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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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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低地板公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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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預期使用者一詞替代上述舉例之人），其與低地板公車的關

係，探討低地板公車的問題與應變方法。 

事實上，隨著全台低地板公車的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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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低地板公車，5身障者感受到不便利的專文報導

等皆顯示出「低地板公車設置」出了問題，深入相關報導一一審視，筆者認為問

題可以用三個面向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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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公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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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低地板公車沒有發

揮它最大的價值。 

本提案將呈現各項調查問題與可能改善方案，分為四部分進行：低地板公車

初步研究、使用者反饋、專家建議、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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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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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地板公車初步研究 

（一）研究問題／爭議－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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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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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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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物：低地板公車的設置立意 

低地板公車的設計，原意低地板公車的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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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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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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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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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公車除了讓輪椅使用者更容易搭乘外，也可讓高齡、拉著大菜籃或大件行

李者，甚至是腳傷，拄拐杖的乘客們更方便上下車。 

(2) 設置有斜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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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地板公車的座位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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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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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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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六個標準化步驟為公車司機接送輪椅族的正確步驟，可是司機為

了圖自己方便或是節省時間往往犧牲了這些使用者的權益。〔關鍵評論〕報

導有二句副標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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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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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這二句副標題呈現了司機

違反了專業也喪失了其職業操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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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周刊〕報導中內文曾寫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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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語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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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各種操作

下，變成不顧及使用者，全向「錢」看齊，若是沒有多一份報酬便不多做一

份設計。 

本應該是為「身障者」著想的設計，繞了一大圈卻變成是「身

障者」配合大眾。如今推行了友善的大眾化運輸，反而不見各項相

關資訊的改變，公路總局建置的 ibus 公路客運動態資訊查詢系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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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為什麼低地板公車還不夠「體貼」？ 〉，〔商周.com〕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511&type=Blog&p=2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797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511&type=Blog&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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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竹的公車資訊卻找不到任何無障礙訊息。
10
筆者曾訪問公路客

運業者，關於身障者如何得知低地板公車時刻系統的資訊，客運業

者回覆：「他們（指身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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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義大驚小怪〉 11，內容有一句令人深刻省思的字句：「物質層次的

低地板有了，但公共運輸的價值觀尚未變遷。」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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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低地板公車上做不到呢？」13這些內容都是他們的吶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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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幾點觀察分析，低地板公車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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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公車作為他們出門往返的交通工具，他們傾向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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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會繼續深入討論，以探討如何解決這樣的現況。 

（三）核心主軸－低地板公車如何排擠預期使用者？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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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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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夠更了解低地板公車實際在運行時所發生的問題，以及核心問題如何

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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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對於低地板公車行駛狀況。 

2. 新竹市區行駛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問題。 

3. 候車處（亭）設計是否能搭配低地板公車使用。 

4. 候車亭空間能否讓輪椅族進出，其無障礙空間動線是否合理。 

                                                      
10 〈政府不告訴你的事：我有低地板公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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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胡庭碩：請對不公不義大驚小怪〉，［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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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0q7y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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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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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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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於搭乘。 

6. 實地訪問「預期使用者」對於低地板公車的看法。 

在了解以上問題後，筆者們會進一步分析觀察的結果，並討論是否能有更加

完善的乘車可能，以及如何以實際作為達成這些理想。 

（四）田野調查－新竹市區低地板公車 

為了調查新竹市低地板公車的便利性以及使用者對於低地板公車的觀點與

使用經驗，我們實地到公車站了解低地板公車使用之環境並透過訪問低地板公車

之預期使用者來了解真實的使用狀況與問題所在。 

1.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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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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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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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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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為馬偕醫院下車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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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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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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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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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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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除了新竹地區最大客運業者總站裡

有標明低地板公車發車時間外，候車亭的時間表並沒有標明低地板公車的時間，

若有需要低地板公車的乘客就會不清楚發車時間。 

 

↑ 新竹玻璃工藝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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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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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公車亭公車時間表皆缺少低地板公車發車時間。（拍攝地點：新竹市世博台灣

館站，愛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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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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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低地板公車人數:1 

做低地板公車前來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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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低地板公車人數:0 

做低地板公車前來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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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皆為低地板公車。在這麼

高密度的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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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低地板公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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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設立了許多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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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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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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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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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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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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一〉低地板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分配及候車亭設計問題 

  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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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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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站的人行道緣石也應該需要做更改，除高度應符合低地板公車底盤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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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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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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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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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最大客運業者）應將各

個公車亭的發車時間表與路線圖增加低地板公車發車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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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公車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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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公車的使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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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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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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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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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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公車，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低地板公車，由子女負責開車載父母到醫院或是子女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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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公車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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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低地板公車是為行動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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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推廣的低地板公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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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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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表一、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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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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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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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方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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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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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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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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低地板公車前來醫

院，當我們向他詢問原因，他只說:「因為低地板公車很便宜啊，而且老人票又

會更便宜!!」我們覺得這個原因應該不是低地板公車當初創立時想要達到的目

的，這位老先生這麼說，表示他並不覺得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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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目前低地板公車無法達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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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公車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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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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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低地板公車與汽機車路權分配及候車亭設計問題，致使使用者不

願意使用低地板公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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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層次的低地板有了，但公共運輸的價值觀尚未變遷。」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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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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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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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車亭的設計不良，使得低地板公車失去其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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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低地板公車上做不到呢？」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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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使用者反饋 

（一）客運公司 

市區公車僅有十台低地板公車在運行，為輪流排班，因此班次不固定，倘若

司機如誤點會壓縮休息時間，但仍需要載客，如果載輪椅族，sop 正常要三到五

分鐘，乘客會因為耽誤時間而抱怨，司機也會因為休息時間減少而抱怨。認為政

府承諾對弱勢的承諾是空頭支票，責任全轉嫁於業者和民眾，業者期待公益彩卷

盈餘購車-經費透明化並改善現客運公司有很多低地板公車卻因技術不足而閒置

的狀況，以及改進電動車電池技術不足導致實際使用只剩六台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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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knowing.asia/news/bc2cbfaf-1cc5-48dd-87de-af8fc1839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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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詳見使用者問卷調查報告） 

（三）乘客 

1.推嬰兒車使用者 

使用者多以自己開車交通為主，認為低地板的班次不夠密集，且不夠廣布，

其原因大致與客運公司的呈述雷同，是為低地板公車的使用狀況有其問題，而致

無法普及使用。 

2.身障者 

此類使用者表示不願意搭乘低地板公車，認為政府連最基本的騎樓的地面都

沒有做好管控，高低巔頗，在平地上走路移動都已是重重困難，常須在馬路中與

車輛爭道，極度危險，更不敢妄想搭乘公車到更遠的地方。 

3.帶小孩者 

第一次搭公車，原因是市區停車不方便，選擇搭公車。認為低地板公車比較

方便，如推嬰兒車路面顛簸。認為舊型公車走道狹窄，小孩不好通過。嬰兒車上

公車高低差不便，選擇直接背著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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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建議 

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王晉元教授 

一、觀念釐清 

1. 探討低地板公車的問題不只是設定目標使用者，而是應該朝向「以人為本」

的目標，要設想一家人推著嬰兒車可以暢行無阻。 

2. 低底盤公車已被學界正名為低地板公車。 

3. 資訊整合問題是最好解決的，主要在於經費支出，新竹與台北同為中華電信

承包，但台北有低地板標示，新竹卻沒有，主要在於預算差異。 

4. 低地板公車區分為柴油車及電動車，柴油車操作及保養皆容易，若有問題多

是態度問題，例如司機教育訓練；電動車牽涉經濟部計畫的採購，卻未完善

規劃，大量採購下卻未確保電池的保養問題，致使許多車輛閒置。 

5. 客運業者購買車輛的程序為：淘汰超過使用年限的閒置車輛，購買新車，搭

配上經濟部的計畫而購買電動車低地板公車。 

6. 金錢支出在所有環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低地板公車的利用率列入業者購買

車型參考範圍，故更改設計可能可以改變斟酌後的取捨。 

7. 目前低地版的公車輪班不在乎需求，而是當成一般公車調度。 

8. 座位設計修正（活動式、雙層座位）發想很好，但是需要再行思考。 

9. 新竹客運低地板公車數量如下表： 

車型 擁有數量 使用數量 

立凱電動車 8 0 

華德電動車 6 6 

柴油車 4 4 

10. 提案發放單位可以選擇： 

(1) 秘書室，可能得到制式回答或是被忽視。 

(2) 民意代表，作為列管案件，以確定可以執行。 

11. 若要處理問題其實在於執政者的意願。 

12. 司機過勞問題： 

物價上漲，公車票價卻未上漲，司機人事費用增加，票價應該上漲，可是

實際票價卻維持，如此現象只有兩種可能： 

(1) 政府補貼以致不上漲。 

(2) 公司作假其實司機過勞。 

 

