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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女性車廂的發展起步較其他國家較晚，人們對女性車廂的使用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隨著城市地鐵交通

的建設，高質量體驗的地鐵環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小立足點。現階段女性車廂在我國的適應性缺乏客觀的研究評

價，人們對女性車廂的意識較為淺顯，使用率並不高。構建良好的女性乘車環境需要從乘客及運營方雙方考慮，尋找

現階段存在的運營模式以及宣傳力度問題。筆者以國內外交通滿意度相關研究及女性在地鐵或其他交通工具的感知評

價為研究對象，整理了國內外近十年關於交通評價及女性交通出行問題的研究成果，提取了該領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及

相關研究進展。本研究將對我國地鐵推進女性優先車廂本土適應性及促進女性出行安全發展有借鑒意義。�

關鍵字：地鐵出行；女性優先車廂；車廂環境；環境感受；女性社會地位；乘客滿意度；本土適應性�

1. 引言 

女性的社會地位隨著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提高，在日

常生活中，女性出行安全與舒適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地鐵

是我們目前城市中較為方便準時的出行方式，在地鐵中也

考慮到女性的乘車體驗，為女性開設女性車廂[1]。截止至

2018年之前的數據，世界範圍內有9個城市推行過如大阪

這樣的亞洲城市以及中東地區德黑蘭這樣的城市。設置目

的有兩點：1.宗教風俗習慣（中東城市設置）；2.保障女

性安全（日韓城市設置）。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國家，

推行的多為女性專用車廂，人群定位明確，使用時間為整

體運營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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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車廂的問題在我們國家也開始慢慢關注到，隨著

