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确保我们的城市
适宜居住？ 

陆路交通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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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实现这
个目标呢？

陆路交通检讨工作的目标
是什么？

要确保我们拥
有一个适宜居
住的城市。

让公共交通工具成为
你的另一辆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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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们的公路通畅无阻和改善公共交通系
统，我们不能只是解决一种交通工具上的问题，
而需顾及所有巴士、地铁和汽车的问题。

不论你是搭乘巴士、地铁或开车，这些措施将会
让你受惠。

你决定要去哪儿了吗？

从你踏出家门那一刻开始，到上了
巴士和抵达目的地，我们都已为你
设想好整个旅程。

以下的新措施,将让你的巴士行程更
快捷、顺畅和愉快。

如果你搭乘巴士

我们的陆路交通改革目标是要确保国家经济与
人口增长的同时，新加坡继续是一个适宜居住
的城市。

到了2020年，预料全岛的乘客行车趟次将激增
60%，从目前的每天890万趟次增加至1430万
趟次。这里已是全世界第二个人口最密集的城
市。

随着新加坡持续繁荣发展，更多人会从四面八
方涌来这里生活、工作和游玩。

这也就是为何我们需大力提升公共交通系统，
确保公路不会交通阻塞，同时也兼顾每个人的
需要,包括行人、脚踏车骑士、年长者、残疾者
和贫困者。

这样人们才能享有高素质的居住环境。

我们准备
如何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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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转车加罚

在2008年底之前，我们将为基本巴士和地铁服务
推出综合乘车月票。无论经营者是谁，持票人可
凭一张月票无限制乘搭巴士和地铁。

到了2009年，车资将按照你所乘坐的巴士和地铁
车程距离来计算，无论中途有否转车，最终所需
支付的车资将以整个车程距离来收费，让你“一
票到底”。

较短的候车时间

我们将从经营者手中接过巴士路线的规划工作，
根据最能方便乘客的原则来中央规划路线。

这意味着在转换站，巴士和地铁的衔接将更为快
捷与方便，候车时间将随着巴士和列车班次更好
协调而得以进一步缩短。

从2009年8月起，在繁忙时段，每五辆巴士中，
至少有四辆将每隔10分钟内川行一趟，目前是每
隔15分钟一趟。

支线巴士服务也将更为频密和直透，方便乘客在
较短时间内到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转车。

至于受公路电子收费影响的路段，在2008年6月
之前，繁忙时段巴士的出车间隔时间将缩短，从
现有的每隔15分钟缩短至每12分钟川行一趟，到
了2009年8月将进一步缩短到每隔10分钟一趟。

这是我全新的综合乘车月票，真好!

候车时间缩短！

月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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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更多生活时尚交通枢纽

更多巴士转换站和地铁站将改头换面，发展为类
似宏茂桥城、莱佛士购物坊和丹戎巴葛地铁站的
生活时尚枢纽，方便你在乘坐地铁之前，先尽情
购物一番和享用美食。

文礼和金文泰将分别在2009年和2011年设有集合
了巴士、地铁服务及购物商场的综合公共交通枢
纽。接下来10年内，勿洛、裕廊东、实龙岗、裕
群和滨海南也会建有类似设施。

