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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興建成本和工期的考量，輕軌採用平面方式興建的情形相當普遍，軌道舖設於

道路上，在一般路段設置隔離設施，而與平面道路相交處則設置交叉路口，形成輕軌列

車與其他地面車輛、行人共用路口的情形(B型路權)。以往路口行車動線交織產生衝突僅

一般機動車輛和行人，當輕軌列車加入平面道路，在路口產生了新型態的衝突，輕軌列

車與一般車輛、行人動線交織，為了確保達成用路安全及交通順暢，並同時發展和鼓勵

大眾運輸的目的，在分派交叉路口的行進路權和整合輕軌號誌和交通號誌時，必須滿足

用路人和輕軌運輸系統的需求，也須將輕軌優先通行系統納入考慮。本文以高雄環狀輕

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沿線路口為例，探討輕軌號誌系統用以解決路口衝突車流的設計方

案，分析輕軌路口之車流衝突態樣，探討輕軌號誌系統與道路交通號誌整合設計方案，

輕軌優先號誌策略，並說明輕軌沿線交叉路口號誌時相設計。

輕軌號誌系統
及道路交通號誌
整合探討

1 2 3 4

壹、前言

交通運輸是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份，高雄市政府持續朝提供優質的大眾運

輸系統及強化運具間無縫轉乘發展，提供便捷

的大眾運輸吸引民眾搭乘，以轉移私人運具，

改善運具使用失衡情形，進而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使高雄市成為大眾運

輸導向的永續發展城市。

軌道運輸為大眾運輸系統相當重要的一

環，具備安全、快速、可靠、便捷、低污染、

省能源及運量大的特性，營運中的高雄捷運

紅、橘線路網全長約42.7公里，設38座車站，

兩條路線約略呈十字相交，服務南北向和東西

向軸線，其涵蓋的服務範圍尚有不足，有賴接

駁公車及自行車來做轉乘，為擴展軌道運輸服

務範圍，持續建構捷運路網，提供民眾更便捷

的大眾運輸服務，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因

此，高雄市政府持續規劃建設後續捷運及輕軌

路網，高雄環狀輕軌繼捷運紅、橘線完成後首

推的軌道運輸，屆時民眾可在輕軌與捷運紅、

橘線及台鐵間互相轉乘，提升了軌道運輸的可

及性及便利性，軌道運輸網絡雛型一旦成形，

加以公車路網提供轉乘服務，期能逐漸改變民

眾習於使用私人運具的習慣。

高雄環狀輕軌路線全長22.1公里，設置

37處候車站，路線起自凱旋三路旁台鐵臨港

線路廊往南佈設至凱旋四路後，右轉進入成功

二路西側台鐵路廊續往北行，至新光路口，進

入高雄港區腹地，沿海邊路、第三船渠旁計畫

道路、七賢三路、臨海新路、西臨港線鐵路廊

帶、美術館路、大順一～三路，最後於中正路

口西南隅之凱旋公園東緣佈設銜接凱旋二路路

旁之台鐵臨港線路廊後，沿路廊接回起點，形

成一連結南、北高雄的環狀路網。[1]環狀輕軌

分兩階段興建，其中第一階段路線長8.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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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14處候車站，C1站至C4站路段已於104年10

月16日通車試營運，105年7月4日起試營運路段

進一步延續到C8站，營運情形如圖1。第二階段

統包工程亦已發包施工中。

輕軌路權型式可因地制宜，同一路線可

單獨或混合採用專用路權、隔離路權、共用路

權。隔離路權(B型路權)，輕軌系統於一般路段

設有隔離設施，僅與平面道路相交處得有平面

交叉口且採輕軌系統優先通行號誌處理；共用

路權(C型路權)，輕軌系統列車與道路車輛可共

用行駛之路徑，但是輕軌系統行駛優先。[2] B

型路權及C型路權分別如圖2及圖3所示。

高雄環狀輕軌採用隔離路權，在輕軌交叉

路口，汽、機車、行人、列車等的動線交織，產

生新型態的交通問題與衝擊，對道路用路人而

言，輕軌是陌生和新型態的運具，輕軌列車在平

面道路上，汽、機車及行人與輕軌列車之間的交

通權利與義務需要重新界定，使彼此之間的互動

有妥適的機制可供遵循。本文以高雄環狀輕軌捷

運建設(第一階段)沿線路口為例，探討輕軌號誌

系統用以解決路口衝突車流的設計方案，分析輕

軌路口之車流衝突態樣，探討輕軌號誌系統與

道路交通號誌整合設計方案，輕軌優先號誌策

略，並說明輕軌沿線交叉路口號誌時相設計。

貳、路口型式與車流衝突態樣

根據國外經驗，輕軌引入道路後，肇事方

式以汽車在轉彎時與輕軌車輛碰撞的情形最為

頻繁，顯示轉向車輛之控制方式將是引進輕軌

運輸系統之重要課題。[3]

