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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9年度第 17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9年 10月 26日(星期一) 下午 2時 00分 

貳、開會地點：本局 3樓中庭會議室 

叁、主持人：葉局長昭甫                                    紀錄：林雨青 

肆、出席者：（詳簽到簿） 

伍、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好市多北台中賣場開幕  

一、 警察局： 

(一) 顧客車輛進入停車場停等時間(管制匝門)設備應減短時間。 

(二) 停車場滿場後該如何啟動替代停車場的引導及警示標語？ 

(三) 利用導航設施進場的顧客，請業者向導航廠商研議討論規劃路

線內容，減少道路流轉交織。 

(四) 夜市應變路線是否能消耗進入賣場之車流？來夜市之民眾多為

在地居民，其使用機車是否會佔用敦富東路及他其主要路線而

造成車流堵塞？ 

二、 警察局第五分局：提供意見詳如附件。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敦富路/敦富六街管制時段為 10時至 22時，是否為每日皆進行

管制？營業時間開始為 10時，建議管制時間應提早。 

(二) 賣場停車場滿場時，請提前於松竹路、南興路側透過舉牌人員

將車輛引導至替代停車場。 

(三) 接駁車是否有班次表？為開幕期間開行還是常態假日皆有開

行？請再補充說明。 

(四) 活動到夜間 10點，敦富路沿線擺設之三角錐請加強夜間警示。 

(五) 加油站及賣場 2股等候車流併行時，如何維持敦富路 2車道？ 

(六) 敦富東街方向進場之啟動時機？臨時性指標何時掛設？或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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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牌？ 

(七) 新開幕嚐鮮期後，應調查實際車流狀況，另依促銷活動或假日

方式提送交維計畫送審。 

四、 交通工程科： 

(一) 接駁車(賣場至台鐵)在松竹車站接駁點為黃線臨停接送區，請

修正。 

(二) 行人號誌時相目前採短週期，未來請適時檢討。 

(三) 敦富一街、敦富二街可劃設紅線，另松竹路/敦富路口禁止左轉

部分，因當地居民有通行需求，建議本項意見再行研議。 

五、 交通規劃科： 

(一) 建議停車場收費以抑制自小汽車之使用。 

(二) 請補充說明顧客平均停放時間，以利推估停車延時。 

(三) 請補充說明新辦會員行政區分佈為何，以利進場動線規劃。 

(四) 大量禁左措施將對住戶造成影響。 

(五) 敦富東街/松竹路口可能會有交織，請加派義交協勤。 

(六) 加油站缺口正對賣場入口(目前有用匝門封閉)，民眾加完油可

直接前往賣場，請說明如何因應。 

(七) 賣場至台鐵松竹站之接駁車路線，未來軍福十九路開通後可再

行修改。 

六、 運輸管理科：計畫書中計程車設置點位易與出場車流造成交織問題，建

議採內部化的方式設置。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無意見。 

八、 停車管理處： 

(一) 是否有吸引民眾至替代停車場的策略？開幕後是否仍有接駁

車？如有，廣停 7、8免費停車供給可能遭久佔而降低，民眾停

車空間不多，是否會再尋找或租用空地供停車使用？ 

(二) 引導人員建議要到替代停車場附近指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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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林委員志盈： 

(一) 贊成五分局所規劃之動線。 

(二) 進場動線在松竹站由西往東，左轉敦富路應參酌五分局建議方

案，松竹→南興→軍福十九街→敦富，等候線加長，降低溢流

影響。 

(三) 進場至加油站與賣場會有 4股動線，應重新評估彼此交織打結

點，找出來並重新安排義交勤務點。（純加油、純賣場、先加

油進賣場、先進賣場再加油），請檢視補強。 

(四) 民眾大多數第一次來到本區，應增加宣導與沿路節點立牌。 

(五) 行人往捷運北屯總站動線應沿賣場建物北側人行道往捷運總

站；需畫設行穿線，不要跨越加油站出入口。 

(六) 開幕活動過後，以後假日的交通維持計畫如何考量？應再補充

說明。 

十、 艾委員嘉銘： 

(一) 認同五分局所規劃之動線。 

(二) P1，請增加捷運總站位置。 

(三) P2，請增加活動時間：OO時-OO時。 

(四) P7，開幕期間等候停車空間不足時如何處理(敦富六街到敦富 1

街約可等候 56輛)？請提出說明。 

(五) P5，開幕期間當賣場內部停車空間滿場時即引導車輛到替代停

車場，請問滿場的臨界點為何？請避免增加車輛繞行。 

(六) 如能預估顧客到店人數，開幕期間最好考慮儘早疏導車輛到備

用停車場，同時開行接駁專車。 

(七) 捷運即將開始營運，未來賣場至捷運總站的行人動線請規劃說

明。賣場北側人行道與汽車道出入處並未順平處理，也無來車

警告或義交協助，應儘速修改。 

(八) 松竹路左轉進入賣場車輛估計每週期有多少？現行時制運作是

否能順利左轉？ 

(九) P29-31，進離場動線北屯路中興路接敦富九街皆可善用，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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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路應協調盡速開通，…路線可再調整。 

