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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2030年的陆路交通发展

陆 路 交 通 
发 展 总 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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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所收到的反馈，我们了解了公共交通使用者的3大需求：

为了确保我们充分了解乘客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我们这一路来与
大家进行了许多交流。这些交流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发
展总蓝图全是以你为本。

我们非常感激大家所提供的宝贵意见与反馈，尤其是裕华单选区
和国家社区领袖学院。此外，我们也要感谢100多名陆路交通管理
局之友积极参于我们多达9轮的讨论会。 

陆路交通管理局发布陆路交通发展总蓝图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2008 

至今已有五年了。 

现在该是我们检讨现状, 以面对新挑战和采取新措
施的时候。这将带领我们迈向未来10至15年的陆
路交通里程。

更好的连接性                

把你与你的工作、居住及
休闲地点更好地连接起来

更完善的服务                       

无论你采用哪一种公共交
通工具， 都会觉得更加可
靠、舒适和方便

宜居和包容性强的
社区                       

以人为本，建立和经营我
们的交通系统

更短的
等候时间

舒适的
行程

何必
开车呢?

叭!

哔!!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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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12％的土地已
经用来建设道路，而14％则用来做为
住屋发展用途。可想而知，我们不能
毫无限制地建造道路。  

到了2030年，你可期待:

因此，大家都会同意推广公共交通是最佳的解

决办法。此外，搭乘公共交通也更为环保。

尽管搭乘公共交通已经很方便，但我们相信仍

有空间把公共交通做得更完善。

这本册子不仅列出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多个项目和计划，
还列出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即将展开的各个项目和计划。

•   85% 的公共交通行程（少过20公里）
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  

•  10户家庭之中有8户只须步行不超过 
 

•   75% 的尖峰时段行程将通过公共交通完成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陆路交通发展总蓝图的目标 -

75%繁忙时间 ... 25%

60分钟 
以内

85%
节省  

 时间 !
10户家庭 
中的8户 10分钟的 

步行时间 屋价 
上涨!

$

道路
12%

住屋
14% 如果建设更多 

的道路...  叭!

叭!
叭!

10分钟就可到达地铁或轻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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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连接性  

乘搭地铁? 

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将会有更
好的连接性助你抵达目的地。

在不久的将来，新加坡的地铁 
路线图将会更加鲜艳多彩。在 
未来的20年里，我们的地铁网 
络将从目前的178公里加倍延长 
到大约360公里，足以环绕
新加坡海岸线两圈。 

我们的地铁线路将长于现今的
东京和香港，地铁轨道密度也
将媲美今日的伦敦地铁网络。

啊… 横跨新加坡的东西线（指跨
岛线）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它将
大大地缩短我的行程时间！

陈宋正
公司董事 

除了滨海市区线、汤申线和东区线，
我们将铺设更多的地铁线:   

跨岛线 – 

横跨新加坡东西部从樟宜至裕廊，

并将成为现有东西线的另一选择。 

裕廊区域线 – 

把裕廊区内主要地区连接，例如裕

廊西、裕廊工业区和登加新住宅发

展项目。

如果你在猜想现有的地铁线是否会延长，例如现有的环线是否最终会成为完
整的圆环，现在就为你揭晓答案。

在2025年左右，港湾站和滨海湾站之间的“缺口”将会被连接起来，形成一
个完整的圆环，成为名副其实的“环线”。 

东北线也将延长至榜鹅北，而滨海市区线则将与东西线和东区线衔接。

这意味着从2013年到2021年，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段新的地
铁线投入服务。

现在

以后: 地铁网络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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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搭巴士? 

你是否比较喜欢乘搭巴士？在此也为你带来好消息。

在“改善巴士服务计划”(BSEP)下，我们将增添800辆新巴士
（相等于现有车队的20%）, 同时增设大约40条新巴士服务路
线，以让你能享有更短的候车时间和更宽敞的空间。 

纳达拉加
首席顾问

为进一步提升你的乘车体验，我们将与私人巴士
业者携手合作，共同经营路线较短的巴士服务以
便把你从住家载送到邻近的地铁站，同时你也能
搭乘“直透市区”巴士直达市区。

你将发现搭乘“直透市区”巴士的行程时间和搭
乘巴士／轻轨到地铁站，然后转搭地铁的行程时
间不分上下。 

我们将首先推出10条这类服务路线。第一条服务
路线已在2013年9月投入服务。

在2014年底之前，大部分的“改善巴士服务
计划”（BSEP）将完成，以让你享有更好的
连接性。

这些新的地铁线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投入服务。 

因此，我对壮大目前巴士车队的措施感到欣慰。 

若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改善，那在新地铁线

投入服务之前，增添巴士是正确的做法。

改善巴士服务计划增添大 
约40条新巴士服务路线以 
及800辆新巴士!

巴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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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吗? 

