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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為瞭解香港近年來在人行環境整頓及建置具程度成效之推動手

法、八達通卡成功成為全世界最高滲透率及高流通率的電子票證之因

及香港高度發展及複雜的交通網絡組成等三大目的，進行香港實地考

察行程。 

而本次考察行程安排，除拜會香港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外，期間與

接待人員充分交流討論，並安排實地考察公共運輸轉乘模式、港鐵(東

鐵線、港島線、西鐵線、觀塘線、荃灣線)、八達通卡使用、及行人環

境改善計畫實施手法。 

本次考察針對假日百貨商圈周邊交通管制改善、市府自已發行市

民卡及及落實複合式公共運輸網等三大部分，提出具體心得及建議，

可提供市府團隊在未來市政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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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國人員名單 

本次出國考察參訪人員共計 2 名，詳如下表所列。 

表 1 香港公共運輸機構考察參訪人員名單 

序號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專長 聯絡方式 

1 王義川 局長室/局長 運輸規劃 04-22289111＃60001 

2 隋文政 祕書室/約僱人員 空間規劃 04-22289111＃60012 

三、 目的 

(一) 由於臺中市市區與香港城市發展環境相似，市區道路路網建置密

佈，過去順應交通車流需求與考量車輛行駛安全，規劃道路使用

空間時，未能同步與整體人行環境達成平衡。但香港近年來在人

行環境整頓及建置具程度成效，值得本市府未來進行友善行人環

境改善之參考。 

(二) 香港電子票證八達通發展迄今，市面流通發卡量超過 2,800 萬，

系統設計除通用於多種公共交通運具，免除使用輔幣之不便，亦

廣泛應用於全港眾多元零售收費系統（含停車場、路邊停車收費、

超商、自動販責機等），更可同時提供大廈門禁系統和支援學校

各活動，使民眾一卡在手，即可享受方便快捷、安全可靠之多元

生活服務。本局除健全公共運輸網絡之餘，亦期望透過便捷且具

附加價值之電子票證服務，培養民眾搭乘公共運輸之習慣。因此，

香港八達通具體操作方式值得仿效，作為後續推動智慧電子票證

政策之參考。 

(三) 香港擁有高度發展及複雜的交通網絡，包括鐵路、電車、巴士、

小巴、的士（計程車）和渡輪等運輸系統，各類公共交通工具每

日載客超過 1,200 萬人次。本局刻正以「安全」、「人本」、「綠色」

作為交通政策的三大核心理念，並以公共運輸發展導向為策略，

建構捷運(Metro)、鐵路(Rail)、公車(Bus)、自行車(Bike)等「複合

式公共運輸網」(MR.B&B)，故香港公共運輸發展經驗值得本局借

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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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過程 

(一)行程安排 

表 2 香港公共運輸機構考察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8月 20日 

(四) 

上午 
臺中機場 0735起飛，0910扺達香港 

(中信航空 E1819) 

臺中機場 

下午 

拜會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主題：營運及技術經驗分享 

人員：市務部譚堅總經理、技術部李

渭源副總經理 

八達通卡有限

公司 

(九龍灣宏泰

道 23號 46樓) 

8月 21日 

(五) 
全日 

現地勘查(一) 

主題：公共運輸轉乘模式-港鐵(東鐵

線、港島線、西鐵線、觀塘線、

荃灣線)及八達通考察 

東鐵線 

港島線 

西鐵線 

觀塘線 

荃灣線 

8月 22日 

(六) 
全日 

現地勘查(二) 

主題：行人專用區及電車系統考察 

彌頓道 

尖沙嘴 

九龍灣 

中環 

8月 23日

(日) 

上午 資料整理 麗駿酒店 

下午 
現地勘查(三) 

主題：地鐵(機場快線)考察 

機場快線 

晚上 
香港 1930起飛，2100返回臺中 

(華信航空 AE1842) 

臺中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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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過程 

1. 本次參訪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從榮幸獲得該公司張耀堂行政總

裁、營運及市務部譚堅總經理、技術部李渭源副總經理、企業

傳訊部焦揚先生的熱情接受、簡報與介紹。以下謹就八達通卡

的發展歷程、營運概況及實地考察進行說明。 

 

