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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7年度第 14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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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李委員克聰： 

1. 於道路行使交通指揮導引車輛之相關人員，為具公信力，須請義交

人員協助指揮引導。活動管制部分請依規定安排義交協助指揮引導

，義交申請部分請洽警察分局辦理，亦請警察太平分局協助審核應

設置義交之路口，並請活動單位配合遵守辦理。 

2. 有關交通維持交通管制措施及設備，請依本會議相關單位之意見修

正、調整及配合執行辦理，詳實修正相關封閉管制措施(如：拉黃

線封閉管制不符規定)。 

3. 告示牌面導引內容盡量勿重複上方圖示，應利用下方空間放進其他

相關文字導引資訊。 

4. 請向公共運輸確認影響公車路線，讓民眾清楚去回程之搭乘位置，

，以及協調臨時站牌適當之設置位置。 

5. 本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相關政府單位均應派員出席參與，始具辦

理審查之實質意義及完整。 

6. 請以照片詳實紀錄活動歷程，以作為未來精進之參考。 

二、 巫委員哲緯： 

1. 計畫書 P5，請標示公車改道路線後之環太東路(福德公園)臨時設置

公車站牌位置；請確認公車是否有去回程之路線，如有須雙邊設置

告示；另請於原站點與改道後之新站點均張貼告示，以利民眾週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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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書 P6，公告請附上公車改道路線示意圖、告示內容亦請隨前揭

意見修正。 

三、 陳委員君杰： 

1. 請補充 8 月 4 日 21 點到 8 月 5 日 10 點之間，本封閉路段維持何種

狀態？如繼續管制中，請補充夜間如何維持管制？ 

2. 計畫書 P2、P10，禁止右轉標誌仍然錯誤，請確實改善。 

3. 計畫書 PII-2、PII-3，若干文字係以環保局自稱，請修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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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路口封閉處，應配合連桿長度(一般約 2 公尺)設置交通錐，交通錐

夜間應附發光警示，避免車輛撞擊。交通錐與連桿必須封閉路口，

不使機動車輛進入，以免衍生事故。 

四、 警察局：義交申請部分請洽該轄區警察分局辦理，並請提供申請之義

交數量。 

五、 警察局太平分局：活動管制自包含夜間，請加強各項交管設施之夜間

照明及反光設施，以確保安全。 

六、 交通行政科： 

1. 請於活動結束 2 週後，請提供活動期間之以下相關照片： 

(1) 週邊停車狀況、 

(2) 路口管制及交管人員指揮現場之情形 

(3) 台中客運 142 公車路線改駛中山路之轉彎處行駛情況 

2. 計畫書 P10，請於中山路二段與環太東路、環太東路與大源二街、

環太東路與大源十八街等 3 處路口，仍請經專業訓練、具配備及執

行經驗之義交協助指揮引導。 

3. 距離活動地點僅約 100 公尺之「精武社區」公車站點共有五條路線

，可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響應本市公車 10 公里免費活動，亦

可避免停車空間不足之情形。 

七、 交通規劃科：P2、10，禁止右轉標誌錯誤，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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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通工程科：計畫書 P2、P10 字體請再精簡放大，改道牌面請加箭頭

。 

結論： 

1. 請區公所或里長等政府相關機關單位偕同活動主辦單位出席報告。 

2.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本案尚須納入後續交維審

查會再審。 
 

第二案 「Running Land」玩轉大地-大肚藍色公路夜跑 

一、 李委員克聰：計畫書 P27，本活動於夜間舉辦，請檢視活動沿線照明情

形，並列入活動期間可能風險與因應策略表中。 

二、 巫委員哲緯：計畫書 P19，文字與表格對應有誤，請再檢視修正。 

三、 陳委員君杰： 

1. 計畫書 P42 起，圖面標示寬度又與紅色文字之說明不一致，請修正

。 

2. 前次審查意見建議停車區域應另行規劃。本次雖口頭報告取消華山

路北側路邊規劃做為小汽車之停車區，但書面報告仍規劃華山路與

自由路路邊為停車區，請修正。 

四、 停車管理處： 

1. 請再確認活動工作人員數量。 

2. 計畫書 P9，表 4 運具使用比例及使用運具人數計算有誤，請再重新

計算，並檢視更新後停車之停車需求是否可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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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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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磐鈺雲華大樓新建工程 

