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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全球智慧社群論壇(ICF)「2012 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入選名單，

臺中市首次參選即入選，成為亞洲唯一入選城市。依 ICF 官方網站

表示，臺中市此次獲選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 2010 年底縣市合併後的大臺中，幅員超過 2,000 平方公里，

在面對各種挑戰中，除了致力於低碳、永續城市的經營，也

積極創造民間企業、政府部門、交通運輸、科技園區等更有

效整合發展的契機。 

二、 除了政府部門的努力，也積極結合民間業者的能量進行寬頻

網路的佈建，目前全市的 WiMAX 覆蓋率已達 80%，預計 5年內

可達 100%。 

三、 本市與經濟部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組成之 i236 計畫推動辦公

室共同合作，以臺中精密機械科技園區為智慧產業聚落

(i-Park)的實驗場域，以安全安心與工商效率為主軸，推動

了工程資料銀行及智慧節能等應用，並已導入 47 家等大型精

密機械廠商使用，不僅減少廠商採購研發的成本，也更貼近

市場需求，同時藉由資訊科技的應用來提昇產業競爭力，促

進產業聚落升級。 

繼「2012 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同年 11 月「國際宜居城市獎項」

本市又獲得「Whole City Awards」銀質獎，為達成胡市長「藝文、

低碳、智慧」的政策目標，並使本市逐步邁向國際城市，強化本市

基礎公共建設、協助產業升級發展及推展便民服務實為當務之急。 

貳、 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一、 公車搭乘轉乘優惠計畫 

措施細項 實施方法 

臺中市路廊幹線公車

計畫 

於路寬25公尺以上主要幹道，建立尖峰班距10

分鐘、離峰班距15分鐘內之密集公車服務，並

將逐年擴大市區公車服務路網，藉由提供8公里

免費乘車之方式，提升大眾運輸使用率及減少

私人運具之使用。 

建置客運轉運站 集中轉運國道客運、公路客運、市區客運、鐵



2 
 

路運輸之旅客，建構大眾運輸路網之功能性及

便利性。 

實施停車累進費率措

施 

配合公車路線的拓展，實施停車累進費率措

施，其適用於停車需求殷切之地區，並配合擴

大之市區公車服務範圍。 

「綠能車輛提供停車

優惠」措施 

於法規中首創電動車免費、油電混合車半價之

優惠停車費，其措施可於全市每一處停車格位

停放。 

二、 快捷巴士(BRT)綠能雙節公車 

建造捷運系統(MRT)需耗費龐大的經費及許多時間成本，同時

由於臺中市使用大眾運輸人次仍不足以支撐捷運系統的運

轉，因此臺中市公共運輸建設推動將分為 3 階段，先期提供

免費公車(TTJ)，中期為快捷巴士(BRT)，後期則為捷運(MRT)

加巴士。因為快捷巴士系統具有低成本、建設期短、高服務

水準等優勢，適用於培養大眾運輸旅次，俟大眾運輸人口到

達足以支持軌道捷運系統的運量時，該系統即完成其階段性

任務，進而接續推動軌道捷運系統。 

三、 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 

臺中市除積極規劃建置快捷巴士(BRT)系統外，並另積極向中

央增取捷運(MRT)建設經費。捷運烏日文心北屯線計畫於 98

年 5 月奉行政院核定，全長 16.71 公里，共設置 18 個車站，

預計 104 年完工通車，期盼使市民儘早享受捷運的便利。 

四、 智慧型運輸系統計畫 

措施細項 實施方法 

擴建智慧型站牌 目前已建置公車動態中心端系統，提供市區客

運之即時車輛位置與到站時間。每年亦逐年增

加智慧型站牌的建置，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能更加便利。 

逐步擴充交通控制設

備 

將優先挑選原縣市聯絡要道，如臺灣大道、中

清路等重點路段，逐步更換號誌控制器，建置

車輛偵測器蒐集交通資料，架設資訊可變標誌



3 
 

及路口監視器，以發佈相關交控策略並加強對

該路段車流狀況之掌握。 

進行號誌時制重整作

業 

1. 針對縣市聯絡要道或市區主要幹道進行路

段群組劃分、時段切分等時制重整作業，

以冀將各路口時制計畫更確符實際車流所

需。 

2. 臺中市交通號誌已於100年底全面汰換成

較為省電且環保之LED號誌。 

建置即時交通資訊網

及設備管理平台 

建置即時交通資訊網，並採一般民眾易於使用

之WebGIS網頁平台，整合各項交控設備資訊，

提供用路人相關交通資訊，達成資訊分享便民

之目標。同時將針對既有及新設交控設備進行

整體資源管理。 

參、 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蒐集報章雜誌相關報導、閱讀期刊及學術論文、機關研究報