▲考察人員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主管交流後合影 

(1) 發展歷程 

早在 1979 年，當時的地鐵公司(現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已

經採用附磁帶的膠卡作單程及儲值車票，係採全自動但屬封閉

系統形式營運的收費系統。港鐵為進一步便利乘客，在 1993 年

檢討車收費系統及構思下一代收費系統發展策略，並確認非接

觸式智能卡技術最適合用作收費系統的平台。因此於 1994 年由

當時香港本地主要五大交通機構，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九

廣鐵路公司、九龍公共巴士控股有限公司、城巴有限公司及香

港小輪攜手合作成立聯俊達有限公司，負責開發和推行非接觸

式智能卡技術，並於 1997 年 9 月正式推出八達通系統及發行八

達通卡。 

為了開拓八達通的商業潛力，八達通向香港金融管理局申

請「接受存款公司」牌照，並於 2000 年 4 月獲發牌，得以擴展

業務至非交通服務範圍，而各股東於 2001 年簽訂新股東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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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

司接收香港小輪的股份，並於 2002 年改名為八達通卡有限公

司。2005 年 10 月成立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並全資雍有八達

通卡有限公司及其他負責非付款業務的附屬公司，包含八達通

獎賞有限公司及其他附屬公司。 

(2) 營運經營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雖由香港主要交通機構共同持有，但服

務範圍不僅限制於交通運輸服務，而且各股東間撇開競爭關係，

以「服務公眾」為目的，以「創新的支付科技，令生活更輕鬆」

為使命，共同創造一個提供配合交通及非交通業務，具備多種

功能的完善通用票務系統。發展至今，差不多所有的交通工具

均已接受八達通付費，而其應用服務範圍擴及至停車場、路旁

停車收費錶、餐飲、便利店、超級市場、家居及個人護理商店、

衣服零售、自助洗衣服務、電訊服務、自助販賣機及照相站、

影印服務、戲院、學校、康樂設施及商廈住宅大樓的門禁系統。 

而為提昇使用率並回饋使用民眾，八達通獎勵有限公司於

2005 年 11 月推出「八達通日日賞」計畫，使用者無論以任何

方式付款，均可透過已登記及啟動「八達通日日賞」功能的八

達通卡賺取及兌換「日日賞紅利」。透過此通用平台，參與商戶

可為顧客提供特定優惠，不需再另建置回饋系統。至今，已有

超過 330 萬張八達通登記加入該活動，會員可享有約 20 家與會

商戶旗下約 700 個商店提供的各種優惠。 

正因八達通卡具備多功能應用的方便快捷、多元的儲值管

道、後端系統精密運作的安全可靠、減少現金交易的人為錯誤、

縮短金流的成本現時間及廠商合作的優惠折扣等多項的優勢特

點，造就八達通卡成為全世界最高滲透率（香港 15 歲至 64 歲

組別人中滲透率達 99%）、高流通率（流通超過 2,800 萬張）、

最高使用率（每天交易量超過 1,300 萬筆，涉及金額超過 1 億

5 千萬港幣）及最廣服務範圍（超過 6,000 家服務供應商，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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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個店家）的電子票證。 

 

▲捷運自動售票機旁設置自動增值機，提升儲值的方便性。 

     

▲（左圖）捷運自動售票機旁設置自動增值機，提升儲值的

方便性。（右圖）路邊停車收費錶可使用八達通卡直接進

行繳費，減少管理人力及使用者再另行繳費等成本支出。 

2. 於考察過程中，發現市區中的移動不一定坐車會比較快，主要

因大多數的道路為單行道，需繞行遠路，而為有效進行人車分

流，建築物間設置行人天橋連通道，一方面提供行人一個安全

及舒適的通行環境，也提昇車流速度，天橋上則提供觀賞城市

景色的機會，產生吸引遊客及消費附加價值。另外在行人流量

龐大的區域設置完善的行人空間。以下就行人空間考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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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間設置行人天橋，除提供行人安全及舒適的通行環

境，更有效的使人車分流，增加汽車流動速度。 

(1) 行人環境改善計畫 

香港在過去順應交通車流需求與考量車輛行駛安全，規劃

道路使用空間時，未能同步納入人行環境，造成人車使用空間

失衡。因此，香港運輸署為提昇行人安全，於西元 2000 年起實

施行人環境改善計畫，透過推廣步行作為交通方式，勸阻非必

要的車輛駛入及改善人行空間等作法進行。計畫主要以現有行

人流量、道路安全及周邊商業活動等影響因素作為考量，並以

「不可為附近一帶道路帶來嚴重交通問題」為必要前提進行，

目前已在港島區銅鑼灣、中環、灣仔、赤柱；九龍區旺角、尖

沙咀、佐敦、深水埗以及新界區石湖墟、元朗等區域落實，已

實施區域普遍獲市民肯定。 

(2) 人行環境實施型式 

香港人行環境實施型式主要分為全日行人專用道、部分時

間行人專用街道、悠閒式街道等三類。其中「全日行人專用道」

係指行人享有絕對優先權，只准許提供緊急服務的車輛進入，

但在部分個別地點容許送貨車輛在指定時間內進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5%B3%B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5%B3%B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92%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3%E4%B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6%9F%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BE%8D%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BE%8D%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6%E6%B2%99%E5%92%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6%E6%B2%99%E5%92%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0%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6%B0%B4%E5%9F%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5%8C%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5%8C%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7


