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近年，無障礙空間已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為了在交通方面更加友善於這些

『預期的使用者』1，2012 年新竹客運啟用華德 RAC RACE150 電動低底盤公車2，

全台灣努力推動這些硬體設備，但是被預期的使用者有真實感受到「便利」嗎？

本文將就身障者3及行動不便的使用者們，例如：孕婦、老人、永久或暫時性肢體

傷殘者，其與低底盤公車的關係，探討低底盤公車的問題與應變方法。 

事實上，隨著全台低底盤公車的推行，層出不窮的報導也跟著浮出檯面，諸

如公車司機未依造 SOP 程序4使用低底盤公車，5身障者感受到不便利的專文報導

等皆顯示出「低底盤公車設置」出了問題，深入相關報導一一審視，筆者認為問

題可以三個面向概括：物、人、制度。這三面向彼此相關聯互相影響，而導致整

個體系問題的擴張，致使原先立意良善的低底盤公車，最後卻排擠了這些起初被

設定的使用者，讓這些目標潛在使用者的搭乘意願降低，讓低底盤公車沒有發揮

它最大的價值。 

    

                                                      
1 孕婦、輪椅族、年老者、攜帶大型行李者等。 
2 新竹客運：關於竹客，歷史沿革 http://www.hcbus.com.tw/big5/about-1.asp?page=4&kind= 
3 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 

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

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三、涉及聲

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五、消化、新陳代

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七、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4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標準作業程式。MBA 智庫˙百科

http://wiki.mbalib.com/zh-tw/SOP 
5 〈身障者指控搭公車遭辱罵 業者澄清沒有罵人〉，《自由時報》，2016 年 7 月 13 日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http://www.hcbus.com.tw/big5/about-1.asp?page=4&kind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http://wiki.mbalib.com/zh-tw/SOP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一、研究問題／爭議－低底盤公車衍伸問題的相關報導 

司機進入客運公司應有基礎訓練，首要熟悉車輛的操作以及 SOP 流程，可是

以下報導的司機卻未依照這些流程，致使身障族群感受不悅： 

司機未依 SOP開啟後門斜坡板讓她下車，反而要求她以倒車方式至前門，

因通道狹窄、輪椅重心不穩，造成她下車行動緩慢，司機失去耐心大聲喝

斥，並用力連人帶輪椅直接拉下車，隨即司機更以台語「大摳呆」辱罵，

令她相當委屈，下車後忍不住放聲大哭。6 

這則報導中，呈現了司機面的問題，專業素養卻未被實際應用，使得基本的

物質公車有了，卻未讓輪椅族真切感受到便利。 

低底盤公車問題不只是司機，連大眾都有所責任，為了公共利益7排擠了這

少部分群體的權利，呈現了多數者的暴力。 

當司機資歷很深了，一直秉持這樣的原則，但卻因此被其他司機咆哮『剩

半條命的人你對他們那麼好要幹什麼？』，嘲笑『虧腳破相（意指身障人

士）的人不要載啦』等等，他聽了很是難過，這次因誤點被公司給予禁駛

處分，他覺得司機不做都沒有關係，這種環境他也不想待了，但一定要讓

政府知道，表象下面潛藏的問題一定要正視解決。8 

而當司機秉持職業操守，依照專業流程操作，為此致使班次誤點，卻遭停駛

處分，這問題已從司機面轉到客運業者以及大眾身上了。 

二、相關面向－物、人、制度的三面向分析 

（一）物：低底盤公車的設置立意 

低底盤公車的原意是為了因應現今人口老年化的趨勢，讓老、弱、婦、孺及

身心障礙人士等使用者更容易且便利的搭乘。其特點有三項： 

1. 底盤高度較低及無階梯設計搭配側傾系統 

一般公車具有三個到四個個階梯，對於年長者及年幼者上下車十分不便，也

沒有設置斜坡板或側傾功能，讓乘坐輪椅之身心障礙者無法搭乘利用。低底盤公

車在設計上包括車門僅有一階，踏步即可上車，且車身有側傾的功能，降低了車

輛的高度，車內附有斜坡板及車廂內之無障礙輪椅座位。低底盤公車除了讓輪椅

使用者更容易搭乘外，也可讓高齡、提著菜籃或大件行李者，甚至是腳傷，拄拐

杖的乘客們更方便上下車。 

                                                      
6 〈身障者指控搭公車遭辱罵 業者澄清沒有罵人〉，《自由時報》，2016 年 7 月 13 日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7 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功利主義（或稱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他

主張欲追求社會的最大幸福，應考量行為的結果是否能帶來最多的快樂。從這個角度來看，所

謂公共利益評斷的標準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 
8 〈身障者指控搭公車遭辱罵 業者澄清沒有罵人〉，《自由時報》，2016 年 7 月 13 日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2. 設置有斜坡板（渡板） 

