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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5號「宜蘭-頭城北上路肩通行大客車(Bus On Shoulder，

BOS)及主線儀控」範圍再延伸之說明資料（Q&A） 

一、 105年 5月 7日國 5宜蘭至頭城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再延

伸範圍？ ---------------------------------------------------------------------------------- 1 

二、 105年 5月 7日國 5宜蘭至頭城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路段延伸前後有

何差異？ ---------------------------------------------------------------------------------- 2 

三、 國 5為何在宜蘭至頭城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 ---------------------------- 2 

四、 國 5為何要實施主線儀控？ ---------------------------------------------------------- 2 

五、 主線已進行儀控管制，其他入口交流道是否仍須進行匝道儀控？ ---------- 3 

六、 開放路肩法源依據？ ------------------------------------------------------------------- 3 

七、 國道開放路肩供大客車通行或主線儀控是否有參考國外經驗？ ------------- 3 

八、 大客車走路肩車道寬度是否充足？ ------------------------------------------------- 4 

九、 國 5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是否貿然實施？是否有邀集相關單位開會

討論？ ------------------------------------------------------------------------------------- 4 

十、 因應國 5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有何呼籲用路人事項？ ---------------- 4 

十一、行駛路肩小車是否可以於頭城出口再匯入主線，罰鍰多少？ -------------- 5 

十二、 開放路肩是否影響緊急車輛救援作業？如有故障車阻礙路肩通行應如何

處理？ ------------------------------------------------------------------------------------- 5 

十三、國 5為什麼實施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措施後，國 5還是一樣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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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大客車行至路肩終點接續大型車攔查車道進入攔查點車道，繞過主線壅

塞回堵車隊後，與頭城北上入口車流匯流後再進入主線是否會造成車輛爭

道衝突不斷？ ---------------------------------------------------------------------------- 5 

十五、高速公路設紅綠燈非常危險，容易造成追撞？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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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5 年 5月 7日國 5 宜蘭至頭城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

再延伸範圍？ 

國 5 北上宜蘭入口至頭城北上出口路段開放路肩通行大客車措

施，自本(105)年元旦開始，於一般假日及連續假期視交通狀況機動實

施，結果顯示在尖峰壅塞時段，大客車行經該路段較小型車節省約

20~30 分鐘。本措施確有達到節省大客車行車時間目標，大客車業者

及乘客均正面支持與肯定。 

為進一步加強大客車優先通行成效，經過高公局努力，以工程加

寬頭城北上出口以北部份路段路寬，並調整車道配置，將路肩加大以

適合開放大客車通行後，再延伸大客車通行路肩範圍至頭城大型車攔

查點。另外原設置於頭城北上出口前之主線儀控號誌，亦將配合往北

調整至頭城北上入口匯入主線前。 

開放路肩範圍延伸後，大客車可由頭城北上出口繼續行駛路肩進

入攔查點車道，繞過主線壅塞回堵車隊後，與頭城北上入口車流匯流

後再進入主線，不受主線儀控號誌管制，此次延伸大客車優先路段長

度約 1 公里，預估大客車行車時間可再多節省 5~10 分鐘，整體節省

時間可達 30分鐘以上。 

（一） 實施路段：國 5北上宜蘭至頭城路段(35.3~29.5K)。 

（二） 實施時段：依交通壅塞狀況機動實施。 

（三） 主線儀控：北上約29.55K處設有號誌配合大客車開放路肩啟動。 



 2 

二、 105 年 5月 7日國 5 宜蘭至頭城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路段延伸前

後有何差異？ 

 延伸前 

105.5.7前 

延伸後 

105.5.7後 

大客車 

優先通行範圍 
北上 35.3K~30.5K 

北上 35.3K~29.5K 

 新增開放路肩：30.5~30K 

 大型車攔查車道：30K~29.5K 

主線儀控點 
北上 30.5K 

(臨近頭城北上出口) 

北上 29.55K 

(臨近頭城北上入口) 

實施時段 依交通壅塞狀況機動實施 

較小型車節省之

旅行時間 
20~30分鐘 30~40分鐘(預估) 