8 

 

▲中環為香港政治及商業中心，商業活動頻繁，同時也是四

條港鐵路線交匯點，行人流量龐大，因此，除設置行人天

橋系統外，亦於平面廣為設置全日行人專用道。 

「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係指一般車輛只被允許在指定

時段內行駛，並且實施各種限制，包括不設路邊停車格，但仍

設有上下客貨區。 

 

▲該區域於凌晨及白天為零售市場，故沿線未設置路邊停車

格，且僅開放車輛於中午 12 時至下午 9 時間通行，其除

時段均作為行人專用街道，並於路口繪設「望左」、「望

右」等標線，提醒路人穿越仍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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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悠閒式街道」則是指一般性車輛雖然未被限制行駛進

入，但透過車道或路口寬度縮減、減速丘等手法，抑制不必要

之交通量。同時街道盡可能減少停車位，拓寬人行道面積及路

權，而的士站及專線小巴站也只會無法在周邊找到更適合的停

靠點時，准許於街道上停靠。 

 

 

▲尖沙嘴是香港主要的娛樂、文藝、旅遊及購物區域，聚集

大量的人潮及交通量，而為兼具行人及交通之需求，該區

域街道多以悠閒式街道設置，並依時段限制車輛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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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於香港考察期間，全程交通運具均使用公共運輸系統，主

要以地鐵進行大區域間之移動，區域內則以步行、的士(Taxi)及

巴士等方式移動，以下就港鐵考察進行說明。 

(1) 香港鐵路系統 

係由香港鐵路公司(MRT Corporation Ltd. ，簡稱「港鐵公司」)

於 2007 年 12 月將地鐵公司及九鐵鐵路公司正式合併，路網共

由 9 條鐵路線、1 條機場快線及 85 個車站組成，整體路網涵蓋

19 個轉運站，網絡健全四通八達，方便乘客轉駁不同行車線。

因此，港鐵被公認為世界級的公共交通運輸機構，無論在可靠

性、安全及效率方面，均一直保持在國際級最高水平。港鐵 99%

的乘客均會準時到達目的地，是乘客往返香港各區甚至境外的

最快捷便利交通服務。 

(2) 機場快線 

機場快線是連接香港國際機場及香港商業中心區最快捷的

交通工具，全長 35.3 公里，每 10 分鐘一班車，全線設置五個

車站，分別可於欣澳站轉乘至迪士尼樂園，青衣站、九龍站、

香港站等站可轉乘東涌線、港島線及荃灣線至香港各行政區，

因此由機場至中環市中心僅需約 24 分鐘。 

另外於香港站及九龍站可以搭乘免費巴士穿梭轉乘至大酒

店及主要運輸交匯站點，亦可在登機前一天至班機起飛前 90 分

鐘於上述兩站辦理免費市區預辦登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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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內整體設計展現明亮舒適感。 

 

▲車廂上方電子顯示版顯示列車行進方向與即可扺達站點。 

 

▲於指定車廂內(第一車廂及第七車廂)貼心設有充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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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20V 電源及 USB 充電插座(設施面積約 A4 尺寸)，方

便乘客為其行動裝置充電。 

 

▲車廂內於每節車廂中以電子顯示版明確顯示站名，整齊標

示行李放置區、消防設備及緊急逃生方向、禁止飲食吸煙

及靜音區等標示，貼心及清楚提供乘客資訊。 

五、 心得 

在本次香港考察過程中感受最深刻的部分，是發現市區中的移動

不一定坐車會比較快，主要原因為香港大多數的道路均為單行道，需

要繞路而行，而香港為有效進行人車分流，大量於建築物間設置行人

天橋連通道或完善的行人空間，這些行人空間除提供行人一個安全及

舒適的通行環境，也有效提昇車流速度，另外也使香港可在高達九成

的使用率下，面對尖峰時的大量人潮可做到即時疏散，其大眾運輸使

用率與管理效益是臺中未來要努力的標竿。 

此外，八達通卡服務範圍不僅於交通運輸服務，其服務更範圍擴

及停車場、路旁停車收費錶、餐飲、便利店、超級市場、衣服零售、

自助販賣機等，主要是透過創新的電子錢包、支付科技，使旅程及生

活都變得更輕鬆容易，其推動智慧電子票證亦是臺中可學習之典範。 

本次於香港考察期間，全程交通運具均使用公共運輸系統，主要

以地鐵進行大區域間之移動，區域內則以步行、的士(Taxi)及巴士等方

式移動，主要香港擁有高度發展及複雜的交通網絡，包括鐵路、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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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小巴、的士（計程車）和渡輪等，創造多元複合式公共運輸之