我國各個城市軌道交通的高速發展，地鐵逐漸成為人們出

行的優先選擇方式，我國兩個城市開始出現女性優先車廂

的設置：深圳（2017.6.26）與廣州（2017.6.28）。 

目前深圳全面設置女性優先車廂，位於首尾兩端，全

天開放使用；廣州設置了一節，分早高峰和晚高峰兩個時

段使用。我國廣深兩地的女性優先車廂使用時間與其他國

家的專用車廂時間完全不同；優先則是代表在其定位的時

段內，女性優先選擇此車廂。 

目前我國關於研究女性車廂方面的文獻很少。通過研

究深圳女性車廂的運營狀況和人們的行為，問卷調查人們

對於女性車廂的評價，分析女性車廂實行的可行性以及改

善建議。更好的保護女性權利，確保她們的出行安全，同

時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率。 

1.1．女性車廂普及與發展 

1.1.1．國外女性車廂普及與發展 

日本早在上世紀（1912年前後）就開始實行，中東、

東南亞國家都有實行。 

日本女性車廂的使用體驗獲得民眾稱讚，認同感很

高。日本女性出行距離長，化妝換衣服可以在女性車廂內

進行。日本女性車廂提供了女性安全空間，坐地鐵焦慮感

明顯下降，人文關懷深入人心。 

2000 年 12 月，日本新宿-多摩的地鐵線第一次設

置了“女性專列”。試行成功後， 2002 年 7 月正式運

行；日本東京地鐵則在早高峰時期專門為女性設置車廂，

滿足女性上班族和學生的需要，以免除女性遭遇“性騷

擾”的尷尬。 

墨西哥採用了分時分性別的方案，上下班高峰時段，

男女分開乘坐。6-10點，17-21點兩個高峰時間段內，前

兩節車廂供女性乘坐，換乘區域設置專門的男女通道；

3400 多個攝像頭安裝在地鐵通道內，地鐵內派駐 3000 

名員警，提高治安強度。 

1.1.2．國內女性車廂普及與發展 

圖1 深圳女性優先車廂月臺狀況（作者自攝） 

前文提到，我國廣州深圳兩個城市於2017年6月先後

設立女性優先車廂。試點地鐵線路上，車廂內以及地鐵遮

罩門處設置女性車廂相關標識，地鐵站臺內也會進行對女

性優先車廂的導引廣播。廣州、深圳兩地設置“女士優先

車廂”的設置有一些不同點，具體如下： 

广州、深圳女士优先车厢設置差異 

城市 廣州 深圳 

時間  7:30 至 9:30和 

17:00 至 19:00 

工作日內 

全天 

車廂位置 东方向末节车厢或西方

向的首节车厢 

列車首尾兩節車

廂 

車廂原則 每列车只设 1 节优先车

厢 

兩節車廂 

最早設置的線路數量 4 8 

表1 廣州、深圳女士優先車廂設置差異（作者歸納） 

2. 國內外女性車廂研究進展

目前針對女性車廂的直接研究較少，針對公共交通的

滿意度、生活舒適度研究，國內外有學者探討過，針對專

一性別對象的研究還沒有出現過。 

城市交通便捷性在國外研究內容較為豐富，從高速路

到步行系統均有涉及。城市交通環境研究內容較為廣泛，

例如在低碳視角下的交通系統優化；城市組團與交通網規

劃研究；城市道路及路口堵塞探討；區域鐵路網絡系統評

價，軌道交通換乘站點佈局及其便捷度研究等。 

2020城市建設與展望——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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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交通本身的方面，城市的交通便捷度體驗目前研

究進展較為緩慢，地鐵出行安全及社會地位研究國外學者

有相關研究成果，從女性角度出發分析了女性地鐵出行中

以及她們在社會中面臨的一些困惑[2-6]。 

22.1．交通滿意度 

海外旅遊者對城市交通並不熟悉，迅速的融入城市辦

法就是從交通開始。Karen Thompson 等人採訪了外來遊

客，分析曼徹斯特的海外乘客對當地交通的滿意度；武榮

楨等人使用了滿意度評價模型，綜合評價咸陽市公交系統

乘客滿意度，模型有效合理，結果處於較滿意和非常滿意

之間[7]。肖裕民[8]探討了影響城市交通的主要因素，建立

測試居民對城市交通滿意度的數學模型，基本反映現實狀

況。楊秋萍[9]等使用調查問卷法對比分析北京奧運會前後

的出行交通情況滿意度。結果指出，道路通暢狀況和交通

污染對人們的滿意度影響較大；吳洪洋等將顧客滿意度理

論和計量經濟學相結合，構建城市交行模型來分析。 

實證檢驗驗證了不少整體交通狀況。細緻的看，現階

段研究成果較為籠統，主要關注了整體的交通滿意度，對

於單獨的某類出行方式的滿意度分析較少，並且在分析過

程中忽略了空間差異和人群差異。因此，雖然許多城市交

通滿意度整體較高，但是從空間角度分析卻是犧牲了部分

地段的交通便捷性。 

2.2．乘客滿意度 

具體交通方式例如公車乘客滿意度研究內容廣泛，鄭方

輝調查分析了廣州公車乘客滿意度，廣州市民對首末車時

間、票價、行駛速度、車內擁擠程度等方面滿意度較低。

劉武、李文子[11]隨車調查分析了瀋陽市公交滿意度，在此

基礎上初步建立指數模型。李均立、洪燦成等人採用李克

特量表對海口市公交服務滿意度進行評價。近年來，也有

一些城市的政府民意調查中心或交通管理部門在其所在

市進行了乘客滿意度調查。2013 年《包頭日報》報導了

包頭市的乘客滿意度情況。調查表明，包頭市的乘客滿意

度為八成附近。乘客滿意度測評大致從站牌問題、線路問

題、車內問題三個方面探討。九成乘客對站牌設置、線路

設置和車內衛生方面表示滿意，而有超過三成的人對間隔

時間不滿，不到15%的乘客反映司機態度不好。《貴陽日

報》於2010 年 一期中報道過市民乘客滿意情況。在收

回的有效問卷中，乘客滿意度接近95%，不滿之處主要在

公車占道行駛、發車間隔長等方面。Wan等人認為我國地

鐵乘客頻繁發生的事件表明，有必要對乘客行為的分類、

影響及其與事件捲入的關係進行探討。摘要以地鐵乘客

(579人)和地鐵工作人員(99人)為樣本，編制了地鐵乘客

行為問卷(MPBQ)和地鐵站工作人員行為問卷(MSSQ)，並

進行了調查。採用MPBQ法測量各異常行為的自報告頻

率，並進行解釋因數分析，得到28項保留行為的三因素解:

越軌、任性不注意和突然違章。採用方差分析方法研究人

口統計學和騎乘特徵變數對不同類型行為的影響。MSSQ

被用來收集地鐵員工對特定行為發生的頻率、嚴重程度和

可能受到影響的實體的意見。建立了32個行為的重要性層

次結構，確定最重要的騎行行為。最後，logistic回歸分析

表明，乘客的乘車時間、停車次數，更重要的是違規和突

發性違規，是事件捲入的顯著預測因數。這些發現的可能

解釋和含義可能有助於理解乘客行為，並以促進更安全運

營的方式針對地鐵安全干預措施。Shi等人以地鐵客流的

安全性和流動性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地鐵客流對安檢的感

知。使用了27個衡量項目，分為五個變數:效率、舒適度、

安全性、隱私和支付意願。一項對880名中國地鐵乘客進

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受訪者對地鐵“能力標準說明”的看

法大致相同，包括對強制性“能力標準說明”政策的認同

程度，以及對安全的重視程度。大多數乘客願意犧牲自己

的出行效率和隱私來換取安全的改善，而一小部分人傾向

於犧牲自己的出行效率來換取更舒適的等待和乘車體

驗。觀察人口統計學差異，如性別和年齡組的影響。例如，

女性往往更關心旅途的舒適度，而年齡較大的乘客則更有

可能因為安全性能的提高而損害自己的隱私，研究結果可

為鐵路當局在設計和發展主要鐵路樞紐的SC系統時提供

寶貴的參考資料。Verzosa等人為瞭解決交通擁堵和空氣

污染等交通問題，需要建設公共交通導向的交通系統，而

不是以汽車為導向的交通系統。以往的研究試圖找出提高

公共交通便利性的因素，使公共交通系統更加環保，但大

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總體用戶的滿意度上,研究

的動機是假設男性和女性的滿意度存在差異，並從性別敏

感的角度來檢驗這一假設。首先通過查閱文獻，選擇滿意

度的評價項目和指標，並嘗試進行重要-績效分析(IPA)，

找出男女之間的差異。在性別敏感的整體評價中，男性和

女性都選擇了“安全”作為最重要的項目。“地鐵運營”

滿意度最高。女性用戶的重要性平均高於男性，但兩者平

均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最準確地說，除了“地鐵狀

況”，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被清晰地顯示出來。大多數

女性希望在舒適的環境下乘坐地鐵。此外，“噪音和震

動”、“地鐵和車站通風”、“方便移動”、“方便上廁

所”、“方便上廁所”、“方便轉車”和“防止犯罪”等

都需要在地鐵上得到改善。因此，在今後安裝和完善交通

系統時，需要從性別敏感的角度考慮交通相對弱勢的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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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乘客滿意度研究領域，研究時間比國外晚，研究視角

