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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落實市長施政理念，本局依據本府 8 大核心價值及 12 大施政發展策

略，作為擬訂基礎之中程施政計畫，並以大臺中生活圈之交通發展願景「幸

福、便利-臺中，我們的家」，打造臺中市成為大家最想要的家(HOME)，作為施

政願景編定 110年度施政計畫，共計有 39項重要推動計畫。 

「交通任意門」是交通政策之核心，以建構完善的軌道路網為基礎，並結

合轉運站、iBike、停車場等交通建設，讓各個運輸節點成為轉運門(i-

Door)，提升大眾運輸系統整體營運效率，創造高品質之都市環境，達到永續

發展的目標。 

為改善交通問題，捷運綠線將於 109 年底前通車，捷運藍線預定 110 年初

報請中央核定，其他捷運線也積極規劃中。國 4 豐原潭子段工程及國 1 銜接臺

74 線工程目前施工中，另積極推動臺 74 線增設匝道。為了提供民眾便利的交

通服務，積極調整及改善捷運周邊公車服務路線，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另導

入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新興資通訊科技，推動發展智慧交通並提出交通行動服

務(ＭaaS)、自駕巴士虛實場域整合運行計畫及多元化計程車服務。為照顧偏

遠地區市民基本行的需求開辦小黃公車路線。 

積極正視都市停車問題，尤其於鐵路、捷運、公車轉運中心等交通節點及

商圈停車熱點地區，規劃闢建停車場；另為提升停車服務品質，導入智慧化設

備及發展路邊智慧停車系統，讓民眾可運用科技快速尋找停車格位。 

建構永續交通安全之人本環境，「路平、人安、車順」為具體實施要項；

交通違規裁罰及記點制度是維持交通順暢、創造安全行車環境之執行手段。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一）1-5-2車站大平臺-臺中車站周邊交通整體規劃 

接續 109 年大智路打通及配合武德街拓寬時程，持續觀察及檢討臺中

車站周邊交通動線及研擬改善策略。同時配合周邊建設計畫，研擬交通衝

擊改善策略及交通管理行動方案。 

（二）2-1-1捷運綠線 

持續推動捷運綠線土地開發場站招商，促進臺中軌道經濟發展，並以

完成兩案簽約為目標。 

（三）2-1-2捷運綠線延伸線 

啟動捷運綠線延伸線綜合規劃及周邊土地開發作業，並同步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及捷運設施用地土地使用變更。 

（四）2-1-3捷運藍線 

捷運藍線於綜合規劃階段確定路線、工程及用地之可行性方案，並同

步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及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中，其綜合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

內容將報請交通部審議，爭取中央核定；辦理捷運設施用地土地使用變

更，舉辦都市計畫變更書圖草案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報請臺中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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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1-4機場捷運(橘線) 

積極完成機場捷運(橘線)可行性研究交通部審議作業，爭取中央儘早

核定，以強化國際機場門戶聯外交通，帶動沿線地區及重大建設計畫發

展。 

（六）2-1-5大平霧捷運 

 持續推動大平霧捷運，第一階段為推動與捷運藍線銜接(藍線延伸太

平)，第二階段為與捷運綠線銜接(大平霧環線)，將加速完第一階段可行性

研究報告，預計 110 年上半年辦理地方說明會，並依程序取得議會同意

後，提報中央審議並爭取支持。 

（七）2-1-6大臺中山海環線 

大臺中山海環線將持續配合中央審議作業，積極爭取行政院核定計

畫。同時，考量鐵路系統屬於中央的財產，產權及營運皆歸屬於中央，持

續積極向中央爭取比照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由中央負擔全額

經費。 

（八）2-1-7舊山線復駛(中央機關主辦) 

配合臺鐵局辦理「舊山線多元運具活化再利用計畫」相關作業。 

（九）2-2-2水湳轉運中心 

完成水湳轉中心細部設計作業，並啟動專案管理與監造發包作業，預

定 110年下半年動工。 

（十）2-2-3豐原轉運中心(含立體停車場) 

