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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中市大眾運輸這幾年一直在進步，在油電雙漲同時，臺中市公

車票價堅持不漲，並持續推出 8 公里免費的搭乘優惠，讓市民充分感

受到政府發展大眾運輸之美意外，更逐步推動相關交通建設，除快捷

巴士 BRT 計畫為臺灣先驅者外，捷運綠線及鐵路高架捷運化等工程

也刻正加快腳步施工中，將構築完善且便利之大眾運輸路網，帶領臺

中市邁向新的里程碑。 

此次實地造訪新加坡，除參加國際運輸研討會及進行專題演講外，

更針對新加坡之大眾運輸政策及道路管理手段進行實地考察，其大眾

運輸系統以公車系統、捷運系統(MRT 與 LRT)、副大眾運輸系統(計

程車)、單軌列車、觀光巴士等，另更透過特定地區的電子道路收費

系統(ERP)之時段管理，達到車流分配之目標。儘管新加坡大眾運輸

發展雖與臺中市目前大眾運輸之建設與政策方向相同，但臺中市更可

從新加坡實施成功案例之要素與策略應用於臺中市，且因地制宜，符

合臺中市的完善大眾運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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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臺中市為臺灣中部地區經貿、交通樞紐之重鎮，交通建設尤為經

濟發展重要之角色，而完善的交通系統更可帶動中臺灣的整體發展。

目前，臺中市之大眾運輸系統服務效能已大幅提升，未來更透過快捷

巴士 BRT 及軌道建設的推動，建構更完整便捷之大眾運輸路網，並

結合道路系統，串聯高速鐵路、清泉崗國際機場及臺中港等城際、國

際運輸系統，引領臺中都會區邁入新的紀元。 

臺中市大眾運輸這幾年一直在進步，在油電雙漲同時，臺中市公

車票價堅持不漲，並持續推出 8 公里免費的搭乘優惠，讓市民充分感

受到政府發展大眾運輸之美意外，更逐步推動相關交通建設，除快捷

巴士 BRT 計畫為臺灣先驅者外，捷運綠線及鐵路高架捷運化等工程

也刻正加快腳步施工中，將構築完善且便利之大眾運輸路網，帶領臺

中市邁向新的里程碑。 

然而，大眾運輸系統帶給民眾的不僅是便捷的大眾運輸工具，亦

是都市型態與城市文化的推手，透過完善交通運輸系統的連結與整合，

讓積極發展大眾運輸的大臺中，亦促進其經濟、產業與觀光發展並達

相乘效果，除國內間大眾運輸建設之相互仿效，透過觀諸世界各大先

進都市大眾運輸推動成效典範之造訪與交流，使臺中市大眾運輸除持

續朝以人為本、大眾運輸優先並與資訊科技結合，創造出最友善之運

輸環境，其扮演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帶動中台灣整體發展。 

有鑑於此，此次實地造訪新加坡，其地峽人稠之地理環境條件與

臺灣相仿，而新加坡政府為改善交通擁擠問題，致力許多大眾運輸系

統之建設，如公車、BRT、單軌列車、LRT 與 MRT，亦實施私人運

具使用抑制措施，並跨運具整合、經營並與都市景觀之結合，其成效

良好亦為國際典範，希冀藉由此次考察，整合新加坡大眾運輸成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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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並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做為臺中推動大眾運輸建設與整合參考。 

貳、 考察行程 

此次參訪團組成共有 3 個單位，分別是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

市公共運輸處與臺中市捷運工程處，共有 5 人參加，由臺中市政府交

通局林良泰局長帶隊，參訪團名單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加坡考察團員名單 

成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 林良泰 

專門委員 葉昭甫 

專員 吳邦珍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處長 王英泰 

臺中市捷運工程處 約用人員 陳怡彣 

參訪行程自 102 年 10 月 6 日至 9 日共 4 天，第一天由桃園國際

機場出發，中午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下午實際體驗新加坡重運量捷

運系統、考察市區擁擠稅 ERP 收費設施與地區人行道系統，並視導

交通部觀光局新加坡辦事處各類臺中市交通觀光摺頁發放狀況，並了

解新加坡民眾旅遊交通需求習慣；第二天早上實際體驗新加坡公車系

統(搭乘一般公車、低地板公車、雙層與雙節公車及觀光巴士)，下午

前往參加新加坡國際運輸大會及 UITP 亞太會議，並由局長發表演講，

晚上考察新加坡重運量捷運系統及最大轉運站人行動線規劃狀況、捷

運站整合開發使用狀況及輕軌捷運；第三天早上考察新加坡重運量捷

運系統、大型飯店（綜合娛樂城 IR）整合開發狀況與計程車候車設

施及撥召系統，下午搭乘單軌捷運至聖淘沙考察其觀光產業之發展與

路外及路邊停車收費系統；第四天考察東海岸自行車道、行人徒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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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狀況，下午即搭機返臺，參訪行程如表 2 所示。. 

