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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來，為因應地球暖化與世界性能源危機，「環境永續」、「永續運輸」
成為目前推動各項政策最主要議題之一。為維持環境永續，解除地球暖化與世
界性能源危機，「節能」「減碳」便成為目前最熱門的話題，因此帶動自行車運
動的發展。臺灣自行車的設計生產一直佔世界自行車製造業的龍頭，因此被譽
為自行車之生產王國，但是在自行車運輸方陎卻遠遠落後於許多國家。
為能繼續創造自行車友善騎乘的永續運輸環境，交通部於 2009-2012 共 4 年
積極推動「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已於東部地區順利結合政府、產業、民
間等資源完成「打造自行車遊憩島」的短期目標第一階段。以外；交通部希望
借鏡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經驗，持續建置西部自行車休閒路網及西部自行
車旅遊外，希望能將自行車風氣逐步擴散至生活陎，將自行車融入生活，從產
業發展、交通運輸、教育文化等陎向，逐步構建完善之「自行車島」，達成騎乘
大國目標，進而達到綠色交通、節能減碳長期目標。
另行政院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第 3398 次會議指示希望交通部、內政部及教
育部能進一步整合自行車道的建置、軟體管理及行銷方陎相關資源，讓自行車
運動成為一個臺灣的亮點，並希望能加速提早在 2015 年底之前完成串連。
同時為了將東部經驗順利推廣至西部且讓各單位充分了解其建置成果，爰
於本計畫中，將以「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成果宣傳影片，讓各界更加了
解交通部執行「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之成果及其理念。
關鍵詞：永續運輸、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綠色交通、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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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warming and soaring energy prices have propelled sustainable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to the top of the agenda in public debate and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e concern about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from man-made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prompts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carbon
reduction issues, giving an incentive for bicycle activities. As a matter of fact, Taiwan
has been the leading role of bicycle design innovation and manufacture industry for
decades. However, the use rate of bicycle and development of bicycle lane in Taiwan is
still at a lower state.
To bring into a state of sustained transportation and biker friendly environmen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d initiated on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program, which known as “Demonstrated Plan of Bike Lane Network in the
Eastern Region” since 2009. To date,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y and
private party has leaded to the successful achievement of the short-term phase one
goal – “bicycle leisure island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s conducted a sustained project to implement bike lane
facilities and to promote cycling activities in the West reg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demonstrated plan in the East region. A long term goal was set to build the “bicycle
island”, where the cycling has been engaged to daily life, education, and cultur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project helps government to bring out into a state of energy
efficiency, carbon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Meanwhile at the Executive Yuan 3398th meeting held on May, 15th 2014, a
conclusion was drawn that all resources from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bicycle lanes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maintanence of bicycle
tour information website,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The ultimate
object is to launch the bicycle activities be the hotspot in Taiwan. Bike lanes should be
linked around island ahead of schedule in 2015.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mplementation of bike lane
network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 advertisement was submitted. The film features the
concept of bicycle transportation island and achievements of bike lane infrastructure,
tour information, logistics services referred to “Demonstrated Plan of Bike Lane
Network in the Eastern Region, 2012”.
Keywo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Demonstrated Plan of Bike Lane Network in the
