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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臺北捷運為國內最早完工之捷運系統，也是國內最具規模及首都圈之捷運系統。
雖然完工時間與國外其他知名捷運系統(如香港/新加坡/首爾/東京地鐵等)相較起
步較晚，但自1996年通車以來，已持續不斷強化精進系統軟硬體設施服務品質，
其安全、可靠、乾淨、準時、便捷與人性化之設備及乘車環境，廣受國內外旅客
之肯定。

2. 為服務高齡者、孕婦、行動不便者、輪椅使用者、親子同行者、攜帶行李/自行
車/嬰兒推車等不同類型旅客之乘車需求，臺北捷運系統設置有「博愛座」、「
輪椅區」、「親子友善區」、「自行車停放區」、「行李區」、「夜間安心候車
區」等車廂及月台友善設施，提供多元化之乘客友善乘車設備及環境。

3. 除「博愛座」及「輪椅區」係配合法令規定設置外，其他如「親子友善區(增進
親子同行旅客便利性措施)」、「自行車停放區(鼓勵民眾假日騎乘單車進行休閒
運動措施)」、「行李區(增進攜帶行李旅客便利性措施)」、「夜間安心候車區(

增進夜間旅客候車安全性措施)」等設計，則為臺北捷運營運後，陸續增加之精
進措施，以持續提升系統服務品質。



◼ 國內目前有『臺北/新北/桃園/臺中/高雄』等5大都會區捷運系統。臺北捷運最早完工(約1996年通車，分為高運
量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以及中運量之文湖線/環狀線/萬大線(施工中)等，營運公里數
約146公里，共計131個車站)，其次為高雄捷運(2008年通車，有紅線/橘線/環線輕軌等)，桃園機場捷運於2017

年通車(桃園綠線施工中)，新北淡海輕軌於2019年通車(三鶯線施工中)，臺中捷運綠線預定於2021年通車。

◼ 國內捷運列車編組方式，北捷每列車6節(高運量)或4節(中運量)車廂，機捷每列車4節(普通車)或5節(直達車)車
廂，中捷每列車2節車廂，高捷每列車3節車廂。

臺北捷運文湖線列車(每列4節)臺北捷運高運量列車(每列6節)

二、國內五大都會區捷運系統
-概述-

臺北捷運環狀線列車(每列4節)

桃園機場捷運列車(每列4節) 臺中捷運列車(每列2節) 高雄捷運列車(每列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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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五大都會區捷運系統(續)

–列車造型及編組–

臺北捷運淡水等線列車(每列6節),高運量有人駕駛
(每列車2220人)

臺北捷運文湖線列車(每列4節),中運量無人駕駛
(每列車488人)

高雄捷運紅橘線列車(每列3節),高運量有人駕駛
(每列車1005人)

桃園機場捷運列車(每列4節),高運量有人駕駛
(每列車1078人)

臺北捷運環狀線列車(每列4節),中運量無人駕駛
(每列車650人)

臺中捷運綠線列車(每列2節),中運量無人駕駛
(每列車536人)

臺北捷運萬大線列車(每列4節),中運量無人駕駛
(每列車700人)

新北捷運三鶯線列車(每列2節),中運量無人駕駛
(每列車330人)

桃園捷運綠線列車(每列2節),中運量無人駕駛
(每列車300人) 5



二、國內五大都會區捷運系統(續)
–臺北捷運車隊規模(已營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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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系統已通車營運路線電聯車採購數量摘要



二、國內五大都會區捷運系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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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5都捷運系統列車數量統計資訊

編號 捷運系統 路線名稱 運量等級 輪軌型式 自動化等級 列車數量 列車編組 總車廂數

1 臺北捷運 淡水信義線 /松山新店

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

高運量 鋼輪 有人駕駛 143列 每列6節

(新店線

小碧潭站每

列3節)

849輛

文湖線 中運量 膠輪 無人駕駛 76列 每列4節 304輛

環狀線(第一階段) 中運量 鋼輪 無人駕駛 17列 每列4節 68輛

環狀線(第二、三階段)

(興建中)