基地位於豐原火車站東站旁之停 6 用地，此案計畫興建地面層一樓為

豐原轉運中心、二樓為商場，地下一、二層為機車停車場，地上三~五層則

為汽車停車空間，可提供汽車 301 格、機車 849 格，本工程已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開工，預計 110 年 12 月完工，可兼具轉運、商場及停車場功能，

未來與鐵路高架化後的豐原火車站整合後，將可成為山線地區通往臺中各

地區的重要轉運樞紐，並紓解豐原火車站周邊停車問題，期能提升地區活

絡發展，並成為豐原區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標建築物。 

（十一）2-2-4烏日轉運中心 

為因應烏日轉運中心轉型，及未來捷運綠線臺中高鐵站啟用後，臺

鐵新烏日站站體大樓將成為主要對外出入口，因此規劃於臺鐵新烏日站

旁（高鐵東一路側）設置長廊式候車亭作為烏日客運南站並調整公車路

線停靠，整合三鐵與國道、市區客運「共站」規劃，落實運輸效率提

升，實現交通任意門。 

（十二）2-3-1臺 74線增設草湖匝道(中央機關主辦) 

大里溪南地區臺 74 線並未設置出入口匝道與區域性道路銜接，交

通動線不佳，除增加市民繞行的距離外，亦無法有效分擔平日尖峰車流

量已達壅塞之臺 3 線交通負荷；為改善大里溪南至霧峰地區整體區域交

通動線，有效分擔臺 3 線車流量，發揮省道、臺 74 線串接大里、霧峰

地區之功能，以及「臺中軟體園區」帶來的交通衝擊，提供市民更便

捷、舒適、順暢的交通動線，爰於臺 74 線增設草湖匝道；本項交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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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由中央地方攜手，地方完成工程用地取得，再由中央進行匝道工程，

地方辦理周邊匝道相關工程。 

（十三）2-3-2增設臺 74線六順橋南入匝道(中央機關主辦計畫) 

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臺 74線增設六順橋南入匝道相關作業。 

（十四）2-3-3增設臺 74線十九甲地區北出匝道(中央機關主辦計畫) 

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臺 74線增設十九甲北出匝道相關作業。 

（十五）2-3-4國 1銜接臺 74線工程(中央機關主辦計畫)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推動國道 1 號銜接臺 74 線交流道工程，本府配合辦

理用地取得之土地移轉相關作業並加速辦理，以利工程儘早完工。 

（十六）2-3-5國 4豐原潭子段工程(中央機關主辦) 

國 4 豐原潭子段工程主辦機關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

處，內容為豐原端起點設置豐勢交流道連接臺 3 線，於潭子新田地區設

置潭子交流道及連絡道，東西向連接豐興路(中 89)及福林路(潭子外環

道)、北向銜接豐原大道，終點以系統交流道連接臺 74 線快速道路。本

工程計分 5 個土木標，預計 112 年初完工。本年度階段性目標，分別是

109 年 8 月 27 日開放臺 74 松竹西行上匝道入口，並預計於 109 年 9 月

底前開放臺 74 潭子東行上匝道入口以及 109 年 9 月底貫通豐原 1 號隧

道東行線。 

（十七）2-4-2小黃公車(列管期程到 109年，110年新增計畫) 