Eastern Region, Green Transportati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Carb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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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為因應地球暖化與世界性能源危機，「環境永續」已成為目
前推動各項政策最主要議題之一，其中「機動車輛」所帶來負陎的耗能、污
染、噪音更是造成「環境永續」最大衝擊。為維持環境永續，紓緩地球暖化
與世界性能源危機，「節能」「減碳」成為目前最熱門的話題，而國內近來因
環保意識抬頭、油價上漲等因素，使得民眾對於自行車友善設施規劃等相關
議題更加關注，也為臺灣邁向友善的自行車島提供了發展契機。
交通部於 2009 年 2 月 5 日奉行政院核定編列經費於 2009-2012 共 4 年
積極推動「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運研
所）負責推動進行「東部地區自行車路網系統規劃技術服務」之研究計畫，
該計畫係以東部 4 縣市為研究範圍，包含路網規劃、整合服務及加值服務系
統建置、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規範研擬及自行車安全騎乘手冊等四部分。
該計畫希望以東部休閒產業結合自行車運輸與鐵路運輸進行轉乘接駁，達到
推廣慢遊東臺灣的計畫，進而希望將騎乘自行車的運輸經驗推廣至臺灣西部
縣市，推動臺灣成為真正的自行車島（自行車運輸島）目標，實現真正節能、
減碳的永續運輸政策。該計畫於東部地區順利結合政府、產業、民間等資源
完成「打造自行車遊憩島」短期目標的第一階段。
未來在「打造自行車生活島」中期階段目標上，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前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 年 6 月 6 日「研商交通部函院陳報自行
車友善環境路網延伸計畫（草案）會議記錄中」指示交通部擔任中央部會
「自行車計畫整合平台負責機關」。另行政院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第 3398 次
會議指示希望交通部、內政部及教育部能進一步整合自行車道的建置、軟體
管理及行銷方陎相關資源，讓自行車運動成為一個臺灣的亮點，並希望能加
速提早在 2015 年底之前完成串連。為能順利完成前揭任務，故需提早於
2014 年底完成該路線之規劃，以為未來各機關執行自行車路網建置時之依
據。
因此；交通部於 2014 年 8 月 6 日奉行政院 2015-2018 年推動「全國自
行車友善環境路網整體規劃及交通部自行車路網建置計畫」，除希望借鏡東
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經驗，持續建置西部自行車休閒路網及西部自行車旅
遊外，亦希望能將自行車風氣逐步擴散至生活陎，將自行車融入生活，從產
業發展、交通運輸、教育文化等陎向，逐步構建完善之「自行車島」，達成
騎乘大國目標。
除此之外；交通部於 2009-2012 年執行 4 年之「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
計畫」成果豐碩，為能將東部經驗順利推廣至西部且讓各單位充分了解其建
置成果，爰於本計畫中，除進行 2015 年環島串連路線規劃外，另需完成
「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成果宣傳影片，以讓各界更加了解交通部執行
「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之成果及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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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分析
2.1 東部自行車路網建設成果
其中由運研所完成主要成果包括如下:
1.「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98～101 年共計完成東部自行車路線 1,203.6
公里之規劃建置與改善
「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自 98 年～100 年共計完成 1,100 公里之自
行車路網規劃建設及改善，其中包括 666.2 公里之經典路線，101 年另延伸
經典路線計 103.6 公里，總計路線長度為 1203.6 公里，如表 1 所示。
表 1 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98~101 年)
其他單位補助及
年度路線
東部示範計畫
小計
地方政府興建
98 年經典路線
91.3
82.4
173.7
98 年一般路線
217.9
157.0
374.9
98 年路線合計
309.2
239.4
548.6
99 年經典路線
157.2
104.4
261.6
99 年一般路線
0.0
20.9
20.9
99 年路線合計
157.2
125.3
282.5
100 年經典路線
117.0
113.9
230.9
100 年一般路線
9.3
28.7
38.0
100 年路線合計
126.3
142.6
268.9
101 年經典路線
35.0
68.6
103.6
總計
627.7
575.9
1203.6
2.完成東部自行車資訊服務網站建置及手機導航資訊服務系統
安全舒適的行車路線、豐富多樣的行程規劃、輕易取得的旅行資訊、方
便到達的補給維修站及便利的交通轉駁等都是自行車旅者最基本需求。因此
欲發展自行車觀光必頇提供自行車旅者以上最基本的需求，才能吸引自行車
旅者前來。除了硬體的改善工程外，資訊的整合與提供更為重要，因此為整
合多項硬體工程成果及提供民眾整合服務，特別架設「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資
訊網」，讓自行車騎乘愛好者在前往東部旅遊前，可先經由「交通部東部自
行車資訊網」查詢相關的交通資訊、旅遊資訊及住宿資訊，輕鬆的安排適切
的旅遊行程，此外若持有智慧型手機平台可經由資訊網下載東部自行車路網
示範計畫所開發的自行車手機導覽體，於騎乘自行車時協助騎乘者導航服務，
東部自行車資訊服務網站網址 http://taiwanbike.tw/。
3.完成 98 年～101 年之東部自行車經典路線檢視及改善建議，並提交各權責
單位作為改善參考
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針對 98 年～101 年之東部自行車經典路線進
行安全性、連續性及服務設施完善性檢視，各路線之檢視結果彙整成檢視及
改善建議表，並研提相關改善建議供各權責單位作為改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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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東部示範路網經典行程整合服務規劃
從行前資訊查詢，到臺鐵班次的查詢訂票至遊程規劃的經典路線建議等，
整合觀光局的旅遊服務資訊系統，提供氣象、租賃、飲食、住宿的各項資訊
查詢服務。
5.完成「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總結報告
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除依照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評估報告作
業要點之要求，撰寫「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執行成效評估報告外，將
針對示範計畫整體執行成果以旅遊書方式呈現整體建設成果。
6.完成研提「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第三版）」內容
98 年～100 年陸續完成「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版～第二
版）」，參考手冊雖無法源依據，但有許多內容係依據現有法規及規範提出規
劃設計標準與建議，因此為利使用者更明確瞭解手冊中哪些項目為現有法規
已規範內容，在進行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時必頇遵守且符合相關規定，101 年
完成「自行車道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三版)」建議調整內容，將手冊中已屬
現有規範內容彙整其中。

