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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中捷運綠線（烏日-文心-北屯線）係從北屯總站起往南到烏日高鐵臺中站共有18座車

站，在2018年6月由臺中市交通局公佈各站名稱，又臺中捷運綠線2021年4月25日於市政府站，

正式通車營運。為臺中第一條的捷運路線，又市政府站(G110)是位於臺中市西屯區的臺中捷運

綠線車站，亦是與規劃中的藍線交會轉乘之捷運車站。本文針對之肢障、聽障、視障及其他

(老、弱、婦、孺)等為對象，依巿政府站內進行調查站內設施、設備等使用、功能之現况，進

行無障礙環境、通用設計、友善環境之層面，彙整、比較、分析。 

本文研究發現：就「視覺障礙」層面：1.無障礙環境：扶手、電梯有設置點字，昇降機門

完全開啟狀態關門時間：t=15.56秒。2.通用設計：入站樓梯(級高15=16cm)/ (級深27>26cm)；大

廳心臓之AED區。3.友善環境：親子厠所更衣平臺版背後點字；親子厠所開關之點字。 

 

關鍵詞：巿政府站、友善環境、無障礙環境、通用設計、臺中捷運綠線。 

 

Discussion on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City Government Station)of Taichung MRT  
Abstract 

The Taichung MRT Green Line (Wuri-Wenxin-Beitun Line) runs south from Beitun Main Station 

to Wuri High Speed Rail Taichung Station. There are 18 stations. In June 2018, the Taichung City 

Transportation Bureau announced the name of each station. The Taichung MRT Green Line will 

officially open to traffic at the City Hall Station on April 25, 2021. It is the first MRT route in Taichung, 

and City Hall Station (G110) is a Taichung MRT Green Line station located in Xi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It is also a MRT station that intersects with the planned Blue Line.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hearing-impaired, visually impaired, and others (old, weak, women, children), etc.,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se and functions of th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in the st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station’s facilities, equipment, etc., and make a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general purpose. Consolidate, the aspects of design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ound that: on the level of "visual impairment": 1.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handrails and elevators are equipped with braille, and the elevator door is fully opened and 

the door closing time: t=15.56 seconds. 2. Universal design: entrance stairs (level height 15=16cm)/ 

(level depth 27>26cm); AED area in the heart of the lobby. 3. Friendly environment: Braille behind the 

parent-child toilet changing platform version; Braille for parent-child toilet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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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緖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臺中捷運綠線（烏日-文心-北屯線）共規劃 18 座車站，對於大量臺中民眾而言，無論工

作、就業、採購、旅遊等，提供了生活的搭乘需求及『行』的人潮，且站內各項設施、設備

項目、內容有異。本研究為了瞭解我國無障礙規範而言：臺中捷運站應符合無障礙標準，雖

有設置準則與技術規範之依據，此乃動機之一。臺中捷運站內有資訊、網路、通訊等設置，

功能有異，本研究彙整提出站內設施、設備、輔具、資訊等，落實人性化空間，達成無障礙/

通用/友善之環境特色，此乃動機之二。本研究進行調查站內設施、設備等未達到使用、功能

之需求，本研究為了瞭解站內設施能否符合乘客需求，提升搭乘之便利性，此乃動機之三。          

  (二) 研究目的：以臺中捷運綠線「(G111)巿政府站」站，探討友善環境。其研究目的有四： 

 1.調查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無障礙環境之現況。 

 2.瞭解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通用設計之現況。 

 3.彙整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友善環境之現況。 

 4.提出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大廳改善(無障礙、通用、友善)環境計畫。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 研究範圍：以臺中捷運綠線（烏日-文心-北屯線）(如圖 1) ，從北屯總站起往南到烏日

