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騎乘安全篇
一、騎乘的場所

慢車騎乘時，應按騎乘方向行駛於慢車道、人車共用道或自行車專

用道，未設慢車道路段，應靠 邊騎乘。右側路

31

資料來源：臺北市即時交通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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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可騎乘於快車道

騎乘腳踏自行車應在腳踏自行

車專用道騎乘，不可以進入快

車道，腳踏自行車的行車速度

遠比汽車慢，在快車道上汽車

一輛接一輛快速地奔馳而過，

腳踏自行車會被困在其中很危

險。如無腳踏自行車專用道，

應靠右側路邊騎乘。

二、禁止騎乘的場所

2.可騎乘於慢車道

慢車騎乘時，應按騎乘方向

行駛於慢車道，未設慢車道

路段，應靠右側路邊騎乘。

    1.可騎乘於『人車共用道』或『自行車專用道』

注意行人通行動線，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行駛速

度考量人行道上之行人量及交通狀況酌予增減，

隨時作好煞車及停車之準備，

並安全通行。從行人後方接近

或旁邊超越通過時，得事先輕

按鈴聲提醒或警示行人注意，

並不得干擾或妨礙行人通行。

另於河濱自行車道等休閒使用

之車道行駛時，應特別注意孩

童安全。

人車共用道標誌人車分道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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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可騎乘於工地附近

騎車若太靠近工地附近時，

容易會被放置的器材或其他

東西碰撞，地面又凹凸不平

，使得車仰人翻。

2.不可騎乘於人行道或騎樓

3.不可騎乘於市場附近

在人來人往的市場中穿梭，

騎乘腳踏自行車容易衝撞行

人及商家。

腳踏自行車不得

車共道的人行道上騎乘，以

免衝撞到行人，騎樓更不可

以騎乘。

在未標示人



腳踏自行車要能維持平穩行駛，完全是依靠騎乘者的操控，除了進行轉

向或減速需要打手勢外，不可用單手及放開雙手騎乘或行駛中同時聽講

電話。

    2.禁止單手或放手騎乘

34

三、騎乘腳踏自行車的禁止行為

    1.禁止附載

腳踏自行車為什麼會能夠平穩行駛，主要是人與車的重心一致，不

當的雙載會使重心位移，影響車的穩定及轉向操作。

腳踏自行車附載容易受重心移位影響，造成轉向操作不穩。附載分為

「前載」與「後載」。

前載時重心會前移，前輪負載加大，影響轉向操作；後載時重心會後

移，前輪著地壓力不足會影響操控性能，而且側坐會造成整個重心偏

離腳踏自行車中心位置。

    禁止前載     禁止後載

單手騎乘

放手騎乘



3.禁止併排騎乘

4.禁止道路上競駛

在道路上併排騎乘，容易被

經過的汽車擦撞而跌倒。

腳踏自行車競駛、追逐時，若

競駛領先的人習慣回頭看落後

的人，而不能注意到前面的狀

況，會很容易發生事故。

5.禁止道路蛇行/超車

在快車道上蛇行 / 超車，如

果後方來車未注意而開過來

時，容易被撞傾倒。

35



依附於汽機車 容易造成與汽

機車互相碰撞而摔倒，且當車

速越快時更加危險，有汽車在

十字路口轉彎時，腳踏車會因

離心力過大而容易衝往對向車

道。

，

6.禁止依附於汽車騎乘

7.禁止雨天撐傘騎車

下雨天撐傘騎乘時，不但會影

響操作的穩定性及視線，當遇

到陣風受到驚慌，很容易傾倒

。所以颳風大雨時，最好不要

騎乘，若非不得已，以牽著行

走比較安全。

36

8.禁止騎乘時牽寵物

騎車牽寵物很危險，當寵物

突然奔跑或追逐其他動物時

，會牽動或拉倒，而發生交

通事故。



10.禁止巷內衝出易撞他人

從巷內騎乘腳踏自行車衝

出巷口，若是車速過快加

上死角的關係，很容易撞

到他人。

9.禁止未裝備照明設施

夜間騎乘或視線較差的路段，記

得要裝置照明燈，衣服、安全帽

或車輪的檔泥板上附加反光材料

。若配有反光裝置，必須擦拭乾

淨，使其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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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場所的停放位置

腳踏自行車雖然騎乘簡單，放置容易的交通工具，但絕對不可以任

意停放影響他人交通，那應該怎麼放置好呢? 