小黃公車係為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就醫、外出及通學等需求，推動以

計程車轉型為小黃公車投入運輸服務，提供偏遠地區民眾另一種公共運

輸服務。本局將依地方需求審慎規劃小黃公車服務，以增加路線提供偏

遠地區民眾公共運輸服務。 

（十八）2-4-5 iBike倍增計畫 

目前 iBike 已營運 329 站，並提供 9,175 輛車，累計騎乘人次已超

過 3,700 萬。檢視 iBike 設站的效率與合理性，並提出臺中市公共自行

車下一期計畫-iBike 倍增計畫。未來將以軌道運輸、大專院校高中職、

公車、商圈等熱門站位周邊優先考量全面設置，逐步擴展租賃站點，進

行站點加密，完善無縫公共運輸路網及服務，以確保公共租賃自行車成

為交通任意門的最後一哩接駁運具。另本市 iBike 自 103 年開始推動至

今，相關設備包含自行車輛、主機及車柱等已陸續達到使用年限，考量

騎乘品質、騎乘安全、使用便利性及建置規模，「iBike 倍增計畫」將

納入升級系統之可行性，提供民眾更優質的轉乘環境。 

（十九）2-4-6公車雙十計畫 

為照顧本市山、海、屯區民眾乘車權益，延續雙十公車政策，民眾

持電子票證享十公里免費，乘車超過十公里後車資上限十元，惟考量整

體大眾運輸發展均衡及市府財政負擔，經滾動式檢討，調整免費公車政

策優惠對象，並將學生族群乘車權益納入考量，期使市府經費更有效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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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2-4-7多元化計程車 

規劃多元化計程車服務，提供民眾另一種公共運輸之選擇，持續增

加多元計程車車隊及服務車輛數。 

（二十一）2-5-1推動交通行動服務(MaaS) 

1、109 年底捷運綠線通車，本府針對捷運沿線公車路線進行調整、增設

車站周邊 iBike 點位、及計程車招呼站規劃等大眾運輸轉乘服務做整

體調整規劃，本市公共運輸服務發展漸趨健全及成熟，將積極向交通

部爭取補助建置交通行動服務(ＭaaS)系統。 

2、積極推動交通行動服務(ＭaaS)計畫，讓本市公共運具如公車、捷

運、計程車、iBike 及小黃公車等進行服務整合，提供民眾便利移動

服務，進而提升本市大眾運輸使用率，降低私有運具使用頻率。 

（二十二）2-5-3智慧停車系統 

停車場停管設備智慧化為未來趨勢，公有路外停車場委外招標

時，皆依場地性質要求業者建置相關智慧停車系統(電子票證進出、

車牌辨識系統等)，有效縮短駕駛者取票、驗票等候的時間及票卡成

本，更達便民之功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目標本市公有(含自營、

委外)停車場皆有建置智慧停車系統(如多卡通系統或車牌辨識等)。 

（二十三）2-5-5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 

持續推動「臺中市主要幹道智慧化動態續進號誌計畫」，延續

108、109 年推動成果，110 年再針對臺灣大道進行改善，利用智慧化

動態號誌系統針對路口車流狀況進行分析並即時運算，透過動態調整

號誌時制計畫，提升幹道行車效率及整體路廊運作績效。 

檢討本市針對車流續進不佳之路段進行時制調整，增加幹道通行

效率，並隨連線號誌之增設，擴大調整範圍並滾動檢討，以符合用路

人實際需求、提升行車速度並改善壅塞情形。 

（二十四）2-5-7停車格共享計畫 

1、依據交通部頒訂「自有自用停車位共享認定原則」，訂定「臺中市共

享車位媒合服務業者車位登記計畫」，吸引建築物停車位所有權人開

放車位，並加入媒合業者之平臺，提供有停車需求的民眾停放，有效

解決全臺中停車不足問題。 

2、本案為跨年度計畫，目標輔導媒合業者於本市請領共享車位停車場登

記證，預計 111年完成。 

（二十五）2-5-8臺中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TOPIS建置計畫 

配合捷運綠線通車及因應臺中市未來智慧交通發展需求，110 年

將進行「臺中市智慧交通與資訊服務管理系統 T-TOPIS(提升)計畫」

之先期規劃，規劃規劃 111 年至 113 年實做計畫內容，期望進一步強

化交控系統、智慧公車、智慧停車等各子系統之聯結，建立跨系統資

訊整合分析功能，並進一步發展創新應用服務，提供民眾更優質的交

通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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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2-5-9停車場立體化—東榮立體停車場 