此次考察過程中，新加坡雖地峽人稠其大眾運輸系統卻便利完善，

政府亦制定相關私人運具管制措施，成效卓越，因此，本報告接續新

加坡大眾運輸建設之計畫內容與推動經驗，探討其大眾運輸工具之策

略，以及如何降低私人運具使用與整體大眾運輸系統之規劃並深入說

明介紹，最後再提出考察心得與建議。 

 

  



4 

 

表 2 新加坡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 參訪活動 

第一天 

10/6 

台灣-新加坡（樟宜機場） 

長榮 BR225 

飛行時間約為 4 小時 20 分鐘 

07:40（起飛時間）預計 12:00 到達 

下午（考察） 

1. 考察新加坡重運量捷運系統(MRT)-飯店至克拉碼頭站 

2. 考察新加坡市區擁擠稅 ERP 收費設施（克拉碼頭旁） 

3. 考察新加坡地區人行道系統（克拉碼頭至魚尾獅公

園、多功能音樂廳） 

4. 考察新加坡辦事處（各類台中市交通觀光摺頁發放狀

況，並了解新加坡民眾旅遊交通需求習慣） 

第二天 

10/7 

上午（實地體驗） 

考察新加坡公車系統 

（搭乘新加坡公車，並體驗雙層公車、低地板公車及雙節

公車。） 

下午（國際運輸大會） 
參加新加坡國際運輸大會及 UITP 亞太會議，並發表「高

效率公車服務之規劃以及經營」專題演講 

晚上（實地體驗） 

1. 考察克拉碼頭區旅客服務設施及人行動線設置狀況 

2. 考察新加坡重運量捷運系統最大轉運站人行動線規劃

狀況（多美歌站）及捷運站整合開發使用狀況（烏節路

站、榜鵝（LRT），捷運站與大型購物商場整合開發） 

第三天 

10/8 

上午（實地體驗） 

1. 考察新加坡重運量捷運系統與大型飯店（綜合娛樂城

IR）整合開發狀況（waterfront station，金沙飯店、gardens 

by the bay） 

2. 考察新加坡計程車候車設施及撥召系統 

下午（參訪） 
1. 考察新加坡單軌捷運至聖淘沙瞭解其觀光產業之發展 

2. 考察停車收費系統（路外及路邊停車收費系統） 

第四天 

10/9 

上午（實地體驗） 考察新加坡東海岸自行車道、行人徒步區設置狀況 

新加坡─桃園 

長榮 BR226 

13:10（起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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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新加坡考察心得 

3.1. 新加坡概述 

新加坡是東南亞一現代島國，其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毗鄰馬六甲

海峽南部，為世界國際化程度極高之國家，亦為亞洲金融、經濟與航

運樞紐中心，其地理位置可見圖 1。 

圖 1 新加坡地理位置 

新加坡土地面積約 700 平方公里，人口至今已達約 518 萬人，人

口密度僅次於摩納哥為世界第二高之國家，其人口組成則以華人為主

約佔總人口數 4 分之 3，其次為馬來族，再者為印度族，其他由歐美

各種族所組成。新加坡除種族多元亦為一多國語言之國家，主要語言

為英語、馬來語及華語，其多元種族及語言充分展現其多元之文化特

色。另因新加坡地理位置處赤道熱帶氣候，長夏無冬，年平均溫度在

攝氏 24 至 34 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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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峽人稠，其地理環境條件與臺灣相仿，而新加坡政府為

改善交通擁擠問題提昇人民優質生活環境，致力許多大眾運輸系統之

建設，如公車(一般公車、雙層公車、雙節公車與無頂蓋觀光巴士)、

中運量捷運(如單軌捷運、輕軌捷運(LRT))與重運量捷運(MRT)之結合，

以健全便捷的路網與轉乘優惠鼓勵民眾搭乘，此亦為臺中市目前持續

建構健全的整體運輸路網與推動公車乘車優惠之政策。 

新加坡除有完善的公路系統，自 1987 年捷運開通以來，至今捷

運已經有 5 條路線，包括東西線(East-West Line，含機場捷運支線)、

南北線(North-South Line)、東北線(North-East Line)、環線(Circle Line)

與 3 條輕軌系統(包括武吉班、盛港及榜鵝)建構出新加坡市區的大眾

運輸路網，在搭配市公車無縫接駁，建構完善的大眾運輸路網圖，如

圖 2 所示。 

圖 2 新加坡大眾運輸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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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加坡大眾運輸系統 