圖1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第一階段)C1至C8路段試營運

圖2 輕軌隔離(B型)路權(Dusseldorf, Germany)

圖3 輕軌共用(C型)路權(Dusseldorf,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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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以確保路口交通安全，以及兼顧道

路其他車輛及輕軌的行駛需求，盡可能不使平

面車流擁塞，又能給輕軌有優先通行權，在進

行號誌時制設計前，要先就路口型式及各路口

的車流衝突態樣進行分析，並進行車流量及特

性調查，以做為後續時相設計及管制措施之基

礎。以下擇要說明環狀輕軌沿線部份路口型式

及其衝突態樣。

凱旋四路段，輕軌佈設在原臨港線鐵路路

廊，兩側為雙向車道，圖6是雙十字路口型式的

車流衝突情形，平面道路的橫向車流及平行於

輕軌的轉向車流都與輕軌有衝突。

成功二路段，輕軌佈設於道路外側原西臨

港線鐵路路廊，交叉路口大多呈T字型或十字

型，如圖7，另有多處為工廠或停車場出入口，

進出車輛與輕軌衝突。

平面輕軌設在道路中央或路側是最常見的

型式，設置道路中央，對行人的風險是旅客進

出候車站跨越車道，增加發生意外的機率，而

道路車流與輕軌車流有若干衝突點，如圖4：輕

軌設在路側，旅客進出候車站不需跨越車道，

減少行人被撞擊意外，但轉向的車流仍與輕軌

車輛有衝突，如圖5。

一、高雄環狀輕軌路口型式與車流衝突態樣

高雄環狀輕軌第一階段沿線有許多既存的

路口與輕軌交叉，各個路口的車流方向及車流

量不盡相同，需逐一分析研討，妥為設計路口

圖4 典型輕軌與平面車流衝突示意圖(一)

圖5 典型輕軌與平面車流衝突示意圖(二)

圖6 輕軌在雙十字路口車流衝突示意

圖7 輕軌在T字路口車流衝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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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輕軌號誌系統與道路交通號
誌整合設計