高 

鐵台中站，共規劃 18 座車站，並且在 2018 年 6 月由台中市交通局公佈各站正式的名稱，又臺

中捷運綠線 2021 年 4 月 25 日於市政府站舉行通車典禮，中午 12 時起正式通車營運。為台中

市第一條的捷運路線，整條路線沿著文心路途經各個重要路口，串聯起文教、商業、公園等各

區域，故本研究範圍乃『臺中捷運綠線』進行調查站內設施、設備等。 

   (二) 研究對象：為台中捷運綠線又稱烏日文心北屯線交通運輸的高架站共為 18 站；分為台

中高鐵站(G119)、烏日(G118)、九德(G117)、九張犁(G116)、大慶(G115)、豐樂公園(G114)、南

屯(G113)、文心森林公園(G112)、水安宮(G111)、巿政府(G110)、櫻花文心(G109)、文華高中

(G108)、文心中清 (G107)、文心崇德(G106)、四維國小(G105)、松竹(G104)、舊社(G103)、北

屯總站(G103A)，(如圖 2)。本文之研究對象：針對台中捷運綠線之「(G110)巿政府站」進行現

地站內之調查現地調查、測繪、拍照、彙整、比較、分析等作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6%97%A5%E6%96%87%E5%BF%83%E5%8C%97%E5%B1%AF%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6%97%A5%E6%96%87%E5%BF%83%E5%8C%97%E5%B1%AF%E7%B7%9A


                

 

 

 

 

 

 

 

 

 

 

圖 1 臺中捷運綠線範圍示意圖               圖 2 臺中捷運綠線市政府站圖 

1-3 研究問題與內容 

(一) 研究問題：有三台中捷運綠線 (G110)巿政府站，站內(肢障、聽障、視障)等友善環境，

其探討問題之方向。 

1.調查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無障礙環境之設施、設備現況? 

2.分析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無障礙環境之(水平/垂直)動線?(1)道路至進站。( 2)進站至大

廳。 

(3)大廳無障礙環境之設施、設備。 

3.提出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入口大廳 (通用/友善)環境之設施、設需求? 

  (二) 研究內容：有三 

    探討臺中捷運(巿政府)站，入口大廳之無障礙環境認知，其內容:  

1.垂直動線--室內樓梯、升降(電梯)設備、坡道及扶手等其他必要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使用 

機能、尺度之調查作業。 

2.水平動線--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停

車 

場等其他必要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使用機能、尺度調查作業。 

3.友善環境-- (1)障礙別(肢體、視覺、聽覺、智能)、老、弱、婦、孺等便於自主使用之設備及

設 

施。提款機、買票機(如輔具---輪椅/白杖/放大鏡/助聽器…)。無障礙環境 /行動輔具與學習輔 

具，使用機能、尺度之調查作業。(2)通用設計七原則：包括公平性、靈活性、易操作性、易 

感性、寬容性、省能性與空間性原則，便於自主使用之設備及設施，分析、評估等。 

 

二、文獻回顧 

2-1  無障礙環境文獻 

『北中南區大眾運輸無障礙環境現況及使用滿意度之研究』：主要探討大眾運輸無障礙環

境現況，及行動不便者無障礙環境設施設置之滿意度。以高鐵系統三座車站、臺鐵系統三座車

站、捷運系統九座車站，及59位年滿18歲且能獨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行動不便者為研究對

象。研究採實地勘察法語問卷調查法進行觀察與研究。依據許元欣（2013）編制「台東縣大眾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ofb.Z/record?r1=22&h1=1


                

 