本案將東榮路及新光路口之平面停車場興闢為立體停車場，本案

將優先興建地上三層及地下一層立體停車場，預留結構供未來向上增

建使用空間，並持續爭取經費，同時依「一次設計」原則，擴建至地

上五層，及增設部分商業空間，完工後約可以提供汽車停車位 310 席

及機車停車位 101 格，其中一至三層樓部分將於 110 年 10 月完工，

四至五層接續於隔年年中完成。 

（二十七）2-5-10停車場立體化-正心立體停車場 

本案建築規模為地下 1 層、地上 4 層之立體停車場，約可提供

257 席停車席位，興建工期 570 日曆天，本案業於 109 年 7 月 30 日申

報開工，並於 109年 7月 31日完成動土典禮預計 111年 2月完工。 

（二十八）2-5-11停車場立體化-沙田路立體停車場 

本案預計興建地上七層及地下一層之匝道自走式立體停車場，完

工後約可提供 186 席汽車格位及 92 席機車，預計 109 年 11 月 16 日

開工，111年 5月完工。 

（二十九）2-5-12停車場立體化-公兒 30地下停車場 

本案工程共編列 109-111 分年度預算共 3 億 200 萬元，將闢建為

地下二層之立體停車場，預計可提供汽車 207 席及機車位 200 席格

位。 

（三十）2-5-13停車場立體化-潭興立體停車場 

本案工程共編列 1 億 6,000 萬元(前瞻計畫補助 5,149 萬 5,000

元)，預計 109 年 11 月開工，111 年 3 月份可施作完成，計畫興建地

下一層、地上三層之立體停車場，另為因應地方民意，本局將再投入

1 億 3,000 萬元(總計 2 億 9,000 萬元)擴建至地上六層，並接續施

作，全案可望於 111 年 12 月前完工，約可提供 300 席汽車停車位及

100格機車停車位。 

（三十一）2-5-14停車場立體化-興中立體停車場 

本案將興闢地下二層至地上五層立體停車場，提供汽車停車位

627 席及機車停車位 300 格，預於 109 年 10 月中旬開工，預計 111 年

10月中旬完工。 

（三十二）2-5-15停車場立體化-舊社立體停車場 

本工程規劃興建地下二層及平面一層之立體停車場，總樓地板面

積 7,829.14 平方公尺，已於 109 年 5 月 18 日開工，預計於 110 年 10

月完工，可提供 250席汽車停車位與 115席機車停車位。 

（三十三）3-3-2推動健康公車 

1、偏鄉地區持續新闢健康公車服務，提供民眾往返醫院乘車服務。 

2、持續推動「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依使用者實際需求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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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3-3-3推動低地板公車 