中運量 鋼輪 無人駕駛 第二階段29列

第三階段25列

每列4節 216輛

萬大線(興建中) 中運量 鋼輪 無人駕駛 第一期19列

第一期16列

每列4節 140輛

1577輛

2 新北捷運 三鶯線(興建中) 中運量 鋼輪 無人駕駛 29列 每列2節 58輛

3 桃園捷運 機場線 高運量 鋼輪 有人駕駛 普通車20列

直達車11列

每列4節

(普通車)/

每列5節

(直達車)

135輛

綠線(興建中) 中運量 鋼輪 無人駕駛 40列 每列2節 80輛

215輛

4 臺中捷運 烏日文心北屯線(綠線) 中運量 鋼輪 無人駕駛 18列 每列2節 36輛

5 高雄捷運 紅橘線 高運量 鋼輪 有人駕駛 42列 每列3節 126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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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愛座法令規定：

◼依衛福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大眾運輸工具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
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未提供對號座之大眾運輸工具應設置供身心障礙
者及老弱婦孺優先乘坐之博愛座，其比率不低於總座位數百分之十五，座位應設於鄰近車門
、艙門或出入口處，至車門、艙門或出入口間之地板應平坦無障礙，並視需要標示或播放提
醒禮讓座位之警語。

◼依交通部『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理』第四章第十二條規定，捷運車廂應設置供行
動不便者優先乘坐之博愛座，並應於明顯處標示博愛座字樣，座位至車門間之地板應平坦無
障礙。

2.高齡乘客比例：

從捷運公司統計資料顯示，由於國人平均年齡日趨高齡化，故搭乘捷運之高齡乘客比例亦有
逐年上升之趨勢，因此，捷運系統需妥善規劃對高齡者友善之乘車空間。

三、車廂行動不便乘客友善設施-「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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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廂行動不便乘客友善設施-「博愛座」(續)
3.博愛座位置：

◼為照顧老人、孕婦及行動不便旅客，臺北捷運各線列車車廂內皆設有「博愛座」
，且位於車門旁，以利就近使用。博愛座特別採用與一般座椅不同之顏色(深藍色)

且有相關標示，方便旅客識別。

◼此外，針對博愛座使用者，臺北捷運公司特別推出「讓座貼紙」及「好孕吊飾」
，衛生局則發行「好孕貼紙」，舉凡年長者、孕婦、身心障礙或身體不適等旅客，
不需任何證明文件，皆可在全系統各車站詢問處自由免費索取及使用，以發揚捷運
關懷禮讓精神，提供旅客更貼心之服務。

好孕貼紙好孕吊飾讓座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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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愛座比例：

◼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比例(20~33%)優於法令規定(至少15%)

北捷高運量各線列車博愛座比例為20%(每車60個座位中有12個博愛座)，中運量文湖線列車博愛座比
例為20%(每車20個座位中有4個博愛座)，中運量環狀線列車博愛座比例約為33%(每車24個座位中有8

個博愛座)，中運量萬大線列車博愛座比例約為29%(每車28個座位中有8個博愛座)。

◼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比例(20~33%)優於國內捷運系統(約15~33%)

新北捷運三鶯線列車博愛座比例約33%(每車24個座位中有8個博愛座)，桃園機場捷運列車(普通車)博
愛座比例約16%(每車50個座位中有8個博愛座)，桃園綠線列車博愛座比例約31%(每車29個座位中有9

個博愛座)，臺中捷運列車博愛座比例約20%(每車41個座位中有8個博愛座)，高雄捷運列車博愛座比例
約15%(每車42個座位中有6個博愛座)。

捷運系統

比例數量
臺北捷運 新北捷運

三鶯線
桃園捷運
機場線

桃園捷運
綠線

臺中捷運
綠線

高雄捷運 備註

1.博愛座比例 20~33% 33% 16% 31% 20% 15%

法令規定博
愛座比例至
少15%。

2.博愛座數量 8~12個 8個 8個 9個 8個 6個

國內各捷運系統車廂博愛座比例對照表

三、車廂行動不便乘客友善設施-「博愛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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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愛座數量探討：