轉乘環境，大幅縮短旅運時間，打造便捷的生活圈。因此，打造便捷

的複合式公共運輸是臺中應未來努力的目標。 

綜合上述，反觀臺中市目前面臨之交通問題及未來施政方向，提

出「針對假日百貨商圈周邊進行人本道路空間改善計畫」、「推動多功

能應用之電子票證市民卡」、「創造多元複合式公共運輸路網」等建議，

其分別說明如后。 

六、 建議 

(一) 建議針對假日百貨商圈周邊進行人本道路空間改善計畫 

臺中市新光三越、大遠百、勤美及大魯閣新時代等大型百貨公司

於設置之初，審查交通衝擊評估時又未能確認要求停車場進出口分流，

導致顧客同時於同一出入口進出，周邊道路容量現況已無法負荷百貨

業者假日吸引的交通量，造成周邊道路回堵及壅塞。 

假日百貨商圈周邊交通壅塞，已是臺中市長久存在的交通壅塞問

題，但又受限於無法提升道路供給量，且車流與來往百貨公司的行人

動線衝突，造成路口打結無法淨空，無法有效運用綠燈時間的窘境。

因此，建議可參考香港於中環等商業及觀光活動高密集度的地區，進

行人車分流的行人環境改善計畫。而臺中市百貨商圈人潮主要集中於

假日，故建議可優先考量香港行人環境改善計畫中「部分時間行人專

用街道」模式，於部分時間彈性實施交通管制，將商圈周邊部分車道

規劃為行人徒步區，禁止車輛進入，減少人車衝突。 

以新光三越及大遠百為例，該兩家百貨公司停車場入口位於市政

北七路，車輛從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排隊等候，並回堵至臺灣大道慢

車道，嚴重影響臺灣大道慢車道車速。此外，惠來路右轉臺灣大道車

流，與來往百貨公司的行人動線衝突，造成路口打結無法淨空，無法

有效運用綠燈時間。  

因此，於每逢假日中午 12 時至晚間 8 時彈性實施交通管制，惠

來路北向車道將規劃為行人徒步區，禁止市政北七路右轉進入惠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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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停車場滿時，禁止惠中路右轉進入市政北七路，並引導至市

政公園停車場。 此外，臺灣大道大遠百前避車彎改設大客車停靠區，

分流新光三越前公車亭的遊覽車；而臺灣大道、惠中路、市政北七路、

惠來路等四路口，各派一名員警及增派兩名義交，協助疏導及實施交

通管制。 

 

▲新光三越、大遠百周邊道路交通壅塞動線衝突分析圖 

 



