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第 11104-1次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1年 4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 開會地點：交通局二樓會議室(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01號) 

參、 主席：許專門委員昭琮代                   紀錄：林彥吟 

肆、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 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臺中市西屯區惠順段 11、11-1地號地上 27層地下 7層店 

     鋪、辦公室新建工程（第一次審查）    

一、 交通行政科： 

1. 審查意見書 P.1審查意見第 1項，內容為來賓停留時間修正

為 1小時進行計算，惟報告書 P.36仍以 30分鐘作為計算，

請補充修正。 

2. 本案基地開發後惠中路一段/市政北一路路口服務水準下降，

且文心路一、二段/市政路/大墩十七街路口服務水準呈現 D

級，請針對周邊受影響路口提出交通改善措施。 

3. 政和路現況為雙向各一車道，停車場進出動線是否有車輛

交織之情況，並是否設置相關交通措施規劃。 

4. 請補充說明本案垃圾車、裝卸車輛之停放位置及動線。 

二、 交通規劃科：請再確認店鋪來賓停留時間，如是以小時計算，

請一併修正本案 3.2節衍生停車需求數。 

三、 交通工程科：政和路出入口鄰近周邊大樓、住宅之停車場出入

口，會不會有車流互相干擾的問題？有無改善措施？ 

四、 運輸管理科： 

1. 審查意見回覆說明項次 11，大眾運輸計程車的部分應調查

周邊 500 公尺以內的計程車招呼站，而捷運周邊、市政府

站、中央健保局應有設置計程車招呼站，請補充調查。 

2. 報告書 P.66，施工出入口需派專人負責，其人員為保全或

工地人員？基地施工期間需指派專人引導車輛進出以確保

行車安全。 

五、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1. 簡報 P.4基地周邊公車分布情況有誤，如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站並無 152 區此路線，請參考台中市即時公車動態資訊網

站進行修正。 

2. 報告書 P.32 圖 2-1基地周邊公車示意圖請一併檢討修正。 

六、 停車管理處： 

1. 有關書面審查意見回覆說明項次 5，修正部分應詳圖 4-5，



請修正。 

2. 報告書 P.34 辦公室(店鋪員工)運具分配率及運具乘載率與

表 3-1不符，請確認後修正。 

3. 有關報告書表 3-4基地衍生停車位供需分析表，機車停車位

供需分析比約 0.96，建議多設置機車位，以保留未來成長

空間並請依停車需求內部化為原則，避免停車需求外溢至

周邊路段。 

4. 報告書 P.49表 4-1方案一、二道路名稱有誤，請修正。 

5. 報告書 P.49表 4-1方案一，車道位置表示不清，請修正。 

七、 林委員祥生： 

1. 不同於通勤族的上、下班尖峰，請說明本基地未來精品店

客人在平、假日到、離店的尖峰時段。 

2. 報告 P.34及表 3.3有多處數字有誤，請修正。 

3. 表 3.1對於公車、捷運占比有高估之嫌，請再檢討。 

4. 報告 P.36店鋪來賓於尖峰時段進入 46人，如何調查而得？ 

5. 店鋪來客與辦公室洽公者停車延時各為 0.5及 1小時，是否

低估，請再檢討，因此推估之停車需求格位明顯低估，亦

應一併修正。 

6. 機車電動化速度較汽車更快，亦應預留充電管線，請再檢

討。 

八、 郭委員仲偉： 

1. 請確認表 2.7，有關基地主要道路路段服務水準，在流量的

部分是否晨、昏峰誤植顛倒，因其結果影響後續 3.7-10 目

標年基地未開發與已開發周邊主要道路路段服務水準。 

2. 因相關車輛進出基地停車進離場動線混合，除原先設定號

誌外與人員管制外，汽機車道是否有實體分隔？ 

3. 垃圾車進出之動線說明。另於地下一樓垃圾車臨停處是否

需增設反射鏡？ 

4. P.64，每日工時 8小時如何計算？另運土車輛於尖峰時段衍

生之交通量 36PCU如何計算？是否有誤？ 

5. P.34辦公室(店鋪員工)運具分配率與表 3-1不符，請確認。 

九、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部分： 

1. 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執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

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染

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並下拉



15公分綑紮牢靠。 

3.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4.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汙染濃度