二、問題分析 

1. 候車環境： 

(1) 人行道的高度落差大。 

(2) 機車占用人行道。 

2. 設置良好環境以解決問題，可以從步行環境開始著手，主要以人行道、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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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開始修正，以配合大眾運輸的推廣。 

3. 設計公車岬或是公車灣其實並不適合台灣現況的解決，台灣目前的問題在於

道路用地不夠，以及人行道未被好好使用，被攤販、機車等占用，無法發揮

其功能，若要改善可以採行台北、台中的公車專用道設計。 

4. 低地板公車的配置問題可以參考基隆市的計畫，配合敬老卡搭乘時段及區域

調度，才能真正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客運業者其實擁有這些搭乘的數據資

料）。 

5. 談論到增加技術人員的問題，應該是著重於電動低地板公車的電池問題。 

6. 學術上合理步行範圍為 300-500 公尺，大約是 5 分鐘的路程，而新竹的調查

結果僅為 100 公尺，根據如此的民情，公車站牌的設計會過於密集，針對此

項最主要的需求應是整平道路給予完善步行空間。 

7. 要探討投書、懶人包等如何聚集民眾的力量以及如何激起火花。 

8. 如果要讓大眾都意識到大眾運輸工具的問題，且推廣此項交通，可以施行極

端的方式，例如讓開車的人交通壅塞，如此一來大眾會傾向於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 

9. 人行道佔用問題可以在公車上裝置行車紀錄器，加強檢舉違規占用。 

三、釐清方向 

1. 預期使用者的問題不只是乘車狀況，而是應該思考完整的路徑。 

(1) 如何到車站思考人行道、騎樓落差問題 

(2) 候車車身渡板固定、司機訓練問題 

(3) 乘車其他乘客、司機態度問題 

(4) 下車車身固定、司機訓練問題 

(5) 如何到達目的人行道、騎樓落差問題 

整個設計應該思考的方向是達到一個友善城市的目標，而不只是著重於大眾

運輸系統。 

2. 推行友善交通運輸，除了低地板公車也可以思考目標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可

以藉由以下方式推行友善交通運輸： 

(1) 增加低地板公車班次及區域可以做到推廣的效用。 

(2) 低地板公車路線設計的修正。 

(3) 復康巴士的使用。 

 

  



   
 

23 
 

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蘇昭銘院長 

一、觀念澄清 

1. 低底盤公車學術界已正名為低地板公車。 

2. 動態公車系統已有相關 APP，例如新竹搭公車、公路總局 ibus。 

3. 無障礙公車分為兩種類，有單純低地板與設置斜坡板的低地板公車，後者問

題較多，且較為嚴重。 

4. 低地板公車的進口主要是在國外進口底盤，到台灣再進行車體打造，而車體

打造後的車輛出廠前都必須經過認證，確保其安全性、可靠度（不易壞）、

便於簡單維護，因為認證程序問題及台灣市場偏小，故台灣的車廠設計多以

保守形式設計，若要改變車身設計須確保市場需求。 

5. 目前新竹公車數量如下表： 

客運業者 所有公車數量 低地板公車數量 使用中低地板公車數量 

新竹客運 59 18 10 

科技之星 4 0 0 

金牌客運 8 1 1 

而根據新竹市交通處資料如下： 

新竹市低地板公車 ( 數量為 22 台 ) 行駛於 182 路藍線(含藍 1 區、藍

15 區)、 55 路(時刻表、路線圖) 、 57 路(時刻表、路線圖) 、世博 1 號 (時

刻表、路線圖)、世博 3 號 (時刻表、路線圖)、世博 5 號 (時刻表、路線

圖) 等路線 。20 

6. 低地板公車維修人員問題指涉的應為電動低地板公車的電池問題，如果為柴

油車則無此問題。 

7. 公車造價一般來說，普通公車造價大約在一百萬到四百萬，而低地板公車造

價則是三百萬到五百萬，故業者考量成本會較不願意添購低地板公車。 

8. 若要解決大眾運輸系統問題，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 

(1) 業者打造友善乘車環境 

(2) 政府出面處理問題 

(3) 民眾關注問題並同理 

9. 低地板公車行李放置區的設計並非必要，端看路線，若是前往高鐵站的低底

板公車因為有行李放置需求，故會配置。 

10. 公車友善環境應該與人本友善環境互相配合，若訴求公車友善環境，其實可

以從人行環境開始著手，以達到完整的訴求。 

11. 目標使用者若無法搭上車可能剝奪的不只是乘車權，更可能剝奪其工作權、

社交權，如此可能導致其社會隔離。 

 

                                                      
20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http://www.hccg.gov.tw/traffic/ch/home.jsp?id=40&parentpath=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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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探析 

談到設置斜坡板的低地板公車問題，主要可分為四類型問題： 

1. 站體關聯性： 

此問題指稱為低地板公車的渡板與人行道契合問題，若要發展此項設計

的公車，首要配置人行道，且要讓人行道發揮功能，周圍占用問題（機

車占用人行道、汽車占用公車靠站區）必須解決。倘若人行道與渡板的

配合困難，輪椅反而不易搭乘此類公車。 

2. 操作時間耗時： 

此問題指稱渡板的伸縮、輪椅的推送需要花費一段時間，對於趕時間的

乘客情緒會有所影響，且會導致不通暢的壅塞道路更加壅塞，以致影響

車流。 

3. 路線配置： 

因低地板公車的前弦設計（輪軸與車身距離）長，其爬坡、轉彎較為不

易，故無法任意配置此類車型的區域，必須配合路面、選擇設站位置，

而導致此車型的路線無法廣布。 

4. 資訊整合： 

調度班次的資訊應透明化及完整，才能真正觸及目標使用者，並且在班

次的設計上也應調查區域及時間，以達到低地板公車最大功能用途。 

5. 調度問題： 

可以藉由調查敬老卡的搭乘資訊整合，以配置公車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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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可以分為四個主題：公車亭、人行道、低地板公車（數量、維修人

員、設計）、大眾宣導 

 

（一）公車亭： 

1. 低地板公車資訊： 

目前新竹市公車的公車亭並無標示低地板公車的資訊，若要查詢低地板

公車必須下載新竹搭公車等 APP 才能確認，如此的設計不夠便民，若要更

加便民可以在 LED 面板顯示車次資訊。 

例如：藍 1 15 分鐘   ，B1 15min  

2. 公車亭自身設計 

公車亭設計可以參考歐洲的公車岬及公車灣的設計，讓公車停靠區獨立

出一個區域，不再與其他車道平行，有效讓車輛遠離公車停靠區，並可減少

任意佔用公車停靠區附近位置的機會。也可以參照台中及台北公車路線設計，

將道路分隔出公車專用道，亦可有效解決車輛與公車爭道，而低地板公車無

法好好停靠於站牌以及其渡板找不到定點放下的問題也可以解決。 

公車亭高度與地面落差大也是一項問題，這使得輪椅族上公車亭已是困

難重重，建議此項問題可以在往後的人行道設計注意高度落差問題，而現在

高度落差過大的問題則可以增設坡道方便輪椅族行動。 

 

（二）人行道 

1. 機車占用問題： 

人行道機車占用問題一直以來非常嚴重，並且影響人行道用路人的安全，

除雙腳健全的人行走不便，狹窄的空間更讓輪椅族無法移動，而機車的佔用

也造成機車與行人爭道問題，在人行道本是設計給行人用的區域，卻屢見機

車騎上人行道與行人鬥爭，險象環生。若要改善此問題則可以加強取締機車

占用問題，或是興建立體或地下停車場供給這些機車停位需求，而非貪圖一

時方便造成多數行人的不方便。 

2. 人行道自身設計： 

人行道與地面落差大，而坡道又距離遙遠，不便於輪椅族及嬰兒車上去

人行道，而出現輪椅族、嬰兒車使用者與汽車爭道的現象，如此危險的畫面

每天都在發生，若要改善此種問題，建議可以在兩個坡道之間再建設一個坡

道，縮短坡道與坡道之間行走的間距，才不至於讓使用者與汽車爭道或上不

去行道上的公車亭。 

 

（三）低地板公車 

1. 低地板公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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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新竹市有 22 輛低地板公車，而實際開出數量卻只有 14 輛，並