運輸系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檢核表」作為檢核標準，僅修改基本資料部份以便區

別大眾運輸之系統，並實地勘查方式進行測量檢視，藉此瞭解上述三系統之無障礙環境設施設

置現況，更進一步以勘查結果進行分析。問卷調查者以「肢體障礙者使用高雄捷運無障礙設施

設備之滿意度調查問卷」為問卷，期望藉此問卷瞭解行動不便者與行動不便照護員使用捷運無

障礙環境設施滿意度與看法，並將問卷結果配合實地勘查結果加以比對分析。研究結果： 

(一)大眾運輸系統無障礙環境設施設置整體之總合格率為 74.41%，高鐵系統合格率 74.14%、 

臺鐵系統合格率 69.31%、捷運系統合格率 76.41%，整體尚能符合現行法規之規範。 

(二)大眾運輸系統無障礙環境設施設置於部份的設計上，與現行法規有些許落差，例如標誌用 

語、扶手高度、梯級高度、廁所馬桶及沖水裝置、停車位空間、服務台高度等。 

(三)受訪之行動不便者大多滿意大眾運輸系統無障礙環境設施設置現況之設計(馮彥昌，2014)。 

2-2  通用設計環境文獻 

『從通用設計觀點進行交通設施空間探討-以車站空間為例』:台灣每天利用國道、鐵路或

高鐵等這些陸上交通運輸系統的人達60萬人次，各類型的車站為大眾利用頻率很高的公共場

所，要如何使整體車站空間環境能滿足每一位使用者之需求，即成為重要之研究課題。而通用

設計即是檢視車站空間與設施是否符合使用者的認知的很好依據。 

     研究主要利用「實地調查」及「問卷調查」兩種方法進行。「實地調查」部分主要進行

現場照片拍攝、使用者使用情形觀察、各車站圖面及各項設施之尺寸數據紀錄，並觀察通用設

計在車站空間中的符合程度；「問卷調查」部分，是要調查各站受訪者對通用設計在車站空間

中的認知。綜合上述結果，並以通用設計七原則為基礎，整理出各項原則中符合與不符合之設

施項目，並探討其因素。經本研究實地調查後發現高鐵車站除了廁所洗手台及公車轉運站中之

設施較不符合通用設計外，其餘大致是符合的，而台鐵車站以及國道客運台北總站符合通用設

計的比例較低，其中以月台與列車之間的高低差在問卷調查中不滿意比例較高，而公車候車台

與公車階梯之間的高低差則是各站受訪者皆不滿意的項目(曾嘉蔚，2008)。 

2-3  友善環境文獻 

『視障者空間認知與定向能力探討友善環境強化策略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我國內政部於民國97年訂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保障行動不便人士於公共場所之

使用權益，然而對於視覺障礙者相關規範僅為概略性敘述，對於視覺障礙者無障礙環境之建置

仍有所不足，缺乏實際認知其需求環境及心理感受。國內視覺障礙者空間認知與無障礙環境之

建置相關資訊甚少，《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指標系統應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

需考量高齡者之肢體、視覺等退化情形，就公共空間資訊引導應考量不同空間屬性、不同障別

特性及不同使用者等行為模式，尤其視覺障礙者進入高齡後，其處境與行動更為不便。 

    透過資料蒐集、案例調查、訪談等方式整合現有無障礙環境使用資訊，並找出目前視覺障

礙者使用上所面臨之課題，包含無訂定明確相關規範、引導設施建構不完整、施工品質不佳、

設施設備未定期檢修、資訊提供不足、人力不足無法提供及時協助、通路障礙物以及外部影響

因素，並與專家共同討論找出試擬之對策。而後以層級分析法整理專家之意見並考量執行難易

程度以找出改善之優先順序。透過各項調查分析可知首要改善項目需先確立規範制度，因此本

研究參考國內外規範文獻及案例提出無障礙環境設施設計原則，並針對原有《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提出建議修改之方向，試圖改善視覺障礙者使用之無障礙環境，以打造方便視覺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b9j.0/record?r1=106&h1=9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b9j.0/record?r1=44&h1=13


                

 