方便輪椅族上下車，不會因為車與地面的高度落差摔倒或是致使輪椅損壞。

3.空間寬敞 

低底盤公車的座位較少，約為 22 個座位，其餘空間皆是站立位置，設置寬

敞，方便輪椅族進出，其行動不會被座位的設置阻礙影響。 

（二）人：群眾心理、司機專業道德 

司機的專業應該在實際操作上體現，而非只是通過教育訓練，低底盤公車司

機幫助輪椅族上車的正確步驟應該是： 

1.傾斜車身 

2.開後門 

3.到後門把斜坡板架在人行道上 

4.幫助輪椅族上斜坡板、上車 

5.固定好輪椅 

6.關後門 

上述六個標準化步驟，可是司機為了方便、節省時間往往犧牲了這些使用者

的權益，無障礙設施不是給身障者的「額外施捨」，而是本來就該有的「基本條

件」，而且司機應該保有「隨時都可能有身障者要搭車」的認知，而不是載到身

障者就覺得今天特別衰，9這不僅違反了專業也喪失了其職業操守。 

（三）制度：人行道設置、公車亭設計、社會制度 

在設計上，因為設計者本身並非使用者，「人都難免會有專業的本位主義偏

見。因為缺乏同理心的建立過程，就會在自己的經驗框架中探索拼湊，這盲點就

成為產品的隱憂。」10在各項設計的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在於，設計的精神是什

麼？是符合使用者需求還是符合供給者需求？本該為了使用者著想的設計，在社

會總總操作下，變成不顧及使用者，全向「錢」看齊，若是沒有多一份報酬變不

多做一份設計。 

本應該是為「身障者」著想的設計，可是繞了一圈卻變成事「身障

者」配合大眾，推行了友善的大眾化運輸，而公路總局建置的 ibus 公路

客運動態資訊查詢系統，卻找不到任何無障礙訊息。 11筆者曾訪問公路

客運業者，關於身障者如何得知低底盤公車時刻系統的資訊，客運業者

回覆：他們（身障者）自己都會記得時間是哪些班次，都會背起來。曾

獲總統教育獎的漸凍人胡庭碩曾受專訪，標題是〈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

                                                      
9 〈【專訪】身障者日誌：捷運電梯只是你的「選項之一」，卻是我的「唯一選擇」〉，〔關鍵評

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797 
10 〈為什麼低底盤公車還不夠「體貼」？ 〉，〔商周.com〕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511&type=Blog&p=2 
11 〈政府不告訴你的事：我有低底盤公車，但我不說（內含公路客運無障礙路線彙整資訊）〉，

〔痞客邦〕https://goo.gl/0q7yOC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797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511&type=Blog&p=2
https://goo.gl/0q7yOC


   
 

   
 

怪〉12，內容有一句令人深刻省思的字句：「物質層次的低底盤有了，但

公共運輸的價值觀尚未變遷。」13內容更有一句駁斥這社會的不公不義：

「如果我們的博愛座實施的這麼徹底，為什麼在低底盤公車上做不到

呢？」 14這些內容都是他們的呼喊，可是社會只有少數人聽見，只有少

數人為其發聲。這個社會體系的問題看似極小，其實隱含在各個群體各

個地方，只是被大眾視而不見。  

以上幾點介紹後，低底盤公車理應會成為行動不便者的一大福音，但是筆者

們在新竹市市區及周邊實際觀察後卻發現這些目標使用者很少使用低底盤公車

作為他們出門往返的交通工具，反而還是傾向搭乘自用小客車或計程車，甚至是

直接以電動輪椅為交通工具在車水馬龍的道路上與汽機車拚搏，各種險象環生，

為了探討及解決這樣的現況，筆者們將在文中繼續深入討論。 

三、核心主軸－低底盤公車如何排擠預期使用者？ 

低底盤公車的立意宗旨是能夠提供更友善的大眾運輸工具，讓行動不便的乘

客們也能夠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建立完善的市民運輸機制，但是筆者們在生活中

搭乘公車時卻極少看見這些預期使用者，而乘客們通常都是通勤中的上班族、大

學生及高中生們，還有年紀稍長的銀髮族，那麼原本預期的使用者呢？為甚麼在

低底盤公車上見不到這些行動較為不方便卻有通勤需要的使用者們呢？ 

為了能夠更了解低底盤公車實際在運行時所發生的問題，而問題的核心又是

如何影響了預期使用者的搭乘頻率，筆者們提出以下幾點作為此次觀察重點作為

核心主軸： 

1. 駕駛對於低底盤公車行駛狀況。 

2. 新竹市區行駛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問題。 

3. 候車處（亭）設計是否能搭配低底盤公車使用。 

4. 候車亭空間能否讓輪椅族進出，或無障礙空間動線是否合理。 

5. 低底盤公車視線路線圖與發車時間表標示清楚與否，能否讓使用者知道

完整資訊，以利搭乘。 

6. 實地訪問「預期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的看法。 

在了解以上問題後，筆者們會進一步分析觀察的結果，並討論是否有改善的措施。 

  

                                                      
12 〈胡庭碩：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怪〉，［Knowing］，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

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13 〈胡庭碩：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怪〉，［Knowing］，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

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14 〈胡庭碩：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怪〉，［Knowing］，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