且被視為單純的公車列入排班，未完善考量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其他 8 輛未

開出卻空有數字，造成低地板公車使用者不特別選擇的原因呈現因為公車太

少不及等待，寧可擠上階梯公車，一步一步慢慢搬上重物或是收起嬰兒車一

手抱著小孩一手提嬰兒車擠上公車，如此的問題需要催使業者開出這晾著的

8 輛低地板公車或是針對目標使用者重新配置車次班表才能有效解決。 

2. 低地板維修及保養問題： 

我們團隊詢問新竹地區最大的客運業者不開出其他低地板公車的原因，

對方回應乃是因為技術人員不足，尤以修繕人員為大缺，我們認為這項問題

可以招進人才或是設立一門大學專業科目並保障其就業需求，如此的線性產

業發展，必能改善如此缺少人才的問題，又或是在現行的汽車修護科增設幾

門低地板公車修繕維護專業課程，培養這些專科學生有更多發展方向，也可

緩和這項技術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3. 低地板設計問題： 

根據調查，低地板公車無法廣為大眾喜好的原因為座位比起階梯式公車

數量明顯不足，造成搭眾搭乘意願降低，並且不認同此項公車的設計。 

低地板公車改善建議，參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曾騰正碩

士的論文21內容提出以下方案：增加活動式座位、設計二層巴士。 

我們預設的增加活動式座位為下沉式隱沒式、上扣式、側扣式，將車身

座位做為可以移動收納的形式，如此可以兼具座位需求又可供給輪椅族等置

放輪椅的位置。（可以附上我傳在訊息的照片） 

二層巴士我們認為可以讓底層那盤作為無障礙友善空間，上層則作為固

定座位區，如此一來也可保留各種使用者的需求且能達到雙方共存的平衡

點。 

（四）大眾宣導： 

1.使用媒體投書，增加議題曝光率。 

2.製作懶人包，增加大眾接受率。 

 

                                                      
21 曾騰正，〈台北市低地板公車乘載空間設計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學

位論文，2011 年 2 月。 



使用者問卷調查 

本研究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在線上進行問卷投放，總

共收到回應 230 份問卷，剔除掉無效問卷 3 份，得到有效問卷共 227 份。問

卷題目設計主要依據田野調查與資料蒐集結果作為設計，為了使問卷能夠有效

收集到不同使用者的經驗，因此設計上分為目標使用者(推嬰兒車家長、孕婦、

身障者、常提重物者、年長者(50 歲以上))與非目標使用者(不搭公車但有經驗

分享、以上皆非但有搭過公車者)，此外題型部分則利用是非題快速篩選使用者

是否符合問卷、利用多選題來確認我們內部討論的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於社會上

現況以及利用簡答題來延伸其他的可能性。 

一、目標使用者分析 

    這邊主要對目標使用者做分析，其問卷分析問題包含「您是否知道低底盤公

車與普通公車的差異?」、「您會特別選擇搭乘低底盤公車嗎?」、「有曾使用

過低底盤公車的傾斜坡道系統嗎?」、「有曾使用過車身傾斜系統嗎?」「低底

盤公車的設計是否方便您的生活?」、「不搭乘此公車的理由?」、「低底盤公

車方便的理由?」、「低底盤公車不便的理由?」、「有搭乘經驗可以分享

嗎?」以及「你的經驗為何?」，並利用幾個選擇題來劃分目標使用者要回答的

問題，以下為簡要的流程圖。 

 

 

1. 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所調查到的目標使用者的個數總共為 52 人，佔總問卷數的

22.91%，其中又以身障者數量特別突出為 21 人(40.38%)，而常提重物者者

次之為 11 人(21.15%)，其他則相對為少數。 

 

表 1-1 目標使用者數量及身分分布 

          

身分 人數 比例(取小數點第二位) 

孕婦 2 3.85% 



嬰兒車的家長 9 17.31% 

身障者 21 40.38% 

常提重物搭乘公車者 11 21.15% 

年長者(50 歲以上) 9 17.31% 

總計 52 100% 

 

2. 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的使用與了解 

這部分主要分析以下三個問題的結果，包含「您是否知道低底盤公車與

普通公車的差異?」、「有曾使用過低底盤公車的傾斜坡道系統嗎?」以及

「有曾使用過車身傾斜系統嗎?」。 

 

       2-1 目標使用者是否了解低底盤與公車差異 

 從表 2-1 中可以明顯看出目標使用者有多達 75%是了解低底盤公

車與一班公車的區別，因此在後面做分析時，可以屏除因為多數人不

認識低底盤公車，而失去問卷有效性的因素。 

 

表 1-2-1 目標使用者是否了解低底盤與公車差異 

身分 人數 知道 不知道 

孕婦 2 2 0 

推嬰兒車的家長 9 6 3 

身障者 21 20 1 

常提重物搭乘公車者 11 8 3 

年長者(50 歲以上) 9 3 6 

總計 52 39 (75%) (25%) 

 

      2.2 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設備的使用情況 

此部分針對「您會特別選擇搭乘低底盤公車嗎?」回答「會」的目

標使用者進行調查，因此人數會下降為 32 人，篩選掉不會選擇搭乘

的人，從下表 1-2-2 中，可以看出身障者的使用率是偏高的，這表明

低底盤公車對於部分目標使用者是有所助益。 

 

表 1-2-2 低底盤設備使用情況 

身分 人數 有使用坡

道系統 

有使用傾斜

系統 

都有使用 都沒使用 

孕婦 0 0 0 0 0 

推嬰兒車的

家長 

5 1 3 1 2 

身障者 18 14 11 11 4 



常提重物搭

乘公車者 

5 0 2 0 3 

年長者(50 歲

以上) 

4 1 2 1 2 

總計 32 16 (50%) 18 (56.25%) 13 (40.63%) 9 (28.13%) 

  

3. 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優缺的理由分析 

這邊以三個多選題產生的結果做分析，分別為「不搭乘此公車的理

由?」、「低底盤公車方便的理由?」以及「低底盤公車不便的理由?」 

 

3-1 不特別搭乘此公車的理由分析 

    在分析不搭乘公車的理由中，我們篩選出「您會特別選擇搭乘低底

盤公車嗎?」回答「不會」的目標使用者作為分析對象，同時根據前面的

田野調查與蒐集的資料設計了以下選項，以評斷我們的認知結果是否與

現實符合: 

a. 車次太少 

b. 公車站牌距離太遠 

c. 耗費時間 

d. 站牌太少 

e. 搭乘計程車比較方便 

f. 其他 

從圖(1-3-1)中可以看出主要理由為「車次太少」，這是我們原先未考慮的

情況，因此決定將此原因列入第二次田野調查的重點項目之一，而其次

原因為「搭計程車或開車」，這點於我們原先推論的禮教約束結果相像，

其餘問題因樣本數不夠多便不加以分析，以避免推敲過度的現象產生。 

 
圖(1-3-1) 

3-2 低底盤公車方便的理由分析 



 在分析低底盤公車方便的理由分析前，我們在問卷上設計的兩個篩選

問題，分別為「您會特別選擇搭乘低底盤公車嗎?」及「低底盤公車的設

計是否方便您的生活?」，只要回答「會」跟「是」則可以回答此題。而

設計選項部分，主要涵蓋外部的班次、地點(a b)與內部的公車設計(c 

d)，以下為設計之選項: 

a. 班次配置良好 

b. 地區分佈夠廣 

c. 低底盤設計 上車便利 

d. 車身空間有善 

e. 其他 

從圖(1-3-2)中可以看出，目標使用者大多認為公車內部設計是低底盤方

便的理由，主要猜測內部設計是屬於能夠立即感受到的項目，而外部班

次、地點則需要長時間做觀察。 

  

圖(1-3-2) 

3-3 低底盤不便的理由分析 

 同 3-2 的篩選方法，但是篩選條件為「會」跟「否」，選項之設計 

主要以搭乘中可能會遇到的現象著手，以下為設計之選項: 

a. 候時冗長 班次不穩定 

b. 人太多排擠自己使用 

c. 低底盤公車座位數較少 

d. 其他 

從圖(1-3-3)中由於樣 本數過少，因此無法分辨出明顯的趨勢，不過可

以看出設計的選項，的確有反應出少數人覺得低底盤不便的理由。 



 
                                圖(1-3-3) 

4. 小結 

在目標使用者的分析中，主要有幾個現象與結論: 

a. 普遍目標使用者了解關於低底盤公車與一般公車的差異  

b. 使用低底盤公車硬體設施的比例不高約為一半上下，且以身障者

為主 

c. 目標使用者不搭乘低底盤公車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車次太少，其次

為傾向叫計程車或請人開車幫忙 

d. 目標使用者覺得低底盤方便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內部設計，包含

「低底盤設計 上車便利」及「車身空間友善」 

e. 目標使用者覺得低底盤不方便的原因，分別為「候時冗長 班次

不穩定」、「人太多排擠自己使用」、「低底盤公車座位數較少」 

 

二、非目標使用者分析 

這邊主要對非目標使用者做分析，其問卷分析問題包含「你知道低底盤公

車與普通公車的差別嗎?」、「您曾經看過孕婦、老人、身障者、提重物者、推

嬰兒車者等搭乘低底盤公車嗎？」、「您遇見這些使用者時有發生甚麼狀況

嗎?」、「您曾經在搭乘上遇到任何不適嗎?」、「您所遇到的不適為何?」、

並利用幾個選擇題來劃分目標使用者要回答的問題，以下為簡要的流程圖。 

 