◼如前所述，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比例(20~33%)雖優於法規標準(15%)，唯博愛座
數量也不宜過多，以避免因無人使用或使用率低而影響其他乘客使用空間及權益。

◼同時，本局於邀請捷運公司舉辦座談會時，捷運公司亦表示，經常有旅客反應博
愛座無人使用而建議取消，但大眾運輸系統需提供博愛座係法令所規定故不宜取消
，此顯示乘客認為博愛座數量應適中，不宜過多，以兼顧所有乘客使用需求。

高運量博愛座無人使用案例 中運量博愛座無人使用案例

三、車廂行動不便乘客友善設施-「博愛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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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高運量新莊/蘆洲線

新蘆線每節車廂內設有12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20%，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對角交叉方式平均分佈
，且特別設計成與一般座椅(藍色)具色彩漸層對比之顏色(深藍色)，並有博愛座標示以供乘客識別。

臺北捷運新蘆線博愛座及標示臺北捷運新蘆線一般座椅(藍色)與博愛座(深藍色)

臺北捷運高運量新莊/蘆洲線博愛座位置圖(每車12個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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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高運量信義/松山線

信松線每節車廂內設有12個博愛座，博愛座比例約20%，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對角交叉方式平均分佈
，且特別設計成與一般座椅(藍色)具色彩漸層對比之顏色(深藍色)，並有博愛座標示以供乘客識別。

臺北捷運信松線博愛座及標示臺北捷運信松線一般座椅(藍色)與博愛座(深藍色)

臺北捷運高運量信義/松山線博愛座位置圖(每車12個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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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中運量環狀線

環狀線每節車廂內約設有8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33%，每組車門兩旁各1個，以平均方式分佈，且特別設計
成與採用路線顏色之一般座椅(黃色)具不同色彩之顏色(深藍色)以凸顯差異性，並有博愛座標示以供乘客識別。

臺北捷運環狀線一般座椅(黃色)與博愛座(深藍色)

臺北捷運環狀線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8個博愛座)

臺北捷運環狀線博愛座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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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中運量萬大線(興建中)

萬大線每節車廂內約設有8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29%，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交錯方式分佈，且特別設計
成與採用路線顏色之一般座椅(綠色)具不同色彩之顏色(深藍色)以凸顯差異性，並將提供博愛座標示以利識別。

臺北捷運萬大線每車有8個博愛座臺北捷運萬大線一般座椅(綠色)與博愛座(深藍色)

臺北捷運萬大線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8個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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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新北捷運車廂博愛座：中運量三鶯線(興建中)

三鶯線每節車廂內約設有8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33%，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平均方式分佈，且特別設計
成與採用路線顏色之一般座椅(白色)具不同色彩之顏色(藍色)以凸顯差異性，並有博愛座標示以供乘客識別。

新北捷運三鶯線每車有8個博愛座新北捷運三鶯線一般座椅(白色)與博愛座(藍色)

新北捷運環狀線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8個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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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桃園捷運車廂博愛座：機場捷運線(普通車)

桃園機場捷運博愛座及標示桃園機場捷運一般座椅(紫色)與博愛座(深紫色)

桃園機場捷運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8個博愛座)

機捷每節車廂內約設有8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16%，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對角交叉方式平均分佈，且
特別設計成與採路線顏色之一般座椅(紫色)具色彩漸層對比之顏色(深紫色)以凸顯差異性，並有博愛座標示以
供乘客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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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桃園捷運車廂博愛座：中運量綠線(興建中)

桃園綠線每節車廂內約設有9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31%，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平均方式分佈，且特別設
計成與採用路線顏色之一般座椅(綠色)具有色彩漸層對比之顏色(深綠色)以凸顯差異性，並有博愛座標示以供乘
客識別。

桃園綠線每車有9個博愛座桃園綠線一般座椅(綠色)與博愛座(深綠色)

桃園綠線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9個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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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臺中捷運車廂博愛座：中運量綠線

臺中捷運每節車廂內設有8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20%，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對角交叉方式平均分佈，且
特別設計成與採用路線顏色之一般座椅(淺綠色)具不同色彩顏色(粉紅色)以凸顯差異性，並有博愛座標示以供乘
客識別。