在公共場所，腳踏自行車應依規定停放在設有固定停車架或停放區之地點

，或是利用機車停車格順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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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要隨意停放

在沒有設停車架或未規劃停放腳踏自行車位的場所，應整齊停放，

不可以影響他人交通。

不妨礙行人通行

不阻礙通道出入

不可橫放，影響通行

一般場所，以不妨礙行人及行進路線為原則



伍、 宣導篇道路交通法令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腳踏自行車駕駛人如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時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執行罰鍰。

慢車未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反光裝置之良好與完整者

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岔路口，及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有燈光設備而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不依規定停放車輛時

腳踏自行車附載坐人，及裝載貨物超過規定重量或超出車身一定限制

裝載貨物不捆紮結實

騎乘腳踏自行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項目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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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四條

第七十四條

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六條



第六十九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
          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
          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第七十二條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
     ，處慢車所有人新臺幣一百八十元罰鍰，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

第七十三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二、不在規定之地區路線或時間內行駛。
　    三、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岔路口。
　    四、在道路上爭先、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五、有燈光設備而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第七十四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或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二、在同一慢車道上，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車道。
　    四、不依規定停放車輛。
    　五、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六、聞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或工程救險車警號不立即避讓。

第七十五條
     慢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第五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
     罰鍰。

第七十六條
     慢車駕駛人，載運客、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
　   二、裝載貨物超過規定重量或超出車身一定限制。
　   三、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有惡臭氣味及危險性貨物不嚴密封固或不為適當之裝置。
　   四、裝載禽、畜重疊或倒置。
　   五、裝載貨物不捆紮結實。
　   六、上、下乘客或裝卸貨物不緊靠路邊妨礙交通。
　   七、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汽車隨行。

第九十條之一
     慢車駕駛人、行人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第九十條之二
     慢車所有人、駕駛人、行人、道路障礙者，依本條例所處罰鍰裁決或裁定確定，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不
     繳納者，依法移送執行。

第九十條之三
     在圓環、人行道、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
     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機器腳踏車、慢車之停車處所。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於人行道設置
     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

腳踏自行車相關的交通處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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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你知道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對腳踏自行車駕駛人、行人所要求遵

守的規定有哪些？

1.腳踏自行車應遵守事項

◎安全設備應良好與完整

註：加裝輔助引擎視為拼裝車輛，會處罰鍰及

    沒收車輛，不可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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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鈴號

反光裝置

煞車

燈光

1 4

2

1

4

3



2.裝載規定

43

裝載

一公尺，載重不得超過20公斤、載物寬度不得超過車把手。

貨物高度不得超過肩部、不得超過前輪長度、長度不可伸出車後

不得附載坐人
載物寬度不得超過車把手
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

1M

高度不得超過肩部

長度不得伸出
車後一公尺

前面不得伸出前輪



3.行駛規定

在慢車道上靠右依順序行駛。

遵守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之指示

未劃設慢車道的道路

應靠右側路邊行駛

標誌

標線

號誌

44



遵守標誌、標線、號誌之規定行駛

或依交通警察的指示行駛

如遇有標誌、標線、號誌及

交通警察指揮並用時

以交通警察的指揮為準

右轉彎時，應先沿慢車道

外側慢行，靠邊右轉，

同時注意後方來車。

45

行經無號誌或號誌故障及無

交通警察指揮的交岔路口，

應減速慢行，看清左右確無

來車時，迅速安全通過。

無標誌、標線、號誌時

行駛於同向二車道以上

之右車道或慢車道

左轉彎時應以二段式方式轉彎

4.交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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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遵守交通規則的後果