輕軌引進都市道路之後，勢必與其他原有

之交通方式產生新型態的互動與衝突關係，此

涉及到機動車輛、路面輕軌車輛與行人三方面

衝突問題。[4]輕軌在國外已行之有年，行人、

機動車輛與輕軌間互動，已逐漸調適，並形成

輕軌特有的文化。輕軌在國內尚屬陌生，高雄

環狀輕軌係國內首度引進，對在地其他機動車

輛和行人而言，是一種新型態的運具，將產生

新型態的互動與衝突，不同的路權型式會產生

不同的衝擊，B型路權主要的衝突點在路口；而

C型路權或行人徒步區，輕軌列車與道路機動

車輛或行人混合使用路權，產生交通危險程度

較高。為防範交通事故，輕軌這個新型態運具

進入道路後，它與原有的車輛和行人，在使用

道路的權力、責任與義務上的分配需要重新調

整，路型設計、轉向管制、號誌整合、標誌、

標線等需互相搭配運用做整體設計，其中輕軌

號誌與交通號誌整合是不可或缺的，主要目的

是化解可能的衝突車流，確保交通安全，而更

進一步是使車流順暢，使路口整體績效最大

化，換言之，在輕軌列車優先與道路車輛延滯

及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方便性之間取得平衡。

一、號誌整合方案探討

號誌控制系統用來管控路口交通，一般採

用車流延滯最小化的運作邏輯，依車流量及用

路人之需求設計時相與時比，採定時之時制計

畫，控制交通號誌燈，以時間更迭分派道路通

行權。路面輕軌系統穿越之交叉口應以輕軌車

輛優先通行之原則，進行各類交通號誌及各類

車道配置之整合設計，以降低輕軌車流與道路

車流之衝突，提高交通服務效率。[2]輕軌通

行的交叉路口，應設置輕軌專用號誌燈，指示

輕軌依燈號行駛，而汽、機車和行人仍依交通

號誌指示行止及轉向，兩種號誌予以整合，使

輕軌號誌燈與交通號誌燈連動，避免發生燈號

衝突及危及行車安全的情形，號誌整合方式有

二，說明如下：

(一)  號誌整合方案一：輕軌號誌與交通號

誌由同一號誌控制器管控

 一般路口號誌控制系統包括交通號

誌燈及控制器，控制器用來控制號誌燈運

轉，也可經由行人、特勤、鐵路連鎖、子

母機連鎖等外部觸動或智慧運輸中心遙

控，來管控號誌，而輕軌在交叉路口設置

專用號誌燈來管控列車，為實施輕軌優先

通行功能，運用列車偵測系統來偵測列車

的位置，送到號誌控制器來計算輕軌列車

到達路口的時間，執行優先判斷邏輯，決

定優先策略，同時控制輕軌號誌與交通號

誌，配合列車到達路口時間去調控交通號

誌，關閉衝突方向交通號誌，開啟輕軌通

行號誌及不衝突方向的交通號誌，使輕軌

順利通過路口，整合架構示意如圖8。

(二)  號誌整合方案二：輕軌號誌與交通號

誌由各自號誌控制器管控

 交通號誌依舊由交通號誌控制器來管

控，另設置一個輕軌號誌控制器，負責接

收來自列車偵測系統的定位信號及管控輕

軌號誌燈，兩控制器間做連結，以交換訊

息和互相監視，避免因號誌顯示錯誤，造

成輕軌與汽、機車車流或行人動線間的衝

突，整合架構示意如圖9。

二、高雄環狀輕軌號誌整合設計

高雄環狀輕軌號誌與道路交通號誌整合如

圖10，主要設施包括號誌控制器、計軸器、輕

軌號誌燈、交通號誌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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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輕軌號誌與交通號誌整合架構示意(一)

cv

cv

圖9 輕軌號誌與交通號誌整合架構示意(二)

cv

cv

圖10 環狀輕軌號誌與道路交通號誌整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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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號誌控制器(TR)

 號誌控制器用來控制輕軌號誌及交

通號誌運轉，平時依固定時制計畫自動運

作，交互更迭光色訊號，來輪流開放各個

方向的行車管制號誌及行人專用號誌，以

分派各個方向的行進路權。當輕軌列車即

將抵達交叉路口，計軸器1偵測到列車通

過，列車壓佔軌道區間的信號經由計軸器

電子單元(LU)處理並傳送到號誌控制器內

的工業電腦，利用預先設定的趨近時間

(approaching time)來預估列車到達路口的時

點，根據列車到達路口當時交通號誌的開

放情形，選擇適合的優先控制邏輯，通知

號誌控制器調整交通號誌，改開放輕軌通

行號誌及與輕軌不相衝突的交通號誌，以

達成輕軌優先通行的目的。

(二) 計軸器

 計軸器用來偵測列車的位置，安裝在

鋼軌側面，感測列車是否通過，2個計軸器

配對構成一段軌道區間，一旦列車進入軌

道區間，計軸器電子單元判定此區間已被

佔用，列車離開軌道區間，則判定此區間

已清除。圖10，上行軌在路口附近設置3個

計軸器，形成2個軌道區間。計軸器1和2所

構成的區間1(Track Section 1)，用來偵測輕

軌列車是否已趨近路口，而計軸器2和3形

成的區間2(Track Section 2)，是路口區間，

用以判斷輕軌列車是否已進入路口及完全

離開路口，當輕軌列車的最後一個輪軸通

過計軸器3時，代表列車已完全駛出路口。

下行軌有相同的計軸器配置。

(三) 輕軌號誌燈

 高雄環狀輕軌採「目視駕駛」號誌系

統，駕駛員手動開車，除了須遵照道旁輕

軌專用號誌及標誌指示行車外，跟其他車

輛駕駛一樣，開車要提高警覺，留意路

況，小心通過路口，注意有沒有其他人、

車闖入輕軌車道，如圖11，圖12是輕軌專

用號誌及標誌，   前方路口預告號誌；

「RTS」：駕駛員可按「預發鈕」要求前方

路口優先號誌；「R」：駕駛員可按「進路

選擇鈕」要求輕軌系統

在符合安全條件下開通

前方道岔；「25」：前

方路段限速25公里。

 輕 軌 專 用 號 誌 燈

設置於輕軌沿線號誌化

交叉路口，參見示意圖

13，其外觀、型式、

燈號及顏色等有別於道

路交通號誌，以避免造

圖13 高雄環狀輕

軌路口專用號誌

示意

   