臺中捷運博愛座及標示臺中捷運一般座椅(淺綠色)與博愛座(粉紅色)

臺中捷運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8個博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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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高雄捷運車廂博愛座：高運量紅橘線

高雄捷運博愛座及標示高雄捷運一般座椅與博愛座皆採相同顏色(綠色)

高雄捷運車廂博愛座位置圖(每車6個博愛座)

高雄捷運每節車廂內約設有6個博愛座椅，博愛座比例約15%，位於車門出入口旁，以對角交叉方式平均
分佈，且有博愛座標示，唯顏色與一般座椅相同，較不易凸顯位置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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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車廂身心障礙乘客友善設施-「輪椅區」
1.輪椅區法令規定：

依交通部『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第四章第十二條規定，捷運車廂應設置專用位置
以供輪椅停靠，並於周邊適當位置設置扶手；輪椅停靠位置旁明顯處應設置無障礙標誌；輪椅出
入之出入口、到輪椅停靠位置，淨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

2.輪椅區位置：

(1)捷運系統通常依車站電梯位置、月台無障礙動線及列車車廂空間配置等相關因素，規劃最適當
之車廂輪椅專用停放區域，一般多設置於列車頭尾車廂以遠離人潮眾多之月台中央區域方便輪椅
乘客候車，也有設置於中間車廂或其他特定區域之案例，端視不同系統之規劃考量而定。

(2)臺北捷運車廂輪椅專區設置理念說明：

◼ 北捷中高運量列車頭尾車廂內設有輪椅專區，其位置考量儘量維持全系統設計一致性及標準化，以利旅客識
別及使用。

◼ 高運量部分，各線車廂輪椅區設置於列車頭尾(第1,6節)車廂駕駛室後方第1組車門旁，可避開月台中央人潮
較擁擠區域、且列車頭尾車廂較空曠、同時司機員亦能就近提供協助，輪椅區設有識別標誌專用扶手，附近
並有座椅供伴隨輪椅乘客之家屬乘坐。

◼ 中運量部分(如環狀線,萬大線等)，考量全路網輪椅區規設理念一致性及民眾搭車使用習慣，亦設置於列車頭
尾(第1,4節)車廂第1組車門旁，方便輪椅乘客快速上下車，並設有識別標誌及專用扶手。

◼ 輪椅區設置於近車端逃生門處(如高運量各線及中運量萬大線)，因輪椅乘客行動不便，有助縮短其逃生動線
及方便性。

◼ 依臺北捷運公司車廂無障礙設施服務需知規定，輪椅使用者原則上可由任何一節車廂上下車，惟考慮突發事
故或必要時之服務，建議由第1節車廂之輪椅專區上下車，司機員或月台站務員可適時提供必要之服務。因
此，輪椅乘客除可使用輪椅專區外，如非尖峰車廂較擁擠時段輪椅乘客亦可使用其他車廂空間，就如同行動
不便乘客除可使用博愛座外亦可使用所有車廂座位。



22

四、(一) 臺北捷運車廂輪椅區：高運量新莊/蘆洲線

月台候車區配合設有輪椅指標臺北捷運高運量新莊/蘆洲線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

臺北捷運高運量新莊/蘆洲線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4個輪椅區)

新蘆線車廂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第1,6節車廂)駕駛室後方區域，方便司機員就近協助或照顧，每列車設有4個
輪椅區，且有輪椅區標示及專用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月台候車區並配合設有輪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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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臺北捷運車廂輪椅區：高運量信義/松山線

臺北捷運高運量信義/松山線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

臺北捷運高運量信義/松山線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信義/松山線輪椅區旁座椅

信松線車廂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第1,6節車廂)駕駛室後方區域，方便司機員就近協助或照顧，每列車設有2個輪椅區，
且有輪椅區標示及專用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輪椅區旁邊並設有座椅，可供伴隨輪椅乘客之家屬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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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臺北捷運車廂輪椅區：中運量環狀線

環狀線車廂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第1,4節車廂)第1組車門旁，每列車有2個輪椅區，且有輪椅區
標示及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

北捷環狀線車廂輪椅區標示及扶手北捷環狀線車廂輪椅區(設於頭尾車廂第1個車門旁)