 
1. 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所調查到的目標使用者的個數總共為 175 人，佔總問卷的比

率為 77.09%，其中以搭過公車者所佔數量最多，為 155 人 (87.57)% 

 

表 2-1-1 非目標使用者數量及身分分布 

身分 數量 比例(取小數點後兩位) 

未搭過公車 20 11.43% 

搭過公車 155 87.57% 

總計 175 100% 

 

    2. 非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的了解 

 這部分主要分析「您是否知道低底盤公車與普通公車的差異?」，以了

解是否目標使用者與非目標使用者的認知有所差異。 

 從表 2-2-1 中可以發現，非目標使用者中約有 78.86%是了解低底盤公

車與一般公車的差異，與目標使用者所分析的結果十分類似(75%)，說明大

眾普遍分辨得出低底盤公車與一般公車的差異。 

 

表 2-2-1 非目標使用者是否了解低底盤公車與一般公車差異 

身分 人數 知道 不知道 

未搭過公車 20 11 9 

搭過公車 155 127 28 

總計 175 138 (78.86%) 37 (21.14%) 

  

3. 非目標使用者所看到的現象與所遇的不適 

這部分主要以兩個問題「您遇見這些使用者時有發生甚麼狀況嗎?」和

「您所遇到的不適為何?」，來分析非目標使用者所給予的回饋。 

 

3-1 非目標使用者遇見目標使用者所發生的狀況 

此部分先經過「您曾經看過孕婦、老人、身障者、提重物者、推

嬰兒車者等搭乘低底盤公車嗎？」問題篩選，以回答「有」的非目標



使用者作為分析對象，總計 147 則回應。其中問卷選項如下: 

a. 無 

b. 這些使用者無法上車 

c. 司機對它們很兇 

d. 上車所需時間長，造成他人困擾 

e. 其他 

從圖(2-3-1)中可以看出，雖然有高達 61.2%的非目標使用者回答並無遇

見有發生任何現象，但是仍有 40 人(27.2%)認為目標使用者「上車所需

時間長，可能造成他人困擾」，少數有遇見「司機對他們兇」或「目

標使用者無法上車」的現象。 

 

 
圖(2-3-1) 

 

3-2 非目標使用者自身所遇到的不適 

此部分先經過「您曾經在搭乘上遇到任何不適嗎?」問題篩選過，

以回答「有」的非目標使用者做為分析對象，總計回應為 37 則，選

擇項目如下: 

a. 座位面對面很尷尬 

b. 車內過於擁擠 

c. 低底盤公車座位數較少 

d. 其他 



從圖(2-3-2)中可以看出，非目標使用者感到不適的主要原因為「低

底盤公車座位數較少」，其次為「車內過於擁擠」、「座位面對面很尷

尬」，少部分則認為是司機造成，不過大體而言是對於低底盤公車內部

設計感到不適。 

 

圖(2-3-2) 

4. 小結 

在非目標使用者的分析中，主要有幾個現象與結論: 

a. 普遍非目標使用者了解關於低底盤公車與一般公車的差異 

b. 部分非目標使用者認為「上車所需時間長，造成他人困擾」是它們

看到目標使用者發生的狀況 

c. 少部分非目標使用者認為「司機對他們兇」或「目標使用者無法上

車」是它們看到目標使用者發生的狀況 

d. 大部分非目標使用者對於部分低底盤空間設計有感到不適，包含

「低底盤公車座位數少」、「車內過於擁擠」、「座位面對面很尷尬」 

 

三、引文回饋分析 

在引文回饋分析的部分，主要讓受測者先閱讀有關漸凍人被拒載的事件，

在回答其看法，主要文題為「根據上述引文，你覺得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1. 資料分類 

由於簡答題無法有效的以圓餅圖或條狀圖直接座表示，因此在這裡將

引文的回饋分成七個向度，以方便將問題分類，同時也能以出現次數做排

序，以呈現普遍受測者對於引文的想法，以下列出七個向度與解釋: 

a. 司機因素 

司機態度不佳、訓練不足、不盡人情、怕麻煩，公司壓力 



b. 時間因素 

尖峰時段過於擁擠無法載人、司機與車上群眾趕時間於是拒載 

c. 道德因素 

大眾缺乏同理心、大眾未正視低底盤公車、社會關懷不夠 

d. 設計因素 

低底盤公車座位少、空間有限、車上無讓身障者上去的設備 

e. 成本因素 

經費不足、替換成本高(相對於博愛座) 

f. 資訊因素 

車輛普及率不夠、資訊不夠透明 

g. 其他因素 

次數少或難以分類的屬於其他 

 

表 3-1 引文回饋調查與排名 

問題分類 數量 

司機因素 37 

時間因素 17 

道德因素 11 

設計因素 11 

成本因素 7 

資訊因素 5 

其他因素  

公車停靠位置不良 4 

政府問題(宣導不足、未重視) 4 

車上人以滿載 4 

法律無規範 2 

司機人手不足 1 

公車為非底盤公車 1 

總計 104 

  

2. 資料分析 

從表 3-1 可以看出，在引文的情境中普遍受測者認為造成拒載原因，

是出在司機身上，主要認為司機缺乏同理心、訓練等等，其次為時間因

素，認為當下可能屬於尖峰時間或是拖到班次，因此司機選擇拒載。 

 

四、改善建議分析 

 主要問題為「您認為低底盤公車有哪些地方可以再更好的呢？」 



 1. 資料分類 

在改善建議分析中，由於是屬於簡答題，因此在分析前先將問題拆成

五個向度並加以分類，以下為五個向度與解釋: 

a. 公車設計 

公車內部設計(座位數增加、空間重新畫分、電動引渡板) 

b. 司機因素 

司機需要有相關訓練、教育司機與乘客同理心、幫助目標使用者時

需要做確實 

c. 公車周邊 

公車數量可資加、資訊透明化、公車 app 需標記低底盤公車資訊、

公車班次增加、路線上車位置重新安排 

d. 大眾意識 

增加普及率、大眾需要被教育與宣導、推廣強度可提升 

e. 其他因素 

次數少或難以分類的屬於其他 

 

表 4-1 改善建議調查與排名 

分類 數量 

公車設計 30 

公車周邊 14 

司機因素 8 

大眾意識 6 

其他因素  

在軟體上加強，搭乘者運用 app 登記即將搭

乘客運，那某一班次在接到那名乘客之前

【只下不上】，再視時段決定是否加開班次。 

1 

分離弱勢者與一般人排隊通道，車來時若是

通道優先上車；規劃低底盤公車靠站位置，

盡量不影響後方交通，停靠站以低底盤公車

為優先進站 

1 

我可以在低底盤公車外貼一段標語或標示 

(本班公車為低底盤公車,行車過程會比較緩慢

或乘客上下車過程會較長,請您見諒......等等

等) 

1 

總計 61 

 2. 資料分析 

從表 4-1 中可以發現，受測者普遍希望能針對公車內部設計做些改



變，其中以位子增加、空間重新劃分呼聲最高，其次希望改變的是公車周

邊的部分，包含許多項改善措施(見向度解釋)。 

 

五、總結 

在前面的四種分析中(目標使用者分析、非目標使用者分析、引文回饋分

析、改善建議分析中)，可以發現它們大多盤繞著幾個問題核心，其一為公車內

部設計的部分，在上面四個分析的結論中，都呈現出低底盤公車座位數量少的

問題，此外在相關建議中，受測者也認為低底盤的空間規劃應可被進一步優

化，增加空間利用程度。其二為司機態度與訓練的問題，在問卷設計中我們並

未去特別強調此點，而選項也主要著重於公車本身或是其他層面的問題(Ex: 公

車周邊設計與安排)，然而對於非目標使用者而言，它們認為這是屬於低底盤公

車裡重要的議題，相較於目標使用者來說，則比較注重公車班次與內部設計的

部分。 



 

新媒體投書 
請還我一個真友善的交通環境 

 



 

