 江子翠水門增設方向指示牌         圖 12 市區端增設自行車通勤綠廊指標 

   

圖 13-4 108 年 9 月 9 日邀侯市長騎乘通勤綠廊 

(永和中正橋河濱自行車道到板橋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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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參與機制與參與度-營造友善自行車騎乘環境 

通勤綠廊規劃重點以安全、少牽引，在市區路徑如何串

接捷運站、政府機關、學校，以及 YouBike 站，提供民眾舒

適、安全的騎乘環境，是影響民眾是否願意使用自行車通勤

的因素之一。綠色交通是未來城市發展的趨勢，YouBike 與捷

運或公車的搭配，對通勤族來說相當地便利。為貫徹綠能交

通，YouBike 由原扮演第一哩路及最後一哩路轉乘接駁的重要

角色，更提升為通勤的綠色運輸工具。 

本市持續強化宣傳及推動民眾使用自行車通勤綠廊，民

眾可以河濱自行車道為主幹道透過大漢溪、新店溪河濱自行

車道串接市區端自行車路徑。民眾除可體驗河濱自然風景，

更可從使用自行車通勤培養基本的運動習慣與體能，讓新北

更永續健康樂活。 

  
圖 15 河濱自行車道               圖 16 通勤綠廊串連板橋捷運站 

   
圖 17 新店區里長配合通勤綠廊美化公園     圖 18 新店區湯泉陸橋設置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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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參與度-鼓勵員工利用自行車通勤上班 

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及樂活時代來臨，便捷大眾運

輸系統、甲地租乙地還、YouBike 借車及還車方便，如何鼓

勵公家單位及民間企業協助單車通勤者「免費泊車」並可淋

浴的服務，讓綠色運具真正成為通勤的一環，並帶起一波單

車通勤的風潮。為鼓勵市府員工騎乘自行車通勤，本府秘書

處重新調整行政大樓員工自行車停車空間。除了新增車位及

指引標示，將壁面彩繪美化外，本府另於 30 樓、31 樓設置

淋浴室，提供置物櫃和吹風機，以鼓勵員工多多利用自行車

通勤。 

   

圖 19 市府地下 1樓自行車停放區           圖 20 市府 30 樓淋浴空間 

(五)推動成效 

為加強自行車安全，以減少自行車事故，本局透過交通

工程、教育宣導等手段來降低自行車事故，包括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安全設施改善、防禦駕駛的觀念宣導(含騎乘禮儀觀

念、安全規則文化)等，以期降低事故發生。配合自行車觀念

宣導及違規行為取締，板橋區、三重區、新店區通勤綠廊自

行車肇事也有顯著的下降。在 108 年 1 月至 109 年 5 月間，

通勤綠廊受傷人數下降了三分之一，且持續維持 0 死亡人數

(詳表 1)。 

 



18 

表 1 板橋區、三重區、新店區通勤綠廊自行車肇事調查(108/01~109/05) 

108/1~108/8 (自行車通勤綠廊設置前) 108/9~109/5 (自行車通勤綠廊設置後) 

 
日期 地點 肇事原因

事故

類型

受傷/

死亡
日期 地點 肇事原因 

事故

類型

受傷/

死亡

 

 

 

 

 

 

 

 

 

 

板橋 

108/01/01 縣民大道 
不明原因

肇事 
A2 1/0 108/11/14

縣民大道

二段 

未注意車

前狀態 
A2 1/0 

108/01/02 莊敬路 
橫越道路

不慎 
A2 1/0 108/12/13

民生路 

二段  
A3 0/0 

108/01/30 莒光路 
左轉彎未

依規定 
A2 2/0 109/03/01 縣民大道

違反號誌

管制或指

揮 

A2 1/0 

108/01/31 莒光路 
未依規定

讓車 
A2 2/0 109/04/02

民生路二

段 

尚未發現

肇事因素 
A2 1/0 

108/03/13 縣民大道 
尚未發現

肇事因素
A2 2/0 109/05/05 縣民大道

路況危險

無安全(警

告)設施 

A2 1/0 

108/04/19 莒光路 
尚未發現

肇事因素
A2 2/0 109/05/11

民生路二

段 

違反特定

標誌(線)