臺北捷運中運量環狀線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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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臺北捷運車廂輪椅區：中運量萬大線(興建中)

萬大線車廂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第1,4節車廂)第1組車門右側，每列車有2個輪椅區，且有輪椅
區標示及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

北捷萬大線車廂輪椅區標示及扶手北捷萬大線車廂輪椅區(設於頭尾車廂第1組車門右側)

臺北捷運中運量萬大線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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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新北捷運車廂輪椅區：中運量三鶯線(興建中)

三鶯線車廂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第1,2節車廂)第1組車門旁，每列車有2個輪椅區，且有輪椅區
標示及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

新北三鶯線車廂輪椅區標示及扶手新北三鶯線車廂輪椅區(設於頭尾車廂第1個車門旁)

新北捷運中運量三鶯線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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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桃園捷運車廂輪椅區：機場捷運線(普通車)

機捷車廂輪椅區設置於每節車廂之尾端(第1,2車)或前端(第3,4車)車門旁，每列車有8個輪椅區(但面積較其他捷
運系統輪椅區小)，且有輪椅區標示。另因機捷路線較長坡度較大，特別是行經新北市林口區爬坡路段線形較
陡峭，故設有安全帶，但無輪椅區專用扶手。

桃園機場捷運車廂輪椅區標示桃園機捷車廂輪椅區設於頭尾車廂第3個車門旁

桃園機場捷運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8個輪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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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桃園捷運車廂輪椅區：中運量綠線(興建中)

綠線車廂因車頭區空間較小，故輪椅區移至頭尾車廂(第1,2節車廂)尾端車門旁，每列車有2個
輪椅區，且有輪椅區標示及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

桃園綠線車廂輪椅區標示及扶手桃園綠線車廂輪椅區(設於車廂尾端車門旁)

桃園綠線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29

四、(四) 臺中捷運車廂輪椅區：中運量綠線

臺中捷運車廂輪椅區位於頭尾車廂(第1,2節車廂)第1組車門右側，每列車設有2個輪椅區，且有
輪椅區標示及專用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

臺中捷運車廂輪椅區扶手及標示臺中捷運車廂輪椅設於頭尾車廂第1個車門旁

臺中捷運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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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高雄捷運車廂輪椅區：高運量紅橘線

高雄捷運車廂輪椅區位於中間車廂(第2節車廂)之前後兩端，以對角方式各設置1個，每列車設
有2個輪椅區，且有輪椅區標示及專用扶手，以利乘客識別及使用。

高捷車廂輪椅區標示及扶手高捷車廂輪椅區設於中間車廂第4個車門旁

高雄捷運車廂輪椅區位置圖(每列車2個輪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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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車廂親子乘客友善設施-「親子友善區」

為打造更溫馨友善乘車環境，臺北捷運公司在松山新店線列車第3,4節車廂間(第3節車廂最尾端車門至第4

節車廂最前端車門之間)，試辦增設「親子友善區」，可供帶著小朋友或推嬰兒車之家長及準媽媽們使用，
該區域之座位/屏風/車窗/車門等處皆貼有標示，且相對應之候車月台門上也貼有標示，方便旅客識別，同
時亦透過站內廣播加強宣導，提供親子旅客更貼心之乘車體驗。親子友善區車廂係參考博愛座概念，創造
友善乘車環境，並無法律強制規定，首先於松山新店線試辦，目前已推廣至淡水信義線，未來將持續推廣
至板南線等其他路線。捷運公司經問卷調查結果，乘客皆肯定及滿意本項設施。

松山新店線車廂內設置之「親子友善區」，並於座位周邊區域
及車門上設有相關標誌。另車廂內亦加強宣導禮讓孕婦。

松山新店線「親子友善區」車廂，
於相對應車站月台門上貼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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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車廂單車乘客友善設施-「自行車停放區」