2017 年 12 月， 台灣 高齡 化政 策暨 產業 發 展協 會 首 次評 價 縣 市 高齡

政策 客觀 衡量 指標 ， 包 含 社交 、 教 育、 就 業、 交通 等 4 大面 向 ，最 後

評比 出最 高的 五星 級 縣 市 有台 中 市 、高 雄 市、 連江 縣、 新竹 市 與嘉 義

市。  

其中 「交 通力 」的 評 比項 目 ， 包括 外 出 使 用公 共運 具市 占率、 低

地板 公車 數量 、供 需 比 等 等。  

我們可 曾想 過在 光鮮 亮麗 的數 據背 後， 這些友善公共運輸設施

的使用率以及方便性的真實景況......？ 

每天 的行 程， 從一 出 家門 開 始 ，首 先 得 穿 越高 高低 低不 平整 的 騎

樓， 長輩 們要 上上 下 下 的 步行、 輪 椅族 為 了不 和機 車爭 奪人 行 道的 霸

主， 只好 穿梭 在車 陣 之 中 。好 不 容 易到 達 了 站 牌， 卻發 現附 近 地面 高

低落 差極 大卻 沒有 方 便 輪 椅通 行 的 人行 坡 道 ， 不過 幸 好 前方 駛 來的 是

一輛 有斜 坡版 和傾 斜 功 能 的低 地 板 公車 ， 但 當 長輩 們和 輪椅 族 鬆了 一

口氣 等待 公車 靠站 時 ， 卻 發現 一 個 更令 人 困 擾 的問 題： 公車 停 靠區 前

後早 已被 違停 的車 輛 佔 滿 ，公 車 無 法緊 靠 著人 行道 停車 。最 後 ，原 本

政府 添購 了許 多低 地 板 公 車改 善 運 輸環 境 ， 但 是年 長 者 、身 障 人士 們

必須 先想 辦法 克服 路 面 高 低差 ， 然 後在 機 車 穿 梭的 車 道 中央 上 車， 等

真正 搭乘 上低 地板 公 車 後 ，或 許 才 能開 始 享 受 到他 們 預 期有 的 便利 交

通。  

 

以上 這些 情景 是否 感 到似 曾 相 似， 抑 或 是 親身 經 歷 過呢 ？ 筆 者 是

目前 就讀 清華 大學 的 學 生 ，生 活 在 新竹 觀 察新 竹大 小事 ，對 於 新竹 公

共運 輸環 境的 友善 程 度 產 生疑 問 ， 其中 以 大眾 最頻 繁接 觸的 運 輸工 具

為例 ，開 始一 項關 於 低 地 板公 車 使 用調 查 。 從 227 份 的 有 效問 卷 中 ，

收集 到 52 份使 用者 為 50 歲以 上年 長者 、身 障人 士、 孕婦 和 推 嬰 兒車

的家 長（ 以下 稱目 標 使 用 者） 。 其 中有 20 人並 不會 特別 選則 搭乘 低地

板公 車， 有 50%的 使 用者 理由 是班 次太 少 不符 合 期 望， 部 分 則 反映 搭

乘公 車不 方便 且耗 費 時 間 等原 因 。  

 在 新竹，每 8 個 人中 就有 1 個 行動 弱勢 族群  

根據 新竹 市主 計處 105 年 底人 口 調 查， 新 竹 市共 有 43 萬餘 人 ，其

中 65 歲以 上人 口有 48,141 人，身 障 者（ 僅 含 平衡 機 能 、肢 體 及多 重障



礙者 ）約 9,500 位 ， 近 幾 年平 均有 4500-6000 位 的新 生兒， 而 這些 新竹

低地 板公 車的 目標 使 用 者 加起 來 達 到 60,000 人 以上 。  

只是 出一 趟門 搭班 公 車而 已 ， 這些 行 動 較 為不 便的 目標 使用 者 們

必須 要穿 過重 重阻 礙、 推 嬰兒 車 的 父母 們 也 要 歷經 把 車 子搬 上 搬下 的

辛苦 ，倘 若這 6 萬 人在 這 些過 程 中 不幸 遭 遇危 險而 受傷 ，或 因 為這 些

潛在 危險 和各 種造 成 麻 煩 的因 素 而 不願 意 出 門， 我 們的 環境 是 不是 無

形之 中剝 奪了 他們 出 門 的 『行 動 權』？  

打開家門便是噩夢的開始 

現實是，我們都會變老。現在年輕健壯的人，你我的親友、自己未來都會

是這些佝僂的人或是推著嬰兒車的使用者。也許哪天我們有了下一代，想推著

嬰兒車帶他們去逛逛市場、認識周遭的世界，但打開家門看到路上的行走環境

便就此打消念頭；也許哪天我們變老走不太動，想拄著拐杖或坐著輪椅上到公

園和老朋友談天，但不平整的騎樓讓人只想留在家裡對著電視打盹。 

『以人為本』的真友善 

這幾年政府積極改善交通建設，從無障礙設施到增加低地板公車比例，希

望打造友善的城市。但當官員們驕傲談著低地板公車的比率正創下新高時，回

頭卻發現連最基本的人行道設施都不完備。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民該如何感受

到真正的友善？ 

所以，我們期望政府能著重在『以人為本』的宗旨，讓人人都能先安全、

愉快的步行在平整的人行道上，再使用那些設計友善交通運輸設施，讓年長

者、小孩和身障人士想到哪裡都不是問題。 

 

 

 

 

 



 

懶人包 
正義在哪？ 

 



低底盤公車真的友善嗎？
十七張圖表帶你看低底盤公車的爭議



底盤高度較低及無階梯設計搭配側傾系統 具有二個到四個階梯

設置有斜坡板 未設置斜坡板，重物需提上階梯

內部空間寬敞 空間狹窄，僅有兩人寬左右的走道

內部座位較少約為22個座位 內部座位較多，有４０－４５個座位

設有無障礙空間（有扣環的輪椅區） 未設有無障礙空間，全為固定座位

設置放置行李的平臺 無放置行李的平臺，行李需放行李廂或手提到座位

低底盤公車圖片來源：http://ice2006.pixnet.net/blog/post/30299268-新竹客運低底盤電動公車．免費上路
一般階梯公車圖片來源：http://ice2006.pixnet.net/blog/post/26476594?comment_page=2

低底盤公車
學術界正名為低地板公車

階梯式公車
為一般常見的有階的公車



低
底
盤
公
車
給
誰
用
？

你以為低底盤公車只方便了老弱婦孺嗎？別傻了！其實…

這些使用者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或是你的親友。
邁入高齡化的社會，未來有一天我們都是這些佝僂的人！

學生族返鄉趕公車，行李大件小件，買菜一大堆，回家搭公車，上車階梯一步一步往上爬！

運動跑步不小心摔跤，拄著拐杖跳跳跳，看到公車硬著頭皮跳跳跳！

帶著小孩推嬰兒車，市區停車不方便，只能秒速抱起嬰兒收起嬰兒車慢慢抬進公車！

博愛座圖片來源：https://life.tw/?app=view&no=299998 輪椅圖片來源：http://588ku.com/image/lunyi.html



低底盤公車的現狀

老年人以為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家長以為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身障者以為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實際的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實際的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實際的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圖片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746739?
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圖片來源：http://www.sunable.net/book/export/html/
58&sa=U&ei=AIoGUrhnl

圖片來源：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23711 圖片來源：http://emma23603.pixnet.net/blog/post/341540304-
初次使用低底盤公車渡板的使用心得文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lcdGBKMWY

㊝

圖片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328/2787536

你說我選錯圖片？選到階梯公車？
等不到低底盤公車只能搭階梯公車ㄏㄏ



低底盤公車的現狀

理想中的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搬重物的人以為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實際的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實際的低底盤公車是這樣

圖片來源：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99403.htm

圖片來源：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615&nid=7540

亂擺亂放 占用通道

有專屬行李放置區

圖片來源:http://farm2.static.flickr.com/1506/23847702174_7e33db9612_o.jpg

只要拉渡板就好ㄏㄏ

Ｓ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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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訪調低底盤公車改善建議

司機開車太快

11%

易暈車

4%

站立令人不適

4%

座位面對面很尷尬

10%

車內擁擠

26%

座位太少

45%

低底盤公車造成不適的原因

車次太少

33%

公車站牌距離

太遠

6%耗費時間

10%

站牌太少

10%

搭計程車或開

車比較方便

17%

不刻意選擇低

底盤公車

17%

低底盤公車沒

有比較方便

7%

不搭乘低底盤公車原因



公車內部設計(座位數增加、空間重新畫分、電動引渡板)

公車數量可增加、資訊透明化、公車app需標記低底盤公車資訊、
公車班次增加、路線上車位置重新安排

司機需要有相關訓練、教育司機與乘客同理心、幫助目標使用
者時需要做確實

增加普及率、大眾需要被教育與宣導、推廣強度可提升

在軟體上加強，搭乘者運用app登記即將搭乘客運，那某一班次
在接到那名乘客之前【只下不上】，再視時段決定是否加開班
次。
分離弱勢者與一般人排隊通道，車來時若是通道優先上車；規
劃低底盤公車靠站位置，盡量不影響後方交通，停靠站以低底
盤公車為優先進站

我可以在低底盤公車外貼一段標語或標示 (本班公車為低底盤公
車,行車過程會比較緩慢或乘客上下車過程會較長,請您見諒......

問卷分析內容
低底盤公車座位少、空間有限、車上無讓身障者上去的設備

車次過少，供不應求、車輛資訊不夠透明

司機態度不佳、訓練不足、不近人情

低底盤普及地區少、大眾未正視低底盤公車

經費不足、替換成本高(相對於博愛座)

公車停靠位置不良

政府問題(宣導不足、未重視)

司機人手不足夠處理載客狀況

低底盤公車可改善方向低底盤公車現存問題



從小星的案例我們看見:

1. 公車靠站不便導致使用者不便

2. 低底盤公車相關資訊不足

3. 低底盤公車班次少

4. 公車與所有車輛爭道

5. 渡板操作費時

6. 座位少的可憐

低底盤公車有什麼問題?