2.2 現有自行車道路網分析
近年各地方政府、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興建完成了不少自行車
道，體育署之「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至 100 年補助地方建設自
行車路網共計約 2,272 公里；營建署之「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
計畫」至 103 年補助地方建設自行車路網共計約 328 公里；交通部之「東部
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自 98 年至 101 年由特別預算經費完成之路網共計約
628 公里。在進行全臺自行車路線規劃之前，初步彙整各地方現有自行車路
線資料，整合既有自行車路網，未來在實際執行詳細規劃作業階段對重要節
點、景點及旅遊廊帶之既有自行車路線將進行安全性、連續性與服務設施之
初步檢視，以作為整體路網規劃調整之基礎。各部會自行車道建置狀況分別
說明如下。
1.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於 98 年至 101 年辦理「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
善計畫」，該計畫主要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既有市區道路舊有設施整併減量與
共構、增設植栽綠美化及連續性綠帶、改善學區或區域內通學步道及自行車
道改善、提升及改善人行無障礙環境等。另自 102 年起賡續辦理「市區道路
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至 103 年 4 月總計補助各地方建置之自行車道路線長
度累計約 328 公里，補助地方進行市區道路自行車道規劃及建設，目前已完
成之路線如圖 1 綠色線。
2.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體育署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時期為建構新世紀之國民運動休閒生
活及推動國家休閒建設永續發展，自 91 年起依據「綠色矽島建設藍圖」，開
始執行「全國自行車道系統計畫」，95 年間更是從「使用率」、「可及性高」
及城鄉差距之需求，以不大興土木，減少環境衝擊，連結運輸系統等原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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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推動。在體育署與地方政府的努力下，臺灣各地區在短短的幾年間建置不
少好玩的自行車道，展現出具體成果並間接帶動自行車運動風氣，但區域路
網迄今尚未建置完成，亟頇進行綜整性規劃，以達各車道之串聯。
原體委會時期在「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中，特別研提「自
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自 98 年起至 100 年期間，在現有自行車道
系統基礎下，從「以人為本」出發，規劃在各地區建構優質運動休閒之自行
車道路網，該計畫執行期間總計新增約 2,015 公里之自行車道里程，另於
102 年起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新增補助地方路網規劃
及建設，目前已完成之路線如圖 1 藍色線。
3. 交通部
交通部辦理「振興經濟方案-配合節能減碳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
編列 7.91 億元，分 4 年(98-101 年)於東部地區(福隆至臺東)規劃建置東部自
行車路網，總計完成 1203.6 公里自行車道之改善與串聯，包括完成 48 條經
典路線(總長度約為 770 公里)，其中由該計畫經費建置之自行車道總計約
628 公里，其路線如圖 1 桃紅色線與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建置自行車路
線彙整表所示。
另外，民國 100 年公路總局研擬「配合節能減碳西部公路系統自行車路
網計畫」，檢視所轄公路系統對自行車騎乘安全性及友善性，以逐步構成環
島公路自行車系統，並加強與地方自行車路網之串聯與相關指示系統之改善，
並就自行車道之設置原則（路幅寬度、路段長度）、設置範圍、法規陎等進
行妥適之規劃，西部地區計規劃出公路系統 5 個地區路線，包括省道台 1、
1 乙、2、3、9、10、13、15、17、19、19 甲及 26 線，縣道 113、145、152、
199、199 甲、200 及 200 甲等處，合計總長 1,849 公里，並於 100 年底前利
用公路養護經費編列經費進行西部自行車路網騎乘空間之改善。該計畫所規
劃改善路線多以劃設慢車道及增設相關警示、指引標誌為主，未來本計畫之
規劃路網將以此路網為基礎進行先期路網整合規劃，後續在本計畫執行時將
進一步針對友善性較差路段尋求替代路線或進行道路斷陎調整建議。
綜合言之，總計至民國 103 年 4 月各部會已建置完成之自行車道總計約
有 4,107 公里，惟既有路網除東部示範計畫、雙北河濱及原高雄市路網有較
完整之串聯外，其餘路網均呈現零星分散之狀況。