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四、田野調查－新竹市區低底盤公車 

為了調查新竹市低底盤公車的便利性以及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的觀點與

使用經驗，我們實地到公車站了解低底盤公車使用之環境並透過訪問低底盤公車

之預期使用者來了解真實的使用狀況與問題所在。 

（一）低底盤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分配 

新竹市在 104 年底汽車登記數為 14.9 萬輛、機車登記數為 25.6 萬輛，15市

區路段的車流量在上下班時間和周末尤其明顯，筆者身為機車一族，在新竹的街

頭經常被迫穿梭在汽車與公車之間，險象環生。在這次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幾個

問題： 

1. 汽車停靠在公車下客區，人行道上是機車停車格，造成公車下客不易。 

許多駕駛人為了停車方便，通常會直接停靠在路邊，且會一台接一台違停，

雖然只有短暫的 5~10 分鐘，但在這幾分鐘內就會有公車通過並要下客，此時因

為公車無法完整停在公車停靠區內，司機只能直接在外線車道下客，並請乘客自

行注意後方來車，若是需要渡板的民眾，更是無法利用渡板直接上到人行道，而

行動不方便的乘客必須下到馬路後再自行走上人行道；再者，人行道上通常停滿

機車，使乘客必須繞道才能走上人行道，同時也讓渡板無法使用。 

有時則是因為司機為了方便，沒有完整的停靠在公車停靠區，讓車身與人行

道有很大一段的距離，使乘客下車無法直接上人行道。 

↑ 上圖為馬偕醫院下車處。 

                                                      
15 新竹市登記車數，交通統計縣市指標。http://geostat.motc.gov.tw/dmz/mocdx/stat-o.html 

http://geostat.motc.gov.tw/dmz/mocdx/stat-o.html


   
 

   
 

↑ 上圖為忠貞新村（清華大學宵夜街）下車處。 

 

↑ 司機無法停靠在公車停靠區，而乘客必須走到馬路上才能上車。 



   
 

   
 

2. 汽機車與公車爭道，公車停靠不易。 

在馬路上行駛時，公車與汽機車爭道問題一直都很嚴重，雖然提倡禮讓大客

車，但是公車司機為了下客必須靠路邊行駛，讓右側機車道的機車族們必須減速

繞道，有時還會因此與汽車發生擦撞。同時，在公車下客時，會讓後方來車車速

減緩或停駛，尤其在尖峰時刻更會造成交通阻塞，而渡板的使用是耗時耗力，更

需要公車司機的幫忙，阻塞的情形可能會更加嚴重。  

（二）候車亭設計 

候車亭是乘客下車與上車的地方，良好的候車亭設計與公車行駛路線與發車

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筆者發現在新竹市玻璃工藝館下客處的路肩高度高達 40 公

分，而低底盤公車的底部離地面只有 35 公分，若要放下渡板甚是困難；筆者在

觀察幾個候車亭的公車路線及時間表後，發現除了新竹客運總站裡有標明低底盤

公車發車時間外，候車亭的時間表並沒有標明低底盤公車的時間，若有需要低底

盤公車的乘客就會不清楚發車時間。 

↑ 新竹玻璃工藝館站。 



   
 

   
 

 

↑ 新竹玻璃工藝館站外人行道緣石高度，圖中為 15 cm 鐵尺作為比例尺。 



   
 

   
 

 

↑ 公車亭公車時間表皆缺少低底盤公車發車時間。（拍攝地點：新竹市世博台灣館站，愛買前） 



   
 

   
 

〈三〉醫院訪問調查結果 

(1)  2017/01/05: 

地點:馬偕醫院 

訪問人數:4 人(兩人拄枴杖，兩人使用輪椅) 

知道低底盤公車人數:1 

做低底盤公車前來醫院:1 

家人陪同:3 

 

(2)2017/01/09: 

地點:馬偕醫院 

訪問人數:4 人(兩人拄枴杖，兩人使用輪椅) 

知道低底盤公車人數:0 

做低底盤公車前來醫院:0 

家人陪同:4 

 

我們選擇位於東區的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作為我們的觀察場域，以此醫院為站

點的新竹市公車主要有藍 1 區、2 路、31 路、52、53、55 路免費公車、以及世

博 5 號公車，其中除了 2 路、31 路為普通公車之外，其他皆為低底盤公車。在

這麼高密度的低底盤公車所圍繞的情形下是否能真正符合使用者需求是我們選

擇此場域想探討的課題。 

我們發現在醫院所看到的輪椅族群多為高齡長者，來醫院的交通方式多由家

人陪同搭乘計程車及自用車來醫院看診，幾乎沒有搭公車的選項。對醫院門口前

一排果然停了很多計程車等著排班，家人則是推著輪椅等著作車，而公車站牌下

則是一個人都沒有。當問到是否搭過公車時，也是收到否定的答案，原因有沒機

會搭乘、不知道有低底盤公車等。從訪談中，可見受訪者們事實上平時並沒有搭

公車的經驗及習慣，政府設立了許多低底盤公車的班次站點在周圍，如此立意良

善的設計卻沒有被預期之使用者所使用這其中因素是什麼呢？ 

〈四〉刮刮樂老闆訪問調查結果 

經過公學新城旁的人行道，我們訪問了一位三十出頭的刮刮樂老闆。老闆坐

著電動車，膝上放著一大疊刮刮樂彩券，以下為訪問內容： 

  