小星是一位只能靠輪椅行動的人，人行道上的坡道每一個都離

那麼遠，要上去的話輪椅嚕嚕嚕不知道嚕到什麼時候才終於找到一個
坡道，結果上面停滿機車，這時一台低底盤公車咻過去，她來不及揮
手請公車路邊停靠，這時候的小星覺得傻眼貓咪，瞳孔持續上翻，無
奈地只好繼續嚕著她的輪椅，終於她到了人行道上面的公車亭，等了
大約15分鐘，一台階梯公車過去了，她覺得無助，可是她還是不知道
她為了搭公車還要等多久。

經過一番等待，小星非常開心，終於在兩小時後她等到一輛低底
盤公車，可是這輛公車並沒有在停靠區停好停滿，仔細端詳後小星發
現：有一台臨停的車離公車停靠區太接近，公車必須閃躲它，這讓她
回想起剛剛在馬路上嚕嚕嚕那令人心有餘悸的畫面，馬路邊淒涼地一
個人移動，時不時聽到喇叭鳴響，穿越在車陣中連人行道都上不去，
不只要閃避公車、穿梭車陣的機車，還有更多臨停的車子，她覺得非
常絕望，只能告訴自己快點找到可以上去的坡道好好避難。

小星上了公車之後，她發現好多人看著她，她覺得非常不舒服，
她想了想，啊！大概是剛剛司機讓她上車的過程花了至少5分鐘，她
到了座位區發現有人提著行李站在輪椅區，她很尷尬，可是為了自己
的安全，她只能跟對方點點頭道歉並說明自己需要座位，小星不敢想
像，如果公車滿了，她還能不能搭上公車，又或是她能不能有一個足
夠安全的位置搭乘公車。



1.公車靠站不便導致使用者不便

 機車占用人行道，要上去還要經過障礙賽，人與人何必互相傷害互相為難。

 一般路面上人行道的坡道太少，輪椅根本上不去!!!

2.低底盤公車相關資訊不足

 不清楚低底盤排班資訊，只能錯愕地看著低底盤開過去QQ

 等十五分鐘才發現只有上不去的階梯公車，使用者無從得知何時才會有低底盤公車可以讓自己上去



3.低底盤公車班次少

經過我們的調查，發現整個開出來的低底盤公車只有10輛，若是想要搭乘低底盤公車只能燒香拜

佛自求多福，就像小星一樣只能等兩個小時才能遇上命中的那台公車。

4.公車與所有車輛爭道

故事中小星的輪椅與所有車爭道，換成全視角來看，外側車道同時有公車、客運、慢速車、機

車、上不去人行道的用路人、腳踏車、路邊停靠的車輛，這樣的道路設計讓所有使用者同樣擠在

一條道路上，彼此互相爭奪使用權，險象環生，大客車應該額外規劃，不與這些人車彼此爭奪使

用空間。



5.渡板操作費時

低底盤公車的渡板在操作上全部都是司機一人手動，不只要照著SOP拉渡板等，還要幫忙推輪椅上
低底盤公車，整個操作過程粗估為5分鐘，但因為司機的熟練程度可能時間為3-7分鐘，這會讓司機
延宕自己的休息時間，也會讓趕時間的乘客抱怨連連。

6.座位少的可憐

低底盤公車相比階梯式公車只有22個座位，因此有多數民眾需要站立於車廂空間，如此導致彼此搶
位激烈，好不容易有一個位置，當遇到需要座位的人只能自認運氣太背，選擇讓位，如此的情形讓
多數人其實並不支持低底盤公車上路。



你一定想問
Ｑ低底盤公車不是很常見嗎？阿怎麼還說班次少？

Ａ經調查新竹最大的客運業者有18台低底盤公車，實際上市區公車（藍１ 紅２ 15路）開出數量
為10台。

Ｑ為什麼只開出十台啊？

Ａ因為電動車技術人員不夠啊，我們沒人維修（哭哭），柴油車四台跑跑跑沒問題，其他六台需
要維修照護，剩下的八台不能行駛只能當裝飾QQ

Ｑ維修有啥問題啊，不是丟進車廠就好嗎？

Ａ沒那麼簡單，台灣沒有這項專業的車廠，這些車全部都是引進的，剛好那家車廠倒了，這些車

成為可憐的孤兒。

Ｑ這樣看來好悲劇，是不是沒辦法處理了？

Ａ如果沒辦法處理我還跟你說這麼多幹嘛？請看下一張！



問題那麼多
你還認為低底盤公車是方便的嗎?

別急著消極，我們提出了幾項解決方案！



問題可以怎麼解決？
首先..

公車本身座位不足的問題

（一）增加座位

設計雙層巴士：效仿雙層巴士，並將座位設計修正，原先的設計為
上下排皆為固定座位，我們提出兩種可能修正方式。

1.下層設計為無障礙低底盤空間，保留低底盤公車的設計，並在上層設計為

雙層巴士原先設計的固定座位區。

2.將原先的雙層巴士上層座位區修改為平面空間，取消原先固定座位，並設

計輸送帶可以將輪椅輸送上去無障礙空間區，下層則保留為固定座位區。



（二）更改座位設計

將座位全面更改為電動可收式座位，平時為使用狀態，需要空間時則以電動

遙控收納至車身空間內，並設計方便抓取的拉桿，當座位需要從收納空間展

開為使用模式時，此拉桿可供民眾穩定等待椅子上升時間的行車安全。

電動座位示意圖，劉宜欣發想設計，張宇祐先生繪製。



問題可以怎麼解決？

人行道的問題呢！

（一）機車占用

1.強烈建議市府興建機車塔或是地下停車場，並將這些人行道上的停車格消除，以減少機車
占用問題。

2.消除停車格後加強取締違停，並培養各種檢舉達人，罰單開好開滿，就能有效減少這些機
車了啊。

(你說這樣機車族很可憐？不然我推廣大眾運輸在幹嘛的，機車可以賣掉拿來當交通費啊ㄏㄏㄏ)

（二）減緩地面落差

將人行道砍掉重練，身高砍半一切完美。你說這樣太花錢了？我也這麼覺得！那就多弄一點
坡道讓人方便上去！



問題可以怎麼解決？

周邊設計呢？

（一）資訊傳播

建議公車亭跑馬燈增加低底盤圖示！

藍1 15分鐘 ，B1 15min 

（二）公車停靠區設計
1.可以採用他國的公車岬設計或是公車灣設計

2.更改人行道緣石的設計

（可以讓車身在不傷及輪胎的狀況下最靠近人行道）

公車岬

公車灣

Kassel緣石設計台中BRT站
Kassel緣石

圖片來源Zukunftsfähige Mobilit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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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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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可以怎麼解決？

低底盤公車班次太少？

（一）修正地底盤班次
這項問題我們只能請託新竹區主要客運業者調查目標使用者低底盤公車，根據需求調整班次。

（二）培養電動低底盤公車維修人員
從根本問題解決的話，就是招募有志之士投入維修車輛的行列，一起為大眾交通運輸盡一份心力！

1.廣設大學科系，培養專業人才，保證畢業立馬就業，好棒棒！

2.將汽修科的選修加入低底盤公車的專業處理知能課程。

3.司機職前訓練增加低底盤公車基本維護及緊急維修處理能力。



謝謝願意花時間看完這份資料的你們

圖片來源：http://www.kedouhuzhu.com/site/login



設計者
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劉宜欣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張言鴻
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邱微婷

歡迎各位轉發本懶人包！

有興趣者歡迎寄信love.joy.u6vup@gmail.com 詢問劉小姐更多資訊



 

各周紀錄 
團體成員會議及田野調查記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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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 

問卷訪調：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2R_iyOAeLsq0F0kEF69ZadnQClk6SITKlTCex8Ju8yBZdaA/viewform?usp

=sf_link 

問卷內容： 

 



 2 

 

 

  



 3 

 

 
  



 4 

 

 
 
 
 
 
 
 
 
 
 
 
 
 

 
 
  



 5 

 



第七週 

 

 

 

 

 

問卷訪調中途結果： 

1. 問卷投遞範圍著重在清大校園內，因此得到的回饋中，目標使用者的比例

過低，僅佔全部問卷中 5%。 

2. 從大眾的回饋問卷中對於低底盤公車的建議，很大一部分提出可以在座椅

設計與班次安排上做些調整，凸顯目前低底盤公車的設置，除了無法滿足

原目標使用者外，也同時對一般使用者而言仍有些不足。 

 