告、公務出國報告、國家圖書館館藏等，並對文獻內容進行

深入之探討分析。 

2. 演繹法(Deduction)及歸納法(Indeduction) 

將文獻內容予以分類整合後進行歸納，並演繹出適合本市之

作法。 

二、 新加坡城市交通與城市規劃 

1. 可持續交通策略 

總體規劃初期優先確定主要高速公路、道路和軌道交通網

絡，預留其所需用地以減少實施時可能面臨的用地矛盾。另

外，為滿足商業區和住宅密集地區之交通流量，在進行詳細

交通規劃時選擇在該地段建立主要交通車站及設施，以有效

連接這些重要樞紐，保證換乘的便捷性。用地規劃方面也同

步配合，在公車樞紐周圍規劃較高密度發展，以推進公車導

向型交通策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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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加坡通過提供便捷、票價低廉的公車服務和不

斷擴大公車網路，大力鼓勵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交通

管理方面，則通過擁車證制度控制車輛增長、實施電子公路

收費系統管理道路使用。這些多管齊下的措施有效地降低了

道路系統的負荷，保持道路交通通暢，將道路用地控制在12%

以内，確保國家持續發展。新加坡的目標是在2020年前，高

峰時段公車覆蓋交通比例從目前的59%提高至70%。 

(1) 便捷的軌道交通與路面公車 

在新加坡，地鐵與路面公車在規劃和設計充分考慮一體

化，地鐵站的出口處就近設置有公共交通樞紐，兩種交

通工具之間可以實現便捷的換乘，加上路面公車系統網

高度的覆蓋率，保障了乘客的準時性和可達性，為吸引

乘客採用公共交通創造了良好的條件。不僅在軌道交通

站和公車樞紐的位置遵循一體化設計，而且在地鐵與路

面公車的交通標誌的設置上也充分體現了一體化的設

計理念，公車站設置有附近地鐵站的指示標誌和地鐵站

的相關信息，乘坐公車的乘客可以清楚知道附近地鐵站

的設置情况，選擇是否乘坐地鐵。 

(2) 精細化的公共交通配套設施 

新加坡地處赤道附近，常年炎熱多雨，為便於民眾方便

和舒適地乘坐公共交通，公車站與附近集合住宅之間採

用帶有頂蓋的走廊相連，居民下樓後就可到公車站。從

圖1可以看出，公車站到集合住宅之間的走廊公車站採

用統一的設計標準，走廊是公車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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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公車站與集合住宅之間的走廊 

新加坡城市道路上的公車站絕大多數採用港灣式，既提

高了上下車的安全性，又減少了公共交通對路面上其他

車輛干擾。在1999年新加坡街頭還有一些路段的公車站

採用非港灣式設計（見圖2），但是在2010 年即便是市

中心道路腹地相對狹小的路段也儘可能設置了港灣式

公車站（見圖3），交通安全主題公園裡用於教育兒童

的公車站也是採用港灣式的（見圖4），公車站的精細

化、規範化設計理念已經深入人心。為了進一步提升公

共交通的候車環境，公車站的舒適性也在改善目標之

中。公車站不僅配備有頂棚，配備有舒適的座椅，還設

置有風扇，從細節處提升了公車的服務水準，見圖5。 

     圖2 非港灣式公車站              圖3 港灣式公車站 

圖4 兒童交通主題公園裡的公車站    圖5 設有風扇與座位的候車站 

(3) 環境友好的慢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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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行交通是交通系統中靈活性最好的交通方式，任何交

通方式之間的銜接步行都不可缺少。在新加坡，有超過

60%的人行天橋加設有頂蓋，天橋頂蓋古典美觀，在天

橋兩側擺放著鮮花，除了天橋原有的通行功能之外，還

體現出天橋的景觀功能，實現了交通設施是「城市家具」

的理念，見圖6。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人行道環境的建設，人行道兩側綠

樹成蔭，行走在其中就像在花園中散步，見圖7。優美

的環境大大提高了可容忍步行距離。通常情況下，人們

的可容忍步行距離在150~200公尺左右，而在舒適的步

行環境下，可容忍步行距離可以提高到300公尺以上。

優美的步行環境加上完善的行人穿越設施（見圖8），

保障了行人通行的舒適與安全，極大提高了步行的吸引

力。 

          圖6 人行天橋               圖7 林蔭花園式人行道 

         圖8 行人穿越設施 

(4) 人性化的無障礙交通設施 

為給行動不便人士提供交通的方便，新加坡政府建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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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無障礙」公共設施。行動不便人士從下居民樓開

