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7年度第 7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 2 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委員克聰代理 

出席者：（詳簽到簿） 

壹、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107 年度東協好聲音才藝競賽暨泰緬潑水節慶活動 

一、 李委員克聰 

1. 計畫書 P7，大眾運輸應不納入衍生車輛，請修正。 

2. 車流導引動線應明確，請再檢視周邊替代道路之規劃及相關交管配

置，以利車流運行。 

二、 巫委員哲緯： 

1. 繼光街與綠川西街為不同方向之單行道，故無法以繼光街作為改道

動線，請主辦單位再研擬適當之替代道路，並落實相關導引措施。 

2. 請於綠川西街中山路口、綠川西街臺灣大道口等上游路段佈設告示

牌面，以利用路人提前因應；綠川西街管制端點處應設置禁止進入

告示牌面。 

三、 陳委員君杰： 

1. P4，綠川西街成功路口、綠川西街台灣大道路口是否截斷成功路、

台灣大道之交通？ 

2. P5 中間，阻絕設施僅設置告示牌嗎？ 

3. P12，請繪圖說明道路路口如何擺設交通錐進行交通管制。 

4. P12，交通錐配置是否具夜間警示效果？ 

5. P13，告示牌面配置應增加綠川西街成功路口東側(綠川西街光復路

口)、綠川西街台灣大道西側(綠川西街中山路口)兩處。 

6. P14，交通管制方式應增加綠川西街成功路口東側(綠川西街光復路

口)、綠川西街台灣大道西側(綠川西街中山路口)兩處。 



四、 警察局： 

請主辦單位務必依規定於活動前申請義交協勤。 

五、 警察局第一分局 

1. 計畫書 P9，有關義交協勤費用請再確認，如為本市相關單位申請協

勤派遣，請依規檢具相關資料辦理。 

2. 活動預計 16 時結束，結束後請主辦單位儘速復舊以提前解除管制

，如實際管制時間包含晚間，相關交管設備需具有照明或警示設備

，以確保安全。 

3. 主辦單位如有發放相關通行證，請於活動前提供相關樣式予第一分

局，以利轉知執勤人員辨識。 

4. 計畫書 P14，有關活動協請警力支援部分，第一分局將於交維計畫

通過後另行編排勤務支援，相關文字請自計畫書中刪除。 

六、 交通行政科： 

1. 活動吸引大量人潮湧入，請主辦單位妥善導引民眾步行動線，避免

人潮於管制範圍外之車道上聚集或移動，衍生其他交通問題。 

2. 計畫書 P8，活動周邊非所有人行道皆可停放機車，請調整或刪除相

關文字說明。 

3. 請紀錄本年度交通維持執行情形，活動完亦應檢討各項交維措施，

未來如有再提送本計畫，請將上述資訊補充於計畫書中。 

七、 交通規劃科： 

相關告示牌面請於活動前一周佈設完畢。 

八、 運輸管理科 

請於綠川西街原計程車排班區張貼相關告示，並建議補充說明導引

民眾至臨近排班區候車。 

九、 公共運輸處： 

計畫書部分大眾運輸資訊有誤，請再確認修正。 

十、 停車管理處： 

1. 計畫書 P17，請確認活動規劃之停車空間屬合法停車場。 

2. 計畫書 P18，活動周邊停車空間有限，仍請加強宣導搭乘大眾運輸



並強化周邊停車導引。 

3. 請於計畫書中補充第一廣場地下停車場導引及配套措施。 

結論： 

1.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

子檔。 

2.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並確認義交申請情形後送交通局逕行

確認無誤後核備(1 式 3 份)。 

第二案 2018 阿罩霧鄉村田野公益路跑 

一、 李委員克聰： 

1. 本案距離舉辦時間尚有 6 個月，請務必於活動前重新確認周邊相關

概況，如有必要調整者，應視實際需求更新及修改計畫書。 

2. 計畫書 P99-101，部分告示牌面文字請再精簡，並適度放大文字以

利用路人辨識。 

二、 巫委員哲緯： 

為降低大眾運輸影響，未改道之公車路線請評估是否可供民眾上下

車並安排人員導引；規劃改道之公車路線部分改道幅度較大替代性

較不足，亦請評估是否可維持原路線或其他配套措施。 

三、 陳委員君杰： 

1. P9，四德路既註明封閉寬度 4.5 公尺，又說明封閉 3 公尺，請確認

究竟封閉幾公尺？ 

2. 請說明路段中幾公尺佈設一個交通錐，以區分管制範圍。 

3. P14，機車之小客車當量為 0.5，請修正相關內容。 

4. 請說明對路邊停車的處理方式？若車主不移車，處理方式為何？若

活動開始之後車主要開車，處理方式為何？ 