新加坡大眾運輸路網主要由公車、捷運及輕軌系統組成，由 4 條

輻射狀重運量捷運路線為骨幹，並以 3 條中運量輕軌捷運路線延伸至

居住人口眾多的組屋1及共管式公寓2之郊區，亦結合數百條公車路線

所組成之路線涵蓋新加坡各地，使民眾經由綿密完善之大眾運輸路網

便捷往來市區與郊區，提高大眾運輸使用率，減少私人運具之使用。 

在臺中市，政府對於大眾運輸給予業者許多相關獎勵與補助措施；

而在新加坡，政府則不提供直接性補助予業者，但對大眾運輸建設投

入相當程度，如專用道、公車專用號誌(B-Signals)與轉運站等。另外

新加坡政府也實施電子票證並整合票證系統，以減少民眾上下車時間；

亦於大眾運輸站至鄰近建築物間設置罩式人行道，提供民眾於轉乘時

有一良好徒步環境，增進對大眾運輸使用之意願。 

3.2.1. 公車系統 

新加坡的公車主要由 SBST(SBS Transit Ltd)及 SMRT(SMRT 

Buses Ltd)兩家公司負責營運，公車營運時間為 06:00 至 23:30，平均

班距 5 至 30 分鐘一班，此兩家公司目前有 240 條以上服務路線，另

新加坡公車則由新加坡大眾運輸局(Public Transport Council, PTC)負

責營業執照核發、經營路線、票價(票價上限)、服務水準等事宜。新

加坡公車車輛行式、內部硬體設備與候車亭等分述如下。 

  

                                                 
1組屋(Public Housing)係由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監造，類似臺灣的國宅，

組屋只有建物使用權，沒有土地所有權，土地為國家所有，因此組屋價格相對便宜，新加坡約 85%左右的

人民都住在組屋裡。 
2共管式公寓(Condominium)，屬於私人的公寓住宅，價格一般是政府組屋的四、五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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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車輛型式 

新加坡公車營運之車輛型式包含一般公車、雙層公車、雙節公車

與觀光巴士等如圖 3，並配合路線營運特性、各地區道路幾何條件與

載客人數之多寡調配車輛。 

圖 3 一般公車、雙層公車、雙捷公車與觀光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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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車輛內部硬體設備 

新加坡公車大多為冷氣公車，內部設備設有驗票機、投幣箱、票

價表、站名顯示器及相關宣導海報等，如圖 4，其一輛公車內部就設

有 4 臺驗票機加速驗票，減少乘客上下車時間，目前臺中市公車上僅

少數車輛設有 2 臺驗票機，未來亦可朝此方向改善。 

圖 4 新加坡車輛內部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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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車候車亭 

新加坡的公車招呼站大部份皆設有候車亭，並結合立體通道串聯，

提供民眾良好且便利候車環境，其候車亭內設有路線圖、路線編號、

站位名稱、公車動態資訊(顯示各路線公車預估到站時間等)如圖 5。 

圖 5 公車候車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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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車專用道 

新加坡公車除上述相關設備以提昇其公車服務水準外，另為提升

公車營運之效率，於市區中心部份行駛路段與行駛時間設置公車專用

道，以利公車專用通行之權益，並縮短民眾乘車與候車時間，如圖 6。 

圖 6 公車專用道 

3.2.2. 捷運系統 

新加坡捷運是新加坡主要的軌道交通系統，分別由中運量系統

(LRT)與重運量系統(MRT)組成捷運路網，目前已有 5 條路線，包括

東西線(East-West Line，含機場捷運支線)、南北線(North-South Line)、

東北線(North-East Line)、環線(Circle Line)與 3 條輕軌系統(包括武吉

班、盛港及榜鵝)如圖 7，共有 90 個車站，7 個轉運站，公車營運時

間自 06:00 至 24:00，約 3 至 8 分鐘一班車，其中東西線、南北線與

環線係由 SMRT(SMRT Buses Ltd)公司所營運，東北線與輕軌系統由

SBST(SBS Transit Ltd)公司營運，2家公司亦組成聯通公司(TransitLink)

負責票證、資訊與路網之整合工作。新加坡捷運系統貫穿整個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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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加坡搭乘捷運出門是目前最便捷、最快速的方式之一。新加

坡捷運系統分述如下： 

圖 7 新加坡捷運系統路網圖 

(一) 重運量捷運系統-MRT 

新加坡重量捷運系統(Mass Rapid Transit, MRT)於 1987 年開始分

段通車，其路網串連新加坡市政中心、金融中心、商業中心、住宅區

與郊區組屋的輕軌系統相連接，尖峰時間搭乘人潮眾多，而臺北捷運

當初建造設計時，曾至新加坡取經，因而兩地鐵有許多相似之處，以

下就捷運系統之路線、車站設計與設施、車輛型式等分述如下。 

(1) 路線 

新加坡捷運系統主要包括東西線(East-West Line，含機場捷運支

線)、南北線(North-South Line)、東北線(North-East Line)與環線(Circle 

Line)，如圖 7，其路網穿行整個新加坡，交通非常便利，為當地民眾

主要之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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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站設計與設施 