積極鼓勵業者汰換為低地板公車並協助爭取中央補助，以提供各

乘車族群更具人性化、安全及舒適的無障礙運輸服務，目標 112 年本

市低地板公車佔全公車數量之比例可達 80%。 

（三十五）6-4-1建置智慧停車雲端系統 

1、運用地磁資訊，與 PDA 開單作業結合，並於科博館、草悟道、審計

新村及美術園道周邊共 818 格進行地磁+PDA 試辦計畫，藉以提升路

邊開單效率、減少超商代收成本、增加行動支付比例，讓路邊停車

繳費更智慧化。 

2、路邊地磁感應設備合計埋設約 9,500 顆，相關地磁資訊預計整合至

「臺中交通網」APP，民眾可透過「臺中交通網」APP 快速找到路邊

車格空位，並導航至目標車格。 

（三十六）6-4-2電動公車 

透過新闢或釋出路線，優先核予電動公車經營業者，並鼓勵客運

業者汰舊換新為電動公車，積極參與中央示範型及一般型計畫爭取補

助款，目標 111年達 350輛電動公車。 

（三十七）10-2-2月票上線購買 

1、民眾於線上購買停車月票後，由本局採掛號方式將月票郵寄給民眾

(民眾負擔工本費，郵寄費用由本局支付)，民眾即可不出門完成購

買停車月票手續，省去到本局櫃檯排隊、往返之時間，並且不受政

府機關辦公時間之限制，非常方便。 

2、本案屬於常態性執行政策，每年皆會執行，並於年末時訂定隔年預

定目標，預計 110 年度線上購買月票辦理件數，將比 109 年度辦理

件數再成長 10%。 

二、加強停車管理，營造友善停車環境—擴大停車收費範圍並適時調整停車費率計

畫 

為建構本市公平、合理的停車環境，避免車輛久占免費車格，造成公共

停車資源不合理分配，因此本局持續以交通整頓、民眾建議、商圈及周邊路

段規劃擴大停車收費管理，提升停車格之周轉率，實質擴大停車空間，間接

改善停車不易等問題，以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並解決車位不足之問題，110

年度本項計畫預計將 1,000停車格納入停車收費管理。 

三、改善交通安全，強化違規記點—重建交通安全規範，通盤檢討交通違規記點制

度 

交通部為落實交通違規記點制度，已召開數次會議研商，期間召集公路

總局與各舉發機關、裁決機關暨法務部共同討論以透過法規修正及監理資訊

系統修改程式方式，分階段實施記點制度，107 年 7 月 1 日已就營業大客車先

施行違規涉記點逕舉案件歸責駕駛人，預定於 110 年推動通盤檢討違規記點

制度，強化用路人遵守交通法規，提升行車秩序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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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交通安全，完善事故鑑定制度—秉持交通專業理念、邁向鑑定專業制度 

(一)持續滾動式檢討不同事故案件類型，歸納歷年案件決議之肇事責任情形，與

經鑑定委員討論仍較難達成共識之複雜性案件，邀集歷屆鑑定委員，以召開

專案會議方式，達成共識類別數。 

(二)共識類別數達到一定數量時，爭取預算以研究發展計畫方式，廣邀各界意

見，編訂鑑定技術手冊，作為鑑定基本類型之參考，樹立機關專業形象。 

(三)另於鑑定會議中，由鑑定委員視必要提出對肇事處之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並

函請權管機關改善，針對車流量較大、不對稱幾何、視距不佳且常發生肇

事之路口，邀集鑑定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辦理交通工程改善專案現

地會勘、提出專業意見，以工程手段降低事故發生率，提升交通安全。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2 大施政發展

策略  

1-5-2 車站大

平臺-臺中車站

周邊交通整體

規劃 

一、持續滾動檢討大智路打通後及武德街拓寬後周邊交通動線規

劃。 

二、配合車站地區重大建設計畫研擬交通改善方案。 

2-1-1 捷運綠

線 

一、完成文華高中站(捷 G8)土地開發共構大樓交屋等相關事項。 

二、加速推動土地開發招商，並以完成 2案簽約作業為目標。 

2-1-2 捷運綠

線延伸線 

一、辦理綜合規劃招標作業。 

二、完成綜合規劃及周邊土地開發作業階段報告。 

2-1-3 捷運藍

線 

一、報請交通部審議，爭取核定綜合規劃。 

二、爭取行政院環保署核定環境影響說明書。 

三、辦理捷運設施用地土地使用變更，舉辦都市計畫變更書圖草

案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報請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2-1-4 機場捷

運(橘線) 

一、依據中央審查意見修正可行性研究報告，爭取計畫儘早核

定。 

二、持續爭取納入前瞻 2.0計畫，以利後續作業推動。 

2-1-5 大平霧

捷運 

完成報告及辦理地方說明會，並依程序取得議會同意後，提報中

央審議並爭取支持。 

2-1-6 大臺中

山海環線 

配合中央審議作業，爭取行政院核定計畫，並持續積極向中央爭

取比照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由中央負擔全額經費。 

2-1-7 舊山線

復駛 (中央主

辦) 

臺鐵局預計 109 年 12 月報部審查，後續俟交通部審查意見配合辦

理相關作業。 

2-2-2 水湳轉

運中心 

一、完成細部設計作業。 

二、啟動專案管理及監造發包作業，預計 110年底前動工。 

2-2-3 豐原轉

運中心(含立體

停車場) 

