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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花海民眾關心議題彙整表 

一、花海訊息 
 

1.新社花海展覽期間

為何? 
11 月 7 日~12 月 6 日總共 30 天 

2.展覽期間如何到達

新社花海展區? 
一、 建議可搭接駁車，在東勢河濱停車場、豐原火車站、太

原停車場，都有接駁車可以搭乘。 

二、 如果要開車，可能會有塞車的情形，建議可行駛動線:  

1. 由豐原、東勢駛來車輛，經興安路、興中街及協興街至

小型車輛第 3停車場。 

2. 由豐原、東勢往興社街（東興派出所)方向駛來車輛，經

協興街左轉華豐街，即可進入小型車輛第 1、2停車場。 

3. 由北屯中興嶺方向駛來車輛，經中興嶺、協中街左轉華

豐街至小型車輛第 1、2停車場。 

苗栗以北自行開車的民眾下三義交流道，可接苗 140 線前往

花海。 

3.除了新社花海展

區，新社有什麼可以玩

的? 

新社地區還有香菇街、馬力埔彩繪小徑、各休閒農場等，都

是可以遊玩；而且東勢石岡也有許多的美食，建亦可以規劃

一日行程。 

4.從臺中烏日高鐵怎

麼到新社花海？ 

高鐵下車後，可從烏日火車站搭至豐原火車站，假日可搭接

駁車，也可轉搭公車，火車站至花海的公車路線訊息如下： 

臺中火車站-中興嶺：31、270、271、276、277 

臺中火車站-二苗圃口：271 

臺中火車站-興中山莊：276、277 

豐原火車站-新社高中、中興嶺：91 

二、交通管制部分 
 

1.花海交通管制部

分，有哪些管制作為? 

一、花海園區內行人徒步區（禁止車輛通行)： 

1. 協興街路段(由苗圃橋至花海接駁車站車輛出入口全段範

圍)。 

2. 興義街路段(花海區域內)。 

3. 協興街靠華豐街段（花海區內行人木棧道)。 

二、花海園區周邊道路單行管制 

1、興中街 

(1) 管制路段或位置：東山街往協中街方向。 



 

 

2 
 

(2) 行進方向：北至南。 

(3) 管制時間：活動期間每日早上 8時至下午 3時止。 

２、協興街 

(1) 管制路段或位置：興中街至苗圃橋路段、苗圃橋轉

進花海小型車輛停車場路段。 

(2) 行進方向：西北至東南，並禁行大型車輛。 

３、興義街 

(1) 管制路段或位置：花海停車場(經三嵙口)至協中街

路段。 

(2) 行進方向：北至南。 

４、平行協興街(由興中街至苗圃橋路段)東北側之道路 

(1) 管制路段或位置：此路與興中街口處為香菇之家 

(2) 行進方向：東南至西北。 

三、花海園區周邊道路禁左及禁停管制 

１、中正街 

(1) 管制方式：禁止左轉。 

(2) 管制路段或位置：往中和街方向、往中正街方向。 

(3) 管制時間：花海假日期間 7時至 18時。 

２、華豐街 

(1) 管制方式：兩側禁止停車，單側開放大型車停放。 

(2) 管制路段或位置：協興街至協中街。 

四、花海園區周邊道路車種管制 

１、興中街 

(1) 管制方式：接駁車專用道單行管制，專供花海接駁

車輛行駛，不開放一般小型車通行，由警察局東勢

分局視實際交通彈性管制實施。 

(2) 管制路段或位置：東山街至華豐街。 

(3) 管制時間：花海期間例假日。 

２、華豐街 

(1) 管制方式：接駁車專用道單行管制，專供花海接駁

車輛行駛，不開放一般小型車通行，由警察局東勢

分局視實際交通彈性管制實施。 

(2) 管制路段或位置：興中街至協興街。 

(3) 管制時間：花海期間例假日。 

３、東山路 

(1) 管制方式：自行車禁止行駛東山路，建議改道民興

巷。 

(2) 管制路段或位置：北屯區往新社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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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制時間：花海期間例假日。 

４、民興巷 

(1) 管制方式：管制車輛由民興巷進入協中街(除自行車

外)。 

(2) 管制路段或位置：北屯區民興巷與新社區協中街路

口。 

五、花海園區周邊道路交通管制 

１、東山路 

(1) 管制方式：車道縮減處實施輪放管制，單向 1快車

道及 1慢車道縮減為單向 1混合車道，由警察局實

施車道輪流通行措施，並調撥對向 1車道實施調撥

車道，供接駁車優先通行並維持行車秩序。 

(2) 管制路段或位置：北屯區東山路二段連坑巷附近。 

２、中興嶺 112之 1號旁新闢道路 

(1) 管制方式：進行道路封閉，另新闢停車場後方道路

可連接既有巷道至東山街(129線)為替代路線，警察

局視交通情形彈性指揮疏導。 

(2) 管制路段或位置：壽光精舍與新闢停車場間之道路。 

(3) 管制時間：花海期間例假日。 

３、協興街 

(1) 管制方式：進行小區域交通管制，禁止車輛進入與

路邊臨時停車，以利新社花海活動佈置施工與結束

善後。 

(2) 管制路段或位置：苗圃橋至華豐街路段。 

(3) (３)管制時間：104年 11月 1日至 12月 10日，平

日每日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止、假日每

日上午 7時至下午 6時止。 

2.交通管制時段為何? 交通管制會由警察局視實際交通狀況實施交通管制，例年交

通以 9:00~16:00時負荷最重。 

3.新社當地住戶也會

受到管制，不能出入? 