筆者：請問你有在搭公車嗎？   

老闆：以前偶爾搭，很久沒搭了，因為搭公車很不方便。 

筆者：搭過哪一線的公車？ 

老闆：都搭過啊，1路、57路、世博線公車都有搭過。 

筆者：公車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 

老闆：真的很不方便阿，有些司機雖然會幫你推但是態度很不友善阿，1路

光復路下車車子多也很危險，車子又要等很久。 



   
 

   
 

筆者：現今的公車班次不是已增加了不少？表定上 1 路公車每 15 分鐘就有

一班？ 

老闆：車上人多輪椅就上不去了阿，搭公車不如自己用輪椅移動還比較快，

通常是坐電動輪椅的人才會自己上街拉，我就曾投訴過世博線公車，世博線

低底盤公車都不開了現在全部被棄置在總站那，政府給的回應是因為電池廠

商倒閉、政黨輪替，因為公車的電池沒辦法維修所以就沒辦法開。我認為你

們可以再深入研究這個題目，這對社會將是一大幫助。 

          

從這訪問中，可以得知老闆曾經是公車的使用者，且也有自己出門上街的需

求，但由於搭乘過程中種種不方便再加上世博線班次的驟減，使得他不再願意或

是因為自身因素無法配合而不再選擇搭乘公車。 

  



   
 

   
 

五、討論 

〈一〉低底盤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分配及候車亭設計問題 

  低底盤公車除了車身與一般公車的差異外，更需要後續的政策推動及設施改

進，關於汽機車與公車爭道還有汽機車隨意停車造成公車停靠不易，使司機無法

停站，筆者認為除了現有的交通法規檢舉隨意停車的行為外，亦可設置公車岬（如

下圖所示）稍微縮減人行道寬度，在公車停靠區設置岬區讓公車可以很輕易的停

↑ 公車彎（上圖）與公車岬（下圖）比較。（圖片來源 Zukunftsfähige Mobilität） 

靠在公車停靠區，且乘客也能較方便的上下車，而岬區外則可以設置為汽機停車

區域，充分利用空間，減少民眾隨意停車的問題。 

  



   
 

   
 

停靠站的人行道緣石也應該需要做更改，除高度應符合低底盤公車底盤高

度，也應設計更貼近使用者需求的樣式，像是台中 BRT 站所使用的 Kassel 緣石

（如下圖），讓公車在靠站時，可以在 

↑ Kassel 緣石設計及實際成品，由德國卡賽爾市一家公司設計出的混凝土路緣石。（圖片來源）16 

不傷及輪胎的狀況下，又使司機能輕鬆的靠站，將輪胎與人行道的間距減至最低， 

甚至連渡板都不需要拉出就能讓行動不便者輕鬆上下車。 

由於機車道在車道外側，也是公車停靠時會占用到的區域，需以特別的標示

方法提醒民眾快速通過請勿逗留，如：連續虛線，當公車即將進站時，可以設立

停止線，後方機車停下，待公車再度發車時，才能繼續行駛，以確保乘客及騎士

的安全，此舉雖然會讓乘客上下車方便且安全許多，但因會影響行車速度，需在

詳加討論。 

最後是公車發車時間表的問題，負責公司（新竹客運）應將各個公車亭的發

車時間表與路線圖增加低底盤公車發車時間，並同步更新公車路線應用程式

(app)以利需要的乘客們在搭乘時掌握低底盤公車的動態。 

〈二〉訪問結果討論 

我們實地去馬偕醫院針對拐杖及輪椅使用者的訪問結果，八人中只有一人是

搭乘公車前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為行動不便者設立的低底盤公車的使用率低

下，而他們不搭乘公車的原因多數是「不知道有這種公車」或是「沒有機會」，

因此可以判斷出他們一開始心中就沒有搭公車這個選項。而根據我們的討論，造

成這種原因的，有可能是以下幾點： 

一、禮教約束： 

我們的訪問對象多是老年人，根據傳統禮教，子女照顧行動不便的父母是天

經地義的事，因此在一開始大部分有輪椅族成員的家庭就不會想要去了解低底盤

公車，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低底盤公車，由子女負責開車載父母到醫院或是子女陪

                                                      
16 kassel 緣石圖片來源 http://chumacher.pixnet.net/blog/post/31858040-

%E4%BD%8E%E5%BA%95%E7%9B%A4%E5%85%AC%E8%BB%8A%EF%BC%8C%E7%84%B6%E5%BE%8
C%E5%91%A2%EF%BC%9F 

http://chumacher.pixnet.net/blog/post/31858040-%E4%BD%8E%E5%BA%95%E7%9B%A4%E5%85%AC%E8%BB%8A%EF%BC%8C%E7%84%B6%E5%BE%8C%E5%91%A2%EF%BC%9F
http://chumacher.pixnet.net/blog/post/31858040-%E4%BD%8E%E5%BA%95%E7%9B%A4%E5%85%AC%E8%BB%8A%EF%BC%8C%E7%84%B6%E5%BE%8C%E5%91%A2%EF%BC%9F
http://chumacher.pixnet.net/blog/post/31858040-%E4%BD%8E%E5%BA%95%E7%9B%A4%E5%85%AC%E8%BB%8A%EF%BC%8C%E7%84%B6%E5%BE%8C%E5%91%A2%EF%BC%9F