基地位於豐原火車站東站旁之停 6 用地，此案計畫興建地面層一

樓為豐原轉運中心、二樓為商場，地下一、二層為機車停車場，

地上三~五層則為汽車停車空間，可提供汽車 301 格、機車 849

格，本工程已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開工，預計 110 年 12 月完工，

可兼具轉運、商場及停車場功能，未來與鐵路高架化後的豐原火

車站整合後，將可成為山線地區通往臺中各地區的重要轉運樞

紐，並紓解豐原火車站周邊停車問題，期能提升地區活絡發展，

並成為豐原區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標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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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2-4 烏日轉

運中心 

完成烏日客運南站候車設施建置工程，並調整更多公車路線停

靠，建構公車及三鐵之完善轉乘機制。 

2-3-1 臺 74 線

增設草湖匝道

(中央機關主

辦) 

大里溪南地區臺 74 線並未設置出入口匝道與區域性道路銜接，交

通動線不佳，除增加市民繞行的距離外，亦無法有效分擔平日尖

峰車流量已達壅塞之臺 3 線交通負荷；為改善大里溪南至霧峰地

區整體區域交通動線，有效分擔臺 3 線車流量，發揮省道、臺 74 

線串接大里、霧峰地區之功能，以及「臺中軟體園區」帶來的交

通衝擊，提供市民更便捷、舒適、順暢的交通動線，爰於臺 74 線

增設草湖匝道；本項交通建設由中央地方攜手，地方完成工程用

地取得，再由中央進行匝道工程，地方辦理周邊匝道相關工程。 

2-3-2 增設臺

74 線六順橋南

入匝道(中央機

關主辦計畫) 

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增設六順橋南入匝道相關作業。 

2-3-3 增設臺

74 線十九甲地

區北出匝道(中

央機關主辦計

畫) 

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增設十九甲北出匝道相關作業。 

2-3-4 國 1 銜

接臺 74 線工程

(中央機關主辦

計畫)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推動國道 1 號銜接臺 74 線交流道工程，本府配

合辦理用地取得之土地移轉相關作業並加速辦理，使用地順利取

得，工程儘早完工。 

2-3-5 國 4 豐

原潭子段工程

(中央機關主

辦) 

一、本工程主辦機關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處，內容

為豐原端起點設置豐勢交流道連接臺 3 線，於潭子新田地區

設置潭子交流道及連絡道，東西向連接豐興路(中 89)及福林

路(潭子外環道)、北向銜接豐原大道，終點以系統交流道連

接臺 74 線快速道路。未來將構成大臺中地區完整外環高快速

公路網，紓解國道 1 號豐原大雅段交通嚴重壅塞情形，並提

供臺中都會區東側快捷聯外運輸服務，以及改善臺中市豐原-

北屯區間主要幹道之服務水準。 

二、本工程計分 5 個土木標，預計 112 年初完工。本年度階段性

目標，分別是 109 年 8 月 27 日開放臺 74 松竹西行上匝道入

口，並預計於 109 年 9 月底前開放臺 74 潭子東行上匝道入口

以及 109年 9月底貫通豐原 1號隧道東行線。 

2-4-2 小黃公

車 

一、列管期程到 109年，110年有新增計畫。 

二、小黃公車係為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就醫、外出及通學等需求，

推動以計程車轉型為小黃公車投入運輸服務，提供偏遠地區

民眾另一種公共運輸服務。本局將依地方需求審慎規劃小黃

公車服務，以增加路線提供偏遠地區民眾公共運輸服務。 

2-4-5 iBike

倍增計畫 

檢視 iBike 設站的效率與合理性，並提出接續年度的建置計畫與

推動策略，以確保公共租賃自行車成為交通任意門的最後一哩接

駁運具。 

2-4-6 公車雙

十計畫 

為照顧本市山、海、屯區民眾乘車權益，延續雙十公車政策，民

眾持電子票證享十公里免費，乘車超過十公里後車資上限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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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惟考量整體大眾運輸發展均衡及市府財政負擔，經滾動式檢討，

