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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

總是

為您服務。

方便。

從此地到彼地的
最佳路線是什麼？

DART
會員城市
阿狄森

Addison

只需撥打 214.979.1111 聯絡
DART 客戶服務部，告訴我們您
在哪裡，您想去什麼地方，需
要什麼時候到達。客服代表隨
時為您做好交通路線規劃，服
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晨 6
點至晚上 8 點，週末及節假日
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您亦
可以撥打上列電話號碼，使用
我們的自動系統，索取任何路
線的時刻表，全天 24 小時無休。您還
可以在我們的火車站，按下藍色乘客緊
急呼叫 (PEC) 裝置上的黑色按鈕，或使
用我們公車轉運中心的付費電話撥打免
付費 *80，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部。

加羅頓

Carrollton

科克雷爾山

Cockrell Hill
達拉斯

Dallas

法默斯布蘭奇

Farmers Branch
加蘭

Garland
格林高地

Glenn Heights
高地公園

Highland Park
歐文

Irving

普萊諾

Plano

理查森

Richardson
羅利特

Rowlett

大學公園

University Park

如果您精通網路，請造
www.DART.org，查看我們的自動
「線上交通路線規劃工具」(online Trip
Planner)，全天 24 小時無休。只需輸
入您的旅途資訊，列印一份個人化的行
程，您就上路了！

DART 有 58 個火車站和 13
個公車轉運中心，因此您
的 DART 聯票就像城市大
門的鑰匙一樣—— 讓您
輕鬆抵達您每天要去的地
方。DART 公車與火車每日
運行，從早晨約 5 點至午
夜。DART 火車在交通高峰
時間為每 7分半～15 分鐘
一班，中午為每 20 分鐘一
班、晚上和週末為每 30 分
鐘一班。公車時刻表因路
線而異。此外，服務時間和
時刻表在節假日也不同。欲
知詳情，請查詢 時刻表或
聯絡 DART 客戶服務部。

此外，為了桌上型電腦用戶、智慧
型手機和其他手持網路設備的用
戶，在 DART 手機網站 m.DART.org 的
「Where’s My Bus?®」中，可讓您在
Google Map 上查詢到您
欲搭乘的公車距離您所
在車站還有多遠。
因此，您下次要上班通
勤、商場購物或前往
您最喜愛的餐廳時，請謹記，我們服
務的範圍涵括 13 個達拉斯區的城巿。
而且，DART 直接與來往服務於中城區
(Mid-Cities)、達拉斯沃斯堡 (DFW) 國際機
場和沃斯堡 (Fort Worth) 市中心的 Trinity
鐵路快車連線。

請參見折頁中間部分的系統地圖，
找出離您最近的停車及搭乘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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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易