新加坡捷運車站每站穿堂大廳至少都設有 4 臺售票機與一乘客

服務中心，亦有各類服務(如零售商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自動

提款機、自動服務亭等)，其車站穿堂大廳設計非常寬廣，驗票門一

字排開於大廳，這與臺北捷運、高鐵及臺鐵非常相似，而售票機螢幕

為觸控式使操作更為簡易，售票機更有語言選項貼近人性，只要於觸

控螢幕板上選擇起迄站後付款即可拿取票卡於驗票口感應進入月台，

其捷運票卡種類包括單程票、EZlink 與旅遊通行卡(Singapore Tourist 

Pass)可依旅客本身需求購買，票卡用畢後可於購票機將卡片插入

Refund 插槽即可退回票卡押金(SGD1 元)，而候車月台分為 A 與 B 兩

側，站台設計均使用全罩式月台門，路線標示及站名以白底牌面掛於

月台門上方空間，並以中文、英文、馬來文與印度文 4 國文字並陳，

透過燈箱／資訊圖指引各出入口之資訊明確的指示牌進行站內轉乘，

如圖 8。 

圖 8 車站設計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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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輛型式 

其捷運車輛車廂內之配置，採兩排對座的配置，車門上方之路線

圖皆結合 LED 燈號顯示，已過站的未有燈號顯示，尚未到站的燈號

顯示綠燈，目前站位燈號則顯示紅燈，而車廂內亦有語音系統提供到

站站名之播報服務並採中英文雙語播報，另大部分捷運站禁煙、禁食、

小心月臺間隙、請勿緊靠車門等警告標誌，博愛座、滅火器、緊急通

話器等設施說明性標誌，但新加坡車廂內因考慮到公眾場所故有一特

殊標示：禁止攜帶榴槤，如圖 9。 

圖 9 車輛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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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輕運量捷運系統-輕軌捷運 LRT 

新加坡輕軌捷運系統(Light Rail Transit, LRT)是新加坡地鐵的分

支系統，為因應郊區人口發展而設立的大眾運輸系統，其功能接近高

架的接駁公車，並與重運量捷運系統(MRT)連結一起，方便郊區民眾

外出通勤，而捷運站週邊更規劃購物商場、小吃店、銀行與超商等商

業活動，以滿足郊區民生需求，使捷運站除有運輸功能更轉型變成一

小型市中心，藉此平衡都市擁擠的人口發展。以下就輕軌捷運系統之

路線、車輛型式與高架軌道及車站設施等分述如下。 

(1) 路線 

新加坡輕軌捷運目前已有 3 條路線，包含武吉班(Bukit Panjang 

LRT, BP)、榜鵝(Punggol LRT, PG)及盛港(Sengkang LRT, SK)，如圖

10，每一條線路分別開往一個公共住宅區。 

圖 10 輕軌捷運系統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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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輛型式與高架軌道 

新加坡輕軌捷運皆採單節車廂，車輛係採用膠輪並行駛於膠輪系

統專用軌道，採全線自動化與電力化降低空氣污染，其輕軌捷運建造

於高架橋上除可節省土地使用，更可完全避開擁擠的公路和交通號誌，

亦比公車更加安靜、舒適與便利，而專用的高架軌道也確保捷運到站

與離站時間不受公路交通的影響，如圖 11。 

圖 11 新加坡輕軌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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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站設施與服務 

其捷運車站設施如圖 12，另車站於設計時已把無障礙環境納入，

使身障人士於搭乘捷運時更為方便，無障礙設施包括電梯、緩坡、扶

手、加寬驗票閘門等。 

圖 12 新加坡輕軌捷運車站設施與服務 

3.2.3. 票價與電子票證系統 

新加坡大眾運輸之票價與電子票證系統分述如下。 

(一) 票價 

(1) 公車 

新加坡公車係採里程分區計費，票價計算以 3~5 階段(stage)為一

個票價分區，每一個階段距離約 0.8 公里，票價介於 SGD$0.9~1.9 元

間，公車票價表如表 3 所示，每臺公車上於前後門共裝設至少 4 臺驗

票機，縮短乘客上下車時間，另車上皆裝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以追蹤公車位置，以利後端自動計算票價，使用電子票證搭乘者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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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優惠，若無電子票證(如易通卡)，則可把車費直接投入司機座位

