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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優化公車專用道(1/2)

市府為提供更有效率、方便、舒適的大眾運輸服務，
因此，自7月8日起推動臺灣大道優化公車專用道，其
四項特色如下：

1.班次加倍：提高專用道的使用效率，開放雙節公車
與一般公車行駛，共有9條公車路線進入專用道
(300~308)，每日總行駛班次將倍增，民眾候車時
間縮短一半以上，讓公車一方面保有行駛專用道之
優勢，也提升汽、機車族群的使用安全。

2.中區增站：增加台灣大道一段（原中正路）6個停
靠站位（原子街口、中華路口、仁愛醫院、第二市
場、彰化銀行及第一廣場站），提升中區民眾之使
用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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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優化公車專用道(2/2)

3.海線直達：9條公車路線公車全程行駛專用道，站站
皆會停，其中302、303、304、305、306、307、308

等7條路線端點更延駛至機場、清水、大甲及梧棲地
區，海線民眾可一車直達市區，免除在靜宜大學轉
車的不便。

4.車上刷卡：改成上、下車刷卡，且行駛專用道的每輛
公車之車門都須加裝至少1台以上刷卡機，加快上、
下車速度，擴充月台區，讓每個候車站同時可停靠
至少2台以上公車，強化候車站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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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規劃(1/3)

 臺灣大道專用道班次加倍(426班→85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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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規劃(2/3)

為服務老幼及行動不便人士，特將原服務大肚、龍
井地區之3條公車復駛，並全程行駛慢車道，慢車道
班距尖峰約每10分鐘、離峰約每15分鐘。

臺灣大道幹線公車路線資訊表(行駛慢車道) 

原路線 

編號 

新路線 

編號 
路線起迄 班次 服務區域 

106 323 臺中火車站-臺中區監理所 78 龍井、大肚 

146 324 新民高中-都會公園 60 龍井 

147 325 臺中火車站-大肚火車站 24 龍井、大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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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規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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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1/2)

◆強化公車服務管理
 車輛均為低地板公車
 車身均為臺灣大道統一包裝意象
 路線編號為3字頭(300~308)
 均裝設一車多機設備
 班次配合總量管制及調度
 專用道內候車站均為站站停

8



配套措施(2/2)

◆改善民眾候車設施
 移置月台區白色欄杆，開放第二席月台
 候車站燈箱增設路線資訊宣導燈片
 設置LED公車到站時間播報電子看板

◆加強專用道交通管理
 館前路、朝富路、福康路、國際街/東園巷、都會

南街/新庄街、水裡社路、六陽巷及靜宜大學等8
個路口，實施快車道禁止匯出慢車道管制

 調整號誌及設置標誌、標字、車道包絡線，提醒
民眾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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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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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臺中火車站前候車月台分散多處?如何辨識上下車地點?

一.臺中火車站前交通動線複雜，候車空間有限，配合優化公車
專用道政策，上、下車地點將予以分流，俾紓解大量人潮。

二.在進城方向，原BRT行駛路線由於為封閉路型，因此僅開放
終點站位於臺中火車站之300、305、306等3條路線，停靠原
BRT車站上、下客，火車站前公車候車亭則提供301、302、
303、304、307、308等6線公車停靠並續駛至一中商圈、新
民高中。

三.在出城方向，除終點站位於臺中火車站之300、305、306等3

條路線於原BRT車站上客外，餘301、302、303、304、307、
308等6線公車則於臺灣大道一段諾貝爾書局前站牌搭乘前往
海線地區。

四.市府將於相關路線候車處及媒體管道加強宣導。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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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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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專用道上公車增加一倍，變換車道肇事率不會增加嗎?

一.過去開車民眾在臺灣大道快車道變換慢車道時，除會與BRT

專用道衝突外，也會與慢車道上行駛的公車衝突，形成兩個
衝突點；優化公車專用道係將部分慢車道的公車改駛入專用
道，民眾變換車道時，多集中於專用道的衝突，民眾可更專
注在專用道上公車行車動態，減少衝突情形。

二.在工程方面，除於各主要衝突路口之快慢車道分隔道增設反
射鏡，提醒民眾注意外，另研議於肇事率高的路口實施禁止
快車道變換匯入慢車道之管制；在教育方面，已要求進入專
用道之客運公司訂定行車準則，嚴格規範駕駛員小心慢行，
並注意路口來車；在執法方面，已協調本府警察局針對臺灣
大道各種運輸工具的行車秩序加強取締，保障民眾行車安全。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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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專用道上公車會不會大排長龍？中正路不到300公尺就停一
站，會不會被公車佔滿?