調整免費公車政策優惠對象，並將學生族群乘車權益納入考量，

期使市府經費更有效運用。 

2-4-7 多元化

計程車 

為提供民眾另一種公共運輸之選擇，本市已有多家多元計程車

隊，多元化計程車具有乘車資訊透明且車款型選擇多元。另外多

元化計程車採用彈性運價費率，乘客除可使用即時行動支付車

資，也可給駕駛評價。預計增加更多多元計程車車隊及服務車輛

數，以提供民眾更方便公共運輸服務。 

2-5-1 推動交

通 行 動 服 務

(MaaS) 

進行本市交通行動服務系統先期規劃進行，推動交通行動服務(Ｍ

aaS)規劃，因應本市需求研擬具體可行之交通行動服務(ＭaaS)推

動策略，並研提相關計畫內容作為未來推動建置交通行動服務(Ｍ

aaS)系統之參考。 

2-5-3 智慧停

車系統 

停車場停管設備智慧化為未來趨勢，公有路外停車場委外招標

時，皆依場地性質要求業者建置相關智慧停車系統(電子票證進

出、車牌辨識系統等)，有效縮短駕駛者取票、驗票等候的時間及

票卡成本，更達便民之功效。本案為跨年度計畫，目標本市公有

(含自營、委外)停車場皆有建置智慧停車系統(如多卡通系統或車

牌辨識等)。 

2-5-5 智慧化

動態號誌系統 

透過動態調整號誌計畫，提升臺灣大道行車效率及整體路廊運作

效率。 

2-5-7 停車格

共享計畫 

一、依據交通部頒訂「自有自用停車位共享認定原則」，訂定

「臺中市共享車位媒合服務業者車位登記計畫」，吸引建築

物停車位所有權人開放車位，並加入媒合業者之平臺，提供

有停車需求的民眾停放，有效解決全臺中停車不足問題。 

二、本案為跨年度計畫，目標輔導媒合業者於本市請領共享車位

停車場登記證，預計 111年完成。 

2-5-8 臺中市

智慧交通管理

系統 TOPIS 建

置計畫 

發展即時化、動態化、交通資訊全民化、交通資訊相互交換的交

通整合平臺，推動「T-TOPIS 計畫」，期望進一步強化交控系統、

智慧公車、智慧停車等各子系統之聯結，並進一步發展創新應用

服務，提供民眾更優質的交通資訊服務。 

2-5-9 停車場

立體化-東榮立

體停車場 

本案將東榮路及新光路口之平面停車場興闢為立體停車場，本案

將優先興建地上三層及地下一層立體停車場，預留結構供未來向

上增建使用空間，並持續爭取經費，同時依「一次設計」原則，

擴建至地上五層，及增設部分商業空間，完工後約可以提供汽車

停車位 310 席及機車停車位 101 格，其中一至三層樓部分將於 110

年 10月完工，四至五層接續於隔年年中完成。 

2-5-10 停車場

立體化-正心立

體停車場 

本案建築規模為地下 1 層、地上 4 層之立體停車場，約可提供 257

席停車席位，興建工期 570 日曆天，本案業於 109.07.30 申報開

工，並於 109.07.31完成動土典禮預計 111年 2月完工。 

2-5-11 停車場

立體化-沙田路

立體停車場 

本計畫預計興建地上七層及地下一層之匝道自走式立體停車場，

完工後約可提供 186 席汽車格位及 92 席機車，預計 109 年 11 月

16日開工，111年 5月完工。 

2-5-12 停車場

立體化 -公兒

30地下停車場 

本案工程共編列 109-111 分年度預算共 3 億 200 萬元，將闢建為

地下二層之立體停車場，預計可提供汽車 207 席及機車位 200 席

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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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5-13 停車場