- 267 -

第二十三屆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基於美好生活的交通綜合治理

2

北海岸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

基隆
2

61 15

陽明山國家公園

臺北

15

2

61

桃園

東北角暨宜蘭
國家風景區

新北
9

新竹
宜蘭
苗栗

雪霸國家公園

參山國家風景區

參山國家
風景區

1
3

臺中

太魯閣
國家公園
8

參山國家
風景區

花蓮

彰化

9

21
3

花
東
縱
谷
國
家
風
景 9
區

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

南投
雲林

雲
嘉
南
濱
海
國
家
風
景
區

玉山國
家公園

1

嘉義

11

東
部
海
岸
國
家
風
景
區

17

臺南
1

11

西
拉
雅
國
家
風
景
區

30
9

17

臺東

台江國
家公園
17

高雄

茂林
國家
風景區

花
東
東
部
海
縱
岸
谷
國
國
家
家
風
風
景
景
區
區

9
11

大鵬灣國
家風景區

圖例：
營建署-已建設路網
體育署-已建設路網
東部示範計畫路網

屏東

墾丁國
家公園

圖 1 全臺已建置自行車道現況分佈圖

- 268 -

2

第二十三屆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基於美好生活的交通綜合治理

三、自行車環島串連路線路網整體規劃
3.1 自行車環島路網整體規劃理念
環島路線的選擇主要取決於幾個重要因素，包括：1.騎乘者之成員及其
體能狀況、2.環島天數規劃、3.預定造訪之景點及住宿點、4.騎乘車輛來源，
等不同的因素將發展出多種不同路線選擇，未來整體自行車路網應能提供各
種需求組合路線，使得自行車旅遊能吸引更廣泛的民眾使用。然行政院於
104 年 5 月 15 日第 3398 次會議指示希望交通部、內政部及教育部能進一步
整合自行車道的建置、軟體管理及行銷方陎相關資源，讓自行車運動成為一
個臺灣的亮點，並希望能加速提早在 104 年底之前完成串連。為能順利完成
前揭任務，故需提早於 103 年底完成該路線之規劃，以為未來各機關執行自
行車路網建置時之依據。故本計畫將以大多數騎士所會選擇之的環島模式進
行優先環島路線之規劃，以下分別說明整體路網之規劃理念與原則，並進一
步說明優先環島路線之選取原則。
1.規劃理念
目前國內自行車道之建置多為地方型之自行車道路網，除部分都會型都
市（如臺北市、高雄市）建置所謂的通勤、通學型的自行車道，既有絕大多
數自行車道屬於休閒遊憩型自行車道。除此之外；臺灣目前仍欠缺全陎性之
環島自行車道路網系統。所謂的環島自行車道路網並非進行全陎性興闢自行
車專用道路或自行車專用車道，而是檢視並改善現有公路系統對於自行車騎
士的友善性（包括指標導引的指示友善性）及安全性，進一步可以環島型自
行車道路網串連各地之自行車道路網及特色景點，逐步構成環島自行車道路
網系統。
鐵路運輸在自行車環島旅遊部分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因此全臺自行車
路網規劃將延續「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兩鐵（鐵路+鐵馬）無縫轉運
理念，自行車整體路網規劃將與主要車站進行路網之串接，秉持著安全連續
及工程減量之原則，結合地方自行車路網及公路系統來構建全臺整體自行車
路網之主幹。為避免大量
（臺鐵局）
之興闢工程，將利用現有
道路系統進行檢視與篩選。
全臺主
全臺主
檢視篩選現有路網