禁制 

A2 2/0 

108/05/18 
民生路 

二段 

其他引起

事故之違

規或不當

行為(如:

閃避疏

失、操作疏

忽誤踩油

門、駕駛失

控) 

A2 1/0 109/05/14 莒光路 
未注意車

前狀態 
A2 1/0 

108/06/24 雙十路 
尚未發現

肇事因素
A2 1/0

     

 

三重      
109/01/20 疏洪東路

違反特定

標誌(線)

禁制 

A2 1/0 

新店 
108/06/04 溪園路 

尚未發現

肇事因素
A2 0/0 108/11/15 中央路 

 
A3 0/0 

總人

數 
    12/0     8/0 

1.有關自行車通勤綠廊市區段空間改善安全提升作法： 

(1) 交通工程：交通局後續針對利用標線導引路段，規劃

設置當心自行車標誌，另有關路口自行車穿越道則依

車流量、事故與車流交織情形，檢討路口劃設磚紅色

自行車道以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車安全。 

(2) 安全宣導： 

針對本市推動板橋、新店、三重自行車通勤綠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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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分析近 1 年實際道路交通事故型態及肇事熱點。

自行車事故針對事故類型分為以車與車-側撞、車與

車-其他及車與車-同向擦撞，相關宣導將利用不同管

道，例如以懶人包形式，分次於新北交通族臉書粉

專頁宣傳自行車防禦駕駛觀念。 

  
   圖 21-22 自行車宣導 

另已藉由 YouBike 官網、Kiosk 主機、摺頁宣導安全

騎乘的發送、微笑單車公司與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的合作等，於本市高中、國中、國小安排場次進行

「騎乘教育宣導」，內容包括一般自行車操作、

YouBike 騎乘前檢查、租借方式等，107 年度共執行

了 38 場次，108 年度共執行了 30 場次。 

  
圖 23-24 自行車文化基金會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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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統計分析資料 

1.108 年新北市 Youbike 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依據 108 年 12 月「108 年新北市 YouBike 服務滿意度問

卷調查」，統計結果分析，受訪者年齡層比例分布以「20-29

歳」的 24.3%為最多，其次是「30-39 歳」(21.7%)，第三是「50

歳及以上」(21.0%)，年齡分析資料詳圖 24。為讓 YouBike 成

為接駁公共運輸工具或是進行短距離通勤使用，目前 YouBike

會員於新北市 YouBike 租賃站租借仍享有前 30 分鐘免費，

民眾最能直接感受到，也能增加使用率，研究結果亦顯示

YouBike 廣受各年齡層族群使用。另每周使用 YouBike 的次

數，13.9%為「每周使用超過五次」、21.2%為「每周使用三到

五次」，37.5%為「每周使用一到二次」，整體而言近 7 成 3 左

右受訪者表示自己每周至少會使用一次以上的 YouBike 服務。 

 
圖 25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年齡 

顯示使用者 52.6%於平日使用、32.1%於假日使用，而使用

用途平日以通勤為主、假日以休閒娛樂為主，表示新北市

YouBike 租賃系統是一項兼具多元化功能載具系統。另 75%的

旅次前後會轉乘捷運、火車或公車，顯示新北市推動之 YouBike

確實扮演著第一哩及最後一哩轉乘接駁重要角色，代表市民外

出已經逐漸捨棄汽機車，改以公共自行車作為代步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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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板橋區 Youbike 人次統計分析 