三、 國 5為何在宜蘭至頭城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  

配合交通部鼓勵公共運輸之政策，在道路資源有限情況下，藉由

大客車容量（30~40人/車）為一般小客車之 6~8倍特性，在一定時間

內可疏運較多人旅次，故國 5提供大客車優先通行權已行之有年，包

含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至彭山隧道之大客車專用道及北上大客車不受

匝道儀控管制等。 

104 年 4 月以前，國 5 北上匝道儀控依雪隧容量分配上游各入口

之進入流量，管制較為嚴格，地方道路回堵較長，大客車因入口設有

專用道不受匝道儀控管制具有優先通行之優勢。 

後為紓解地方道路回堵情形，從 104年 4月以後，調整匝道儀控

啟動時機，即當雪隧南口回堵超過一定長度時才啟動匝道儀控。經實

施後，小型車整體旅行時間可縮短 15~40分鐘，惟宜蘭以南大客車因

主線回堵較長影響而損及原有優勢(增加約 15~20分)。 

以現況匝道儀控管制下，假日尖峰時國 5北上主線自雪山隧道南

口起經常回堵數公里長，在兼顧高速公路與地方道路平衡管制，及為

增進大客車優先通行之優勢，經評估後，實施開放國 5北上宜蘭至頭

城路肩通行大客車措施，以提升國 5北上大客車運作效率。 

四、 國 5為何要實施主線儀控？ 

為減少路肩大客車匯回主線時與主線車輛發生衝突而影響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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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大客車進入主線之匯流處上游(約主線北上 29.55K處)設置主

線儀控號誌，主線二車道號誌依時制顯示紅黃綠三色燈號。 

五、 主線已進行儀控管制，其他入口交流道是否仍須進行匝道儀控？  

當主線儀控號誌啟動時，頭城交流道入口亦一併實施匝道儀控管

制，故非僅針對主線車輛進行儀控管制。 

雪山隧道容量約為 2,200~2,400輛/小時，為維持雪山隧道服務水

準，設於頭城北上入口上游(約北上 29.55K處)之主線儀控與頭城入口

匝道儀控放行總量應小於前揭隧道容量 (2,200~2,400輛/小時)。 

因此，雪山隧道流量必須由頭城入口匝道儀控與主線儀控適當分

配，亦即當主線儀控啟動時，宜蘭、羅東及蘇澳入口匝道儀控原則以

寬鬆方式管控，頭城入口匝道儀控則維持原有運作方式。惟當主線回

堵車隊超過宜蘭交流道時，為達到大客車優先通行之目標，宜蘭、羅

東及蘇澳入口匝道儀控將適時緊縮管制。 

六、 開放路肩法源依據？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19條 

 （一）第 3 項：為維護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與暢通，高速公路

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得發布命

令，指定時段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特定匝道或路段之

車道、路肩，禁止、限制或開放車輛通行。 

 （二）第 4 項：前項禁止、限制或開放事項得包括車輛、乘載人數、裝

載貨物。 

七、 國道開放路肩供大客車通行或主線儀控是否有參考國外經驗？ 

（一） 大客車行駛路肩措施(BOS)做為大眾運輸優先工具，在美國已執

行 20 年以上，最早在 Minneapolis–St.Paul Twin Cities 實施先導計

畫，後拓展至 250英哩的高速公路及幹道。其他各地至該市進行觀

摩後陸續推廣，以做為協助解決壅塞問題的可行方法。過去 20 年

實施的地點包括： 

1. 早期的 Twin Cities area, Canada, Seattle, New Jersey  

2. 較近期的 San Diego, Miami, Columbus, Cleveland, Cincinnati, 

Wilmington, the Washington, D.C. area, Atlanta. 

3. 規劃中的 Chicago, Kansas City, and Rale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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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趨勢反映出，在正確的規劃、設計、執行及運作下，BOS是

成功的作法，而且在美國也有擴大實施的趨勢。 

（二） 主線儀控也有參考美國經驗，例如在 I-80 westbound crossing the 

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及 SR67 to I125, El Cajon, San 

Diego, CA，其設置方式也是在每一車道上方設置號誌，駕駛人依所

行駛車道上方之號誌燈號行止。 

八、 大客車走路肩車道寬度是否充足？ 

國 5 北上開放路肩之寬度均為 3.5 公尺以上，實施開放路肩措施

前已請國道客運大客車實地運行，經測試路肩寬度，足以通行大客車

並與鄰車保持適當間距，且路肩最高行駛速限為 60kph，以維行車順

利及安全。 

九、 國 5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是否貿然實施？是否有邀集相關單位

開會討論？ 

高公局在辦理本措施前，已多次與交通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公路總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宜蘭縣政府及國道客運業者等相關單位