     於使用。

查看司機擋風玻璃上方的車頭
標牌，上面列有路線名稱和終點。
請注意：有的路線有
多個終點，因此要

為了盡可能讓本系統便於用戶使
用，列印的時刻表和公車車站均

確定您沒有搭錯車。拿上一份時刻表，

編號且以顏色為代碼以便於識別。

查閱完整的服務時間和目的地資訊。

• 1 至 199 號為服務達拉斯市中心

在火車站，登車月臺上的服務亭列

的當地路線。顏色代碼為藍色。

有預計的發車時間與服務資訊。

• 200 至 299 號為郊區轉運中心與

請注意每列特定的 DART 火車上

達拉斯市中心之間的的快車

顯示的顏色和終點。這表示您

路線，大多數路線距離市中心

正要搭乘的是哪一路線——紅、藍、綠或

只有幾個站。顏色代碼為綠色。

橘——以及火車的最終目的地。

• 300 至 399 號為服務於郊區

當地路線，為當地轉運中心
服務。顏色代碼為藍色。
• 400 至 499 號為服務達拉斯

市中心以外地區的穿城路線。這些路線服務於想繞過
市中心的乘客。顏色代碼為藍色。
• 500 至 599 號為服務火車站和附近街區的 DART 火車站

集散路線，代碼為紫色。
• 接駁車編號為 700 至 799 號以及 800 號至 899 號，

接駁車路線是短途本地公車路線。精選的 800 系列
路線提供彈性 (Flex) 服務，即按照固定路線運行，
但可以在限制區域內「有彈性」地離開固定路線，

售票機

以便接送乘客；這些路線代碼為深藍色。

• 所有火車站均設有售票機
• 使用簡單，只需依照機器上的

許多公車車站也配有搭乘指引 (Guide-A-Rides)。

說明操作

這些標誌很有用，提供現場的路線資訊以及預計的

• 先選擇，再投幣

發車時間。

• 有音訊／視訊介面及信用卡功能的

新售票機 (TVM) 已經正式啟用，而且整個系統將很
快地在各大火車站完成設置
當然，若您在任何時候需要幫助，
只需撥打 214.979.1111，我們的
一名客戶服務代表就會為您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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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
總是，
一貫。
搭乘火車與公車時……
在時刻表預定發車時間前三至五分鐘，到達
車站，準備上車。請謹記，火車與公車均須
準時發車，以便在公佈的時刻表規定的時間
抵達所有乘客上車的車站。*
準備好剛好的現金公車費、車票或 DART
聯票。隨身攜帶車票或聯票，供驗票員或
DART 警察檢查。**

下火車和公車……
• 仔細聽「下一站」的廣播。在公

車上，您需要在距離車站還有一
條街時，按車窗邊的停車請求指
示器。火車會自動在每個火車站
停車。
• 請準備好，在公車或火車完全停住後，立即從最近的

車門處下車。

• 為了方便行動不便者，在 DART 車隊中，每輛公車

都備有輪椅升降設備，並在
超級輕軌電車 (Super Light Rail
Vehicle, SLRV) 車廂中間設有低
底盤車門，方便使用輪椅或其
他移動設備，或是拖拉行李、
摺疊嬰兒車或腳踏車。

市中心公車上車區
為安全起見，在達拉斯市中心的每個公車車站或上車
區，DART 公車通常僅停一次 (每個上車區處有一長條

上車前，請再次檢查公車或火車上的路線
編號或終點標誌；請讓下車的乘客先下車。

永遠安全。

如果您的旅途需要轉乘，請在時刻表預定
時間之間留出至少五分鐘的時間。

對我們來說，您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DART 鼓勵您在遊覽都會區時，

請勿為了遲到的乘客而強行打開火車車門。
登上火車或公車之後，為安全起見，請遠離
車門。***

遵守以下安全注意事項。

1 停下來，觀察並傾聽公車與火車是否
即將抵達。

可隨意坐或站在任何地方，並請謹記，
一人限佔用一個座位，低層車廂中間通
常保留給行動不便者。導盲犬及其他服
務性動物允許搭乘 DART 交通工具。

2 絕對不要在公車前後行走。
3 僅在指定的行人穿越道處穿越街道

或鐵軌。等候通行燈亮，絕對不要在
火車周圍行走。

4 在穿越街道或鐵軌時，要一直緊牽著孩

不要阻礙走道。請折疊起嬰兒車，放在
不妨礙他人通行的地方。同時，請放好
其他隨身攜帶的物品，保持走道暢通。

子的手，且在月台和火車上時，請隨
時將孩子帶在身邊。

5 告訴孩子只能從前門下公車。
6

* 請在火車月臺上候車，並在您的火車到達時做好上車準備。請在標有您欲乘坐的路線
的公車停靠站旁等車。
** 在火車站，火車和／或公車的車票及聯票可以在售票機或 Cityplace 站的
中層樓區購買。
*** 火車必須準時發車。強行打開火車門會對您自己和他人構成危險。一旦車門關上，
請保持距離，同時改搭下一班火車。

7
8
9
10

禁止在建築工地上行走，絕對不要在鐵軌上或附近
玩耍。
始終站在月臺邊緣標識的警戒條紋線後面。
在駕車及轉彎通過鐵軌時，一定要小心。
遵守所有交通規則。
絕對不要在平交道跟火車搶道。

發生緊急情況時，請立即撥打 214.928.6300 聯絡 DART 警察或撥打
911。如果您在火車站，請找到藍色的乘客緊急呼叫 (PEC) 裝置，然後
按下紅色按鈕聯絡 911。