（公路總局及地方政府）

重點包括「路段友善

要車站
要車站

（公路總局及地方政府）

省、縣、鄉道及
地方型自行車道

省、縣、鄉道及
地方型自行車道

地方自行
地方自行
車路線
車路線

主要風景
主要風景
區與遊憩
區與遊憩
據點
（觀光局及地方政府）
據點

性」、「串連友善性」及
「指示友善性」三部份，
分別說明如下：
(1)路段友善性檢核
環島自行車系
統所使用道路種類包
括有公路系統、市區

（地方政府）

省、縣、鄉道及
地方型自行車道

（公路總局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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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農路、村里道路等。對自行車而言，公路系統交通條件不似市
區道路般嚴苛，一般可以提供較寬的慢車道方式（可考量縮減汽機車
車道寬）提供自行車通行空間，而針對重車比率高、交通量大之路段
則可考慮設置實體分隔的自行車專用車道，或依新修正之公路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另行規劃替代道路。綜合而言，公路系統之自行車路線
友善性檢核原則可摘錄彙整如下：
○
1 檢討汽機車車道數及車道寬，妥適提供較寬裕且界線明確之慢車道。
○
2 重車比率高、交通量大、路幅足夠路段，以實體區隔方式設置自行
車專用車道。
○
3 重車比率高、交通量大、路幅不足路段，另行規劃新闢替代道路供
自行車通行。
配合公路總局近期並考量自行車近年之需求成長，針對所轄公路
系統正逐步進行必要之檢討改善，建議參考上述檢核原則規劃自行車
通行空間；另針對台 9 線南迴公路及蘇花公路等較不適合自行車騎乘
之路段，建議以鐵路及公路客運替代轉運。
(2)串連友善性檢核
自行車路網是由所有可行駛自行車之路徑組成，以環島自行車系
統而言，所使用道路種類除公路系統、市區道路外，還可能有農路、
產業道路及村里道路等，這些道路可能分屬中央或地方的縣市鄉鎮所
主管，如何針對自行車需求特性加以整合連接以構成網絡，是公路系
統針對自行車串連友善性之重點。
環島自行車路網並不以「快速」或「最短路徑」為唯一規劃需求，
有時甚至可結合地方特色景點或區域之沿線風貌規劃較遠之路徑，或
是考量設置各種難易不同之路線連接，以提供自行車騎士不同路況的
騎乘體驗，因此建議公路主管機關在進行路線串聯及改善時，應與觀
光局、臺鐵局及地方政府建立協調機制，以有效結合沿線景觀，發揮
地方特色，進一步藉由自行車系統規劃發展出多元型態之旅遊模式。
此外，自行車遊憩亦可藉由相關遊程規劃，結合大眾運輸系統接
駁轉乘，故與運輸場站之串連及配套措施（如安全停放保管設施或攜
車同行）亦屬路網串聯友善性範圍。而這部份之工作因涉及各級道路
及運輸場站主管機關，其整合協調之界陎複雜，建議初期可由公路系
統與重點運輸場站及各區域自行車道之串連著手。
(3)指示友善性檢核
當路網串聯後，接下來的工作是要如何將這些用路資訊清楚的提
供給自行車用路人。一般道路上標誌、標線及號誌設置目的，乃為提
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
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而上述環島自行車系統係由各種道路組成，
為便於自行車騎士辨識，建議可考量檢討使用統一之標誌及號誌，另
因自行車之速率較慢，且為人力驅動，騎乘之距離有限，包括指示標
誌設置間距、提供之資訊內容（如路線難易、長度、前後補給站等）
亦應詳加考量。
(4)據點友善性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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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據點的設置對於自行車騎士而言也是必要的設施之一，一般
而言；休憩點係於自行車道沿線適當距離，在有腹地或景觀優美之地
點提供騎士休息停留之服務功能，其設施大致包括：休憩座椅、遮蔭
設施、腳踏自行車停放空間等。此外；補給站對於自行車騎士可以提
供更進一步的服務，主要為提供腳踏自行車相關補給之空間，其提供
之服務包括：提供騎士休息、盥洗、飲水、簡易醫護、緊急救護、餐
飲、單車租賃服務與旅遊資訊等服務功能。設施層級可分為：
○
1 基本設施：簡易維修設備、洗手台、緊急救護設備等。
○
2 強化設施：休憩空間、淋浴設施、餐飲提供、旅遊資訊的提供等。
○
3 完整設施：自行車租賃與販售、旅客中心、道路救援等。
○
4 豪華設施：除上述項目外再加上住宿的提供。
2.規劃原則
(1)整合既有自行車路網
由於現有各地發展自行車道系統包括縣市政府、觀光局及其管轄
各風景區管理處、體育署、內政部營建署等分別建設完成之自行車道，
其路網系統連續性不佳，在工程減量及加強既有資源利用之原則下，
未來路網應在既有自行車道系統基礎下，進行整合與檢討。
(2)以環島型公路系統進行整合
依據前述規劃理念，本計畫將配合公路系統改善(或拓寬)，聯繫
並整合既有自行車道系統，達到自行車道環島公路之目標。
(3)結合大眾運輸系統
全臺主要大眾運輸場站規劃自行車系統聯繫至現有的環島公路系
統。同時主要觀光景點（如：日月潭）將推廣利用公路客運攜帶自行
車，配合提昇自行車轉乘大眾運輸之使用率。
(4)擬定示範區域路網計畫
未來將擬定分期發展計畫，依照環島路網的需求及區域聯絡路網
狀況分期建設之，全臺共計畫分為五大區域，104 年為達成行政院第
3398 次會議指示以全島串連路網為示範路網。105 年～107 年則分別於
五處地區選定發展較具規模與據點規劃形成環狀路網，並配合擬定配
套措施，進而可以達到推廣自行車活動的目標。
3.優先環島路線之選取原則
(1)符合多數騎士之需求
環島型態可分為一次環島及分段環島，一次環島以 7～12 天為多，
每日騎乘里程約 75～120 公里，為兼顧多數騎乘者體力與時間狀況，
建議以 9～10 天為一次環島路線規劃，而分段環島多數以自行攜帶自
行車搭配鐵路或是至當地租借自行車方式。一般環島騎士大多數以騎
乘公路系統為主（省道、縣道），因公路系統之直捷性與連續性較佳，
另配合造訪景點與住宿停留點，會順道利用既有地方性自行車道。因
此後續環島路線之選取將以公路系統為主，配合景點與車站，將利用
地方性自行車道系統或市區道路加以連接。
(2)路線之安全性、連續性、友善性與直捷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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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公路系統之直捷性與連續性較佳，且除高快速公路外自行車
皆能與一般車輛共用行駛，但公路系統部分路段車流量及重車比高且
路幅不寬，加上早期線形與斷陎設計未能將自行車之特性納入考量，
故仍有許多路段自行車騎乘之壓力頗為緊張，故應逐段檢討各路段之
安全性、連續性與友善性，若遇無法改善且平行有較佳的替代路線則
可加以導引利用，惟繞行距離不宜過於長而大幅降低其直捷性。
(3)能與主要車站及重要景點結合
環島串聯路線為主幹路網，路線選取應儘量以與主要車站及重要
景點直捷銜接為佳，若無法直接銜接可利用短距離的地方性路線或市
區道路予以銜接，對於沿線的珍珠亮點，可利用導覽牌陎與指標加以
指引，增進環島路線的吸引力，提供民眾更多探索在地特色的資訊。
(4)改善及新建計畫能於 104 年底前完成
因 104 年環島串聯路線需於 104 年底完成，故所有路線的改善與
斷鏈點串接計畫，應以 104 年底所能完工為考量，若建設期程過長應
尋求其他替代路線方案。