障礙者進行空間認知及行動之友善環境(吳宜儒，2015)。 

2-4  臺中捷運(巿政府站)文獻， 

市政府站是位於臺中市西屯區的臺中捷運綠線（烏日文心北屯線）車站，亦是與規劃中的

藍線交會轉乘之捷運車站，2021年3月25日開放試營運，4月25日通車。當時車站編號為G110。 

(一)沿革：2013年 3月 1日(工程開始)。2018年 6月 30日-公布站名。2020年 5月-站名

變更（台中市政府→市政府(如圖 3)。8月-市民對於站名存在爭議，站名變更為「巿政府站」

的提案於市議會表決通過。11月 16日-全線進行試試營運（至 12月 15日止的 4週間免費）。

11月 22日-連接器牽引裝置軸心斷裂，暫停試營運。2021年 3月 25日-重啟試營運（4月 23

日止的 30日間持 IC卡免費。4月 24日停運）。4月 25日-綠線正式開業。 

(二)車站概要：車站位於文心路二、三段與臺灣大道二、三段路口附近（綠線車站位於文

心路二段上，藍線車站位於臺灣大道三段下）。當地地名為惠來(厝)，本站原訂站名為台中市

政府站，於通車前更名為市政府站車站編號為 110(綠線)／209(藍線)。 

(三)車站構造：屬於高架車站；詢問處/3F，ATM，自動售票機旁，近出口 1，飲水機，洗

手間，哺集乳室近出口 1，AED，自動閘門前，無障礙電梯/1.出口電梯：出口 1：1F地面層－

3F穿堂層/出口 2：1F地面層－3F穿堂層。 

 

 

 

 

 

 

 

 

       圖 3 臺中捷運巿政府站入口圖      圖 4 臺中捷運巿政府站搭乘圖 

 

三、無障礙環境認知 

3-1 無障礙環境領域 

(一)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定義： 

    為使身心障礙者有能力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平等的基礎上，進出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和通信。又1.狹義：指排除

建築、設備、都市環境等的硬體障礙，如建築物內高低差。2.在廣義：排除身障礙在進行社會

參加時有困難因素，如各種硬體環境、社會、制度、心理障礙等。1.硬體：設置無障礙通路及

各項無障礙設施等如無障礙電梯、坡道、廁所、導盲磚、無障礙車位。2.軟體：提供身心障礙

關懷、禮讓、協助、服務等如愛心服務電話、緊急服務鈴、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身心障礙宣

導活動等。 

(一)名辭定義：有關『無障礙』設置係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訂頒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 

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1)法令定位：為強制性規定。(2)適用範圍：以新建之建築

物為適用範圍。(3)考慮對象：包括肢障、視障、聽障及臨時性行動不便，儘量以通用性設計為

目標。(4)詳細周延：規定儘量清楚詳細，並視需要以圖例輔助，以減少執行疑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6%97%A5%E6%96%87%E5%BF%83%E5%8C%97%E5%B1%AF%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6%8D%B7%E9%81%8B%E8%97%8D%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9%81%8B%E8%BB%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C%E5%8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BF%83%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4%A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A%E7%AB%99%E7%B7%A8%E8%99%9F


                

 

2.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係指定著於建築物之建築構件，可使建築物或空間為行動不便者可

自行到達，進出並使用。無障礙設施包括室外引道通路、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

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梯、昇降設施、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停車位。 

3-2 巿政府站站無障礙環境 

    本節主要探討：站內之視障、聽障、肢障及其他(老、弱、婦、孺等)之無障礙設施、設

備。 

(一)肢障：輪椅使用之扶手(65/86cm)；坡道(S=1∕12.9)；搭乘電梯；入站搭乘捷運紅外線

感應門(圖5-A、5-B、5-C、5-D)。 

 

 

 

 

 

 

 

 

圖5-A 扶手       圖5-B 坡道       圖5-C 輪椅搭乘電梯   圖5-D 入站感應門 

(二)視障： 1.扶手、電梯外部、內部皆設置點字貼片(如圖 6-A、圖 6-B、圖 6-C)， 2.關門

時間：t=15.56 秒，昇降機門應維持完全開啟狀態關門時間：至少 10 秒鐘 (如圖 6-D)。 

 