一. 因應優化公車專用道行駛班次倍增，為確保行車順暢，將採取下列措施：
 嚴控公車業者照表發車：優化公車專用道發車班距，尖峰平均每2分

鐘一班、離峰約每4分鐘一班，專用道容量仍有餘裕，將不會發生塞
車情形。

 增加候車站停靠使用效率：目前BRT候車站空間僅開放1個月台區供
雙節公車停靠，7/8後將同時啟用第2月台，提升候車站運作效率，
減少連車機率。

 建置專用道行車管制系統：交通局已規劃建置「專用道行車管制系
統」，未來可提供駕駛員控管車輛行駛間距，平均分散進入公車專
用道之車輛，使之保持適當間距，本府與客運業者上路後亦會嚴密
監控專用道運行情形，避免大幅連車情形發生。

二. 臺灣大道一段（原中正路）恢復原公車招手才停之營運模式，往東方向
並配套管控由專用道進入臺灣大道一段之公車數量，並檢討適度延長沿
線各站停靠區長度，可同時停靠2～3台公車，以維持交通順暢。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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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站內刷卡為何改成上、下車刷卡？會不會增加公車靠站時
間？如何因應？

一.增加系統穩定性與方便性：因目前BRT車站之站外票證收費
系統尚未完成驗收，系統並不穩定，時有誤扣民眾乘車費用
情事，且無法與一般公車之收費系統整合。為利收費方式統
一，避免誤扣款情形產生，將改採車內刷卡，方便民眾搭乘
海線公車進入專用道使用。

二.加裝刷卡機並宣導先上後刷：已要求未來進入專用道的營運
車輛，每個車門都須加裝至少1台以上刷卡機，並宣導民眾
先上車後再於車內刷卡方式，下車到站未開啟車門前也可提
前刷卡，加快上、下車速度。且未來候車區可允許至少2台
以上公車靠站，縮短民眾候車時間及增快上、下車速度，有
效降低公車靠站所需時間。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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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BRT全線免費取消後，是不是以後就要付車錢了?

一.7月8日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後，原BRT全線免費優惠措施即
告終止，改適用本市的公車優惠措施。

二.配合本府推行之10公里免費政策，自7月8日起，民眾於優化
公車專用道上搭乘公車路線，上、下車刷卡皆可享有10公里
內乘車免費優惠，絕大多數的人還是享受全程免費乘車優惠，
歡迎民眾多加搭乘利用。

Q6：BRT有沒有降級的問題?

現行臺中BRT藍線沒有獨立的專用路權、缺乏絕對優先號誌
通行權、行控中心無法與車輛及車站進行三方通話及系統管
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BRT，因此並無所謂的「BRT降級」
問題。務實的思考應是，如何讓大眾運輸系統更安全、舒適、
有效率，因此提出具可行性的「優化的公車專用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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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未來幹線公車系統的路線規劃為何?

一.通盤檢討公車路網：未來本府將以本市九大路廊（豐原-潭
子-臺中、豐原-后里-大甲、臺灣大道、烏日-臺中、霧峰-大
里-臺中、海線、豐原-和平、中清、太平-臺中）為基礎，通
盤檢討調整既有市區公車路線。

二.規劃八大轉運中心：包含豐原火車站、台中火車站、水湳、
霧峰、烏日、沙鹿、大甲、朝馬等八大轉運中心，並以此為
主要轉乘點，藉以縮短為短程路線，來分散原本在路線、時
間規劃上都太長的公車。

三.推動健康公車與環城公車：市府未來更將以區域劃分推出
「健康公車」，提供接駁市民前往區域醫院的服務，讓需要
醫療服務的市民免去看病需人接送的交通困擾。未來更將開
闢大甲環線、豐原環線或台74環線等「環城公車」路線，加
強橫向大眾運輸連結，力求真正達到在地化、市民導向的公
共運輸政策。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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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開放9條公車進專用道後，會不會造成駕駛搖車搶客？

市府已和客運業者簽訂契約，若無乘客上、下車需迅速駛
離候車站，若查證屬實有滯留載客者將依契約處罰並記點，
最嚴重者將取消業者專用道路權並開放其它業者經營，因
此，將不致有因駕駛搖車造成班次延遲情事。

Q9：優化公車專用道的雙節公車是否會停靠臺灣大道一段(原中
正路)站牌？

未來行駛專用道之公車於專用道內候車站，站站皆會停靠。
另在未有專用道之臺灣大道一段(原中正路)路段，雙節公
車會比照一般公車，只要有民眾招手或按下車鈴便會停靠，
提高中區民眾乘車之便利性。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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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藍字為首接駁公車是否停駛？

藍字為首公車共11條路線，其中新闢的藍1、藍2、藍3及
藍5仍繼續服務，藍6、藍7及藍12分別整併進305、304及
303，另藍9、藍10、藍11及藍13等4條也没有停駛，採裁
切公告開放給業者經營，在還没業者經營的過渡期現有市
公車業者會持續代駛，服務不中止。

Q11：靜宜到火車站間的行駛時間將大為增長？

經專業顧問團隊模擬顯示，專用道尖峰小時約40~42班次
時，仍可維持快速輸運功能，故市府採專用道公車班次總
量管制方式，增加班次來提高專用道的使用效率，並縮短
民眾候車時間，公車仍有行駛專用道之優勢，行駛時間不
會有太大改變。