15 

▲新光三越、大遠百周邊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圖 

而本局後續亦研議邀請警察局及百貨業者會商，將香港「部分時

間行人專用街道」模式應用針對勤美誠品商圈、大魯閣新時代等周邊

交通管制改善。 

(二) 建議推動多功能應用之電子票證「市民卡」 

香港八達通卡服務範圍不僅限制於交通運輸付費服務，其應用服

務範圍廣泛，至停車場、路旁停車收費錶、餐飲、便利店、超級市場、

家居及個人護理商店、衣服零售、自助洗衣服務、電訊服務、自助販

賣機及照相站、影印服務、戲院、學校、康樂設施及商廈住宅大樓的

門禁系統等均可使用，憑創新的非接觸式的電子付費方式，讓民眾享

受一卡在手，輕鬆生活的便利。 

目前臺中市政府除本局公車、iBike，另有社會局敬老愛心卡、民

政局戶政規費及里長服務證等業務，皆分別使用國內悠遊卡、一卡通

等電子票證公司提供服務，相關使用情形彙整如下表。 

表 3 臺中市政府目前運用電子票證提供之服務彙整表 

局處 業務 服務內容 配合票證 遭遇問題 

交
通
局 

公車 

100 年配合中央推動多卡通

政策，自 6 月 1 日起實施民

眾持電子票證搭乘市區公車

享基本里程(8公里)車資優待

(全票 20 元、半票 11 元)；104

年 7 月 8 日起實施 10 公里免

費。 

悠遊卡 

一卡通 

臺智卡 

遠通電收 

1.多卡通驗票機如需

更新扣款規則較費

時費力。 

2.民眾對各票證公司

差異，有相關問題均

需依賴通路商協助，

衍生部分人力及時

間成本。 

3.市區公車受限經營

特性，無法即時處理

民眾訴求。 

iBike 

已建置臺中市公共自行車租

賃系統(iBike)，租借自行車可

使用電子票證，享有使用前

半小時免費優惠 

一卡通 

臺智卡 

遠通電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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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業務 服務內容 配合票證 遭遇問題 

民
政
局 

戶政規

費 

103 年 7 月 1 日起，全市 29

區戶政事務所提供以悠遊卡

繳納規費的服務 

悠遊卡 與一般戶政規費不

同，目前仍無法以悠

遊卡方式繳納罰鍰 

里長服

務證 

里長識別證，使用範圍同一

卡通 

一卡通 無 

社
會
局 

敬老愛

心卡 

依據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

身心障礙者乘車補助要點，

年滿 65 歲以上、年滿 55 歲

以上山地原住民及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 ，每月自動儲值

1,000 點 (山地原住民每月

1,500 點)享有本府簽約之國

道客運業者所屬路線及市公

車免費乘車。 

悠遊卡 

一卡通 

臺智卡 

無 

國內目前已有臺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等縣市

政府與既有票證公司合作研議發行市民卡，彙整其服務項目及專責機

構等內容如表 4，各縣市主要共同服務項目包含公車、火車、捷運、公

共自行車、愛心計程車優惠、學生證、借書證、小額消費、電子規費、觀

光門票優惠、紅利積點、特約商店消費優惠。 

表 4 國內目前各縣府推展市民卡彙整表 

縣市卡名 主政單位 票證公司 特別服務項目 相關專責機關 

臺北卡 資訊局 悠遊卡 
學生到離校簡

訊通知家長 

社會局：敬老卡 

教育局：學生卡 

交通局：愛心、陪伴卡 

衛生局：健康卡 

桃樂卡 研考會 悠遊卡 
市政府及其附

屬機關員工卡 

教育局：學生卡 

交通局：敬老卡 

人事處：員工卡 

民政局：一般卡 

研考會：推動市民卡 

新竹 

市民卡 
行政處 悠遊卡 

市政府及其附

屬機關員工卡 

行政處：普通卡、認同卡 

社會處：敬老卡、愛心卡 

教育處：數位學生證 

人事處：員工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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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卡名 主政單位 票證公司 特別服務項目 相關專責機關 

嘉義 

市民卡 

企劃處 

(研考會) 
悠遊卡 

市政府及其附

屬機關員工卡 
企劃處(研考會) 

臺南 

市民卡 
民政局 一卡通 

  民政局：寶貝卡、一般卡 

教育局：學生卡 

社會局：社福卡 

與既有票證公司雖可縮短發行時程，亦不須委託加值機構，但卻

可能面對票證公司清分費及卡片功能等問題及限制。因此，建議本市

府可整合公共服務及市民日常生活應用，研擬自行發行臺中市民卡，

推展結合公共運輸、圖書借閱、志工服務、社會福利等市政服務，使

市民可享受多卡合一、一卡多用之生活便利，同時使市民卡在生活、

交通、經濟及社會文化等多元面向均可創造效益，並成為市民的認同

卡。 

(三) 創造多元複合式公共運輸路網 

香港擁有高度發展及複雜的交通網絡，包括鐵路、電車、巴士、

小巴、的士（計程車）和渡輪等運輸系統，各類公共交通工具每日載

客超過 1,200 萬人次，透過各公共運輸的轉乘即可快速至達香港各區

域。本局刻正以「安全」、「人本」、「綠色」作為交通政策的三大核心

理念，並以公共運輸發展導向為策略，持續推動建構軌道運輸骨幹，

仿效日本東京山手線，連結臺鐵山線與海線的東西向「大甲-后里線」、

「市區雙環軌道系統－其一為捷運綠線環狀化，另一為山手線內環

線」，以及「捷運與輕軌系統的整合發展」，並計畫在臺中、水湳、豐

原、烏日、沙鹿、大甲、朝馬、霧峰等地區設置八大轉運中心，創造

多元複合式公共運輸之轉乘環境，打造一小時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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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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