你知道嗎？不遵守交通規則會讓我們的交通變得混亂，安全沒有保

障，還會受到一些傷害呢！發生交通事故傷害他人身體或財物，經

法院裁判後，必須負賠償責任。

騎乘腳踏自行車時需要注意路況

。一時的疏忽或不遵守交通規則

，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因事故

加害他人身體或損害財物時，都

應負起賠償責任。

過失致人傷亡需負責任

死亡件數統計

安全小秘訣：小朋友應先在路外安全環境練習騎乘自行車的

技巧，實際上路時最好有家長陪同。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根據統計， 100 年臺北市自行車相關
交通事故件數共發生 1,080 件，事故 
件數及死傷人數較去年( 99年 )增加
2.4%及1.6%。事故死亡人數為 2人，
分別為49及73歲。受傷人數之年歲層
分布，65歲以上年長者人數最多，50
~59歲次之，共占受傷人數47%；而自
行車事故發生於 8 ~10時、16~20時，
占自行車事故之41%。



四、腳踏自行車交通事故的通報

在交通事故處理流程中，肇事現場之處理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環，

你知道如何處理嗎？

1.發生交通事故時，如何處理？  

◎自己發生交通事故

立即請在旁邊的行人幫你

打『 』通報警察單位處

理，並同時通知家人。

撥

110

◎他人發生交通事故

看到他人發生交通事故時，

應該主動幫助他人

』通報警察單位處理。

，撥打『

110
HOME

通知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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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報告警察單位處理？

◎如果交通事故發生於

  市區或一般道路時

直撥「 」 警察局勤務指

揮中心電話報告事故狀況，

若現場有傷患，則警察局將

代叫救護車至現場處理。

110



◎通報警察單位處理

要詳細說出發生事故地點（例如

在承德五段00號前或明顯的招牌

看板），方便救護人員快速抵達

現場。

在救護車或醫師未到前，可以

用紗布或乾淨的手帕施予止血

保護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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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路五段

OO
承德路五段

OO

五、認識自行車的交通標誌、標線

人車共用道 人車分道當心行人

當心自行車

當心兒童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機車及自行車專用道

建議自行車騎乘空間路口自行車穿越道線 自行車專用號誌與

彩色自行車穿越道鋪面



陸、綠色交通休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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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現今在臺北市騎自行車，不僅是一項交通工具的選擇，也是一項運動休閒，

更可以說是一種時尚。特別是和三五好友騎著心愛的鐵馬奔馳在美麗動人的河

濱公園自行車道時，一邊欣賞著沿岸的城市風貌，一邊享受著親水綠帶的自然

暢快，身為臺北市民，快活莫過如此。

  「臺北市河濱自行車道」依據各河川沿線不同景觀及特色，規劃主要路線有

「基隆河左、右岸親水自行車道」、「關渡、金色水岸、八里左岸自行車道」

、「景美溪左右岸親子生活自行車道」、「社子島與二重疏洪道自行車道」、

「雙溪生活水岸自行車道」、「新店溪、大漢溪與淡水河自行車道」等 6條自

行車道，騎著自行車沿途閒情漫遊，是市民放鬆心情休閒的好去處。

  沿著基隆河兜風騎行，寬廣的綠地與開闊的空間，徜徉其中令人心曠神怡，

沿途還有彩虹橋、麥帥橋、大直橋等美麗橋景相伴，景色廣闊綺麗；繼續騎下

去穿過有各式球場的百齡右岸河濱公園，則可由河雙21號公園轉入大樹掩蔭、

流水潺潺的雙溪水岸自行車道，享受騎乘在綠色隧道間的悠閒愜意，或持續往

北一路快意追風至關渡、金色水岸及八里左岸，在徐徐海風的吹拂與金色夕陽

的照耀下，沉浸在自然美景中。

  若是選擇由基隆河自行車道跨過洲美大橋，可繞行社子島一周，體驗社子島

特有的農村風情，或者沿淡水河上溯，行經令人悠然思古的唐山帆船坐落的大

稻埕碼頭後，再連接到新店溪河濱自行車道，沿岸河濱公園綠野如茵，騎來格

外清爽宜人，每年10月至隔年 3 月，還可在華江雁鴨自然公園觀賞遠道而來的

雁鴨及候鳥，令人驚豔。而景美溪河濱自行車道，則在指南山邊順著景美溪靜

靜延伸著，沿途多屬文教區，幽然清靜，黃昏時散步於此，分外悠閒舒暢。

  順著河濱自行車道南北東西行經不同河岸，就能賞盡自然采風、人文古蹟、

候鳥及濕地生態等各式風貌，帶來豐富的生活體驗。

一、臺北市河濱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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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隆河左、右岸 基隆線自行車道