 

 

 

 

 

圖6-A 電梯外部警示    圖6-B扶手點字    圖6-C 電梯內部點字    圖6-D關門時間 

(三)聽障：考量聽障者使用無障礙標誌(如圖7-A)，電扶梯(指引、警示-緊握扶手、站穩踏

階、停機鈕(如圖7-B、圖7-C、圖7-D)。 

 

 

 

 

 

 

 

圖7-A 無障礙標誌     圖7-B 電扶梯指引  圖7-C 電扶梯警示 圖7-D電扶梯停機鈕 

(四)其他(老、弱、婦、孺)等：設置家庭使用之親子厠所(如圖8-A)，分別設置供成人及兒

童使用之洗手台(如圖8-B)，及長者衣褲潮濕之更衣區(如圖8-C)。 

 



                

 

 

 

 

 

 

圖8-A 親子厠所         圖8-B 成人及兒童用之洗手台區     圖8-C 更衣區 

 

四、通用設計環境認知 

4-1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環境領域 

(一)通用設計：主張環境應全面考量所有使用者的需求，符合行動不便者使用需求，對所有人

都是舒適好用的。考量各類使用者的需求，確保無論健康或失能者都能容易了解與使用，讓身

心障礙者、孕婦、高齡者、較衰弱者及兒童等平常較易被忽略的族群，有平等使用環境的權

力。  

4-2 巿政府站站通用設計環境 

   本節主要探討：站內之肢障、視障、聽障及其他(老、弱、婦、孺等)之通用設計設施、設

備。 

(一)肢障：考量輪椅使用之一般/輪椅購票機(如圖9-A)；充電座/WiFi區(如圖9-B)。 

 

 

 

 

 

 

    圖9-A 一般/輪椅購票機             圖9-B 充電座/WiFi區       

(二)視障：入站樓梯(級高16=16cm)/ (級深27>26cm) (圖10-A)；大廳心臓之AED區(圖10-B)。 

 

 

 

 

 

圖10-A 入口樓梯(級高16=16)/ (級深27>26)      圖10-B 心臓之AED區      

(三)聽障：大廳有親子厠所使用提示(圖11-A)；垂直動線圖(圖11-B)；大廳書寫臺(圖11-C)。 

 

 

 

 

 



                

 

圖11-A 親子厠所使用提示     圖11-B 3F大廳垂直動線圖   圖11-C 大廳書寫臺 

(四)其他(老、弱、婦、孺)等：消防配置圖，無障礙WC，WiFi區(圖12-A，圖12-B，圖12-C)。 

 

 

 

 

 

 