(十) 大里太平霧峰方向來的車輛可右轉行駛敦富東街。 

(十一) 行車、停車指引應多一些預告。 

(十二) 加油站前請標註限會員信用卡才可進入，以免誤入增加不必要

的誤會。 

(十三) 請顧問公司針對開幕期間之重要路交叉路口進行交通量調查

(含停車需求調查)，提供交通局參考評估。 

(十四) 請提供北屯開幕期間及開幕後南屯店的來客量。 

(十五) 標線、標誌、號誌配置與現況不符。（如標線直行、標誌未禁

左、號誌是圓形綠…） 

(十六) 緊急應變計畫之主要聯絡應增加各單位聯絡方式。如分局、派

出所、消防隊、救護、醫院等。 

(十七) 接駁站點亦可考慮台鐵頭家厝站，另請加強台鐵區間列車好市

多在松竹站或頭家厝下車的宣傳。 

(十八) 卸貨空間可供緊急時調度。 

(十九) 請加強捷運動線規劃。 

(二十) 停車場車牌辨識系統請於開幕日啓動以便取得停車供需情形。 

(二十一) 導航路線問題請再與相關單位協調。 

十一、 巫委員哲緯： 

(一) 請補充說明活動項目。 

(二) 進場動線備案→1.動線依排隊車流狀況機動調整 2.進停車場柵

欄是否開啟？(未收費階段) 

(三) 出場動線備案→依車流狀況於賣場出口限制左右轉。 

(四) 建議可設置指揮中心以便於指揮義交或策略改變。 

(五) 停車場收費方式如何？ 

十二、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簡報新增部分，交維計畫亦請一併更新。 

(二) 敦富東街同為賣場離場動線、加油站進賣場動線及夜市應變動

線，是否會有車流交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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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場車格應有車燈顯示，除紅燈、綠燈外，建議增加藍及粉

紅燈分別代表身障及親子車格。 

十三、 葉局長昭甫： 

(一) 請好市多與顧問公司針對委員提問之相關細項提出務實做法。 

(二) 停車格位塗消及禁左措施等週邊交通管理措施由局內進行討

論。 

十四、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好市多北台中賣場開幕：本案計畫書第 65

頁「五、活動會場及週邊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其中(一)至(四)底線空

格尚未填列，仍請予以修正。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後，送各審查單位確認無誤後核

備；若審查委員尚有意見需修正，則請業務單位再行召開會議討論。 

第二案 109年新社秋季花海活動 

一、 警察局：請於東山街與興中街口加掛告示牌面(大客車左轉以及接駁車

右轉)，以利勤務執行。 

二、 警察局東勢分局： 

(一) 考量去年活動經驗，請於東山街與興中街口加掛告示牌面(大客

車左轉以及接駁車右轉)，以利勤務執行。 

(二) 請交通局協助於平日支援 1臺拖吊車於會場旁(華豐街/協興

街)；假日則除會場旁外再請多支援 1臺拖吊車(東興派出所)。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今年於掛設告示牌面期間，請務必確實記錄各種牌面類型數量

和點位，以利盤點與後續復舊確認。 

(二) 請於活動過程中記錄活動情形，且於活動結束後整理過程中所

遇到的問題，並確實於明年活動計畫書內說明詳細檢討措施。 

四、 交通工程科：提醒今年活動遊覽車需求應會增加，簡報 P14，大客車滿

場後應變措施中說明要停至東關路八段是否距離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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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規劃科：簡報 P9，管制時間為 08:00-18:00，是否分平、假日？另

計畫書中附 P29，部份牌面為 08:00-19:00和 08:00-18:00，請再檢視

確認並一併修正 P25和封面等計畫書內之相關管制內容。 

六、 運輸管理科：計畫書附 29和附 45，請再補充牌面尺寸大小。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P26，第三項有關接駁車專用道部份，將交通

錐及連桿撤回是指於花海活動期間有佈設及當天撤回，亦或是整體活

動結束後再撤回？另請再詳加說明時間等相關資訊以利告知接駁車業

者注意。 

八、 停車管理處：P32，停車供給數量為何是以 50％計算常駐車輛。 

九、 艾委員嘉銘： 

(一)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國內旅遊人數爆增，每日如訪客增加到 10

萬人，主辦單位如何因應？如透過媒體推播等宣導措施，建議

民眾不要再進入。另請宣導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前往。 

(二) 簡報 P3，上午尖峰進場的服務水準為多少？ 

十、 巫委員哲緯： 

(一) 建議於今年活動期間收集下列資訊，供來年參考。 

1. 尖峰時段分佈和平、假日車流量差別等數據內容。 

2. 停車場使用率、尖峰資訊和需求數量是否可被滿足。 

3. 接駁車使用率，如尖、離峰時段等資訊。 

(二) P32，請補充本次各停車場是否需要收費？ 

十一、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建議主辦單位增加設計交通指引書面說明和宣傳供大客車司機

參考(大客車滿場應變措施)。 

(二) 請主辦單位注意雨天、緊急應變、壅塞和滿場等情形的應變措

施執行。 

(三) 接駁車部分請公捷處再行與業者密切聯繫，並建議可於活動過

程中使用對講機進行聯絡以及交通狀況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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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制時間可先寫至 20:00，但請補充說明將視狀況提前解除管

制。 

十二、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改良繁殖場業以 109

年 10月 14日種生字第 1093519069號函檢附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送本

局備查。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7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