更完善的交通服务信息

全岛所有4500个巴士站已提供巴士路线信息， 
方便乘客查询。

乌节路和组屋区巴士站也设置了“实时巴士抵站
信息显示屏”，其他市镇将会增设这项服务。

从2008年7月起，乘客也可通过手机简讯、互联
网或热线查询实时巴士抵站信息。

不久后，你也可通过电脑或流动器材，查询详细
的巴士路线、巴士站、地铁站、抵站信息和沿途
地标等资料，方便更好规划门到门的直透行程。

更快捷的巴士车程

巴士将在公路上享有优先行驶权。

接下来我们将推出更多全天巴士道，以便让巴士
通行无阻，缩短乘客的候车与车程时间。

但即使是扩大了巴士道，巴士有时也会因为交界
处的左转车辆阻碍道路而停滞不前。

因此在2008年底之前，在一些交界处巴士将享有
优先行驶权，左转车辆得让路给巴士。

驾车者在2008年底前也须让路给驶出巴士站弯道
的巴士。

上述给予巴士优先行驶权的措施落实后，巴士的
平均车速有望从目前每小时16至19公里，提高到
2009年的每小时20至25公里，让乘客更快到达
目的地。

到了2015年，大部分乘客将有望在一小时内完成
车程。

你可在2008年内上网
查询全面的综合公共交
通服务信息。

哇，挺快的嘛！

现在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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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0年，如果你是在市区
内居住、工作或休闲，平均每隔
400公尺内将会设有一个地铁站，
这只是相等于步行5分钟的路程！

在市区外，更多现在没有列车川行的地方如新
民、马林百列和大士将会提供地铁服务，方便乘
客从这些地区迅速往来市区。

接下来直至2020年，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增设一
条新的地铁线。这意味着更多地方日后将会有地
铁服务，行车时间将进一步缩短。

如果你搭乘地铁

加强竞争

基本巴士服务市场将开放，以确保巴士经营者时
时保持警惕，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否则经营合约
到期时可能被替换。

此外，公路上也会有更多优质巴士服务，为乘客
提供更多交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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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新地铁线

一条全新的地铁线汤申线将从滨海湾中心往北延
伸，穿过中央商业区和宏茂桥，一直到兀兰。

它将连接多个目前没有地铁川行的住宅区，如新
民、 哥本 鲁、汤申和金声区。从滨海湾，汤申
线将与另一条新地铁线东区线衔接。

东区线将穿过丹戎禺、马林百列、实乞纳、勿洛
南和东海岸上段，最后延伸至东部的樟宜一带。

汤申线将在2018年建好，而东区线则定于2020年
启用。这两条新地铁线将协助乘客缩短车程时
间，扩大整个地铁网络。

新民一带的居民目前需花45分钟才能到市区，以
后只需大概一半的时间。使用东区线从马林百列
到滨海湾将仅需20分钟，几乎和开车一样快。

延长现有地铁线

南北线目前在滨海湾站终止，到了2015年，
它将往南延长多一公里，延伸至滨海南地区如
新游轮中心等新地标。

与此同时，东西线也将延长另外14公里至 
大士。

目前从金文泰到大士，乘客需先在文礼地铁站
下车，再转搭35分钟的巴士才能到达大士。
大士延长线在2015年建好后，车程时间可缩
短20分钟。

＊以上新地铁线年份仅为预示性日期。

当大士延长线在2015年建
好后，我们从文礼到大士
只需要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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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过度拥挤

自2008年2月起，南北线、东西线和东北线早晚繁
忙时段的地铁班次，每个星期增加了93个趟次。

这协助舒缓列车拥挤的情况，在繁忙时段的候车时
间也缩短10%至15%。

接下来四年里，我们将提升南北线和东西线的系
统，以进一步增加所能川行的列车班次。

地铁网络扩大一倍

在2020年，当文礼延长线、环线、滨海市区
线、汤申线、东区线、大士延长线和南北线延长
路线全部完工后，地铁网络将从138公里延长至
278公里。

这意味着每百万人口铁路网络覆盖面将扩大至
51公里，超越香港和东京。

提前竣工

原定2018年建好的滨海市区线将提前至2016年
竣工，让勿洛水池路和淡滨尼的居民可提早享受
地铁的便利。

此外，原定2010年启用的环线第三阶段工程也
将提前到2009年中通车。

这条地铁线在碧山站与南北线衔接，在实龙岗站
则与东北线连接，为北部和东北部居民提供更多
的地铁路线选择。

太好了，现在每个星期有多93趟地铁班次！

在2020年，地铁每天所接待的
乘客量将多达460万趟次

列车3分钟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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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系列提升巴士和地铁服务
的新措施的推出，我们希望有更
多人能改搭公共交通。