開會研商，並請國道客運業者調派大客車實際試行，實施前亦拜會地

方政府與相關單位及召開協調會，另邀集國道客運業者辦理教育訓練

及發函大客車相關公會瞭解本措施應注意事項。 

本次(105.5.7)再延伸路肩開放範圍及調整主線儀控位置前，亦邀

集相關單位協調及辦理國道客運駕駛教育訓練。 

十、 因應國 5北上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有何呼籲用路人事項？ 

（一） 大客車應注意事項 

1. 路肩最高速限 60公里/小時，並注意與鄰車保持橫向安全間

距。 

2. 大型車攔查車道最高速限 40公里/小時 

3. 匯入頭城北上入口匝道時，請注意右側來車。 

（二） 小車於國 5開放路肩通行大客車時應注意事項 

1. 北上往頭城出口小車通過「路肩限行大客車及往出口小車」

標誌時，可行駛路肩，最高速限亦為 60公里/小時。 

2. 行駛路肩小車應一律駛出頭城出口，禁止由路肩再匯入主線

續行，違規者將依法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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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線直行車輛應依號誌顯示行止。 

（三） 路肩開放通行大客車目的在提昇國 5大客車運輸效率，鼓勵公共

運輸，敬請用路人多加配合。 

（四） 路肩開放終點設置主線儀控，敬請用路人注意號誌運作。 

十一、 行駛路肩小車是否可以於頭城出口再匯入主線，罰鍰多少？ 

小型車不能再匯入主線，違反者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33條第 1項第 12款，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之規定取締，

罰鍰 3000~6000元。 

十二、 開放路肩是否影響緊急車輛救援作業？如有故障車阻礙路肩通行

應如何處理？ 

本措施開放大客車通行路肩路段僅約 5公里(35.3K~30.5K)，開放

路肩通行往頭城出口小車之路段僅約 2公里(32.7K~30.5K)，初估行駛

開放路肩之大客車尖峰僅 100至 150輛左右，評估本措施實施時，開

放之路肩仍可保持暢通，且國 5其餘路段之路肩均未開放通行，如有

救護車或其他緊急救援車輛需使用該路段之路肩，仍可通暢無虞，另

本措施開放路肩路段兩端停車彎原則有公路警察駐守，必要時可開道

引導。 

有關故障車輛部分，雪山隧道兩端均有拖救車於主線待命，且宜

蘭地區亦有本局特約拖救車廠商隨時待命，開放之路肩如有故障車

輛，將緊急調派拖救車前往現場將故障車拖離。 

十三、 國 5為什麼實施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措施後，國 5還是一樣

壅塞？ 

本措施主要係為提供大客車較優勢的行車環境，縮減大客車行駛

宜蘭至頭城路段行車時間，以鼓勵民眾搭乘大客車之意願，尚非以紓

解小型車壅塞為主要目的。自本(105)年元旦開始，於一般假日及連續

假期視交通狀況機動實施，結果顯示在尖峰壅塞時段，大客車行經該

路段較小型車節省約 20~30分鐘，大客車業者及乘客均正面支持與肯

定，且經統計車流資料，本措施對小車行車時間，主線及平面回堵情

形差異不大且無惡化情形。整體而言，本措施確已達到大客車優先之

目標。 

十四、 大客車行至路肩終點接續大型車攔查車道進入攔查點車道，繞過主

線壅塞回堵車隊後，與頭城北上入口車流匯流後再進入主線是否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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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爭道衝突不斷？ 

自本(105)年元旦開始，於一般假日及連續假期視交通狀況機動實

施以來，主線車輛均遵守號誌管制行止，行駛路肩大客車於匯回主線

之行車秩序尚稱良好，偶有車輛回堵影響時，多數大客車亦能依事前

教育訓練禮讓主線車輛依次匯入，匯入點鮮有爭道情形且無事故產

生，顯示大部分用路人已熟悉並瞭解大客車通行路肩及主線儀控措施

並能遵守規定行車。 

本局除在匯流點設置警告標誌外，並於實施前召集客運司機教育

訓練，請其在大型車攔查車道進入頭城北上入口匝道時注意並禮讓頭

城入口車輛，並請留意各個匯流點之交通狀況，以維行車安全。 

十五、 高速公路設紅綠燈非常危險，容易造成追撞？ 

主線儀控規劃之初即考量行車安全因素，只有在主線回堵車隊末

端超過主線儀控號誌上游 500公尺以上才啟動號誌管制，亦即當雪隧

南口路段車流順暢時，號誌不會顯示紅燈，主要就是避免車輛在高速

行駛下反應不及而發生追撞情況。 

因此，當主線儀控啟動階段，所有車輛在還沒看見主線儀控號誌

時，即因前方回堵車隊而自然減速，亦即車輛接近主線號誌之車速甚

至低於市區道路，故該號誌運作尚無造成車輛反應不及而追撞之風

險。本措施實施以來，亦未發生因紅綠燈變換而產生緊急煞車之情形

及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