  從左岸的林安泰疏散門進入河濱自行車道，遊客可以看見記錄著基隆河緣起、整治故事的解

說牌，讓民眾在運動休閒之餘，還能了解基隆河長長的歷史故事。

  大佳河濱公園是屬河床填土後的新生地，放眼望去盡是綠野草皮，靠西之地建設成都會型綠

化公園，其中以中山橋到大直橋間段的親水公園最具特色，地標「希望之泉」的噴泉設計，高

達25層樓高的扇形噴泉水幕，精采的水舞、夜晚亮麗的五彩霓虹燈光，整個河濱之地瞬間成為

繽紛亮麗，背景在圓山飯店古典輝煌的紅色建築陪襯下，景致格外好看、令人難忘，可以說是

市區閤家老少、戀愛男女朋友約會的最佳去處。

  遊客若是從右岸的美堤疏散門進入，也同樣可以看見堤防壁上，用圖案細說基隆河的歷史故

事，同樣精彩耀眼，夜遊基隆河，更可看到眩麗的摩天輪及內湖科技園區夜景。

騎乘時間：左岸22.2公里，右岸20.6公里。左岸約90分鐘，右岸約80分鐘，大直橋、麥帥一橋、彩

          虹橋、成功橋可銜接兩岸。

交    通： ：淡水線圓山站，往民族東路、新生北路方向步行，穿越中山高速公路底下

                      涵洞再右轉即抵達。 

          ：淡水線圓山站，轉乘21直達車至明水路三或大直抽水站下車。

          ：72、222、棕16、527於大佳國小站下車，自林安泰疏散門進入。262、307

                      、505、604、藍10於莊敬里或撫遠抽水站下車，自塔悠疏散門進入。

          ：28、256至明水路三或大直抽水站下車。28、284、藍20於成功橋站下車或

                      潭美國小站、棕20於美堤碼頭站下車。

                      紅3、藍26於基河國宅二期站下車，自右岸美堤疏散門進入。28、203、205

                      、276、605、629、668於玉成國小站下車，從南湖橋南湖疏散門進入。

          ：沿民族東路轉新生北路，經過林安泰古厝後往大直方向，穿越中山高速公

                      路底下涵洞再右轉即抵。

          ：循大直明水路堤內道路東行，抵敬業三路前右邊即是美堤疏散門入。

捷運－左岸

捷運－右岸

公車－左岸

公車－右岸

汽車－左岸

汽車－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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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渡、金色水岸、八里左岸 貴子坑溪自行車道

  整治過的貴子坑溪，沿溪流道路規劃設計的自行車道，成為附近民眾運動休閒的經常去處，

尤其利用捷運唭哩岸站、北投站，假日可帶自行車上捷運的措施，搭配周邊景點的串遊，近年

成為北市北區相當熱門的休閒好去處之一。

  關渡段自行車道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關渡自然公園了，關渡自然公園為臺北地區難得一見