对于选择开车的公众，我们也将
实行措施来确保你的旅程更为顺
畅和快捷。

新高速公路

加冷巴耶利 高速公路(KPE)将在2008年9月全线
通车。到时，居住在东北区的驾车者，开车前往
市区所需的时间将削减多达25%。

在这同时，新的滨海高速公路可按原定计划在
2013年之前建好，南北高速公路则会在2020年启
用。到时，从北部往来市区的行车时间将缩短将
近三分之一。

扩建高速公路

为使交通流量顺畅，中央高速公路(CTE)和淡滨尼
高速公路(TPE)将进行扩建。

如果你选择开车

设置月台屏门

为保障乘客安全，高架地铁站月台上将设置玻
璃屏门。义顺、裕廊东和巴西立站将率先在
2009年装置月台屏门，其余的高架地铁站定于
2012年装好。

引进竞争

与巴士经营者一样，地铁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也将
加强，为使它们确保服务水平不变质，现有长达
30年的经营合同年限日后将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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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路电子收费制(ERP)

即使是加宽和建造更多公路也无法担保交通顺
畅，这是因为随着公路上增添额外车道和新建道
路后，会吸引更多车辆驶入，公路很快又会拥挤。

去年在美国，驾车者受困车龙的时间多达将近
42亿小时，时间足以载满6500万个苹果IPOD 
NANOs MP3播放器，所消耗的额外燃油可装满
58个超级油轮。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新加坡发生。这也
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利用公路电子收费制来监管车
流量。

公路电子收费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强调“即用即
付”的原则，要求那些选择在繁忙时段使用拥挤
道路的驾车者付费。

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人拥车，我们无法让所有人
在各个时间都可以开车上下班。

因此我们要改善公共交通系统，以便鼓励更多新
加坡人使用巴士或地铁，而不是开车出门。

随着公路上的车辆越多，公路电子收费覆盖范围
就需越广泛，以确保交通保持顺畅，我们能继续
拥有高素质的居住环境。

从2008年7月起，市区内将增设更多公路电子收
费闸门，从中央商业区开始，以减少车流量。

以后，公路电子收费每次调整的幅度将从以往的
5角钱调高到1元，新闸门的起始收费也将从原本
的1元上调至2元。

这些调整将使公路电子收费制更为有效，确保日
后每次进行调整时，车流量会明显改善。

去年在美国，驾车者受困车龙
的时间多达近42亿小时。

这足以载满6500万个苹果IPOD 
NANOs MP3播放器，所消耗的
额外燃油可装满58个超级油轮。

原来公路电子收费制是
这样运作的！



有人建议，不如把手段强硬的汽车措施留待日
后才实施，先建造更多道路来解决问题。

但事与愿违。

即使我们铺设更多道路，一些人更善用公共交
通系统，但其他人不久后也会因为交通变得顺
畅而决定开车。这些道路很快又会交通阻塞了。

因此我们也需抑制车辆的过量使用，同时全力
提升公共交通系统，让不想开车的公众可以有
别的选择。

拥车税调低

随着我们越来越靠用车费来影响人们的开车习
惯，拥车税也将往下调整。

自2008年3月起， 汽车附加注册费(ARF)削减至
相当于车辆抵岸价(OMV)的100%。

此外，所有车辆包括德士的路税也将从2008年
7月起一律调低15%。

政府每年将因此损失约3亿1000万元，这远比每
年从公路电子收费所额外征收的7000万元收入来
得高。

这清楚显示公路电子收费上调是为了解决交通拥
挤问题，并非是要增加收入。

车辆年增长放缓

接下来10至15年内，预料每年的道路增长率将放
缓到0.5%，目前3%的车辆年增长率顶限不可能持
续下去。

从2009年5月起，每年的车辆增长率顶限将从
3%下降至1.5%，并在3年后进行检讨，以确保车
辆增长率不会超越道路增长。

所有车辆包括德士的路税将从
2008年7月起调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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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建造
更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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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1年，每10个地铁站中，就会有7个将设
有电梯和两个无障碍入口。