始（見圖9），到公車站、地鐵站都有連續的無障礙設

施，行動不便人士不需要借助他人的幫助，能夠輕鬆自

由外出，見圖10。 

       圖9 無障礙通道           圖10 行動不便人士可獨自出門 

(5) 功能配套齊全的生活圈 

在新加坡，居住區功能規劃上充分考慮了居民就業、上

學、醫療、休閒，有整套完善的功能配套設施。居民在

生活圈内能夠滿足基本需求，搭乘自用車輛遠距離出行

的機會自然減少了。以新加坡勿洛小區為例，該生活圈

到市中心搭乘軌道交通工具只有20分鐘路程，小區内交

通便捷、環境優美、生活十分方便。與世界上許多其他

城市的居住小區相比，新加坡的小區是非常完美的，把

購物、休閒、餐飲安排在自家門口、大樓底層。 

除了功能完善的配套設施，小區内道路設施同樣十分齊

全，交通標誌標線清晰，有規範的立體停車場和路面停

車場，滿足私有汽車交通的需要。在新加坡，對私有汽

車的限制不是簡單的排斥，而是採取引導合理使用私有

汽車的辦法。除了市中心以外，人們完全可以自由駕駛

私有汽車移動，私有汽車大有用武之地；在小區附近的

軌道交通站，也設置有轉乘停車場
1
，在停車費用上給

予優惠，鼓勵人們採用大眾運輸工具，見圖11~14。 

                                                       
1  新加坡稱為「P+R 停車場」，即停車（Parking）與軌道交通（Railway）之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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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完善的道路設施              圖12 立體停車場 

       圖13  路面停車場               圖14 P+R停車場 

2. 緊湊型城市 

一個城市的永續性與其形態有密切的關係，鑒於國土面積有

限、人口持續增長，新加坡從可持續土地利用角度，採取集

中緊湊型的城市建設模式。除了公車導向型的建設，也優先

發展已開發地區，使每個開發地區的建設達到規劃可容許的

最高密度，盡量節約土地，保留未開發地段。採取高密度、

緊湊型的城市形態也可以減少交通時間和距離，更有效地利

用已建成的交通系統、公共與基礎設施，有效利用有限的土

地資源。 

3. 多管齊下的商業發展 

在商業發展規劃方面，新加坡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除了加

強中心商業區的發展之外(如目前重點發展的濱海灣新市區

計畫)，也規劃了多個區域商業中心和周邊商業中心。在新加

坡本島各地提供活動中心，不但能避免城市中心過度擁擠，

也在全島範圍内提供就業機會和服務設施，減少對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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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節能減碳，並提高土地利用效率。 

4. 新市鎮與政府組屋 

新加坡約80%的人口居住在全島23個新市鎮内的政府組屋。這

些新市鎮經過全面性的規劃，為居民創造自給自足的居住環

境。新市鎮内除了高品質、可負擔的房舍，還就近提供相應

的公共服務設施，如學校、公園、診所、活動中心、圖書館、

體育設施、商場等，見圖15。新市鎮周邊也規劃低污染的工

業區，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由於日常所需的基本設施都近

在咫尺，並有便利的交通系統相互銜接，可以減少居民聯外

運輸的需求。另外，新市鎮設計也考慮了街道景觀、步行系

統連通性等，以創造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圖15 新加坡新市鎮內設施 

5. 支持經濟發展 

由於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因此只能藉由發展第二、三級產

業創造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中央商業區的振興(如規劃發展

的濱海灣計畫)有助於建設一個現代金融商貿中心，吸引國際

企業和人才入駐。 

工業方面，新加坡近40年來，工業模式從早期發展的勞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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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製造業逐漸向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和知識密集方向轉