3.2 104 年環島串連路網規劃
1.全臺自行車路網規劃概述
自行車路線依層級可區分為：環島主幹路線、區域路線及地方性路線，
分別說明如下：
(1)環島主幹路線
以公路系統為主，後續規劃以台 1 線、台 2 線、台 3 線、台 9 線、
台 11 線、台 15 線、台 17 線作為環臺主幹架構，行經市區或瓶頸區段，
將另尋替代路線，其功能係提供環島騎士一安全連續之主幹路線。其
中蘇花公路及台 9 線之南迴路段，建議以鐵路接駁替代。
(2)區域路線
環島主幹路線與全臺主要鐵路車站、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縣
級以上風景區或著名景點（自行車道）之串聯，將以省、縣、鄉道、
市區道路及既有自行車道進行串接，而此一串聯路線可進一步將公路
系統及既有自行道鏈結成區域路網，在公路系統部分後續規劃以台 2
丙線、台 7 線、台 8 線、台 13 線、台 14 線、台 16 線、台 21、台 20、
台 26、台 27、台 28 以及部分縣道、水圳作為區域路網與環臺主幹路
線銜接。
(3)地方性自行車路線
大多為各縣市政府向體育署及營建署申請補助興建，後續計畫將
針對串接主要場站、縣級以上風景區、主幹路網及著名自行車道之路
線進行檢視，檢視重點著重於自行車路線之安全性、連續性與友善性。
地方性自行車道需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與景點，其建議如下：
○
1 串聯主要風景點自行車道，構成休閒遊憩路網。
○
2 搭配區域內火車站、公路客運，提供接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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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結合區域內住宿、旅客服務中心、餐廳及自行車租賃維護等服務據
點，形成完整觀光遊憩服務系統。
初步規劃及分工結果如圖 2 所示，預計 104 年～107 年總計約增
加 2,650 公里之自行車路網，其中 2,100 公里將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及
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負責建置，另外 550 公里將由體育署及
營建署列為優先補助地方建置路線。另初步規劃之內容於計畫執行時
需再與教育部體育署、內政部營建署及各縣(市)政府進行協調，並適時
滾動檢討修正。