服務 概觀
DART 鐵路 該系統由四條路線組
成：紅色路線從普萊諾 (Plano) 到西橡崖
(West OakCliff) 、藍色路線從加蘭巿中心
(Downtown Garland) 站到南橡崖 (South
Oak Cliff)、綠色路線從北加羅頓 (North
Carrollton) 到 愉快林 (Pleasant Grove)，橘
色路線的精選路線是從 2010 年 12 月 6
日起，於交通尖峰時間從普萊諾 (Plano)
到達拉斯的 巴克曼湖 (Bachman Lake)。
於達拉斯市中心全區提供服務。建設團
隊目前正在將橘色路線延伸北歐文／拉
斯科里納 (North Irving/Las Colinas) 都會
中心和達拉斯沃斯堡 (DFW)
國際機場，並將藍色路線延伸至
羅利特 (Rowlett)。
DART 公車系統

我們有超過
130 條公車路線，帶您從此地到彼地
——以及兩地之間的任何地方。您家
或您公司附近的公車站很有可能連接
DART 的火車或其他公車路線，讓您能
夠在我們的服務區域暢通無阻。請參
閱「一貫易於使用」部分，進一步瞭解
DART 如何對其公車路線編號。

DART 隨叫隨停 我 們 的

「路邊隨叫隨停服務」(demand response
curb-to-curb van service) 為您提供接送，
讓 您 在 自 己的 居 所 與 附 近 的 DART 火
車站、轉運中心、購物商場及其他最
受歡迎的去處之間輕鬆往返。在以下
指定的區域為您服務：東羅利特 (East
Rowlett)、法默斯布蘭奇 (Farmers Branch)
、格林高地 (Glenn Heights)、高地湖
(Lake Highlands)、湖木 (Lakewood)、北中
普萊諾 (North Central Plano)、北達拉斯
(North Dallas) 及理查森 (Richardson)。

彈性 (Flex) 服務 這一獨特的模
式把固定路線的優勢與路邊接送的便利
組合在一起。目前，有六條路線服務
電信走廊區 (Telecom Corridor) 中的普萊諾 (Plano) 和北理
查森 (Northem Richardson)、南歐文 (South Irving)、東普萊
諾 (East Plano) 和南普萊諾 (South Plano)、 加蘭／羅利特
(Garland/Rowlett) 和達拉斯東南偏遠地區。在公車車站上
車，會收取 DART 本地車費；在固定路線以外的指定區域
內乘車，會收取 DART 系統車費。這些費用是根據司機能
否在時刻表規定的時間內抵達而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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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鐵路快車 (TRE)

這是通勤火車，在中城區 (MidCities) 有車站，將達拉斯市中心與
沃斯堡 (Fort Worth) 連接起來，且
又連接達拉斯沃斯堡 (DFW) 國際機
場。火車於星期一至星期六行駛。

M-Line 街車
這一懷舊的無軌電車系統將達拉斯
市中心的藝術區與上城的時尚店、
藝廊及小酒館連接起來，包括西村
(West Village) 在內，您可在 Cityplace
站轉乘 DART 火車。

DART 輔助客運服務  

186 台現代而方便的車輛為無法使用
常規固定路線公車或火車的殘障人
士提供路邊上下車的載運服務。
符合資格的乘客可在 DART 服務
區域內任何地方排定行程，包括
達拉斯沃斯堡際機場與愛田 (Love
Field) 機場。

DART  廂型車共乘
乘用廂型車——具齊全的維護、保險
及緊急搭乘家庭方案——為出發地與
目的地都相同的 6 至 15 名通
勤者提供服務。DART 廂型車
共乘常常由僱主提供全額或
部分補助。

高載 (HOV) 車道
隨著 30 號州際高速公路以西
(Tom Landry 高速公路) 9 英里於
2009 年 7 月通車，DART 建立了
84 英里的車道網路，專供兩名
乘客或更多乘客的汽車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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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運營時間之外，擅自出現在DART的車輛、設施或
地産上；
n 不在有交通或行人控制的路口或指定的人行道跨越		