常見問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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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往海線乘客在車站會不知道在哪裡等車？

市府已規範使用專用道的車輛，在抵達站台區時，倘前方
無其他車輛停靠時，亦需停靠於站台最前端位置，供乘客
上、下車使用，並配合於各站台建置之公車預估到站LED
顯示器，將可提供候車民眾掌握欲搭乘之車輛進站之時間
及停靠位置，並會請駕駛在進站前車外廣播提醒乘客，並
於相關路線候車處加強宣導事宜。

Q13：乘坐輪椅的乘客以後不知道怎麼候車？

未來進入專用道之公車路線，車輛配置一律使用低底板公
車，方便乘坐輪椅的乘客使用。另市府已要求所有進入專
用道的駕駛，務必完成輪椅乘客服務之SOP操作訓練，並
注意是否有輪椅乘車需求，讓輪椅乘客均可藉由渡板上車，
提供最佳的公車無障礙搭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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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臺灣大道慢車道公車移入專用道後，由於專用道上候車站
之站距較長，原慢車道上小站民眾要去海線怎麼搭車?

原臺灣大道BRT車站平均站距約800公尺，故沿線平均步行
距離約400公尺，尚在合理步行範圍內，惟為服務老幼及行
動不便人士，特將原服務大肚、龍井地區之3條公車復駛
(323~325)，並全程行駛慢車道，配合原48路(台中火車站-
嶺東科大)每天46班次，慢車道班距尖峰約每8~10分鐘、離
峰約每12~15分鐘(若加入原行駛臺灣大道一小段便轉出的
公車，則候車時間可再縮短)，民眾可就近搭一小段公車後，
再至專用道上搭乘幹線公車到海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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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未持電子票證民眾如何購票？

前門上車向駕駛員索取代幣卡刷卡即可，下車時再至前門
刷卡並依刷卡機螢幕顯示金額投入錢箱即可。

Q16：如何杜絕逃票？

駕駛員會透過監視畫面留意刷卡情形，必要時只開前門下
車，未刷者下次搭乘即無法享有免費乘車，另外客運業者
也會派員車上監看乘客刷卡情形，杜絕逃票。

Q17：公車專用道上路後臺灣大道沿線各路口交通號誌有因應做
調整嗎？

目前本府規劃因應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先規劃臺灣大道8
處路口實施禁止快車道匯出慢車道改善快慢車道變換問題，
後續將會視沿線管制措施實施狀況調整交通號誌與標誌標
線等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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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車輛、車站、車道驗收問題何時解決？

目前所有車輛均已完成驗收作業，而車站、車道部分，本
局亦已督促專業營建管理公司（PCM廠商）要求承包廠商盡
速申請竣工，在確認竣工後，市府交通局將立即辦理試運
轉及驗收作業，讓工程順利完成結案。

Q19：專用道站體夏季日曬造成悶熱如何解決？

經查優化公車專用道內候車站為開放式，非屬封閉式候車
站，可透過自然通風降低悶熱情形。另臺中火車站已加裝
隔熱貼紙，亦可減輕日曬悶熱。

Q20：目前專用道路面常出現坑洞，未來更多大客車行駛，如何
維護路面平整？

目前工程尚未完成驗收，施工廠商負有保固責任，保固期
間仍由廠商做好路面平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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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規劃實施快車道禁止匯出慢車道管制的理由為何?

經市府交通局分析每個路口交通事故件數得知臺灣大道快
車道車輛速度較快橫越專用道及分隔島時，其漸變長度若
不足，車輛於路口處緊急煞停與併入行為，易造成擦撞事
故，所以依據公路路線設計規範，逐一檢討路口漸變長度
不足者，並配合警察局的交通事故資料研擬規劃出8處路口
實施快車道禁止匯出慢車道管制措施。

Q22：我怎麼知道這個路口有沒有禁止匯出慢車道管制?

實施管制的路口於快慢車道分隔島設置有禁止匯出標誌牌
面、禁止匯出告示牌面警告駕駛人前方路口禁止匯出慢車
道，路面上亦繪設有黃色禁止匯出標字與公車專用道車道
包絡線供駕駛人判別是否可以匯出慢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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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光明陸橋壅塞影響專用道公車班距該如何解決？

市府交通局已針對台灣大道與朝富路口研擬交通改善措施，
除透過上下高速公路與穿越車流之分流外，並就路口號誌
時相與時制進行調整，同時，在此路口禁止快車道匯出慢
車道，以增加台灣大道之路口疏解容量，改善交通壅塞情
形，並降低對專用道公車行駛時間與班距的影響。

Q24：原本西區民權路前往海線的公車是否取消？

7月8日起增加323、324、325路等3條路線全程行駛臺灣大
道慢車道並行駛西區民權路，以服務原搭乘57、86、169等
公車路線往海線之民眾，未來將視實際搭乘需要調整路線
服務慢車道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