   
 

   
 

同搭乘計程車便成了唯一的選項，反而讓行動不便的父母搭公車被認為是種不孝

的行為，增加了市政府推廣低底盤公車的難度。 

二、使用困難： 

如果病患的住家不是鄰近公車站的話，很難預期他們會願意花時間，冒著危

險用枴杖或輪椅在對行人不友善的新竹街頭痛苦地移動。另外前述候車亭機能受

阻的現況也會是阻礙病患使用的原因之一。最後，雖然低底盤公車是為行動不便

者設計，卻不是只為他們而開，換言之，只要是尖峰時段，車上必是人擠人，而

道路上的危險性也就如同上述提到的，公車會與汽機車爭道，路上隨處可見的危

險畫面使得行動不便者的搭乘帶來了更多的困難，也提高他們發成意外的機率，

也降低了他們搭乘的意願。 

三、資訊不足： 

醫院的輪椅族多是高齡族群，其生活沒有透過網路接收與生活有關的資訊的

習慣，現今政府極力經營網路社群，許多資訊都是透過網路媒體而不是像早期以

報紙、電視廣告傳遞，接收管道不同的高齡族群，如生活中沒有搭公車到醫院的

經驗自然無從得知，亦不知道近年來經設計的便利大眾交通服務存在，再加上政

府推廣的低底盤公車，並沒有讓那些高齡族群感受到優於計程車或是子女接送，

因此他們並不會選擇低底盤公車 

  而另一個訪問到的刮刮樂老闆與上述不同，屬於中年族群的一員，因此在

對於交通工具的選擇上就有不同的考量，中年族群在生活中有職業需求且多是一

人在外很少與父母家人一同居住，必須時常獨自外出，打理自己日常生活，因此

較可能成為公車的使用者。但在不友善的搭車環境下，中年族群的輪椅族們常在

搭車時遭遇許多難處，像是訪談所說到的司機的態度訓練問題、上下車路況環境

不安全問題、班次多寡問題等，都將使輪椅族遭到實質不平等的待遇，甚至成為

被排除在外的行動者。                                 

在新竹市政府 100 年身心障礙調查報告（表一）中也指出新竹市的肢體障礙

者搭乘市區公車的比例明顯低於全國： 

 

  



   
 

   
 

表一、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
17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單位：人；重要度；元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自行騎乘 

機車 

(含特製機車) 

自行騎乘 

腳踏車 

親友開車或 

騎車接送 

搭乘 

市區公車 
步行 

平均每月 

交通費(元) 

總計 12,951 23.45 5.35 55.58 5.32 37.47 1,067 

視覺障礙 585 5.74 3.43 70.21 4.82 47.28 863 

聽覺機能障礙 1,676 16.67 1.50 66.13 4.21 44.91 995 

平衡機能障礙 32 12.81 - 56.96 4.85 22.22 1,620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40 26.46 6.33 55.25 5.14 45.10 732 

肢體障礙 4,557 25.49 1.33 64.66 2.60 30.97 1,221 

智能障礙 1,427 7.94 22.40 60.12 8.99 38.34 720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508 38.49 4.73 32.69 7.61 36.22 1,347 

顏面損傷者 44 53.77 4.94 39.07 4.90 27.82 953 

植物人 4 - - 50.31 - - 2,013 

失智症 229 - - 65.89 1.07 35.79 681 

自閉症 288 7.45 8.28 82.55 3.27 32.71 1,50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176 43.66 7.42 24.43 9.65 52.49 743 

多重障礙 1,139 19.22 5.58 45.88 7.22 33.81 1,03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54 46.46 6.20 21.54 7.78 51.61 811 

罕見疾病 24 28.59 2.19 49.54 25.46 7.45 1,403 

其他障礙 68 25.66 9.70 66.16 - 42.09 1,393 

註 1：重要度＝1×最主要比例＋2/3×次要比例+1/3×再次要比例。 

註 2：僅列重要度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69-72。 

註 3：n=1,145 人。 

 

  

                                                      
17 〈中華民國 100 年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內政部、新竹市政

府,73 頁 



   
 

   
 

 

       表二、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18 

 

                                             單位：人；重要度；元 

身心障礙類別 實數 

自行

駕駛

汽車 

自行

騎乘

機車

(含特

製機

車) 