型，開闢了尖端科技工業。政策面也同步配合，設立裕廊石

化島、新型的商務園(如科學園、國際商務園、樟宜商務園，

緯一生物科技園、潔淨工業園、實里達航空工業園等)，並結

合多所大學形成科技帶。概念規劃也預留土地為未來主要工

業的增長服務，如石化、科技研發、生物藥劑、航空業等用

地，確保在長期發展中能滿足經濟發展需求。另外，工業用

地也經過周密考慮，將無污染性的輕工業設置於住宅區周

邊，鼓勵混合用地，提高就近就業機會，從而減少通勤需求。 

6. 花園城市 

新加坡於1967年起推動花園城市運動，在道路兩側、未開發

土地和新開發地段上積極植樹，同時也建設大型公園與休閒

設施。到1980年代進一步在道路與公園的植栽區引入花卉，

同時開闢更有特色的主題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為適應島國的

特殊條件，新加坡也發展「公園聯道系統」，利用狹小地段

如河道、道路旁進行綠化並鋪設步行道和自行車道，形成綠

色網路串聯全島的公園，從而提高公園和綠色空間的連通性

和可利用性。「公園聯道系統」中最引人注目的項目是建設

一個150公里長的環島自行車道，讓自行車愛好者能夠不間斷

的遊覽全島。隨著新加坡城市化的推進，「花園城市(Garden 

City)」(見圖16)的構想將更上一層樓，在概念規劃中預留更

多綠地並增加休閒活動場所，進一步提升公園與河畔的連通

性和可達性並保留自然生態與棲息地。另外，在城市建築區

鼓勵垂直綠化、空中花園等綠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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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花園城市 

7. 保護文化遺產 

除了城市硬體設施建設，新加坡在土地規劃中也致力於平衡

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的需求，適當保留特色建築和成立歷史

保護區。1980年代至今，全島保存修復了超過6,800棟建築物

和55棟古蹟，另外還有3個主要的歷史保護區：牛車水、小印

度和甘榜格南，見圖17。這些區域蘊含著豐富的歷史和獨特

的風味，包含市民的珍貴記憶。有選擇性地保留這些重要的

舊建築和區域能加强市民的歸屬感和對國家的情感，並有助

於保存特有的文化歷史與城市風貌。 

圖17 歷史保護區 

肆、 結論與建議 

臺中市在邁向國際城市的過程中，面臨了交通擁擠、資金不足、環

境污染等問題，為此必須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新加坡的經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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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環狀加衛星區域的總體規劃，通過高運量快速交通系統進行連

接，70%的土地由政府進行開發，政府的公共住宅解決了85%的人口

居住問題。軌道交通系統由政府投資建設，民營企業營運管理，是

世界上少數能夠盈利的地鐵系統之一，同時採取了一系列限制私人

汽車擁有和使用的政策，促進公共交通的發展。每個城市都有獨特

之自然環境及人文特色，新加坡交通及城市規劃之優良案例雖無法

完全如法炮製，但其成功經驗仍值得本市參採。 

考慮本市之自然環境、人文特色及資源條件，本研究提出下列建議

事項： 

一、 交通運輸系統 

鐵路、捷運、高速公路高架化，以解決鐵路、捷運、高速公路

路線分割市區帶來交通瓶頸的問題。逐步將公車站置換為港灣

式，既提高了乘客上下車的安全性，又減少了對路面上其他車

輛的干擾，改善行車流暢度。提升公車系統網絡之密集度，增

加各地區之可達性，未來捷運興建完成並開始營運後，銜接之

公車系統指示必須清晰確實，讓民眾可輕易判讀，並積極推廣

宣導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於市中心增設立體停車場，避免

違規停車。 

二、 永續綠蔭，立體綠化 

推動創造新綠化空間，改變冷漠的都市水泥叢林，重新建造綠

意盎然的新綠化空間，將都市空間內的中庭、牆壁、屋頂、混

凝土結構等區域，利用各種花架、植栽槽、花柱等器具及配合

各種空間的需求種植各種植栽，將都市整體環境與綠化結合一

體，產生多樣機能生活，提供更優質的景觀美化效果。以人工

花器、植栽槽、骨架等，使用各種植栽的豐富景觀層次，將綠

化融會於社會教育館之廣場、壁面等位置，塑造環境綠化共

生，創造出豐富的綠化都市景觀，形成舒適且更有魅力的藝文

生活空間。 

三、 以市地重劃方式進行土地開發 

土地徵收改採市價徵收後，區段徵收成本大幅提升，財務評估

虧損導致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可行性降低，未來政府為取得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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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用地，將以土地重劃方式辦理為主。臺中市公辦市地重劃

區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1,201.75公頃，節省徵收價購

土地費用約1,074億2,678萬4,350元，節省工程建設費用約475

億3,996萬4,856元；自辦市地重劃區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約328.36公頃，節省徵收價購土地費用約3,476億5,612萬

6,125元，節省工程建設費用約323億5,361萬3,510元。土地重

劃除可解決政府開發資金不足之困境外，更可整體規劃重劃範

圍內之道路、管線、交通、綠地等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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