此外，到了2020年，所有的公共巴士都将适合
轮椅使用者使用。

我们将继续通过各项政府与社区援助计划向贫困
者伸出援手，确保他们有能力使用公共交通。

在改善巴士和地铁服务之余，我们也
要确保这些服务可方便所有人使用，
包括年长乘客、有幼童的家庭、残疾
者和贫困者。

我们应如何顾及不同社群的需要， 
让交通设施便于所有人使用呢？

我们将为更多行人天桥和大厦与交通设施之间的连
接通道加盖，让乘客免受日晒雨淋，可舒舒服服步
行到巴士站和地铁站。

行人走道、地铁站入口、德士站和巴士站，以及公
共道路等设施将会是无障碍。行人过道也会有协助
视障者辨认方向的凸纹。

贫困者

行人

年长者与行动不便的乘客

社区援
助计划

我们还准备
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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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享有舒适的门到门高端交通服务
的乘客可搭乘德士前往目的地。

我们将在2008年7月前推出一个共
用的电召德士号码，方便公众和旅
客电召德士。

随着以脚踏车代步的公众日益增加，我们将在住
宅区内的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增设更多停放脚踏
车的设施。

从2008年3月起，我们展开为期半年的试验性计
划，允许公众携带折叠式脚踏车乘搭巴士和地铁。

一些脚踏车骑士常使用的道路如西海岸和汤申一
带，沿路也将放置安全标志，提醒其他公路使用
者注意脚踏车骑士的安全。

多使用地铁、巴士和非机动车如脚
踏车，能协助减少污染。

我们有必要确保所居住的城市不会因排放的废气
而窒息。这也就是为何要在2014年之前，规定所
有德士需符合较严格的欧盟四(Euro IV)柴油排气
标准。

此外，约40%的公共巴士也需在2010年达到这个
目标，到了2020年，所有巴士都需符合欧盟四排
气标准。

我们也将继续推广能源效率较高及使用更清洁燃
料的环保车，如以压缩天然气(CNG)驱动的车子。

空气好新鲜啊！

脚踏车骑士

德士乘客

我们也须
保护环境



未来会是怎样的图景？
到了2020年，我们将会
有一个衔接无间、高效
率和易于使用的公共交
通系统。

所有的人包括有特别需要
的民众都可轻松搭车往来
市区和各地点。

地铁网络将扩大，巴士网 
络也会和地铁服务更紧密 
连接，提供更快捷和可靠 
的服务，让你
想去哪儿都方
便。

你也可享有更多交
通选择包括优质巴
士和德士，还可选
择以脚踏车代步。

如果你决定开车，
公路电子收费制改
善后，你的车程将
会更为顺畅。

日后陆路交通
的规划将以你
为出发点，时
刻紧记“以人
为本”。

太好了！我们的陆路交通
系统将配合你的
需要和期望的改
变而作出调整。

展望未来

其实许多点子都是来自乘客的意见和反馈，大家
通过电邮、网上帖子、信件和讨论会与我们分享
了看法。

我们非常欢迎你继续参与给予反馈，这样才能让
我们时刻掌握坊间对交通需求和偏好的改变，找
出两全其美的方案。

期待你继续给予反馈，让我们携手打造一个高素
质的居住环境吧。

请随时发电邮至feedback@lta.gov.sg或拨打
1800-CALL LTA (1800-2255582)与我们联络。

请与我们分享 
你的意见。

An Epigram Design & Production • Illustrations by Koh Kai Chuan

你的意见与反馈协
助我们拟定措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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