自行

騎乘

腳踏

車 

親友開車

或騎車接

送 

坐計

程車 

搭乘 

市區 

公車 

乘坐一般

輪椅，但

由他人協

助推行 

步行 
平均每月 

交通費(元) 

總計 968,468 8.41 27.90 9.04 33.86 7.52 11.82 5.01 36.24 1,307 

視覺障礙 51,511 1.05 11.44 6.51 46.00 12.79 13.90 2.38 48.62 1,105 

聽覺機能障礙 114,798 7.43 30.09 11.89 32.58 5.07 14.35 2.70 46.80 1,111 

平衡機能障礙 3,215 4.02 12.96 5.38 41.33 12.85 9.30 9.65 40.13 1,184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2,649 9.66 35.96 11.60 29.32 4.78 11.71 1.27 39.88 1,390 

肢體障礙 350,204 12.96 35.60 7.22 31.15 9.20 7.14 6.63 28.36 1,503 

智能障礙 90,134 0.41 13.18 19.41 37.10 2.95 15.96 0.46 48.24 874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18,084 14.27 33.00 6.46 31.55 10.39 12.92 3.23 33.00 1,620 

顏面損傷者 4,430 22.90 54.55 11.20 16.58 2.24 15.34 - 31.84 1,682 

植物人 984 - - - 30.60 9.40 - 47.28 - 1,852 

失智症 22,615 1,45 3.75 2.03 53.70 9.58 4.40 19.51 33.58 1,121 

自閉症 10,571 0.18 3.72 11.94 64.93 2.66 23.76 - 38.33 1,610 

慢性精神病患者 95,171 3.69 33.36 10.38 24.24 2.93 22.53 0.50 41.67 789 

多重障礙 84,166 4.75 13.95 6.23 40.19 7.72 8.22 12.86 32.75 1,429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4,583 2.90 28.75 16.96 38.71 3.18 20.24 0.74 46.13 1,169 

罕見疾病 1,524 6.89 15.71 4.51 56.92 5.49 15.44 2.63 34.41 1,935 

其他障礙 3,828 5.54 14.54 7.72 63.38 2.23 17.06 0.16 31.06 1,982 

註 1：重要度＝1×最主要比例＋2/3×次要比例+1/3×再次要比例。 

註 2：僅列重要度最高之 5 項，其餘項目請參閱統計結果表表 69-72。 

  

                                                      
18 〈中華民國 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內政部、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115 頁 



   
 

   
 

 

比照兩張圖表，新竹市肢體障礙者搭公車比例為 2.6%，全國肢體障礙者搭

公車比例則為 7.14%，雙方差 4.54 個百分點，而在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的項目，

新竹市比例為 64.66%，全國則為 31.15%，雙方差距有 33.51 個百分點，顯示新

竹市肢體障礙者外出的方式非常依賴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的方式，而不是選擇搭

乘市區公車。 

這明顯的數字懸殊似乎代表著新竹市的交通規劃並沒有很完善，在搭乘交通

工具不方便的情形下，輪椅族就只能依靠親友的接送，這無形中剝奪了輪椅族們

的權利，而不便利的交通環境也造成服務需求者在使用上的阻礙。 

但在這八人當中，有一位拄著拐杖的老先生正好是坐著低底盤公車前來醫

院，當我們向他詢問原因，他只說:「因為低底盤公車很便宜啊，而且老人票又會

更便宜!!」我們覺得這個原因應該不是低底盤公車當初創立時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位老先生這麼說，表示他並不覺得低底盤公車有帶給他很大的便利性及舒適的

無障礙空間，單純只是因為計程車太貴了他不想要花那麼多錢，因為這位老先生

並沒有坐著輪椅，他還可以勉強承受在人擠人的公車上跟其他乘客互相推擠，但

今天如果換成是做著輪椅的民眾呢，他勢必需要一個更大的個人空間，及一個更

安全，更無障礙友善的坐車環境，這也是目前低底盤公車無法達到的，但不可否

認的是，無論是從哪個觀點來看，還是有少數人認為低底盤公車很棒，這點也值

得嘉許，優點應該好好的保存下來，缺點也應該盡快改善。 

  



   
 

   
 

結論 

根據筆者的研究，由於各方面的對應不良，不只是人行道的設計與公車停靠

不相配合，因著低底盤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分配及候車亭設計問題，致使使用者不

願意使用低底盤公車，再加上傳統禮教「孝順」與「被孝順」的觀念約束形成的

框架，以及公車候車亭被機車佔據導致的使用困難、資訊不足等因素，更強烈了

使用者的不便、厭惡感，使的這個現狀越演變越大，原先設定的使用者不願意使

用這項交通工具。 

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新竹多處的公車亭都被停放的機車佔據，公車停靠區也

被臨停的汽車阻礙，這項發現讓我們反思，究竟是制度的問題還是社會現狀的問

題？答案無庸置疑──都有問題。正如前言所引述胡庭碩先生言及的內容：「物

質層次的低底盤有了，但公共運輸的價值觀尚未變遷。」 19大眾對於公

共運輸的價值尚未變遷，使得這些「小事」一再發生，慢慢地對這些使

用者造成傷害，渾然不自知這些看似小事的事情其實造成多麼大的影

響。  

候車亭的設計不良，使得低底盤公車失去其價值，變得跟以往的有階公車無

異，這些設想的便利全然變成了「空話」，而未落實於生活，如此的設計並為滿

足需求，那這設計的意義何在？僅只是滿足上位者想像卻未貼近使使用者需求。 

這些相對少數人的權利都被大眾忽視，可是就像前言論述的：「如果我們的

博愛座實施的這麼徹底，為什麼在低底盤公車上做不到呢？」 20所以我

們需要的是改變，由自己改變，由當權者改變，由社會改變。由可見的

物質改變再開始改變社會對於公共運輸的價值觀。  

  