檢討問卷訪調結果，調整進行方向： 

1. 目前填寫率較低，因此提出改進方法來跨大問卷訪調對象：以身邊新竹人

為出發點分享，與相關新竹大小社團聯繫施放問卷，將問卷的發放對象擴

大到校外。 

2. 根據問卷回饋，向新竹客運公司取得市內低底盤公車實際使用輛數、公車

搭乘率等相關數據資料。 

 



第 8週 

 

討論假設問題與解決手段 

1. 低底盤公車數量太少 

    第一，如果是把問題點出單純向政府提案，可能會淪為替死鬼，因為目前現

況是政府與企業間，互相踢皮球的狀況。第二點是關於在推動落實低底盤公車

時，不能太超過導致博愛座的情況發生(認為低底盤公車是專給特定族群乘坐，而

不搭)。 

  以下列出所討論可能的解法包含議題推廣與創新設計等部分: 

A. 利用輿論壓力來迫使政府正視此問題並投入人力與心力做改進，而我們這方面則

主要負責提供些建議。 

B. 利用創新設計的方式，在目前現有的條件下，設計一個能在公車(不論是低底盤公

車或是階梯是公車)都能輕易幫助目標使用者的設計。 

C. 提出計劃書給政府 

       在輿論壓力這塊我們主要可以使用一些方法來使得議題被正視，第一項是

炒作議題，藉由同理情節(老年後拄著拐杖)與痛點，來創造大眾與低底盤間的

關聯，使得議題能有個較好的基礎論調支撐;第二項是製作懶人包，讓未能了解

此議題的人能夠快速加入擴大輿論壓力，最後一項是紀錄片的拍攝用影像的方

式去激發大眾的心態。 

       而在創新設計的方式中，則是希望在現有諸多限制下(政府踢皮球、改變

公車亭的困難、汰換成本過高)，能夠發展出在低底盤或階梯式公車的一種設

計，幫助目標使用者。 

 

2. 低底盤公車內部設計不夠完善造成使用困難 

根據內部設計不能滿足使用者的問題，如: 座位太少，提出改變內部座椅安裝方

式，不再只有死板的制式座位。 

以下提出三種創新的座椅格式： 

A. 車身側釦式：將低底盤公車原規劃為輪椅放置的

區域，加裝能垂直車身放下的座椅，當人潮過多

沒有輪椅使用者時能增加座椅個數，而當有輪椅

使用者上車時則能收起，恢復原先的輪椅放置

區。 

 



B. 下沈式：在車底安裝有伸縮功能的座椅，運用車底

空間收納節省空間，且因應搭乘人潮適時增加座

椅。 

 

C. 上收式：將部分座位更改為電動可收式座椅，平時可供乘客坐，需要空間則將作

以上收至車頂，其餘部分有足夠的拉桿讓乘客使用。 

 



第 10週 

 

問卷訪調結束，分析問卷結果： 

    於 2017年 10月 31日至 2017年 12月 10日在線上進行問卷投放，總共

收到回應 230份問卷，剔除掉無效問卷 3 份，得到有效問卷共 227 份。 

一、依據問卷的使用者族群調查，結果將分為兩部分來分析： 

A. 目標使用者分析 

    問卷所調查到的目標使用者的個數總共為 52人，佔總問卷數的

22.91%，其中又以身障者數量特別突出為 21人(40.38%)，而常提重物者

者次之為 11人(21.15%)，其他則相對為少數。 

I. 目標使用者是否了解低底盤與公車差異 

II. 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設備的使用情況 

III. 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優缺的理由 

i. 不特別搭乘此公車的理由分析 

ii. 低底盤公車方便的理由分析 

iii. 低底盤不便的理由分析 

B. 非目標使用者分析 

    問卷所調查到的目標使用者的個數總共為 175人，佔總問卷的比率為

77.09%，其中以搭過公車者所佔數量最多，共 155人 (87.57)%。 

I. 非目標使用者對於低底盤公車的了解 

II. 非目標使用者所看到的現象與所遇的不適 

i. 非目標使用者所看到的現象與所遇的不適 

ii. 非目標使用者自身所遇到的不適 

二、問卷中引文回饋分析 

透過引文讓受測者回應，造成文中漸凍人被拒載的事件發生的可能原因是

什麼。 

三、改善建議分析 

將簡答回應分成主要五類：A. 公車設計、B. 司機因素、C. 公車周邊環

境、D. 大眾意識、E. 其他。 

四、總結分析 



根據問卷回饋能看出受測者普遍提出兩大問題： 

A. 針對車內部設計，認為低底盤公車的座椅數量太少。 

B. 司機態度與訓練需要加強。 

                   

 

 

             

 



第 11 週 

 

一、依問卷訪調結果討論議題走向： 

1. 新竹客運數太少，沒有競爭，缺少改善。 

2. 歸因低底盤公車不友善，列諸多原因進行改善： 

I. 車：可能以低底盤內部空間設計、數量、維修保養者做改善 

II. 人：投入大眾輿論 

III. 路：公車亭設計改善和人行道設計與機車停放問題 

3. 再次確認低底盤公車數量。 

4. 多列提案單位：以投書的形式呈報上去，訴諸媒體，投遞至各立委信

箱。 

二、老師提出可以模擬目標使用者，實際乘坐輪椅搭乘低地板公車，觀察使用

者可能遭受的情況。 

三、待完成事項 

1. 企劃書。 

2. 確定投遞報告書和投書名單。 

     



第 12週 

 

1. 專家建議：透過書院學長-林彥甫聯絡交大教授（確認是否對低底盤公車了

解）。 

2. 新媒體投書投遞名單確定：風傳媒、關鍵評論、女人迷、商周投稿。 

3. 為達到宣傳效果，增加其他投書方式 

A. 製作專欄 

B. 懶人包（臉書或提案書附錄懶人包） 

C. 聯絡市長、立法委員及民意代表秘書處 

4. 送出提案書，田野調查和問卷以附錄形式送出。 

5. 討論成果發表展出形式： 

A. 海報（懶人包＋時程規劃、動機） 

B. 提案報告書製作成小冊子，以供翻閱 

 



第 13週 

 

1. 聯絡彥甫學長後確認專家建議的諮詢教授： 

暫定下週拜訪交通大學運輸管理學系王晉元教授以及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

物流管理學系蘇昭銘院長。 

2. 懶人包製作： 

A. 介紹低底盤公車和一般公車差異 

B. 比較低底盤公車理想的設置和使用後的現實問題 

C. 透過模擬的搭乘案例，提出現存問題和可改善方案 

D. 藉由圖片加深社會大眾觀後感，增加民眾意識 

 

 

 



第 14 週 

 

和教授會面，以專家角度對於低底盤公車提案報告書之改善方案提出建議，或

指引我們未來在依訴求施行實際行動時較為可行的方案。 

 

一、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王晉元教授 

1. 觀念釐清： 

A. 低底盤公車的問題不應侷限於所謂的目標使用者，而是朝著『以

人為本』的目標，想像該如何才能讓爸媽推著嬰兒車暢行無阻 

B. 資訊整合的業務由中華電信承包，台北地區也同樣是，但有明確

的低底盤標示，新竹叫不完全的原因可能在於預算不足 

C. 報告書中座位設計的發想很好，但實際實行可能會有安全性不足

和成本上升的問題 

D. 修正新竹客運的公車數量 

 

E. 現實面，很多問題要去修正大多來自執政者願不願意做的意思，

尤其不同執政者重視的領域不同。若要投遞提案可以選擇市長秘

書室，但也容易被忽略；或是找到地方民意代表，為服務選民會

歸為列管案件。 

F. 大眾運輸系統的問題不只有硬體操作上，客運公司夾在成本和政

府施壓間的兩難。年年物價上漲，但是政府卻下令票價凍漲，長

年下來很可能衍生出司機過勞問題。 

2. 提案報告書改善方案探討 

A. 從步行環境開始著手，主要以人行道、人行空間開始修正，以配

合大眾運輸的推廣。 

B. 設計公車岬或是公車灣其實並不適合台灣現況的解決，台灣道路

用地不足，若強行徵收人行道旁住宅騎樓作為公車亭，牽扯到的

民眾利害關係很難釐清，畢竟台灣的騎樓大多供私人車庫使用，

人行道若設置在商家前也會引來爭議。 

C. 要探討投書、懶人包等如何聚集民眾的力量以及如何激起火花。 

D. 預期使用者的問題不只是乘車狀況，而是應該思考完整的路徑。 

車型 擁有數量 使用數量 

立凱電動車 8 0 

華德電動車 6 6 

柴油車 4 4 



(1) 如何到車站思考人行道、騎樓落差問題 

(2) 候車車身渡板固定、司機訓練問題 

(3) 乘車其他乘客、司機態度問題 

(4) 下車車身固定、司機訓練問題 

(5) 如何到達目的人行道、騎樓落差問題 

整個設計應該思考的方向是達到一個友善城市的目標，而不只是著重於大

眾運輸系統。 

E. 針對低底盤公車外，也推廣其他友善目標使用者的設施，說不定

這些才市他們真正需要的。 

I. 大部分目標使用者的作息較為規律，可能只有固定幾個移動

點，能調查他們較常需要搭乘的時段和班次。 

II. 復康巴士的使用 

 