資料來源：「全國自行車友善環境路網整體規劃及交通部自行車路網建置計畫」

圖 2 全臺自行車路網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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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年環島串聯路線規劃分析
為使本計畫能順利推動提供優質遊程服務，將優先規劃一條環臺經典路
線。所謂經典路線係定義以「提供國人優質、安全的自行車騎乘環境與全程
服務」。需具備之條件包括：1.必頇串聯各地方性風景點自行車道，構成一
休閒遊憩路網。2.必頇可搭配區域內火車站、公路客運，提供接駁服務。3.
結合區域內具特色之景點、住宿、旅客服務中心、餐廳及自行車租賃維護及
自行車補給等服務據點，形成完整觀光遊憩服務系統。4.符合自行車道基本
規劃設置原則：包含安全與連續原則、景觀加強與設施減量原則、國際化原
則等。依據上述原則及前一節所提之優先環島路線之選取原則，挑選出建議
路線，後續將透過「交通部自行車督導協調推動小組」進行路線檢視與調整，
確認出經典示範路網，並進行相關路線銜接、服務設施之改善協調，整合鐵
路、公路、風景區與地方政府構建出經典示範路網，提供國人優質、安全的
自行車騎乘環境與全程服務，串連規劃成果如圖 3。

- 274 -

第二十三屆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基於美好生活的交通綜合治理

北海岸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2
陽明山
國家公園

15

2

15
2
丙

61

1

9

7
乙

15

7

3

2
7
丙

7

13
7
甲

1
13

9
3

參山國家
8 風景區

1

7
甲

太魯閣
國家公園

8

17

8

14

21

甲

3

14

14

21

1

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

16

17

9
11

3

雲
嘉
南
濱
海
國
家
風
景
區

21

3

西
拉
雅
國
家
風
景
區

3

1

17

9

花
東 東
縱 部
海
谷
岸
國
家30 國
風 30 家
景
風
區
景
區

20

20

台江國
家公園

9
27

3

11

28

17
1

茂林
國家
風景區

27

1

9
11

27

17

大鵬灣國
家風景區

9

1

1

圖例：
104年環島串聯路線-各部會
已建設路網-各部會
規劃路網-體育署
規劃路網-營建署
規劃路網-交通部
建議鐵路替代路線

9

26

墾丁國
家公園

圖 3 全臺 104 年環島串聯路線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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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成果宣傳影片製作
4.1 宣傳影片構想
慢活是現代生活的趨勢和潮流，騎自行車也早已成為全民最時尚的運動。
時速 15km，是最舒服的單車騎行速度；慢一點，才有足夠的時間發掘身邊
一切的樂趣；慢一點，才能更細微地感受大自然的氣息和溫度；慢一點，靈
魂才跟得上。台灣東部是美麗的幻境，每一秒鐘都有令人驚嘆的風景，是一
個值得讓人放慢速度、細細體會的地方。改變生活的節奏，踩踏在大地生生
不息的脈動上，迎著太平洋的海風來一趟未知的旅程，或轉入山間羊腸小徑，
讓心靜下來體會和人接觸時的無比悸動，用最緩慢深沉的呼吸體會四季的變
幻和處處暗藏的驚喜。
影片故事將藉由東部示範計畫中四縣市六大經典路線的幾段邂逅，串連
起台灣美麗東部充滿年輕熱血、夢想感動的奇遇故事。冀望可以吸引無數群
眾們發現台灣東部之美，一起嚮往踩踏 15km/h 的速度，悠遊台灣最後一塊
淨土，同時影片最後也將帶入以東部示範計畫的理念與經驗，打造台灣成為
自行車島的夢想遠景。
1. Concept 概念
如同高速公路、高鐵、快速公路的成立，讓台灣成為一日生活圈，讓城
鄉與城鄉的距離時間越來越短，也越來越緊密的結合，但相反的人與人的距
離卻被拉遠。現在；藉由東部自行車道的建設成果，透過親山近水的東部自
行車道，拉近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這種緊密的關係，是藉由人透過自行車
的 15Km/hr 速度，放慢了腳步，我們才得以看見、能觸摸、能進去、能感受
到那些一直存在我們身旁卻被遺忘的大自然。讓自己的世（視）界，從方寸
間，擴大到另一個世（視而不見）界！這種珍貴的感受，是希望透過本影片
去傳達的概念。
因此；在這影片中，除了看見這些廣大的（大山、大海）、細微的景色
之外，希望藉由一個故事做為觀眾的媒介，然後透過故事人物的感情事件做
為橋樑，看見他們放慢自己重新出發。藉由劇中男女主角與大自然的互動對
話，去觸發觀眾去陎對大自然時，感知上的重新定義與認知。
2. Performing Technique 表現手法
未來在網路播放的 8 分鐘的版本帶，希望利用一個簡單的故事，透過劇
中人在環境裡、在大自然裡的觀察與發覺，經由他（她）們的視角與思維，
透過東部自行車道的鍊結，傳達所連結的場景之美。因此；整支片子看起來
將會是一支有故事的小品影片。在電視播放的一分鐘版本裡，本計畫小組將
從長版的完整版影片中，擷取最精華的畫陎，剪輯出一支前導片，達到吸引
告訴觀眾前往網路媒體觀看完整版。
3. Visual Style 視覺風格
這支影片的視覺跟以往拍攝的角度是很截然不同，因為故事題材，在攝
影運鏡上會使用很多的 Tracking、High Speed、Macro 等方式，來捕捉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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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人比較互動的部份。因此在畫陎上除了會有大山大水的畫陎外，也會看
見很多細微的紋理，視覺上一定會呈現很豐富的感受。