DART鐵軌；
n 不是爲了健康原因在DART車輛上進食；
n 在DART車輛上或設施內吸烟或扔棄任何香烟製品殘		

渣包括嚼烟；
n 擁有或運輸任何易燃液體、可燃物或其它危險物品如		

之顧客指南
管理法典

汽油、煤油或丙烷；
n 干擾DART車輛的運行；
n 將任何動物帶到DART車輛上，除非該動物的作用是		

幫助殘障人士，或除非是訓練該動物來幫助殘障人		
士，或除非將該動物放在足够裝下該動物的籠子中。
2007年6月26日，達拉斯捷運理事會通過了一份管理法
典，以加强所有乘坐DART車輛、使用其設施、或訪問
其地産之人士的安全和舒適。可在www.DART.org或
DART總部（1401 Pacific Avenue, Dallas, Texas 75202）
獲取該法典和其它管理條例的完整副本。
管理條例第2.02條爲管理法典之實施。任何違反一項或
多項條例之人士會被DART的警衛人員、DART票務管
理人員、或DART公車/LRV綫管理員従DART的車輛上
或設施內移開。DART管理法典所禁止的活動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
n 從事破壞、擾亂的行爲，包括高聲喧嘩、褻瀆或粗魯		

辱駡，或在操作任何音響電子裝置時不使用耳機；
n 在DART車輛上飲用任何含酒

精的飲料或擁有已開啓的內
娤任何酒精飲料的容器；
n 沒有證據顯示已經支付適當

的車費而乘坐DART車輛；
n 强行対他人進行乞求或索求。
n 爲与運輸不相關的目的擅自使用DART的設施或地		

産；

除此之外，任何執法部門包括DART警員可以除了按本
法典之外，還依照當地、州和聯邦法律執法。
您能够提供幫助。請向
操作您所乘坐的車輛的
人員報告違法行爲，或給
DART警察打電話，號碼是
214.928.6300。DART鐵路
的乘客可以使用置于車厢
兩頭的緊急通話系統与車
輛操作人員聯繫。DART火車站新近安裝了乘客緊急電
話（PEC）話機，在出現緊急情况時，該話機上的紅色
按鈕可直接撥通911。在公車轉乘站，可通知站上監督
人員或任何操作公車或火車的人員，或給DART警察打
電話。顧客也可以在轉乘中心的付費電話上撥號*80。

Always
available.
永遠伴您左右
언제

이용하십시오

Luôn sẵn lòng phục vụ.
Customer Information (routes, schedules, trip
planning assistance, general information)
乘客訊息 (行車路線、
時刻表、旅程計劃協助、綜合資訊)

이용자 안내 (노선, 시간표,
외출일정계획을 위한 도움, 일반 안내)
Thông tin dành cho khách hàng
(các lộ trình, lịch trình hoạt động, trợ giúp lập
kế hoạch chuyến đi, thông tin tổng quát)

214.979.1111

Lost & Found
失物招領
분실물 신고. 전화번호
Đồ thất lạc và tìm thấy

214.749.3810

DART Police
DART 警察
다트 경찰. 전화번호
Cảnh sát DART

214.928.6300

Customer Response Center
(requests, commendations, concerns)
乘客服務中心 (要求、表揚、關心事項)
이용자 반응 센터 (요청사항, 만족사항,
염려사항등을 위한 신고) 전화번호
Trung Tâm Trả Lời Khách Hàng
(các yêu cầu, khen ngợi, vướng mắc)

214.749.3333

RideShare/Commuter Services
(carpool/vanpool information)
共乘／通勤服務 (轎車／廂型車共乘資訊)
합승 /출퇴근서비스 (승용차 합승 /밴 합승
안내) 전화번호
Dịch Vụ RideShare/Hành Khách
(thông tin về xe chở người theo nhóm/xe
đi chung)

Paratransit Services for the
mobility impaired
行動障礙者的輔助客運服務
214.747.RIDE
신체 장애인을 위한 마을버스 서비스.
전화번호 Fort Worth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the T)
Dịch vụ chuyên chở người khuyết tật
沃斯堡運輸局 (T)
dành cho những người khó đi lại do
포트 워드 교통국 (T). 전화번호
bệnh tật
Cơ Quan Vận Chuyển Fort Worth (T)

214.515.7272

817.215.8600

DART.org
Weather, special events, and traffic conditions may alter service.
天候、特殊事件和交通狀況可能導致服務有所更動。
제공하는 서비스는 날씨, 특별행사, 또는 교통상황에 따라 달라질 수있습니다.
Dịch vụ có thể thay đổi do thời tiết, các sự kiện đặc biệt, và điều kiện giao thông.
161-183-99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