旁的投幣箱但不找零，新加坡公車收費與優惠方式與臺中市公車略有

不同，其公車依服務等級不同而有差別費率(如車內有無冷氣空調3
)，

而本市公車則採單一費率。 

表 3 新加坡公車票價表 

區間距離(公里) 
冷氣公車 

現金票價(SGD) 
冷氣公車 

Ez-link 票價(SGD) 
小(等)於 3.2 1.0 0.69 
3.21 至 4.4 

1.2 0.91 
4.41 至 5.6 
5.61 至 7.2 

1.4 1.11 
7.21 至 8.0 
8.01 至 10.4 1.5 1.21 

10.41 至 12.4 
1.6 1.31 

12.41 至 14.4 
14.41 至 16.5 

1.7 1.41 
16.51 至 18.6 
18.61 至 21.1 

1.8 1.50 
21.11 至 23.6 
23.61 至 26.0 

1.9 1.60 26.01 至 28.0 
28.01 至 30.0 

30.0 以上 1.9 1.65 

資料來源：新加坡聯通公司(www.transitlink.com.sg)。 

(2) 捷運 

其捷運系統則採距離分區制，票價以 3.2 公里為基本里程，爾後

每 2.4 公里加收 SGD$0.2 元，最高票價為 SGD$2.0 元，與公車一樣

使用電子票證乘車可享有5%~25%之優惠等，其捷運票價如表4所示；

另外捷運票價種類亦分成單程票(當日有效，Standard)、全票(Adult)、

兒童票(Child)與敬老票(Concession)，如圖 13。 

 

                                                 
3新加坡公車票價另外分成車內有無冷氣兩種，無冷氣的公車最高車資為 0.9 元，有冷氣的公車

最高車資為 1.2元。 

http://www.transitlink.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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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加坡捷運票價表 

區間距離(公里) 
捷運系統(SMRT) 
現金票價(SGD) 

捷運系統(SMRT) 
Ez-link 票價(SGD) 

小(等)於 3.2 1.0 0.68 
3.21 至 4.4 1.2 0.80 
4.41 至 5.6 1.2 0.90 
5.61 至 7.2 1.4 1.00 
7.21 至 8.0 1.4 1.10 
8.01 至 10.4 1.4 1.20 

10.41 至 12.4 1.6 1.30 
12.41 至 14.4 1.6 1.35 
14.41 至 16.5 1.6 1.41 
16.51 至 18.6 1.6 1.46 
18.61 至 21.1 1.8 1.52 
21.11 至 23.6 1.8 1.57 
23.61 至 26.0 1.8 1.62 
26.01 至 28.0 2.0 1.67 
28.01 至 30.0 2.0 1.72 

30.0 以上 2.0 1.77 

資料來源：新加坡聯通公司(www.transitlink.com.sg)。 

 

圖 13 兒童票-兒童 7 歲以上或 90 公分以上就得付費 

 

 

http://www.transitlink.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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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票證 

在新加坡搭乘大眾運輸時，係採非接觸電子票證系統作為感應驗

票方式，其電子票證提供以下三種電子票證(單程車票卡、非接觸電

子票證系統易通卡與新加坡遊客通行卡)可依個人需求做選擇。 

(1) 單程車票卡(Standard Ticket) 

在新加坡搭乘捷運若搭乘次數不多可選擇購買單程票卡，如圖

14，每搭乘一次則要購買一次票卡，且須退回才可拿回卡片押金

SGD$1 元，而聯通公司(TransitLink)於 2013 年已經改用新的單程票卡，

新的單程票一卡最多可以使用 6 次，第 1 次購買時即會多收 SGD$0.1

元作為卡片押金4，但於第 3 次加值票價時就會退還押金，而於第 6

次也就是最後 1 次加值使用時還會給予 SGD$0.1 元的折扣，除可節

省原單程票卡的流通數量，乘客能更便捷的搭乘與享受乘車優惠，也

減少了以往每買一張單程票即要退一次押金之不便。 

圖 14 新加坡捷運新的單程票卡 

  

                                                 
4
 電子票證卡片押金為新加坡特有的收費制度，乘客於購買單程票、易通卡或新加坡旅客通行卡時押金已

含在內，購買單程者於搭乘完畢時，將票卡插入售票機 Refund 插槽即退還押金；購買易通卡或新加坡旅

客通行卡者，則可於旅客服務中心退卡片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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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通卡(Ez-link Card) 

易通卡於新加坡除可搭乘捷運亦可搭乘公車，如圖 15，就如同

臺灣悠遊卡、香港八達通或是東京 SUICA，於進出捷運站或上下公

車時刷卡感應驗票機即完成扣款，一張易通卡票價為 SGD$15 元，內

含儲值金 7 元，押金 3 元，退卡手續費 5 元，可於捷運站得售票窗口

(Ticket Office)或旅客服務中心(Passenger Service Centre)購買，加值時

可於各大捷運站的售票機儲值，每次最低加值金為 SGD$10 元或其倍

數。 

目前易通卡於新加坡已普及化，使用範圍廣闊、便利、票價低於

現金票價即享有轉乘優惠，民眾首先搭乘之大眾運輸運具至最後搭乘

之大眾運具間，於 2 小時內可享有 3 次轉乘優惠，但搭乘捷運轉乘公

車須於出捷運匝門 30 分鐘內完成，此與臺中市目前推行票差轉乘優

惠有相似之處，未來 BRT 建設完成後亦可朝此方向推展。另新加坡

易通卡與臺灣悠遊卡之卡片功能皆不斷擴充，除保留以往單純乘車之

功能(可搭乘公車、輕軌與捷運)，現在更可於醫院與便利商店等地方

進行小額消費之電子錢包，並可由信用卡或銀行帳戶提供自動加值服

務。 

圖 15 新加坡易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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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加坡遊客通行卡(Singapore Tourist Pass) 