趨勢，若汙染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5. 請業主建議承造廠商施工期間要取得本局施工機具排氣自

主管理標章。 

(二) 水質及土壤保護部分：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條、第 10條規定辦理，檢具逕流廢

水污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結論：本案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修正報告書後 

      續送林委員祥生、郭委員仲偉及今日各與會單位確認無誤後， 

      再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二案：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94、94-1、94-2地號店鋪及辦公室新 

     建工程（第一次審查） 

一、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公車停靠區違停科技執法設備屆時須配

合公車站遷移或拆除，屆時請廠商協助辦理。 

二、 交通行政科： 

1. 基地開發後，臺灣大道三段/惠中路一段路口及惠中路一段/

市政北七路路口服務水準服務水準下降至 E 級，周邊路口

服務水準普遍為 D 級，請補充改善方案，以減輕對周邊交

通之衝擊。 

2. 平常假日期間百貨周邊常有排隊車潮，請說明施工期間施

工車輛交管措施，以避免造成基地周邊交通壅塞。  

3. 無障礙車位建議往上層集中設置，便利民眾使用，減少繞

行。 

4. 停車空間獎勵車位建議集中設置於地下一層，若不足時則

依序往下樓層設置。 

5. 請補充基地周邊 100公尺範圍內人行系統說明。 

6. 施工車輛動線請提供大範圍路徑規劃，以利檢視。 

7. 請補充假日期間可提供民眾停放之車位數量，民眾進入停

車車輛是否會與周邊排隊車流交織衝突，請說明如何因

應。 

三、 交通規劃科： 



1. 百貨公司活動期間皆跨平常日及假日，雖與本基地上班時

間人車干擾較小，但下班時間停車場出場車輛恐與百貨公

司車潮產生衝突，且本基地停車場有規劃獎勵車位，平日

是否有開放民眾進場停車，動線易與出場車輛、百貨排隊

車潮產生交織，如何因應請一併補充說明。 

2. 本案停車場出入口方案採方案二，汽車動線規劃先出再進，

當進入停車場車輛較多時，因可儲車空間有限，排隊車輛

可能溢流至台灣大道上，勢必會與出場車輛、百貨公司進

場排隊車潮及過境車流產生交織衝突，增加台灣大道之交

通負荷，請再評估停車場出入口方案。 

3. 無障礙汽車格(B6-B9)建議可往上樓層調整集中，避免民眾

逐層尋找停車格。 

4. P.5-1施工車輛進出時間建請調整為 09:00-16:00，避開尖峰

時間以減少交通衝擊。 

四、 交通工程科： 

1. 如出現排隊車流溢流至台灣大道慢車道，應如何因應？有

何改善措施？ 

2. 開放民眾停車 75席，因假日大樓上班人數較少，有無機會

可以再多開放一點供民眾停放。 

3. 車道出入口位於台灣大道慢車道上，車輛出入將對慢車道

車流造成影響，出入口有無配置相關警示設備或配置保全

人員協助管控大樓車流。 

五、 運輸管理科： 

1. 請補充基地周邊計程車招呼站之設置位置。 

2. 請評估機車出入口是否能分開設置，改為與汽車進出動線

方向相同？ 

3. 請問未來基地是否會在夜間施工？未來基地施工期間請確

實執行交維措施避免影響周邊交通。 

六、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1. 若需要移設公車新光三越站，須同步移動電箱及警方科技