                                                      
19 〈胡庭碩：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怪〉，［Knowing］，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

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20 〈胡庭碩：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怪〉，［Knowing］，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

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工作分配表： 

成員 工作內容 

劉宜欣 

前言 

一、低底盤公車衍伸問題的相關報導 

二、物、人、制度的三面向分析 

六、結論 

排版、校稿 

黃楨杰 

（組長） 

三、核心主軸 

四、田野調查 

五、討論 

（低底盤公車與汽機車爭道及候車亭設計） 

校稿 

唐啟軒 
四、田野調查(訪問調查結果) 

五、討論(訪問分析 

李若綱 
四、田野調查(訪問調查結果) 

五、討論(訪問分析) 

李汭蓉 
四、田野調查(訪問調查結果) 

五、討論(訪問分析) 

 

  



   
 

   
 

心得： 

（劉宜欣）： 

做這次的期末報告，查閱了很多的文本，本來以為問題很小很小，小道不知

道有沒有相關資訊，可是很多事情真的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原來這涉及那麼

廣泛的區域，查了許多的報導，才發現他們一直都在身邊，只是我們不曾認真的

注意，會想要做公車主題是因為從小交通就是以公車為主，自然可以觀察很多人、

事、物各種面向，也有跟司機聊天的經驗（在彰化都可以在車上找司機聊天，可

是新竹禁止，雖然知道是安全問題，但少了好多人情味 QQ），自然對客運司機不

陌生，想說從公車出發，後來發現低底盤公車有更多值得探究的，很多問題都在

細微中，只在於有沒有著心觀察。 

以前不知道觀察的重要，後來停下腳步觀察了很多很多，發現這社會有很多

的問題存在，我很希望我這次的成果可以有一番意義，而不是止於報告這個階段，

希望它是一個啟程，帶領我們一起走向社會關懷的起點。 

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廣大，社會對於科技也是，探討這個影響不難，重點是

要在探討下有一番改變，而不是限於紙上談兵。 

（黃楨杰）： 

一開始只是為了科技與社會這門課去觀察，當作是最後的期末報告，本來是

為了做報告而做，每學期應付的通識報告讓自己麻痺在「繳作業」的心態，解決

這個作業，好好做拿高分，A+爽爽躺過年；但是在經過整學期的課程以及期中報

告後，發現老師並不只要我們「觀察」，而是要我們用心去體會這個社會的現象，

先記錄，再分析，最後理出自己對於現象的意義，甚至是現象背後的問題，如果

能力許可，將問題進一步分析再提出解決的辦法，在每次上課的文本和報告後，

都像在拼一塊一塊零散的拼圖，可以很心不在焉的聽完整學期的課，亦或是想辦

法統整老師給的訊息後，整理自己的思緒，重新看待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我

們太習慣身邊的事物，將其當作理所當然，沒人去關心，漠不關己，但是其實是

有很多問題藏在身邊的，只是看我們要不要理會。 

身為理工科系大四的我，平常除了念書跟做實驗，根本就不太會有機會或心

思去看看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在這次的期末報告，才發現其實自己也在問題中

的一環，同是機車一族，平常在馬路也會跟公車爭道，也沒想過背後的低底盤公

車有這麼大的問題在，透過觀察和訪問，發覺低底盤公車的設計與後續搭配的設

施與制度仍然十分的不完善，需要我們更多的觀察與討論，才能創造出完善的使

用者空間。 

（唐啟軒）： 

身為一個動機系的學生，上課內容通常都是侷限在課本公式的推導，或是拼

命不斷地寫題目和想知道老師考試會考什麼，說自己這三年來對科技很了解嗎?

好像也沒有，而關於社會的部分更是不用說了，除了自己平常滑 FB 和 PTT 時會



   
 

   
 

多少關注現在的熱門話題和新聞，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科技與社會相影響的層面，

在一開始上這門課時，覺得負擔好大，每個禮拜都有文章要看，但後來慢慢看過

文章之後，發現這些都是我平常根本不會有機會接觸到，卻跟我息息相關的各種

面向的文章，每次問問題也會讓我思考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加上老師每個

禮拜上課的內容都不同，都會針對某個議題和文章做深度的討論與講解，一步一

步的點燃我的興趣，雖然這學期已經結束了，但關心科技與社會的心是不會變的!! 