的濕地公園，園內植物以水筆仔為主，當然還可看到許多生長於濕地的小招潮蟹、彈塗魚等。

到了候鳥期，民眾可以到關渡自然公園的賞鳥廣場和解說中心，深入的了解前來這片林地過冬

的雁鴨群。

  往北可銜接北縣金色水岸自行車道至淡海新市鎮，或經關渡大橋銜接八里左岸自行車道，別

忘了您也可以選擇搭上渡船頭的渡輪往來淡水和八里之間，沿途除了可以體驗藍色公路優美景

致，也可以在淡水或八里享受欣賞夕陽、風味海鮮美食的樂趣。

長    度：共11.9公里，其中貴子坑溪自行車道約5公里

交    通： －捷運唭哩岸站或北投站，沿中央南路、大業路往大度路方向騎乘，約15分鐘便可

                抵自行車道頂八仙社區入口，或由捷運關渡站轉乘小23，於關渡宮站下車，反向

                騎乘。

          －218、266、302 於大業路站下車，循大度路方向進入即抵自行車道入口，也可從

                知行路關渡宮方向反向騎乘。

          －由臺北市區前往，可沿承德路北行，至七段與大業路交岔路口即抵自行車道入口

                ，若從知行路關渡宮方向進入，停車問題比較容易解決。

 

捷運

公車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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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美溪左、右岸生活 景美線自行車道

  有青山綠水相伴的景美溪左、右岸自行車道，沿線有動物園、政大球場及青草綠茵，溪流常

有魚群穿梭，是適合攜家帶眷全家出遊的路線。

  沿線的景觀相當豐富，翠綠草地、清澈溪流讓人感覺非常舒適。此外於道南河濱公園內還設

有各式各樣的運動場所，如籃球場、溜冰場、羽球場等，每到傍晚便可看到許多人或走或騎自

行車到這兒來進行各種運動，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自行車道。

長    度：左岸3.8公里，右岸8.1公里

騎乘時間：左岸約25分鐘，右岸約40分鐘，可由道南橋、一壽橋連接兩岸

交    通： －捷運動物園站下車即抵。 

          －236、237、282、295、611、679、棕3、棕11、棕15、綠1，於捷運動物園站下車

                即抵。

          －由臺北往木柵方向行駛，接木柵路後右轉萬福橋再右轉新光路，直行即可抵。

捷運

公車

汽車





54

5.雙溪生活水岸 雙溪線自行車道

  從陽明山國家公園發源的雙溪，流經東吳大學之後，轉往公路北側，河濱綠地公園也由此綿

延展開，河濱自行車道順勢闢建於左右兩岸，成為臺北市河川單車路網中，最貼近住宅區且維

護得極為完善的短小精緻路徑。

  景色優美的雙溪河畔，引領平日生活繁忙的都市人，找到一條解放疲憊身心的綠色隧道，由

雙溪左岸可再銜接百齡橋右岸自行車道，百齡右岸河濱公園是玩橄欖球愛好者聚集之處，也常

見足球隊伍相互較勁，現在，單車族群也可加入這片青青草原，一路踏騎到承德橋下，順路造

訪臺北市最後的舢舨碼頭「三腳渡」。

  

 

      

       

長    度：左右岸各約2.8公里

騎乘時間：約30分鐘

交    通： －芝山站或士林站，往士林橋方向步行，很快可以抵達自行車道入口處。

          －紅5、206、255、260、285等，於捷運士林站下車，再騎乘自行車進入。

          －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行駛，於福林橋下轉入自行車道入口即抵。

  

捷運

公車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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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店溪、大漢溪與淡水河 自行車道 

  這段由大稻埕碼頭沿著延平河濱公園所興建的自行車道，在遊騎之餘還可以走訪相鄰的文化

古蹟，在動靜相宜的休閒活動中，既可強身還可陶醉於文化洗禮。周邊著名的文化觀光景點，

如迪化街、霞海城隍廟、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酒泉街方向的臺北孔廟、保安宮等景點，從

今古中體驗文化饗宴。

  沿途景觀包括大稻埕碼頭咖啡廣場、唐山帆船造景、碼頭拱橋、淡水河遠眺等，還可結合藍

色公路航線，帶著自行車一起前進關渡碼頭，甚至淡水漁人碼頭、八里左岸等，享受多樣之河

濱遊憩樂趣。

  這段自行車道在華江橋之後便進入新店溪沿岸，橫跨新店溪的多座橋樑更可帶領您進入大漢

溪沿岸的自行車道，因為周圍的建築物林立，更凸顯這片河畔公園的可貴。新店溪、大漢溪的

沿岸景色，充滿「城市中的綠地」的感覺，這一長串的河濱公園，穿過了鶯歌、土城、板橋、

中永和、新店，在每年的10月到隔年3 月，更可以欣賞遠道而來的嬌客—雁鴨及保育候鳥，結

合育樂、健身、美食等樂趣，讓整天的自行車騎乘活動充實而豐富。

 