執法系統，費用應由開發業者自行吸收，並期望認養該公

車站牌。 

2. 全航客運 6268b 路線，管轄單位為監理所，後續遷移站牌

需與監理單位進行協商。 

3. 公車專用道新光遠百站停靠路線有誤，請參考本市即時公

車動態資訊並於報告書 P.2-62及 P.2-63修正。 

七、 停車管理處 

1. 有關 P.Ⅲ及 P.Ⅴ交通影響評估書面審查意見之日期誤繕「110」



年 3月與「110」年 1月，請確認回覆內容是否為針對本局

最新書面審查意見。 

2. 報告書 P.2-54表 2-30幸福停車場非屬都市計畫停車場，請

修正。 

3. 報告書 P.2-54表 2-30市政大樓附屬地下停車場機車數量有

誤，請併同後續統計表修正，另惠國 94停車場費率請修正

為每小時 50元。 

4. 報告書 P.2-60、2-63停車供需分析，需求數量應為各時段中

最高者以計算需供比，請確認修正。 

5. 報告書 P.3-10辦公室機車停車需求計算式有誤，請修正。 

6. 本案周邊商場林立，平、假日皆有停車需求，考量下班時

間或假日時段停車場自身需求較低，可開放對外使用，24

小時開放作為公共停車場，以增加停車供給，且費率參考

周邊停車場費率。 

7. 本案請於入口處設置剩餘車格顯示器，且完工後請提供即

時剩餘車位資訊介接本局管理系統(臺中交通網 APP)，以便

後續進行整體停車資訊供需管理。 

8. 建議進行停車場出入口三個方案對道路車流之微觀模擬分

析。 

9. 人行道之鋪面型式請延續，不宜被停車場車道所截斷，造

成行人要等車輛先穿越之非人本交通。 

八、 林委員祥生： 

1. 商場以平價超市全聯為參考，其來客停留時間短，周轉率

高，萬一未來是傢俱、彩妝或餐廳，分時進出人數與停車

需求將完全不同。 

2. 商場與店舖平均每店僱用人數為何分別取用全國與台中地

區之調查值，有何特殊考量？ 

3. 表 3-5係參考交通部對台中地區通勤民眾之調查資料，但商

店及店鋪顧客選取全聯市政店及路易莎朝富店運具分配率，

其公共運具、步行、自行車占比均有高估之嫌，請檢討修

正。 

4. 辦公室洽公者非分時先後到達，可能上午 10-12 時及下午

14-16時是來客尖峰，汽、機車各 10、17席格位明顯不足，

請再考量。 

5. 圖 3-1編號 6的開發量體極大，上、下班時段進出車流量勢

必衝擊本基地，未來如何因應？ 

九、 郭委員仲偉： 

1. 部分路段於目標年基地開發後，晨峰服務水準降低至E級，



建議實施分流管制措施，立意良善，然執行之效力是否能

真實解決該問題，仍有需視情況而定。 

2. P.3-10機車停車需求，為 697席，括號內計算內有誤。 

3. 部分地上樓層之停車塔汽車位數各有不同，是為平面亦或

是機械立體？建議可補充說明。 

4. 清運車輛進出動線與汽機車停車專用道方向相反，雖有交

管人員指揮，但是否考慮與出入方向一致以減少衝突。 

5. 請說明 B2-17 層機械停車塔停車出入等候，對其他停車車

輛之影響。另說明停車塔車位剩餘顯示機制。 

6. 機械停車塔之車位是否為各樓層管理。 

7. P.3-44表 3-39開發前後數據有誤。 

十、 許專門委員昭琮： 

1. 公車候車亭遷移部分請先與公捷處、警察局及監理單位進

一步會勘討論確認後納入修正報告。 

2. 請詳細說明上下班分流之執行策略，如何與百貨公司車流

錯開？並補充對周邊交通之改善方案。 

3. 請補充停車塔營運模式、使用時機及使用效益，並審慎評

估停車塔車位設置與否或降低量體。 

4. 針對周邊道路服務水準下降部分，請再加強改善方案並說

明如何紓解周邊交通。 

十、 警察局第六分局（書面意見）： 

1. 眾所皆知台灣大道 2 家百貨公司每逢星期例假及國定連續

假日期間，周邊道路均呈現爆棚狀態，請廠商於每周上、

下班時段(上午 7-9時)/(下午 16-20時)、星期例假日及國定

連續假日期間，請勿施工，避免周邊交通狀況雪上加霜。 

2. 注意義交申請期日。 

十一、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部分： 

1. 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執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

施，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

泥污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並下

拉 15公分綑紮牢靠。 

3.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4.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汙染濃

度趨勢，若汙染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5. 請業主建議承造廠商施工期間要取得本局施工機具排



氣自主管理標章。 

(二) 水質及土壤保護部分：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10 條規定辦理，檢具逕

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結論：本案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修正報告書後 

      續送林委員祥生、郭委員仲偉及今日各與會單位確認無誤後， 

      再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陸、會議結束：當日下午 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