和方法方面，遠遠落後於國外。航空、公車等行業進行過

大量的滿意度調查研究，調查較簡單，研究也不夠深入和

具體。雖有不同學者總結了公共交通各的乘客滿意度及其

指標體系，但研究還不夠深入。 

從以上對本領域的研究進展分析，部分研究方法可以運用

到對我國女性車廂問題上，結合實際狀況，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 

2.3．地鐵中的女性安全狀況 

Mitsutoshi等人針對155名年輕女性在東京市中心的

不同地點完成了一項面試調查，本文從一個特定的文化背

景入手，在這個文化背景下，女性專列車廂的引入以及這

一已被廣泛接受的官方反性騷擾措施，導致了女性專列車

廂的出現。然後，文章利用在東京進行的調查，調查了女

性對女性專用車廂的可用性的反應。文章最後考慮了主要

針對中年“工薪族”的具體而反常的目標。在日本經濟奇

跡終結之際，男權企業人物的意識形態權力崩潰，這是一

個可以理解的焦點。 

審鉉貞等人對首爾和大都市區354名女大學生的數

據進行定量分析。採用Logistic回歸方法對研究模型和變

數進行檢驗，引數為花哨的服裝、花哨的配飾、暴露、乘

客密度、女性專列使用、頻繁乘坐地鐵、地鐵使用時間、

覆蓋身體、陪伴他人、避免乘坐空列車；因變數為6個月

性犯罪受害情況。結果表明，經常乘坐地鐵（+）和與他

人同行（-）是顯著的預測因素，應對地鐵性犯罪率飆升

和受害者因性犯罪而受到指責的問題，需要採取相應的對

策和政策。Lee[22]等人研究通過對地鐵員警隊伍/單位調查

人員的調查，通過對官方數據的調查，分析地鐵性犯罪的

現狀和特點，並提出可行的措施。他們不像之前的研究沒

有將地鐵性犯罪進行分類，本研究將地鐵性犯罪分為兩種

典型類型。結果表明，地鐵性騷擾和偷拍雖然都被認為是

地鐵性犯罪，但在方法和特徵上存在差異，而且偷拍者往

往會做出合理的選擇。根據研究結果，作者建議決策者針

對每一種類型的犯罪分別制定適當的措施，並暗示情境犯

罪預防是一種有效的選擇。Lee等人認為，現有的研究都

是在不考慮地鐵性犯罪的不同特徵的情況下，採用的研究

模式過於狹窄，未能提供切實可行的對策。因此，本研究

通過對地鐵員警隊伍/單位調查人員的調查，通過對官方

數據的調查，分析地鐵性犯罪的現狀和特點，並提出可行

的措施。不像之前的研究沒有將地鐵性犯罪進行分類，本

研究將地鐵性犯罪分為兩種典型類型。結果表明，地鐵性

騷擾和偷拍雖然都被認為是地鐵性犯罪，但在方法和特徵

上存在差異，而且偷拍者往往會做出合理的選擇。根據研

究結果，作者建議決策者針對每一種類型的犯罪分別制定

適當的措施，並暗示情境犯罪預防是一種有效的選擇。 

公共交通的犯罪行為對女性會造成恐慌，環境因素可

能會促進犯罪發生，調整地鐵站內環境設施狀況將有助於

降低犯罪率。 

22.4．女性社會地位探討 

Bagheri研究利用了對2012年秋冬乘坐地鐵1號線的

46名女性進行的半結構式訪談。平均長達一小時的採訪考

察了女性在乘坐地鐵1號線穿越城市時的情緒狀態，以及

她們對自我和空間的認知是如何變化的。地鐵女性形象代

表著整個城市的一種文化和一種空間樣條，傳達出對國家

推廣單一穆斯林女性身份的努力的否定。研究結果表明，

與女性對空間的感知相似，她們的性別身份也在不斷變

化，這是因為德黑蘭地鐵系統提高了流動性。與西方的設

想相反，伊朗女性通過簡單地改變她們的蓋頭風格或妝

容，創新性地在不同的空間中進行協調。 

芳熙京[17]等人使用韓國40歲和20多歲居住在首爾兩

個女人的自傳經歷，研究人員的經驗表明，地鐵空間強調

安全性和效率，強調現代化的優點，要求和產生“沒有品

質的人”。與此同時，它通過不承認父權主義和男性中心

主義(前現代社會規範)是有問題的，忽視了性侵犯和男性

凝視等問題，構建了女性壓迫的空間邏輯。考慮到這些規

則和規範，本研究將地鐵空間這一以功能為導向的“非場

所”理解為女性壓迫的場所，從而引發了對現代化的質

疑）。 

從社會地位來講，女性在交通工具上往往與老人一樣

被定義為弱者，樸加烈等人針對給弱者讓座行為的分析研

究表明，情感同理心、道德、負態緩解是影響讓步行為的

重要誘導因素，而3個因素是影響讓步行為的重要抑制因

素；心理負擔、對讓座強制要求的排斥和讓座情況的模

糊，其次心理負擔和責任是影響讓步行為的主要因素。參

與者感受到的心理負擔越多，他們可能會評估讓步行為的

傾向會減少。參與者越覺得有責任，他們就越傾向於評估

讓步行為是否會增加。其次，交互效應也被揭示出來:在心

理負擔高、責任低的情況下，參與者判斷人們傾向於不讓

座。從讓步行為的傾向來判斷，女性對心理負擔的反應比

男性更強烈。Baffoe等人研究揭示了老年人和殘疾人在乘

坐地鐵時所面臨的經驗、安全問題和挑戰。共有38名參與

者參與了這項研究，在上海進行了訪談。調查結果顯示，

大多數老年和殘疾地鐵乘客對緊急安全措施或安全標

誌、急救管理知識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並存在語言障礙

問題。本研究建議政策制定者和地鐵運營商應讓老年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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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參與到更多的教育項目中來，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理