 

      

       

長    度：新店溪右岸8.5公里，新店溪左岸+大漢溪右岸30公里，大漢溪左岸16公里

騎乘時間：新店溪右岸約30分鐘，新店溪左岸+大漢溪右岸約120分鐘，大漢溪左岸約65分鐘

交    通： －捷運雙連站，轉乘紅33於民生西寧路口站下車。捷運景美站、公館站、古亭站，

                往新店溪方向步行，可以抵達自行車道入口處。

          －紅33於民生西寧路口站下車。74、236、251、252、642、644、648、650、660、

                673等，於景美站、公館站、古亭站下車，依疏散門指引位置前往。

          －沿著環河南路、水源快速道路接羅斯福路五段，依疏散門入口指引便可抵達。

捷運

公車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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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河濱自行車租借站服務時間 

大佳

大稻埕

關渡
淡水河

基隆河

雙溪
雙溪

站名

聯絡電話
河系 地 點  

服 務 時 間

淡水河

彩虹

【假日服務】

基隆河

假日

(星期六～星期日，含國定假日）

平日

(星期一～星期五)

知行路上，關渡宮北側，關渡

碼頭旁

民生西路底，大稻埕疏散門進

入，大稻埕碼頭旁

觀山
基隆河

塔悠路轉入塔悠疏散門，往大

直橋方向，高速公路橋下方

華中
新店溪

萬大路底，華中一疏散門進入

，華中橋下

洲美街轉入河濱公園，往洲美

橋方向自行車道旁

開車經越堤坡道 (新湖二路與

堤頂大道交會口臨河側附近)

轉入河濱公園，位於麥帥一橋

右岸下方；步行可由彩虹橋或

行善路橋前往麥帥一橋右岸

營業時間

08:00~21:00

(中午不休息)

租車截止

20:00

營業時間

08:00~21:00

(12:00~14:00休息)

租車截止

20:00

營業時間

08:00~18:00

(中午不休息)

租車截止

17:00

景福新店溪
自來水園區公館水岸廣場上(

思源街底)，永福橋自行車牽引

道旁

(02)2858-1016

(02)2557-1639

0977-320521

(02)2761-5927

(02)2364-0156

(02)2339-0908

(02)2834-0273

(02)2793-5910

木柵
景美溪

新光路二段，動物園前方道南

河濱公園廣場上(02)2938-2181

美堤基隆河
美堤疏散門(敬業三路底)進入

左轉，土坡曲道賽場旁(02)8501-1962

經濱江街轉入大佳疏散門 (大

佳國小旁)，薄膜涼亭下

※雙溪及彩虹2處租借站僅於假日服務，其餘8處租借站每日提供服務。
※除夕~初一暫停服務2天，年度設備檢修及盤點暫停營業5日(日期另行公布)。
※每月3日召開安全維護會議當日暫停服務1天（遇例假日則依公告時間順延）。
※另於「新北市」可供”還車”服務據點(假日站)：
  1.碧潭站 02-29125830：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122號，星期六~星期日（含國定假日）可供租車及還車，營業時間：10月～隔年6月為10:30~
                        17:30，7月～9月為10:30~19:00；租車截止時間為結束營業前的1小時。

  2.八里站 0977-320535：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36號)之聯通停車場內-美食廣場編號42號舖，星期六～星期日（
                        含國定假日）僅供還車，營業時間：9月～隔年4月為10:00~18:00；5月～8月為10:00~19:00。

  3.淡水站 0977-320533：鼻仔頭停車場內(新北市淡水區鼻頭街16號)，鄰近捷運淡水站、淡水文化園區，星期六～星期日（含國定假日）僅
                        供還車，營業時間：10:00~18:00。