5. 請附圖並補充說明工作人員穿著及配備，服飾上須有反光功能，夜

間須有發光指揮棒，並強化教育訓練。 

6. 交管使用之交通錐在夜間應附發光警示，避免車輛撞擊。 

7. P9-P11 中有關封閉車道、封閉寬度之說明與 P77 起圖面之標示不一

致，請確認。 



四、 警察局霧峰分局 

1. 活動主會場周邊請勿規劃為停車區域，以避免擁塞。 

2. 請於活動前確認活動周邊區域是否有新辦之都市更新等類似計畫

，如相關計畫有影響本活動舉辦之虞，請事先規劃因應措施。 

五、 交通行政科： 

1. 計畫書 P17，明台高中校園停車及接駁部分請納為正式停車接駁方

案之一，以降低周邊停車壓力。 

2. 請紀錄本年度交通維持執行情形，活動完亦應檢討各項交維措施，

未來如有再提送本計畫，請將上述資訊補充於計畫書中。 

六、 交通規劃科： 

告示牌面所列管制時間請再與計畫書 P9-11 核對一致。 

七、 運輸管理科： 

建議於活動會場規劃臨時之上下車區域，以作為民眾接送或接駁車

臨時停靠地點。 

八、 公共運輸處： 

請依計畫書所述落實各項大眾運輸宣導作業，以降低影響。 

九、 停車管理處： 

計畫書 P16，機車停車供給似有不足，請再確認並另覓其他機車停

車空間。 

結論： 

1. 請於活動前與霧峰分局確認周邊整體交通狀況是否有調整改變，並

應依當時現況調整活動管制措施及因應方案。 

2.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

子檔。 

3.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1式 3

份)。 



第三案 2018 岱宇臺中國際馬拉松 

一、 李委員克聰 

1. 計畫書 P58-60，部分告示牌面文字請再精簡，並適度放大文字以利

用路人辨識。 

二、 陳委員君杰： 

1. P12-P20，P27-P46 請確認各項寬度資料是否正確？(一般車道寬度

多為 3.5 公尺，但計畫書多以 3.0 公尺計算)。另市政北五路惠中

路至惠來路路段，註明東西向全線封閉，卻又註明封閉寬度 6 公尺

(東西向各 3 公尺)，但實際上市政北五路應不只 6 公尺。其他道路

亦有類似現象，請一併改正。 

2. P48 中機車的小客車當量應該為 0.5，請修正，且一併修正後續相

關內容。 

3. 請說明路段中至少幾公尺距離擺設 1 個交通錐。 

4. P50 指出將使用有參賽經驗之工作人員 259 名，但活動賽道只有使

用反光背心 74 件，指揮棒 74 支(是否發光)，顯示有部分工作人員

將無法穿著反光背心與使用指揮棒。由於活動開始前仍未天明，應

要求工作人員都需穿著反光背心並使用發光指揮棒，以維安全。 

5. 請於道路斷面圖明確指出將使用之寬度。 

6. 請繪圖說明道路路口如何擺設交通錐進行交通管制。 

7. 請說明對路邊停車的處理方式？若車主不移車，處理方式為何？若

活動開始之後車主要開車，處理方式為何？ 

8. 請加強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以維安全。 

三、 警察局烏日分局： 

請於成功嶺 1 號門(成功西路)增設改道告示，以利導引用路人。 

四、 警察局第六分局： 

1. 活動會場鄰近新光三越、大遠百，未降低周邊交通影響，請再與百

貨公司業者確認周年慶檔期時間。 

2. 臺灣大道(惠中路-文心路)慢車道近中午始開放管制，惟該處有一



婚宴會館，請務必將管制訊息告知該館，並協調相關配套措施，以

降低民怨。 

五、 交通行政科： 

1. 計畫書 P26，計畫書內容有漏字部分請再檢視修正。 

2. 請紀錄本年度交通維持執行情形，活動完亦應檢討各項交維措施，

未來如有再提送本計畫，請將上述資訊補充於計畫書中。 

六、 運輸管理科 

計畫書 P66，臨時接送區圖示格式請再調整。 

七、 公共運輸處： 

1. P75，改道行駛並停靠專用道之公車路線，請於告示內容一併加註

，以利民眾辨識。 

2. 計畫書 P75-93，相關公車資訊請於活動前確認，如有調整應依最新

資料更新。 

八、 停車管理處： 

計畫書 P63-64，部分停車資訊仍有誤，請再確認更新。 

結論： 

1.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

子檔。 

2.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1式 3

份)，如未確實修正則需再審。 

 

参、上午 11 時 45 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