你是否因突然倾盆而下的大雨或炎
热的天气而不想步行到邻近的地铁
站或巴士转换站呢？

以后可不必担心了。

如果我们将有盖走廊视为

交通系统的一部分，那就意

味着交通系统从我家门口

开始直达我工作的场所。

马拉亚 
管理顾问

我们正在增设更多的有盖走廊，让你能
够舒舒服服地步行到邻近的交通枢纽。

到了2018年，有盖走廊的长度将 
超过200公里，相等于新加坡宽 
度的四倍！

现在

到了2018年：
更长的有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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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可以更轻松地以脚车代步，直达最靠近的地铁站了。 

这是因为我们将扩大现有的脚踏车道网络。更多组屋区内的脚踏车道将
延伸约90公里，以方便你到市镇内的民众联络所、熟食中心、图书馆和
学校等处。到了2020年，我们将把脚踏车道网络延长至190公里。 
 

到了2030年，你可享有超过700公里长的全岛
脚踏车道（包括公园连道或PCNs）。这意味着
你可骑着脚车轻松地穿行于自己的市镇或到隔邻
市镇，甚至到新加坡的其他角落寻幽探秘！

你也无须担心无法在地铁站停放脚车了。在2013年年底之前，我们将
在大约20个地铁站增设2,400个脚车停放架，让你可安心地停放你的脚
车。到了2014年，我们将增设更多的停放架，为你带来更大的方便。 

以脚车代步吗? 

减肥中心
老板娘

啊! 

不久后：
广泛的脚
踏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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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现有地铁线 

更多新列车无疑将改善你的乘车体验。此
外，我们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地铁信号系统
的翻新工程，以便增加在较旧的地铁线上
的列车趟次。　 

到时，尖峰时段的列车频率将可从现在的
120秒缩短成100秒。

因此，你可期待更短的候车时间和更短的
车程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从2014年起将逐渐增
添超过100 辆新列车。

更完善的服务 

更多列车为你服务 

 
我们将增添列车数量。

东西南北线、东北线和环线目前的车队
将分别增加30％、70％和60％。这将
让你的候车时间缩短，更快速的抵达目
的地.

我们感谢东西线和南北线过去
26年来载送我们到岛上的各
个角落。目前为它们进行大规
模翻新是好事，并期待不久的
将来候车时间会更短。

陈瑞英 
助理经理

换句话说，每10分钟内 
到站的列车将会从5辆增 
加到6辆。

下一 
趟列车

        秒

下一 
趟列车

    分钟

下一 
趟列车

100 分钟?! 

繁忙时间 :

现在 不久后
上班时...  

100
辆列车! 

增添超过

在未来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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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列车噪声

对于居住在靠近高架地铁轨道附近的居民，你或许会被
列车经过的噪音干扰。　

我们正在着手减低噪声。

我们已经开始沿着某些地铁路段安装20公里左右的隔音
屏。如果你居住在四美和马西岭一带，噪声将在不久以
后显著减少，而你将从中受惠。

乘搭电梯

如果你的年纪较大，行动不便或有年幼
孩童，上下楼梯或许是个挑战。为方便
你往返地铁站或巴士转换站，我们将在
2018年之前在大约40座行人天桥增设
电梯。选定的地点为：

•   在地铁站、巴士转换站/综合公共
交通枢纽200米范围内的行人天桥

•   在加长型巴士站和轻轨站100米范
围内的行人天桥 

•   在综合诊疗所、医院、疗养院和
特殊儿童教育学校等100米范围内
的行人天桥

宜居和包容性强
的社区

我一直都希望行人天桥

能够安装电梯。扶梯虽

然好，并会受到像我这

样的年轻人的欢迎。但

对老年人、坐轮椅、手

推婴儿车的父母或拖着

行李的人来说， 电梯

将更方便。

刘易鑫 
公务员

行人天桥
现在

不久后
隔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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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你的行程

精明的行程规划=  
更多的乘车空间

我认为免费乘搭地铁的计划能鼓励

人们在非繁忙时间乘搭地铁。这样

一来，我们都可以在地铁车厢内享

有更多的空间! 我也不介意早点出

门，享有免费乘搭地铁的优惠。

彼得浩
东陵-经禧区居民

让位给更有需要的人、排队上下车
或往车箱内移进，不仅是贴心的小
动作，也能让其他乘客展颜欢笑。

你我都可共创愉快的行程

因此，为何不以礼待人，让大家都能
以愉快的心情乘搭公共交通呢？  

先站一边，让别人下车。 

上车后向内移！ 

让每个人都能及时搭车。 

为人着想，就是优雅的行为！

凯达拉 
11岁，南山小学学生

在我们着手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例如增添新的地铁线、地铁列
车和巴士的当儿，你也可通过
各种途径成为更精明的乘客。

你可利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或电
脑，透过 MyTransport.SG 预先
计划行程。MyTransport.SG 是
个专门提供交通资讯如巴士抵达
时间、计算车资和地铁系统图等
的网站。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利
于你的计划如在早上繁忙时段前
的免费搭乘地铁计划。这或许
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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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ta.gov.sg
1800-CALL LTA (1800 2255 582)

www.facebook.com/WeKeepYourWorldMoving
www.twitter.com/LTAsg

敬请期待
总的来说，从现在至2030年，以下是你可期待的
陆路交通发展项目和计划： 

•   更多地铁线、列车和巴士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你连接到更多地方 

•   更广泛的脚踏车道网络，让你更 
 

•   为居住在地铁轨道旁的居民减少
噪声

•   更广泛的有盖走廊，让你轻松愉
快地步行到地铁站或巴士转换站

•   在更多行人天桥增设电梯，以帮
助行动不便者和年长者 

我们非常期待这些新的发展项目，希望你也一样。 
请拭目以待！

40条新的  
巴士路线

NEW

NEW

NEWNEW
NEW

5条新的地铁线 超过100辆新列车

SHH...

20公里的隔音屏  
30%

NSEWL
70%
NEL

60%
CCL

超过100辆新列车

方便以脚车代步20%

800辆新巴士

超过700公里的脚踏车道东西南北线 东北线 环线

200公里
的有盖走廊

在40座行人天桥增设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