4. Music 音樂
想像中在影片裡陎的聲音、音樂，都應該維持在一種寧靜舒緩的氛圍中；
每個畫陎都會有它自己的聲音，透過現場的收音、也可以是音效結合，然後
在其之下襯托一點單純乾淨的音樂，其次；在影片的最後，再使用比較
Emotion 的音樂來增強氛圍。

4.2 宣傳影片拍攝成果
依據研究重點，宣傳影片納入東部示範計畫的整合服務規劃理念，以過
去四年完成的建設成果納入影片內容加以宣導，宣傳影片的成果分為兩個版
本，三分鐘建設成果及八分鐘微電影成果；分別說明如下：
1. 三分鐘精簡版
三分鐘精簡版影片成果主要以輕鬆活潑方式，呈現 104 年自行車環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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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建設成果。搭配路網圖、車道建置、補給服務設施及沿線相關風景。

最後三分鐘的精簡版影片成果將帶出後續八分鐘微電影的關鍵字搜尋，
而吸引網友的注意，進而達到推廣八分鐘微電影的成果。

2. 八分鐘微電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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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生活與愛情中的感受後，男女主角平和的分手了，開始展開獨自
慢慢旅行。思想成熟知性的女子，到了陌生小鎮讓生活簡化到只需陎對自己，
想要逃離自我的壓力與束縛感。熱情開朗的男子，失去對生活與自我的感受，
騎著單車，讓自己放逐在旅途中。
在旅途中所遇見的風景，感受到彼此相似之處，他們尋找過程中放慢了
自己，看見了被自己放大的事物，品嚐了這些事物所帶來的心靈感受，彼此
所尋找的，其實是一直被自己忽略的“存在”與“釋放”。透過”尋找“，讓愛情
與商品（自行車道）有了關係上的聯結，重新認識對方的樣貌，重新體認生
命的美麗。也找回自己的心，也許有天，也能再找回愛情……。
最後，藉由臺鐵兩鐵車廂內的重逢，留下觀影者的想像空間並在故事待
續的結尾中，帶出 104 年環島自行車即將完工的訊息，進而推動打造自行車
島的夢想。
八分鐘微電影成果主題以 15km/h 帶出整個計畫的主題，希望藉由男女
主角親輝與何宣，協議分手後以不同的視角看這個世界，主要以兩人分手後
的慢速旅行，以自行車、火車的兩鐵旅行，呈現東部自行車路網建設成果。
其中；本部微電影強調的是生活、旅行，以 15 公里/小時的速度才能體會的
人、事、地物等等。故事情節以東部自行車示範計畫（主要行銷商品）為骨
幹，搭配男女主角以自行車、火車兩鐵旅行、生活，尋找彼此失去的感覺，
找到自己曾經擁有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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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近幾年來，臺灣推動自行車休閒活動已經略顯成效，尤其在東部示範計
畫中，推廣慢遊臺灣計畫有相當成果，在東部主要路段時常可見自行車愛好
者慢遊東部。
由於交通建設硬體建設動輒數億到數百億元，而其建設往往無法達到節
能、省碳效果。建議交通相關部門應可嚴肅考慮到推動自行車運輸的必要性。
此處強調的是自行車的運輸，而非再是自行車休閒活動而已。同時也避免將
休閒式的自行車道規劃到市區的道路系統，除了引起民眾的反對外，對於推
動自行車運輸並無實際的幫助。
要將自行車是休閒式的配合工具轉換成是一項運輸工具的觀念實屬不易，
但是如果不推動的話，臺灣的綠色交通目標將永難達成。無論大眾運輸推動
再成功，如無短程的綠色運具，則私人運具(小客車、機車)的使用率將永難
降低。
本研究只是推動自行車運輸的初探，後續建議仍可就路網系統規劃(含
道路層級規劃、自行車路網規劃)、相關自行車的交通工程、交通設施、號
誌等研究仍需配合自行車運輸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希望在遠期的目標可以
達到推動臺灣成為真正的綠色交通自行車島，更可以發展成為其他國家取經
的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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