二、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蘇昭銘院長 

 

1. 觀念釐清： 

A. 正名低底盤公車之學名為低地

板公車 

B. 台灣公車製造主要是進口底

盤，再由國內打造車體 

C. 因國內內需市場小，車廠大多

以保守型式設計，少創新 

D. 與新竹市內客運實際公車數量 

 

E. 原先報告書中提到的低底盤公車使用比率低的原因，牽涉原因並

非電池問題 

F. 若要解決大眾運輸問題，可由業者、政府和人民三方面來著手 

G. 現今政府的目標是以人為本還是著重開車騎車的民眾？ 

客運業者 
所有公車

數量 

低地板公車

數量 

使用中低地板公車數

量 

新竹客運 59 18 10 

科技之星 4 0 0 

金牌客運 8 1 1 



若以人為出發點，大眾運輸建設應該從出家門那一刻就開始，由

人行道環境著手 

H. 惡劣的交通環境，除了導致目標使用者的乘車全被剝奪外，也間

接影響其出門工作、見見朋友的工作權及社交權。其實今天注重

大眾運輸的議題，不單單僅是為目標使用者爭取權益，而是為未

來的自己鋪路，希望台灣的交通環境能讓人在十幾二十年過去成

為年長者之後，便利安全地走在路上、搭乘公車去想去的地方。 

2. 提案報告書改善方案探討 

A. 站體關聯性 

B. 操作時間多 

C. 路線配置 

低底盤公車無法廣設的其中原因是因為其本身的車身設計，輪軸和車

身的距離較長使其在有爬坡，路寬較小的地方不易轉彎，因此配置的

地點受限制。 

D. 資訊整合 

E. 調度問題 

可以仿照基隆客運進來的調查，透過上下車刷可記錄區分乘客族群，

分析使用敬老愛心卡比率較高的路線和時間，在那些時段增加低底盤

公車的班次來因應。 

 

 



第 15週 

 

1. 整理和專家對談的結果，根據教

授們提出的問題點做更正： 

A. 提案報告書：低底盤公車正

名為低地板公車、增加專家

建議部分、修正客運公司公

車數量等數據資訊。 

B. 新媒體投書：設立明確目標，一份投書著重一個訴求，投書內容可以

用更鮮明的數字吸引讀者注意。例如：新竹市一共有多少身心障礙人

士？用實際的公車數量換算，平均一輛公車需要服務多少身心障礙人

士！ 

C. 懶人包：增加箭頭指引，讓讀者了解圖片和文字敘述要表達的意義；

修正字體顏色，讓懶人包更方便閱讀。 

 

2. 導師期末成發叮嚀及分工 

最後成果發表包含：上台分享、海報展覽（課程大綱、問題發想、施行流

程）、懶人包、投書和問卷調查報告書呈現。 

 



第 16週 

 

討論成果發表形式 

A. 展覽海報： 

分為三大部分： 

（1） 介紹課程大綱、實際每個流程的運行與預期成果。 

（2） 放上提案報告書大綱和投書大綱。 

（3） 展示懶人包，打道大眾意識的宣導。 

 

B. 確立提案報告書、問卷調查分析和投書內容，作為成果展示 

C. 製作座椅改善方案中的三種形式座椅設計立體模型，包含側釦式、下

沈式和上收式。 



 

輔導紀錄 
指導老師輔導建議 

 



自主學習輔導紀錄 新竹市低底盤公車友善現況調查與改進方案建議 

 

第一次：2017/9/20 

 

一、老師與小組訂立輔導計畫：2-3週碰面一次，檢視進度並討論內容。 

 

二、該小組每週自行聚會討論，目前已經聚會二次，並做成討論紀錄。 

 

三、已有進度： 

1.了解計畫目標。 

2.檢視之前的報告書，釐清主要問題。 

3.增添資料，補充不足之處。 

 

四、預計下次進度： 

1.補充訪談資料：身障者、公車司機。 

2.尋找可合作機構，洽談共同提案的可能性。 

3.每人提出三個可提案的單位名單（公部門、政黨等）。 

4.將報告書整理為提案書。 

  



第二次：2017/10/18 

 

一、小組聚會討論，擬定了各類田野調查的訪談問題，對象包括：使用輪椅者、

客運公司、司機、目標使用者、路人等。 

 

二、小組已外出，進行過第一次田野調查。訪問到四位對象，分別為： 

1.一組推輪椅的阿伯和坐輪椅的阿媽。 

2.一組背小孩的父母。 

3.一位公車站的站務人員。 

4.一對推嬰兒車逛街的媽媽和姊姊。 

 

三、大多數受訪者對於公車或低底盤公車都沒有接觸過，只有站務人員提供不少

關於新竹低底盤公車的訊息。 

 

四、小組已經將訪談紀錄整理為逐字稿，並且摘錄重點，補充到提案書當中。 

 

五、下次將邀約時代力量黨部工作人員，去拜訪交大的交通運輸系老師，並且預

計進行第二次的田野調查。 

 

  



第三次：2017/11/14 

 

一、該小組編制了網路表單問卷，想要了解低底盤公車使用者的想法，以及一般

民眾的想法。問卷發出去，預計回收 100份，但目前只回收了 71份，還沒

達到目標。 

 

二、目前回收的問卷，出現比較大的問題是，由於填卷者多是清大校內的同學和

少數老師職員，所以在 71份當中，「目標使用者」很少，只有 3份。而其中

有在搭公車的人只有 1人。跟預期的落差很大。 

 

三、我們共同討論了原因與問卷結果，可能有： 

1.問卷填寫的族群太狹隘？目標使用者在校內很少，且大學生較少乘公車。 

2.新竹市民很少使用公車，公車系統不方便？但這一點，需要再度廣發問卷，

才能確定。 

3.低底盤公車數量太少？這一點可以用客觀數據來確認，直接去客運公司查

詢即可。 

 

四、我們討論了改進方向，如下： 

1.再度廣發問卷，發給大學生以外的新竹是民，了解是否公車系統不友善，

並期望找到更多的目標使用者。 

2.打電話詢問客運公司，一天發多少比例的低底盤公車，確認客觀數據。 

3.盡快進行第二次田野調查，例如去到各大醫院、或是聯繫身障者團體，找

到目標使用者來作實際訪談。 

4.整理提案書，並預先思考提案最後要送去給誰？名單趕緊列出來。 

 

五、檢核原有的課綱，進度有些落後，應該已經要到達完成提案書修改的步驟。

下兩週會補上進度，預定兩週後再碰面。 

 

  



第四次：2017/11/29 

 

一、再度廣發網路表單問卷，目前已達成預計的回收數量，有 170份。其中，低

底盤公車使用者的人數有 26份，有效可參考的人數有 10份。同時，也有獲

得許多質性的意見和回饋。 

 

二、查訊到目前新竹市的低底盤公車，共有 22輛，但是有在路上行駛的只有 4

輛，分別是 1號和 15號公車。這一點還需要再用電話確認一下。若是確認

的話，似乎開車數量和路線都偏少。 

 

三、我們討論，蒐集資料的「停止點」要設在何時？因為應該要準備要把提案報

告書撰寫完整，提交出去了。討論的結果是兩週後，需要再多加上一些目標

使用者（銀髮族、身障者）的田野調查，和專業人士（交大運輸系的老師）

的訪談。 

 

四、目前整理出三個主要的建議改進方向：1.公車（數量是否足夠、內部設計是

否合適、維修的人力是否足夠等）。2.人（司機的意願和態度、其他乘客的

意願和態度等）。3.路（公車亭的設計、人行道停放太多機車導致輪椅使用

這不方便等）。 

 

五、送交提案書的單位可以有：新竹市交通處、新竹客運（業者）、立法委員或

市議員、新媒體（投書）等。 

 

  



第五次：2017/12/14 

 

一、提案報告書，進入最後整理階段。只剩下「專家學者」意見待補。預計最近

要去訪談交大運輸與物流與管理學系的教授。這週或最遲下週要把報告書寄

送出去，等待回應。 

 

二、近期收尾階段的工作有： 

1.聯絡並寄送。 

2.製作懶人包。 

3.摘要並投書媒體。 

 

三、從成果發表的第十七週倒推回來，第十六週要製作成果海報，第十五週要完

成寄送並等待回應。這週第十四週要完成提案報告書。 

 

四、我們共同討論了評分標準，如下： 

1.會議討論出席 20％。 

2.田野訪調與紀錄整理 10％。 

3.問卷發放與整理分析 10％。 

4.其餘各項紀錄整理 10％。 

5.提案報告書（含成果發表製作）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