再來是期中考及期末報告，其實這兩份作業都需要很深入觀察選擇的科技物

或是現象，像是期中考要觀察科技物，就必須要自己花兩個禮拜的時間去了解實

地觀察，在過程中我也發現每個時段每個人使用這個科技物的時間和原因都不盡

相同，而這些原因又可以再衍生好幾個原因，也讓我覺得我原本只會看到事情的

表面，就像老師上課講的，筆不只是一枝筆，要往裡面看!!而期末報告的部分，

其實低底盤公車真的和我們息息相關，因為光復路上就有很多經過，但是有很多

問題和現象是我在做這份報告前不會去想也不會去親身體驗的，雖然可能沒辦法

那麼快就解決道發現的問題，但藉由這次報告，讓我了解到很多習以為常的事情

或事物其實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必須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 

〈李汭蓉〉： 

在這次以低底盤公車為主題的報告中，我第一次體驗怎麼去做田野實際觀察

現實的情況與使用者的觀點，以往做報告都是憑著對主題舊有的設想，開始查詢

網路上的資料回應，很少親自去街頭驗證，因此報告往往也少了深入探究的程度，

這次由於我們訪問的對象是輪椅族，由於族群數量的稀少性及特殊性，更提高了

訪問的難度，除了不易找尋外，面對輪椅族敏感度的問題也處處讓我們碰壁，最

後有幸遇到對公車設計同樣不滿願意分享的受訪者，田野才做得稍微有起色。且

一整學期的課程教會了我除了看到物本身，也試著去看它背後的制度以及是否有

政治性，試著去想可能的替代物並找出被排除的行動者，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也

會觀察資料中介或再現了哪些東西，不一味地相信並不去思考，如此即能觀察到

許多現象與值得思考的問題所在，並更能全面性的看待。 

科技與社會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很感謝這個報告、這堂課讓我看待世

界的角度更廣闊，並且希望我們的報告能對這個社會發揮一點的影響力。 

（李若綱）： 

我想報告中已經探討過很多與低底盤公車有關的議題了，在個人心得我想討

論一些比較遠的東西。 

在做這次報告之前，其實我從來沒關注過低底盤公車或是身障人士遇到的困

難，不過這也不是因為我的周遭沒有這類議題，只是每次看到這些議題時，我總

有種事不關己的心態。當然任何人都可以指責我的冷漠，但我不認為冷漠是一種

需要被指責的行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活得那麼有餘力可以去為素昧平生的人爭

取權益，況且自己的權益難道不該由自己爭取嗎？若身障人士自己沒有站出來發

聲，就不該指望我們來為他們爭取，雖然他們是弱勢者，但若是因此而要求其他



   
 

   
 

人應該無條件為他們出錢出力，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配合他們，那也未免太過自

我中心了。 

當然上面說的情況是極端了點，而且想必也有些身障者是很積極的去爭取那

些權益的。但這些其實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四肢健全者必須負擔身障人士（說難

聽一點是沒有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縱使這也許不是事實）的種種福利，而且還

必須處處配合他們這個事實，想必讓許多人覺得心理不平衡，包括那些態度差的

司機，我想他們八成不是因為工作疲累造成心情不佳而已，在他們內心深處肯定

壓抑著某些更強烈的反感。 

雖然現代社會標榜基本人權，而社會上的一些制度基本上也照著這套理念運

作，比方說無障礙廁所、無障礙停車格和這次討論的低底盤公車等等，但我們可

以發現有許多設施是虛有其表，它們其實無法真正滿足那些人的需求。這代表的

不只是設計者沒有實際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想，更代表了這些設施的設計者與他們

的老闆並不重視這些事情，不僅如此，對他們來說這些制度和道德觀只是些必須

想辦法敷衍掉的麻煩事。這裡我必須在一次強調，這些完全沒有發揮機能的無障

礙設施會有那麼多，又存在那麼久，正表示了有同樣想法的人絕對不是少數，許

多人只不過是礙於社會上充斥的「正義」的氣氛，而不得不表現得很博愛，內心

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想法。 

然而當這些人一旦發現自己其實不是少數，而有一個人突然站出來推翻正義

的時候，結果往往會跌破所有人的眼鏡，言論屢屢挑戰現有道德觀的川普之所以

會當選美國總統，就是一種警訊。所謂物極必反，當這些所謂的基本人權，或是

社會道德太過於違反人性時，重視人性長期被壓抑的部分的新式價值觀必定會興

起，當人們不想再玩這種虛有其表的正義遊戲的時候，新舊價值觀將會發生大衝

突，這絕對不是什麼好事，所以我認為在兩者間找到妥協點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個人沒有什麼道德理念，不過其實我並不認為由健全的人花錢設置無

障礙設施是種損失，我想這跟買保險的概念有點像，誰都無法保證自己一輩子都

不會遇到意外，或老到無法走路，就算是為了那天的到來做準備，我也認為我們

應該更重視無障礙設施一點。我想比起社會道德，這種想法也許能夠說服更多人

來重視這個議題也不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