圖12-A 大廳消防配置圖   圖12-B WC/無障礙WC      圖12-C WiFi區 

五、友善環境認知 

5-1 友善環境領域 

(一)高齡友善城市之八大面向 (如圖13所示)： 

1.無礙：改善公共空間，符合無障礙標準，例如馬路綠燈時間夠長、維持社區良好治安等。 

  2.暢行：提供長輩搭車的優惠、有便利的交通運輸或接送設計。 

  3.安居：社區有適合不同失能程度的住所與服務，還可結合志工，提供送餐和家事服務。 

  4.親老：各種服務與活動便於長輩參與，像是位置便利、收費合理、容許親友陪伴參加。 

  5.敬老：提倡敬老文化與增進跨代互動，鼓勵業界發展各種銀髮服務和產品，創造銀色

GDP。 

  6.不老：支持長者持續就業、參加志願服務或勇敢追逐夢想。 

  7.連通：主動提供各種重要資訊給長輩；提供資訊時，字體大，說話慢，長輩慣用的語言。 

  8.康健：提供各種社會服務、運動保健活動、講座或健檢服務等， 鼓勵長輩多多走出來參

加。 

(二)生活友善設施：針對老、弱、婦、孺為主，以所有人同理心規劃、友善設計之定位(如圖

14)。 

1.老：浴室、走道扶手、提供放大鏡、老花眼鏡、公車站座椅、自動照明、、、等。 

2.弱：無障礙(廁所、坡道、電梯)、公用電話、電動輪椅充電站、提醒標示、、、等。  

3.婦：親子友善工作空間、哺乳室、親子車位、孕婦、婦女夜間等待區、、、等。 

4.孺：升降式衣架、圖書館小梯子、兒童馬桶、洗手台、兒童餐具、座椅、兒童遊樂區、

等。  

 

 

 

 

 

 

 

圖 13 高齡友善城市圖              圖 14 生活友善設施定位圖 



                

 

5-2 巿政府站站友善環境 

    本節主要探討：站內之肢障、視障、聽障及其他(老、弱、婦、孺等)之友善環境設施、設

備。(一)肢障：行動不便之求助之對講機(如圖15-A)；緊急求助警報系統(如圖15-B)。 

 

 

 

 

 

圖15-A 求助之對講機          圖15-B 緊急求助警報系統               

(二)視障：視障使用之親子厠所更衣平臺版背後點字(如圖16-A)；親子厠所開關之點字(圖16-

B)。 

 

 

 

 

 

圖16-A 親子厠所更衣平臺版背後點字   圖16-B 親子厠所開關之點字     

(三)聽障：考量聽障使用之螢幕式購票機(如圖17-A)；搭乘電扶梯燈式引導(如圖17-B)。 

 

 

 

 

 

   圖17-A 螢幕式購票機            圖17-B 搭乘電扶梯燈式引導     

(四)其他(老、弱、婦、孺)等：旅客使用哺集乳室(圖18-A)；飲水機(圖18-B)；防疫電梯(圖18-

C)。 

 

 

   

  

               圖18-A 哺集乳室      圖18-B 飲水機          圖18-C防疫電梯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現況現況調查及相關文獻蒐集後,依據站內之肢障、視障、聽障及其他(老、

弱、婦、孺)等對象，探討無障礙、通用設計、友善環境，獲得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6-1結論 



                

 

(一)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者。 

1.無障礙環境：輪椅使用之坡道(S=1∕12.9)；扶手(65/86cm)。 

2.通用設計：輪椅使用之充電座/WiFi區；一般/輪椅購票機。 

3.友善環境：行動不便之求助之對講機；緊急求助警報系統。 

(二)視覺障礙：視覺障礙依萬國視力表所測定之優眼視力未達0.3，或其視野在20度內者。 

1.無障礙環境：扶手、電梯有設置點字，昇降機門完全開啟狀態關門時間：t=15.56秒。 

2.通用設計：入站樓梯(級高15=16cm)/ (級深27>26cm)；大廳心臓之AED區。 

3.友善環境：親子厠所更衣平臺版背後點字；親子厠所開關之點字。 

(三)聽覺障礙：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導致聽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

者。 

1.無障礙環境：使用無障礙標誌，電扶梯(指引、警示-緊握扶手、站穩踏階、停機鈕。 

2.通用設計：大廳有親子厠所使用提示；垂直動線圖；大廳書寫臺。 

3.友善環境：使用之螢幕式購票機；搭乘電扶梯燈式引導。 

(四)其他使用(老、弱、婦、孺)等：大眾運輸工具應規劃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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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障礙環境：親子厠所，換尿布平台及更衣區。 

2.通用設計：消防配置圖，無障礙WC，WiFi區。 

3.友善環境：旅客使用之哺集乳室；飲水機；防疫電梯。 

6-2建議 

根據本文結果,探討出以下建議: 

(一)無障礙環境：加強(聽覺、視覺)障礙設施、設備。 

(二)通用設計：加強(視覺、聽覺、肢體)障礙設施、設備。 

(三)友善環境：加強所有旅客使用之友善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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