當地派出所會放行當地住戶(東勢分局已與當地住戶開過說

明會)，除行人管制區禁止車輛進入及接駁車專用道僅供機車

進入 

4.東山路的管制作為

為何? 

1. 在東山路拓寬路段及民興巷除接駁車外，禁止大型車輛行

駛。 

2. 大小客車分流管制，大客車(含接駁車)行駛東山路，小客

車、機車及自行車行駛民興巷。 

3. 在東山路及連坑巷車道縮減處，實施車輛輪放管制，但接

駁車可優先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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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路相關資訊如何

獲得，例如是否塞車? 

1. 在新社花海官網及 facebook：

http://flowersea.tw/index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sea2015/?fref=nf

都有公布相關訊息。 

2. 另外，到路即時訊息都會透過警察廣播電台放送。 

  

三、公車接駁部分 
 

1.公車接駁路線有哪

些?行經哪些地方? 

一、接駁車路線與靠站點如下: 

 

二、另外，往新社的公車路線有 31、91、263、264、265、

266、270、271、272、273、275、276、277、278及 279

路，共 15條路線，不僅享有 10公里免費優惠，也將比照

接駁專車行駛於專用道，不受交通管制影響，優先通行，

達成運具分流，服務範圍遍及沙鹿、神岡、豐原、石岡、

東勢、北屯、北區、南區、西區、臺中火車站等地。 

三、相關訊息公布於交通局局網首頁的最新消息，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index.asp。 

2.接駁車行駛的時間

為何? 

一、假日:4條路線均提供服務，各路線上山服務時間均為

8時至 16時，下山為 10時至 18時。 

二、平日:僅太原線提供服務。 

3.我會不會坐上接駁

車上山，結果沒有車子

可以下山?那我要怎麼

辦? 

各線下山末班車均為 18時，但是本府仍將視人潮情形，調

派接駁車輛服務至人潮疏運完畢為止。 

4.坐接駁車由太原停 約 70分鐘。 

http://flowersea.tw/index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sea2015/?fref=nf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sea2015/?fref=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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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場至新社花海需要

多久時間? 

5.坐接駁車由東勢河

濱停車場至新社花海

需要多久時間? 

約 40分鐘。 

6.坐接駁車由豐原火

車站至新社花海需要

多久時間? 

約 75分鐘。 

7.太原停車場、豐原火

車站與東勢河濱等候

接駁車需要多少時間? 

各路線坐滿即發車，倘人潮稀少時最大班距為平日 30分

鐘、假日 20分鐘。  

8. 太原停車場與東勢

河濱等候接駁車，有無

地方可以上廁所? 

在接駁站設有流動廁所供民眾使用。 

9. 腳踏車可以上接駁

車嗎？ 

折疊請放進「攜車袋」(車子拆了以後拿來裝的特殊袋子)，

然後放行李廂，非摺疊不行。 

10. 寵物可以上上接

駁車嗎？ 

除導盲犬外，需置於不大於 27立方公寸之運輸籠，另 

（一）患重疾、劣疾者 

（二）未用籠、簍、網盛裝者。 

（三）不清潔或易於污損他人、他物者。 

（四）足以妨害公共衛生及其他旅客安寧或具有侵害性、

危險性者。 

（五）不適宜隨客車運送者。 

均不可搭乘 

11.接駁站有提供休息

地點等車嗎 

有帳篷可遮陽擋雨及一些輕便的椅子可供休息 

12. 司機服務不好向

誰投訴？ 

向公運處申訴，電話為 04-22291716 

13. 平日為什麼只有

太原線有接駁車？ 

由於東山路拓寬工程尚未完工，為降低交通壅塞並做最有

效率利用，太原線可提供民眾於太原停車場停車轉乘，免

去開車之苦，從豐原、臺中火車站搭公車至中興嶺之民眾

亦可轉乘前往花海。 

14. 接駁專車除太原

線平日有外，平日想去

花海可坐哪些公車？ 

臺中火車站-中興嶺：31、270、271、276、277 

臺中火車站-二苗圃口：271 

臺中火車站-興中山莊：276、277 

豐原火車站-新社高中、中興嶺：91 

東勢-二苗圃口：26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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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新社-中興嶺：265、270、271、272、276、277、278、

279 

15. 到東勢河濱公園

搭接駁車，紀念品要找

誰索取 

只有東勢河濱公園有發放紀念品，交通局現場工作人員，

紀念品隨機發放，6000份發完為止。 

四、停車場部分  

1. 怎麼知道停車場是

否還有剩餘車位 

新社花海官網及 facebook：http://flowersea.tw/index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sea2015/?fref=nf 

警察廣播電台 

上述管道會有即時的停車資訊，花海會場內 3處停車場滿

時，東勢分局將管制車輛進入，引導至附近新社高中、新

社區公所等停放 

2. 有哪些免費停車

場？ 

新社花海會場提供 3處臨時停車場。 

北屯太原停車場 

新社高級中學 

新社區公所 

新社清潔隊旁環保公園（復盛公園) 

東勢河濱公園 

3. 請問有機車免費停

車場嗎 

會場三處及接駁站的停車場都是免費停車場，其餘民間自

己的停車場有可能會收費，建議停放前先詢問。 

4. 下雨天花海會場都

是泥濘，怎麼停

車？ 

主辦單位視場地泥濘情形評估是否封閉停車場，倘須封閉會

將訊息發布於官網、新聞宣傳，並可至臨近新社高中、環保

公園、新社區公所、中興嶺停車場停車搭乘接駁車至花海會

場。 

 

 

http://flowersea.tw/index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sea2015/?fref=n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