一、 李委員克聰： 

1. 簡報 P12，標誌格式應統一，上方請加註禁止左右轉標誌，下方加

註禁止原因。 

2. 交維計畫需要住戶同意的部分、影響行人及車輛的部分，應封閉的

節點上應以交通錐連桿確實封閉的部分，指示標誌格式化的部分

，請在報告中說明清楚。 

二、 巫委員哲緯： 

1. 家樂福出口處應設置告示提醒顧客前方有工程施作，應左轉。 

2. 前次的吊掛工程是否造成任何問題？ 

3. 動力機械進出路線應說明清楚。 

三、 陳委員君杰： 

1. 計畫名稱似乎要拆除大墩路，建議加以修正。 

2. 大英街與大墩 12 街被封閉區域之住戶如何進出？ 

3. 吊車跨越鄰地建物是否取得對方同意？ 

4. 計畫書 P33，大墩 12 街家樂福停車場車道出口車輛離場動線部份似

乎須逆向行駛，請增繪大比例尺之配置詳圖，並詳述如何管制。 

5. 計畫書 P41，列有夜間施工警戒燈，是否仍有夜間施工管制情形？

如有，請詳述管制情形。 

6. 路口封閉處，應配合連桿長度設置交通錐，交通錐與連桿必須封閉

路口，不使機動車輛進入，以免衍生事故。 

7. 請附圖並補充說明開發單位自派之交管人員穿著及配備，服飾上須

有反光功能，請強化教育訓練。 

四、 交通行政科：封閉大墩十二街與大英街，居民會受最大影響，是否有

和居民溝通？居民的停車問題是否幫忙處理？ 

五、 交通工程科（書面意見）：計畫書 P11、P12，交通量調查大光街大墩十

二街、大英街公益路、大英街大墩十二街、大英街大墩十一街，數值

均一模一樣，請再確認數值正確性。另大墩十二街假日交通量高於平



5 

 

日甚多倍，請詳述原因。 

六、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水質保護部分：本次新建工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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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防制法第一級

營建工程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9 條、第 10 條規定辦理，檢具逕流廢水汙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

准，並據以實施。 

2. 空氣品質部分： 

(1) 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執行

防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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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捆紮牢靠。 

結論：本案原則上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

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四案：臺中市水湳 40M-11 號道路與中科東向道路銜接工程（第三階段） 

一、 李委員克聰： 

1. 施作應依照審查過的交維計劃施作。 

2. 夜間施作仍會佔據路肩，請說明路肩原來的功能為何？佔據路肩真

正的影響為何？ 

3. 工期是否因施作時間調整而改變？ 

4. P49，施工中台 74 線「夜間」服務水準，應將時段寫清楚。 

二、 交通行政科：施工時間改為夜間施工，且仍會佔據路肩，請加強夜間

警示的部分。 

三、 交通工程科（書面意見）： 

1. 計畫書 P137，圖 4.3-4 黎明路往東近凱旋路口，請再增加改道指示

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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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書 P134，圖 4.3-1 凱旋路往北近黎明路，請再增加改道指示牌

面。 

3. 計畫書 P134-P138，各階段施工，1 號宣導牌面請再增加，每個方

向至少二面，並提前於二個路口前適當位置設置。 

四、 公共運輸處： 

1. 圖 4.6-1，156 路公車去程頭末班車已過，不影響，請確實依照排

定時間施工。 

2. 圖 4.6-3，156 路公車回程動線箭頭方向有誤。另，因 156 路公車

下 74 後需右轉凱旋路，該路口車流複雜，建議改於黎明路設置「

泰安國小（環中路）」臨時站牌。 

3. 圖 4.6-4、圖 4.6-5，74 路原行車動線請加註「台 74」，74 路改道

動線請加註「環中路平面道路」。 

五、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水質保護部分：本次新建工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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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防制法第一級

營建工程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9 條、第 10 條規定辦理，檢具逕流廢水汙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

准，並據以實施。 

2. 空氣品質部分： 

(1) 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執行

防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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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捆紮牢靠。 

結論：本案原則上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

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 

 

貳、下午 16 時 10 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