新加坡遊客通行卡是唯一提供遊客無限次搭乘新加坡捷運與公

車的全日旅遊通行卡，如圖 16，分別有 1 日(SGD$8 元)、2 日(SGD$16

元)或 3 日(SGD$24 元)全日旅遊通行卡，讓遊客於新加坡觀光旅遊時

更輕鬆便利，租用通行卡時需支付 SGD$10 元押金(通行費用另計)，

通行卡有效期為 5 天，於有效期限內歸還即可取回租金與卡片內餘

款。 

圖 16 新加坡遊客通行卡 

3.3. 新加坡副大眾運輸系統-計程車 

在新加坡計程車稱為德士，目前由區內 6 家業者(康福 Comfort、

城市 City、捷達 Premier Taxi、SMRT、Trans-Cab、Smart Cab)營運，

必須經政府核可，且計程車駕駛員並無擁有車輛權，須向計程車公司

租用計程車執業，並由陸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

負責牌照發放與計程車服務品質之監控。 

新加坡計程車費率主要採里程計費，基本里程 1 公里內起票價為

SGD$2.8~3.2 元，其後每 330~385 公尺加收 SGD$0.2 元，另叫車費、

其他時間叫車費與不同時段性(尖峰時間、夜間加成與市區附加費)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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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費用，並依各車輛依其設備(賓士、日系或韓國車等)、乘車時段與

服務特性不同，如圖 17，訂定不同之收費標準。 

在新加坡乘客欲搭乘計程車，需於道路上或設有計程車招呼站之

處招車，而計程車車頂上皆有燈號顯示該車目前乘車狀況，車頂顯示

綠色 TAXI 代表空車，紅色 HIRED 表示有人搭乘，紅色 ON CALL

代表已有人預約，而計程車上皆裝有衛星派遣系統(CabLink)除方便

乘客叫車，計程車駕駛座煞車踏板旁皆設有安全鈕，駕駛若遇到危險

於 10 秒內踩安全鈕 2 次，衛星派遣系統即可追蹤該車目前位置，並

派遣鄰近地區計程車或警察局前往協助處理，於乘客座亦有安裝此鈕，

以維護計程車駕駛者與乘客之安全。 

圖 17 新加坡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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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私人運具抑制措施-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RP) 

經由上述介紹，新加坡政府致力發展其大眾運輸，希冀由便利之

交通環境降低私人運具使用率，新加坡政府為更落實並減少私人運具

使用與持有以避免道路擁擠，因此採取較嚴格的管制措施限制，如配

額制(The Quota System)、擁車證(Certificate if Entitlement,COE)與週末

車制(Weeked Card Scheme)等，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於道路上建

置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RP)，以利特定區域於特定時段內，減少道路

擁塞，落實擁擠稅的徵收(Congestion tax)，透過費率制度可有效分散

車流，達成道路通暢之管理目標，期藉由此方式推行讓民眾審慎選擇

運具至目的地，避免於尖峰時間行駛在尖峰路段以及增加選擇搭乘大

眾運輸之意願。 

新加坡之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自

1998 年 4 月開始實施，如圖 18，每一部汽機車上都會貼上一張彩色

條碼的車上單元(Color-coded In-Vehicle Unit, IU)在於汽車擋風玻璃的

右下角或於機車手把上，當車輛通過信號匝門時，經由短距離無線通

訊技術，即感應車輛上安裝之 IU 自動扣款繳費並顯示所剩金額，其

插入 IU 之現金卡可於銀行 ATM 或加油站等地加值。電子道路收費

系統主要之特色係依不同交通工具、地區與時段而收取不相同之費用，

如市區擁塞路段 (7:30a.m.至 7:00p.m.)與高速公路及城市外道路

(7:30a.m.至 9:30a.m.)收費等，而公車和緊急救援車輛行經時則不收費，

另依繳付費用依收費點擁塞程度調整，其費率也會隨定期檢視而調

整。 

另為避免駕駛人有僥倖逃過電子道路收費系統之心態，該系統透

過天線與光學偵測器之整合，若有駕駛者違規闖入，當車輛通過第一

道信號匝門時，架設於匝門上之攝影機會照下該車輛影像回傳至控制



25 

 