解安全預防措施的概念，並建議舉行更多的老年人和殘疾

人應急演練。此外，還應提供盲文語言符號、電視螢幕上

的手語、特別設計的地鐵線路圖、帶有閃爍燈光的低頻報

警器以及用多種國際語言印刷的資訊，以幫助外國人理解

地鐵上的指示和資訊。此外，這些措施可以幫助所有乘客

在乘坐地鐵時感到更安全[13]。 

33. 國內外女性車廂已有研究方法

3.1．問卷調研法 

這類方法如前文所述，在交通及乘客滿意度上應用較

為廣泛，問卷的設置需要盡可能全面覆蓋使用者的需求及

他們會面臨的問題。問卷的有效性以及回收難度上是存在

一定的操作風險，且在問卷設置的時候，易受到問卷設計

者的傾向性，會影響結果客觀性。 

3.2．研究模型和變數法 

這一類方法是較為客觀的對數據本體進行分析，尋找

變數間的相關關係。女性車廂的研究屬於人文社科領域，

需要一定的環境感知以及主觀性的意見評價收集，單純的

數據研究方法只能表現客觀的一面，無法充分的表現部分

問題。 

3.3．訪談法

訪談法分為結構式與半結構式訪談，是一種與被訪談

者直接交流的方法，答案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結構式訪談

可以嚴格的按照設置問題交流，同一個問題下會產生多種

答案，半結構式訪談則可以針對答案部分的某些點繼續深

入詢問，其結果可能會為研究提供額外的支持。這是一種

主觀研究思路，不便於進行量化的研究過程。 

4．女性車廂的本土適應性 

我國女性地位日益增高，出行的安全需求得到了充分

的保障，女性優先車廂在廣深兩地提上議程。西方傳來的

女性車廂本土化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水土不服，女性車廂的

設置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站點宣傳與社會媒體宣傳

的雙重努力卻收穫甚微。時至今日，女性優先車廂在廣州

深圳兩個城市已經設置多時，實際的使用效果與地鐵設置

的預想相差較大。媒體報導多次指出，女性優先車廂形同

虛設。一方面原因是車站設置問題，另一方面是乘客感知

問題[12、14]。 

圖2 深圳女性優先車廂狀況（作者自攝） 

本研究使用了採訪調查法，筆者採訪了30名不同年齡

段的女性乘客，筆者將他們的乘車體驗感受與設置建議進

行了匯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列以表格方式列舉： 

女性車廂形同虛設的現象 
月臺 車站內女性車廂標識不明確 

排隊沒有合理的引導 

早高峰時候人們著急不注重分性別乘車 

女性車廂設置在列車兩端，不方便乘坐 

車內女性車廂的管理員引導不夠 

女性車廂標識不夠明確清晰 

車廂內 車內缺乏宣傳廣告 

車站內女性車廂標識不明確 

排隊沒有合理的引導 

表2 女性車廂形同虛設的現象（作者歸納） 

民眾反映了以上幾個問題，可以看出女性車廂設置並

沒有直接針對我國國情進行協調與優化，女性優先車廂的

本土適應較差，設置只是照搬西方經驗。 

5．小結 

中國的女性車廂設置已有一段時間，但面臨水土不服

的問題，女性的使用體驗亟待提高。國內外女性車廂的研

究進展較為緩慢，且主要是國外學者進行女性在公共交通

中的研究，國內尚未針對女性公共交通體驗進行直接研

究。通過對國內外研究的梳理，各類方法的優缺點歸納，

本文為後續研究女性車廂及女性在公共交通的體驗評價

內容的學者，提供了一點不成熟研究思路與啟示。筆者認

為，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結合，針對女性車廂的研究可

能會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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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性車廂研究進展及本土適應性研究

我國軌道交通發展的盛況下，女性車廂的制度已經從

這兩個城市開始了萌芽，未來的社會一定會更加尊重女性

車廂的使用效率及感受體驗，建議各個城市交通部門先從

地鐵乘客的意願開始統計分析，並採取適宜當地交通狀況

的女性車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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