立體化-潭興立

體停車場 

本案工程共編列 1 億 6,000 萬元(前瞻計畫補助 5,149 萬 5,000

元) ，預計 109 年 11 月開工，111 年 3 月份可施作完成，計畫興

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立體停車場，另為因應地方民意，本局

將再投入 1 億 3,000 萬元(總計 2 億 9,000 萬元)擴建至地上六

層，並接續施作，全案可望於 111 年 12 月前完工，約可提供 300

席汽車停車位及 100格機車停車位。 

2-5-14 停車場

立體化-興中立

體停車場 

本工程規劃興闢地下二層至地上五層立體停車場，提供汽車停車

位 627 席及機車停車位 300 格，預於 109 年 10 月中旬開工，預計

111年 10月中旬完工。 

2-5-15 停車場

立體化-舊社立

體停車場 

本工程規劃興建地下二層及平面一層之立體停車場，總樓地板面

積 7,829.14 平方公尺，已於 109 年 5 月 18 日開工，預計於 110

年 10月完工，可提供 250席汽車停車位與 115席機車停車位。 

3-3-2 推動健

康公車 

一、於偏鄉地區持續新闢健康公車服務，檢討各區公車路網(含需

求反應式運輸服務)，預計每年於山、海、屯區各規劃或檢討

2 條行經醫院之公車路線，並同步提升本市公車行經醫療院所

無障礙車輛比例，由目前的 77%提升至 111年的 90%。 

二、另透過分析與掌握衛生局及社會局的長照資源，並配合中央

政策，按照偏鄉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及利用資訊系統進行規

劃，持續推動「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 

3-3-3 推動低

地板公車 

積極鼓勵業者汰換為低地板公車並協助爭取中央補助，以提供各

乘車族群更具人性化、安全及舒適的無障礙運輸服務，目標 112

年本市低地板公車佔全公車數量之比例可達 80%。 

6-4-1 建置智

慧停車雲端系

統 

一、運用地磁資訊，與 PDA 開單作業結合，並於科博館、草悟

道、審計新村及美術園道周邊共 818 格進行地磁+PDA 試辦計

畫，藉以提升路邊開單效率、減少超商代收成本、增加行動

支付比例，讓路邊停車繳費更智慧化。 

二、本局路邊地磁感應設備合計埋設約 9,500 顆，相關地磁資訊

預計整合至「臺中交通網」APP，民眾可透過「臺中交通網」

APP快速找到路邊車格空位，並導航至目標車格。 

6-4-2 電動公

車 

鼓勵客運業者汰舊換新為電動公車，積極參與中央示範型及一般

型計畫爭取補助款；推動幹線公車電動化，提升電動公車使用效

率；針對本市公車路網及充電場站建置作整體規劃，目標 111 年

達 350輛電動公車。 

10-2-2 月票上

線購買 

一、民眾於線上購買停車月票後，由本局採掛號方式將月票郵寄

給民眾(民眾負擔工本費，郵寄費用由本局支付)，民眾即可

不出門完成購買停車月票手續，省去到本局櫃檯排隊、往返

之時間，並且不受政府機關辦公時間之限制，非常方便。 

二、本案屬於常態性執行政策，每年皆會執行，並於年末時訂定

隔年預定目標，預計 110 年度線上購買月票辦理件數，將比

109年度辦理件數再成長 10%。 

加 強 停 車 管

理，營造友善

停車環境 

擴大停車收費

範圍並適時調

整停車費率計

畫 

為建構本市公平、合理的停車環境，避免車輛久占免費車格，造

成公共停車資源不合理分配，因此本局持續以交通整頓、民眾建

議、商圈及周邊路段規劃擴大停車收費管理，提升停車格之周轉

率，實質擴大停車空間，間接改善停車不易等問題，以落實使用

者付費原則，並解決車位不足之問題，110 年度本項計畫預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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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000停車格納入停車收費管理。 

改 善 交 通 安

全，強化違規

記點 

重建交通安全

規範，通盤檢

討交通違規記

點制度 

一、配合交通部規劃修正道路交通處罰條例部分修正草案推動期

程相關事項。 

二、通盤檢討違規記點制度，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及宣導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