中心，進而對該駕駛人罰款等。 

目前新加坡政府實施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已有段時間，實施成效反

映良好亦帶來諸多好處，如車輛通過時不用減速慢行、電子收費系統

減少人工成本與失誤、每季所偵測之數據資料可作為下一季收費調整

依據與改變駕駛人駕駛行為與行駛路線及時間等，故新加坡政府因而

持續擴大其使用範圍至高速公路與其他擁擠的外環道路上，透過大眾

運輸發展與抑制私人運具使用率，提昇大眾運輸之搭乘，減少道路交

通擁擠。 

圖 18 電子道路收費系統 

3.5. 其他交通觀光設施 

新加坡致力於發展大眾運輸、建立完善之交通路網、實行交通管

制等措施，同時亦將新加坡觀光產業納入整體交通規劃中，如觀光勝

地聖淘沙之單軌列車、雙層觀光巴士、新加坡河畔克拉碼頭與新加坡

纜車等，都為來新加坡觀光之主要景點，以下就其交通觀光設施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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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3.5.1. 聖淘沙單軌列車(Sentosa Express) 

聖淘沙(Sentosa)位於新加坡南端，為新加坡最熱門的旅遊度假勝

地，並於 2010 年開幕的綜合渡假村「聖淘沙名勝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結合環球影城、節慶大道與海洋生物園等娛樂景點。而前

往聖淘沙時，可搭乘聖淘沙單軌列車(如圖19)、接駁巴士與空中纜車，

其單軌列車係採跨座式單軌系統，列車雙向行駛時皆採單軌行進，並

以逆時針方向在單線環路行駛，全線設有 4 個停靠站(聖淘沙站、濱

海站、英比奧站與海灘站)，約 5~8 分鐘 1 班車，每小時最大運量 4000

人次，另其站臺設計係採島式月臺，此月臺方式係待車上乘客從其一

月臺下車車廂內淨空後，然後讓另一月臺上車，減少乘客上下車之干

擾，亦加速上下車時間。 

圖 19 聖淘沙單軌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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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觀光巴士 

新加坡除有便利之大眾運輸可供民眾搭乘外，新加坡政府為宣導

其觀光景點等，更提供觀光巴士讓旅客搭乘，其觀光巴士上層為無頂

蓋開放空間，下層為封閉式空調車廂，遊客乘車需於新加坡新達城購

票上車，沿途僅開放持有觀光巴士票根之遊客於核定站位上下車，與

一般公車持有電子票證或投現即可上車不同，其路線分為東西線(行

經市政中心、克拉碼頭、植物園、屋節碌等美食購物區)與南北線(行

經小印度、亞拉街、牛車水等傳統民俗區)，隨車皆有導覽人員沿途

介紹當地風土民情與景點，另外觀光巴士生動活潑之車體彩繪，讓眼

睛為之一亮且遊客易於分辨，如圖 20。 

圖 20 新加坡觀光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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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人行道系統 

新加坡政府除在各捷運站與公車站轉乘間設置有頂蓬的行人徒

步區，提供乘客與行人一良好徒步環境外，為維護行人穿越道路交通

安全，於新加坡市區每一個路口皆設有行人專用號誌，亦設有行人觸

動號誌按鈕，以提昇民眾過馬路之安全，如圖 21。 

  

圖 21 行人觸動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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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路邊停車費率與停車票 

在新加坡道路上繪設之雙黃線之道路則為禁止停車線，如圖 22，

於臺灣繪有雙黃線係代表分向限制線，紅線為禁止停車線。而新加坡

之駕駛者若欲停車於路邊停車格，須先於便利商店等有販售之地方購

買停車票，並於停車票上註記欲停車之日期與時間，如圖 23，停車

時間用完後須立即補買停車票，否則視為逾時違規開罰，嚴重者予拖

吊；而在臺灣相對路邊停車格多且駕駛者於路邊停車也方便許多，但

也因此路邊停車與違停嚴重，常常導致交通擁塞，故可參考新加坡政

府管制路邊停車之方式，以達交通順暢。 

圖 22 新加坡道路雙黃線為禁止停車 

圖 23 新加坡路邊停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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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加坡國際運輸大會及 UITP 亞太會議專題演講 

本次出國除考察新加坡當地交通建設外，另一重點就是受國際運

輸大會邀請至 UITP 亞太會議中專題演講，本局林局長親自發表「臺

中市公車運量倍增之策略(A study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o a 20-fold 

increase in bus ridership over the last 10 years in Taichung City)」演說，

向國際推廣本市發展大眾運輸成效，同時與會議代表交流各城市推動

公共運輸之經驗，以為本市後續整體交通發展參考，如圖 24。 

圖 24 新加坡國際運輸大會及 UITP 亞太會議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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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交通部觀光旅遊局新加坡辦事處 