圖11 輕軌司機員「目視駕駛」

圖12 道旁輕軌專用號誌與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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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輔以固定音源的方式，警告接近的車

輛及行人，列車即將通過路口，如圖14。

肆、高雄環狀輕軌優先號誌策略

高雄環狀輕軌採隔離路權，在交叉路口與

其他車輛共用車道。提供輕軌優先通行，減少

穿越交叉路口之停等和延滯，提升輕軌競爭優

勢，有利於發展大眾運輸。優先號誌控制策略

一般有主動式和被動式，環狀輕軌採主動式，

利用智慧化偵測和控制技術，當偵測到列車接

近路口時，利用電腦中預先設定的趨近時間來

預估列車到達路口的時點，選用合適的優先控

制邏輯，適時調控輕軌及交通號誌，使輕軌列

車優先通過路口。在設計及實施優先號誌時，

考量路口行車安全、行人與車行交通狀況、路

口號誌等因素，以維持道路車流順暢。主要策

略包括不調整號誌、延長綠燈時間、縮短紅燈

時間、插入輕軌時相。

一、不調整號誌

時制中已設定輕軌共用時相，當輕軌列車

壓佔計軸器，號誌控制器預估列車到達路口時

點，若交通號誌正開放輕軌共用時相，且判斷列

車可在該綠燈時間結束前完全通過，則開放輕軌

通行號誌，而交通號誌不需調整。所謂輕軌共用

時相，基本原則是採用與輕軌平行且無衝突之車

流方向為綠燈的方式，號誌運轉情形如圖15。

成用路人混淆。輕軌專用號誌是管制列車

在交叉路口的行進路權的交通設施，它由

兩個燈頭組成，包括三種燈：「橫桿」、

「直桿」及「三角燈」，均為白色燈，各種

燈號組合所表示意義如表1。交叉路口另設

置大眾捷運系統聲光號誌，以動態閃爍燈

表1 交叉路口輕軌專用號誌意義

燈號 意義

 
停止號誌

 
橫桿＋三角燈閃爍：

確認號誌(優先號誌需求已送出)

 
橫桿＋三角燈固定：

預告號誌(即將轉換為通行號誌)

 
通行號誌

 
直桿閃爍：

即將轉為停止號誌

圖14 大眾捷運系統聲光號誌

圖15 輕軌共用時相運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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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長綠燈時間