1.「原地借還」：請提供押證(身分證、駕照、學生證或健保卡)，還車時退回，每1有效之有照片身分證件至多租借5部車；如不押證得交付押金，
  限租1~6號車，押金每部2,000元，還車時退回，其餘車款需以押證方可租用。
2.「甲借乙還」：請提供雙身分證件（如身分證+駕照），並請填寫「甲借乙還借用單」，核對資料無誤後，免收押金或押證，每1份有效之有照片
  身分證件至多租借5部車。
3.團體租借：團體為租借達30台車以上，預約平日(星期一至五，不含國定假日)之團體租車費用可享8折優惠，請於欲使用當日起算7日前向康美企
  業社提出申請；預約假日者及未於7日前申請之團體恕無法予以折扣。
4.凡學生憑學生證或學校團體事先預約，於平日(星期一至五，不含國定假日)則享有租車半價優惠。
5.外國籍人士請憑有效之護照或居留證押證；如不押證得交付押金2,000元，限租1~6號車1台。
6.詳細租借資訊或洽詢電話：
(1)「臺北旅遊網」(http://www.taipeitravel.net)首頁>主題遊臺北>精選主題>單車遊蹤>租車資訊-河濱自行車。
(2)康美企業社(http://www.ukan.com.tw/km)，客服電話：(02)2258-7425洽詢租借服務、團借預約及租借費率；康美緊急救援專線:0982-780-780。
(3)工務局水利處網站(http://www.heo.taipei.gov.tw/)首頁>河濱公園>自行車租借站交通導覽表查詢，或洽臺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外縣市

備註：一、服務時間及租借辦法，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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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說明

三、微笑單車YouBike租借使用費率及租借服務站

使用YouBike前，需先上網 或是到各租借站的自動
服務機註冊成為會員，登記成功後，就可以用悠遊卡借車囉！從現在起到
2013年12月31日前，更可以享有每次前30分鐘免費使用的優惠唷！

(www.youbike.com.tw) 

       

1.請確實遵守交通規則，禁止行駛快車道或逆向、蛇行。

2.雙手同時大力緊急煞車或先煞前輪容易 ，以避免危險。

安全騎乘

騎乘小叮嚀
1.請確實遵守交通規則，禁止行駛快車道或逆向、蛇行。

2.雙手同時大力緊急煞車或先煞前輪容易翻車；請先煞後輪再煞前

  輪或同時煞前後輪，並採漸進式增加力道煞車，以避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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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四、臺北市市區人車分離自行車道路網

路 段  起 迄 長度 
(公尺) 

捷運淡水線高架下之
線型公園內

大安森林公園周邊新
生南路及建國南路人
行道

信義計畫區自行車道

內湖五期重劃區道路
(單側人行道)

南港公園

洲美街 

思源親水通廊

吳興街220巷北側新
闢道路

民權西路站    北投站

信義路        和平東路

舊宗路        Y3道路

13號道路 北投焚化爐

北安路

大業路

明水路 文湖街

大度路 大業路452巷

5,170

1,620

10,500

1,300

500

400

500

680

1,350

1,300

1,100

1,700

900

區內松高、松仁、信義、松德及
松智路沿線之綠帶空間及5公尺、
15公尺人行步道。

台北醫學大學對側(松智路底)

樂群二路北側

敬業三路

樂群二路南側

明水路

北安路

明水路

堤頂大道2段

美堤河濱公園

堤頂大道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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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專用道-公館水岸新世界

北安路自行車道 吳興街220巷北側自行車優先道

大業路自行車道

長興街自行車道市民大道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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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腳踏自行車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http://www.cyclist.org.tw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http://www.cycling.org.tw

CHC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tbnet.org.tw

台灣自行車創新意象系統平台(IBDC)
http://www.ibdcaward.org

功學社KHS單車學校
http://www.khsbicycles.com.tw

單車誌
http://cycling-update.info

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http://cycling-lifestyle.org.tw

iRide單車俱樂部
http://www.iride.com.tw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http://www.dot.taipei.gov.tw/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http://www.heo.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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