以板橋區為例，雖然受到疫情影響，近期幾個月使用

Youbike 使用之人次有明顯的下降，然而在通勤綠廊完成後，

每站點每月使用人次皆有約 10 到 15 人次的提升。而新設立的

埤墘公園 Youbike 站，目前於每月的通勤時段平均皆能達到 70

人次的使用量。 

 

 

   圖 26 板橋區自行車通勤綠廊 YouBike 租借量圖(108 年 4 月~10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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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110 年規劃方向 

   (一)以 109 年 6 月份 YouBike 租賃站旅次基本資料 

 

         圖 27 109 年 6 月份 YouBike 租賃站旅次基本資料 

(二)前十大旅次及租借站 

 

圖 28 前十大旅次及租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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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篩選出租借起點為新北市為分析對象並與臺北市 109 年 6 

月分析資料做交叉比對 

表 2 新北市與臺北市 YouBike 109 年 6 月分析資料做交叉比對 

項目 新北市 臺北市 

總共旅次 328 萬 1,222 筆旅次 242 萬 7,003 筆旅次 

使用者 52 萬 9,122 人 43 萬 0,772 人 

人均使用次數 6.2 次 5.6 次 

每月只借 1次的人數 18 萬 5,452 人 

(佔 35%) 

16 萬 2,070 人(佔 37.6%) 

每月租借超過 10 次 

的人數 

8 萬 7,594 人 

(佔 16.5%) 

6 萬 1,295 人(佔 14.2%) 

30 分鐘內還車 90.8%使用者 84.7%使用者 

假日平均租借時間 19.8 分鐘 26.6 分鐘 

平日平均租借時間 13.9 分鐘 21.0 分鐘 

資料來源:臺北市交通局提供及本研究整理 

 

(四)109-110 年自行車通勤綠廊規劃 

 

    圖 29 109-110 年自行車通勤綠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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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9-110 年自行車通勤綠廊指標及導覽牌規劃 

 

圖 30 自行車通勤綠廊指標及導覽牌規劃 

(六)配合 110 年自行車旅遊年雙鐵漫遊 18 個車站 

迎接 2021 自行車旅遊年，交通局特地整理出新北市 18

個緊鄰自行車道系統的鐵路、捷運車站，讓您利用鐵軌、

鐵馬來趟環保輕鬆無負擔的雙鐵漫遊！在後疫情時期，許

多民眾選擇親近大自然的戶外旅遊，為迎接 2021 自行車旅

遊年，新北市交通局羅列 18 個涵蓋了台鐵、台北捷運與機

場捷運等車站（詳車站一覽表），一出站即可就近利用河濱

自行車道、濱海自行車道與市區的自行車道啟程來趟輕旅

行。110 年預計再盤點 10 個車站連接自行車道的動線，以

充分發揮大台北軌道運輸系統的優勢，期望自行車通勤或

旅旅遊能夠深入新北各地，讓更多人體驗新北在地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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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8 個車站(含台鐵、捷運、輕軌)一覽表 

 

伍、 結論與建議 

        為鼓勵市民使用自行車，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的政策、防

疫新生活及樂活時代來臨，便捷大眾運輸系統及甲地租乙地還

YouBike 借車、還車方便，如何鼓勵公家單位及民間企業協助單

車通勤者「免費泊車」並可淋浴的服務，讓綠色運具真正成為

通勤的一環，並帶起一波單車通勤的風潮。 

          未來本市除透過供給面由都市計畫及道路復舊檢討自行車

騎乘空間外，藉由 YouBike 起迄大數據資料分析，從需求面找

尋自行車路徑並規劃自行車道，更能符合自行車使用者的需

求，以建構安全自行車騎乘環境。另目前擁有全國最大的

YouBike 服務網，龐大的 YouBike 借車及還車之 OD 資訊，後續

如何經由有效分析及利用後，將有助於本市持續發展自行車道

路網，未來建議可將 YouBike 的 OD 數據建立資料分析系統，以

利掌握 YouBike 旅次的時間與空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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