時制中已設定輕軌共用時相，當輕軌列車

壓佔計軸器，號誌控制器預估列車到達路口時

點，若交通號誌正開放輕軌共用時相，但剩餘

綠燈秒數不足以讓列車完全通過路口，經估計

列車完全通過路口所需時間，如果延長綠燈時

間，不會超過最長綠燈時間的限制，則調整交

通號誌，延長共用時相的綠燈時間，開放輕軌

通行號誌，列車通過路口後，恢復原來的時制

計畫。

三、縮短紅燈時間

時制中已設定輕軌共用時相，當輕軌列車

壓佔計軸器，號誌控制器預估列車到達路口時

點，若交通號誌正開放輕軌共用時相的前一時

相，且該車行方向已完成最短綠燈時間，則讓

此時相提早進入清道時間再轉成紅燈，接下來

就是輕軌共用時相，開放輕軌通行號誌及其他

不衝突的交通號誌，這方式就是縮短輕軌的紅

燈時間。輕軌列車通過後，恢復原來的時制計

畫。但如果橫交道路是車流量大的幹道，應考

慮在下一週期補償衝突時相的綠燈時間，以避

免延滯時間過長。

四、插入輕軌時相

時制中已設定輕軌共用時相，而當預估

列車到達路口時點，不是前述三種情況，則當

目前時相執行完最短綠燈時間後，插入輕軌共

用時相；若無輕軌共用時相，則在號誌控制器

中設一個隱藏的輕軌專用時相，在預估列車到

達路口時點，執行該輕軌專用時相，列車通過

後，恢復原來的時制計畫。採用插入輕軌時

相，幹、支道會先進入清道時間，接著才進入

輕軌時相。

以上4種優先策略，其優缺點互見，且適

用時機不同。延長綠燈或縮短紅燈策略對車流

影響較輕微，適用於車流量大的路口，時制計

畫已有輕軌通行時相(可與不衝突時相結合)，

如能配合轉向管制則可簡化路口時相，有利於

提升路口整體績效，啟動優先時相已考慮衝突

車流、行人及安全等，但在多時相路口，輕軌

可能無法立即取得優先通行權，將使輕軌營運

績效降低，此問題解決方式是，當延長綠燈、

縮短紅燈策略派不上用場時，改用插入輕軌時

相。若路口禁止部份轉向(禁左或禁右)，部份用

路人須繞行替代道路，然若不禁止轉向車流，

則時制計畫須搭配轉向專用車道設置轉向專用

時相，這會使路口時相數增加，而影響路口績

效。插入時相策略對車流影響較大，比較適用

於車流量小的路口，時制計畫無預設輕軌時

相，在多時相路口，輕軌較容易獲得優先，但

如果輕軌班次密集時，時相轉換頻繁可能會造

成路口績效降低，另外插入的輕軌專用時相將

使原來的週期變長，可能增加平面車流的延滯

時間，因而影響路口績效。

伍、輕軌號誌時相設計

以隔離路權為例，輕軌車輛與道路機動車

輛、行人在路口共用車道，號誌時制設計要化解

衝突的車流動線，確保輕軌及道路用路人安全，

並提供輕軌優先功能，時制設計須考量路口幾

何、交通需求、路口容量、車流動線等因素，

設計原則包括：時相運作簡單易懂、盡可能減

少時相數、考慮各個方向流動的安全、輕軌之

流動附屬在同向且不衝突的時相中、道路車流

與輕軌不相符時可考慮插入輕軌專用時相。[5]

圖16輕軌路線在凱旋路/一心路口與平面

道路共用車道，未設置輕軌之前，淺綠色的部

分是原來的台鐵東臨港線，當火車不再運轉之

後平交道柵欄也就取消了，觀察東、西向汽車

往往在平交道上待轉，用路人此一習慣將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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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採用不同的優先控制策略，若列車在時相

2到達，且已完成最短綠燈時間，截斷綠燈，

經清道時間後，提早進入時相3，而若在時相3

到達，則直接開放輕軌通行號誌或採用延長綠

燈，若列車在時4或5到達，則在該時相完成最

短綠燈後，經清道時間，插入一個時相3。時相

2是時相1之延續，中間不需要清道時間，因此

在時相1、2間不得插入輕軌時相。

響輕軌營運順暢，甚至造成意外事故。 輕軌未

開通前的時相計畫如表2所示，採用3時相設計

來滿足各個車流方向的需求。配合輕軌運轉特

性及實施輕軌優先之需要，禁止東、西向車輛

在通過軌道後進行左轉，並修改時制計畫，如

表3，其中時相3是輕軌共用時相，輕軌列車沒

有來之前，交通號誌依時相1、2、3、4、5輪

放；當列車要通過路口，則視列車到達路口時

 

圖16 凱旋四路/一心一路/瑞隆路口車道及號誌配置示意圖

表2 凱旋四路/一心一路/瑞隆路口-原時相計畫

時相1動線 時相2動線 時相3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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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採用B型路權的平面輕軌，應考量路口行

車安全、行人與道路車流狀況、路口號誌等因

素，設置優先通行及聲光號誌，並進行輕軌

號誌與各類交通號誌之整合設計，以降低輕軌

車流與道路車流之衝突，提高交通服務效率。

高雄環狀輕軌運用智慧型路口號誌控制系統來

管控輕軌號誌及交通號誌，使用主動式優先號

誌策略，路口用計軸器偵測列車及觸動輕軌優

先號誌，依交叉路口交通狀況設計新的時制計

畫，更換新式號誌控制器(內含輕軌優先控制機

制)、增設或修改交通號誌，改用新的時制計

畫，也進行路型和車道調整、增設標誌、修改

或增繪標線等工作。實施新的時制及交通管控

方式，自民國104年10月C1站至C4站及105年7

月C1站至C8站通車試營運以來，民眾已逐漸適

應輕軌路口號誌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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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凱旋四路/一心一路/瑞隆路口-配合輕軌修改後時相計畫

時相1動線 時相2動線
時相3

(共用時相)
時相4動線

 
   

時相5動線  輕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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