交通部觀光局為臺灣觀光事務的最高職掌機關，除負責規劃管理

臺灣觀光事務，同時肩負起向外推廣臺灣觀光之重任，此次考察亦前

往交通部觀光旅遊局新加坡辦事處參訪，除瞭解新加坡民眾旅遊交通

需求習慣，以利未來新加坡民眾來臺觀光時可提供合適之交通資訊，

亦探討目前各類臺中市交通觀光摺頁於新加坡辦事處發放狀況，如圖

25。 

圖 25 交通部觀光旅遊局新加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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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旅遊局於新加坡除設有新加坡辦事處可提供欲前往

臺灣觀光之新加坡民眾作為洽詢窗口，亦於捷運站等公共場所設有相

關臺灣觀光宣導廣告，藉以推廣臺灣之美，如圖 26。 

圖 26 交通部觀光旅遊局新加坡辦事處於捷運站之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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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新加坡與臺灣皆屬地峽人稠，其地理環境上亦有許多相似之處，

藉由此次考察可瞭解新加坡政府於大眾運輸系統、交通政策制定、大

眾運輸與土地綜合規劃、軌道設施管理維護、抑制私人運具措施等，

在發展大眾運輸同時如何結合都市之發展，其所推行之各項政策亦可

作為本國之借鏡，可供國內參考之內容由交通4E：工程(Engineering)、

教育(Education)、執法(Enforcement)及鼓勵(Encourage)分述如下。 

圖 27 新加坡推行之各項政策(交通 4E) 

 

工程 

(Engineering) 

•大眾運輸：建構完善大眾運輸路網(MRT、LRT與公車軟硬體設備) 

•副大眾運輸：計程車招呼站、計程車衛星派遣系統(AVL&AVI) 

•私人運具抑制措施：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RP) 

•行人與自行車騎士：行人觸動號誌、有頂蓬之行人徒步區與自行車道 

•大眾運輸規劃、都市發展計畫與土地使用相互整合 

教育 

(Education) 

•各式媒體宣傳向民眾宣導周知政府相關政策之推動 

•文宣品印製(海報、路網圖與宣導品)增加本國與外來民眾瞭解政府現行相關政策 

•私人運具抑制措施逐步推動並對民眾進行宣導教育 

執法 

(Enforcement) 

•提高私人運具持有成本(車輛總管制、提高燃料稅) 

•私人運具抑制措施(ERP、擁車證、週末用車與路邊停車票) 

•對逃避收費或違規之駕駛者進行取締開罰 

•減少對大眾運輸之補助，業者自負盈虧，使其積極提昇其服務品質 

鼓勵 

(Encourage) 

•大眾運輸轉乘優惠 

•持電子票證搭乘大眾運輸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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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新加坡政府於推動大眾運輸的同時，亦提高私人運

具持有持成本與相關抑制措施，除倡導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建構完

善大眾運輸路網並實施轉乘優惠，以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率，藉以控制

其私人運具成長，確實反映出其使用成本，雖然臺中市目前為鼓勵民

眾搭乘大眾運輸亦有實施相關乘車優惠措施與抽獎等活動，以提昇民

眾搭乘意願，但卻於私人運具持有抑制等相關措施政策較顯不足，若

能學習新加坡政府於此部份實施相關逐步管理作為，對於臺中市往後

大眾運輸(BRT 與 MRT)之建設完成後，更能提昇大眾運輸之使用率。 

而新加坡政府於推動大眾運輸時不單僅考慮大眾運輸路網規劃，

更將都市發展計畫與土地使用相互整合，如與大型商場開發、辦公大

樓、豪華公寓、轉運站之結合等，使其透過綿密的大眾運輸路網，便

利民眾往來市中心與郊區，彼此間相輔相成以發揮相乘效果，其作法

值得本市加以效法學習。 

另新加坡應用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RP)並依各路段擁塞程度與時

間制定不同時段之徵收費率，藉此使駕駛人能避開尖峰時間行駛該路

段，以解決新加坡道路擁擠問題，其收費系統與抑制措施亦可作為國

內城市內面對道路嚴重擁塞時之參考方向，以降低民眾通行之時間消

耗。 

本次參訪新加坡大眾運輸系統之不同運具各有其特性，其公車系

統、捷運系統(MRT 與 LRT)、副大眾運輸系統、單軌列車與觀光巴士，

其規劃雖與臺中市目前大眾運輸之建設與政策有部份差異，但對於複

合式大眾運輸之整合理念，與臺中市的 IRT 推動方向是一致。此次考

察，除再次檢視本市發展方向是否與國際一致外，更可摘錄新加坡實

施成功案例之要素與策略，因地制宜且循序漸進，打造符合臺中市的

完善大眾運輸路網與人本運輸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