為配合市府倡導民眾假日騎乘單車進行休閒活動，臺北捷運高運量各路線部份車站於假日開放旅客可攜帶腳踏
車搭乘捷運。因列車頭尾(第1,6節)車廂空間較寬敞，故腳踏車限停於頭尾車廂，每組車門區可停2部，每節車有
4組車門，每列車最多可停放16部。自行車以橫向方式停放車門中央立柱兩側且需「車不離身」，並不得佔用無
障礙空間。自行車尺寸不得超過「長180公分/寬70公分/高120公分」，月台地板上並配合設有自行車指標。

信義/松山線電聯車頭尾(第1,6車)可停放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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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車廂行李乘客友善設施-「行李放置區」
(高運量新蘆線/信松線)

臺北捷運高運量列車之頭尾車(第1,6節)車廂特別設計為多功能車廂，該車廂座位採縱向(一字型)

排列，增加通道寬度，使其空間較寬敞，方便停放輪椅、自行車及嬰兒推車等，同時減少座椅數
裝設行李架，可供乘客放置隨身行李或當扶手使用等，兼具載客及載運較特殊設備使用者(如輪椅
/自行車/嬰兒車/行李等) 之多功能性及使用之便利性。

新莊/蘆洲線電聯車頭尾(第1,6車)設有多功能行李架 信義/松山線電聯車頭尾(第1,6車)設有多功能行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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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狀線車廂行李區位於車廂尾端(第1,4車)及前後兩端(第2,3車)設備箱底部區域，以交錯方式配置，行李
區與設備箱共用(不額外佔用其他車廂空間)，每列車共計設有6個行李區，且有行李區標示及隔離帶，可
供旅客放置大型隨身行李。

環狀線行李區與設備箱共用(節省車廂空間)北捷環狀線車廂行李區(設於車端設備箱底部區域)

臺北捷運中運量環狀線車廂行李區位置圖(每列車有6個行李區)

七、車廂行李乘客友善設施-「行李放置區」
(中運量環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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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車站月台候車友善設施-「夜間安心候車區」

依捷運公司統計資料顯示，捷運女性乘客較男性乘客為多(請參閱右
表捷運旅客性別比例統計資料)，而夜間時段旅客數量較少，為加強
保障旅客夜間候車安全，捷運公司特別於第3,4節車廂間(即第3節車
廂最尾端車門至第4節車廂最前端車門間)之車站月台中央區域，設
置「夜間安心候車區」，由行控中心、列車司機員及站務人員透過
監視器加強監看各車站及月台區，同時，保全人員亦不定時巡視車
站並協請捷運警察隨車巡視等，如有緊急狀況可由站務人員立即處
理，以確保旅客夜間時段乘車之安全性。捷運公司經問卷調查結果
，乘客皆肯定及滿意本項設施。

月台「夜間安心候車區」位置車站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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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語
1. 臺北捷運系統為因應高齡化人口趨勢及多元化乘車需求，設置有：『博愛座

』、『輪椅區』、『親子友善區』、『自行車停放區』、『行李放置區』及『
夜間安心候車區』等無障礙友善溫馨乘車設施，以服務高齡者、孕婦、親子乘
客、行動不便者、身心障礙者，以及攜帶自行車/嬰兒車/行李等旅客之特殊乘
車需求，且臺北捷運車廂博愛座比例(20~33%)亦優於法令規定(15%)。

2. 此外，營運單位臺北捷運公司亦加強宣導，持續透過車廂及車站等各式文宣廣
播與動態資訊播放，宣導乘客禮讓座位。若發現老弱婦孺或身上配戴博愛識別
貼紙或好孕胸章之旅客，車站人員皆會主動協助。另旅客如有座位需求，亦可
至第1節車廂候車請司機員協助，或是向車站詢問處/月台執勤人員尋求協助。

3. 經由多年來之宣導措施，一般民眾均能了解博愛座及輪椅區等無障礙設施之用
途。實際上，讓座也不僅限於博愛座，所有車廂座椅也都可以隨時讓座給老弱
婦孺或行動不便旅客使用，因此，除硬體設施之強化外，亦有賴民眾發揮愛心
，於搭乘捷運或其他大眾運輸系統時(如台鐵、公車等)，養成適時讓座之習慣
及發揮禮讓之精神，共同培養更優質之禮讓文化及公民素養，為持續維護北捷
世界一流捷運系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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