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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11 年度第 16 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1年 12月 15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貳、開會地點：本局 3樓 3-1會議室 

叁、主持人：許專門委員昭琮代理                                    紀錄：邱雅琳 

肆、出席者：（詳簽到簿） 

伍、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豐原大道環狀埋設幹管工程-管(四) 

一、 警察局： 

(一) 簡報第 13、14 頁，派遣義交 24 小時是否正確，如正確請補充在此交

維計畫裡面。 

(二) 工作井設置完成，務必做好警示設施，避免民眾誤闖施工區域。 

二、 警察局豐原分局：因豐原大道左轉車道眾多，施工期間標誌標線是否會

重新劃設。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豐原大道改道動線務必於上游端增設改道牌面，以利民眾辨識。 

(二) 派遣義交是否為 24小時；煩請執勤前，請落實相關的教育訓練，正

確的引導用路人。 

四、 交通工程科： 

(一) 施工區的漸變段長度是以道路速限設置還是以施工區域速限做規劃，

煩請補充說明。 

(二) 路口如有占用車道或左轉車道影響動線，建議辦理相關會勘。 

五、 交通規劃科：施工期間豐原大道四段 439 街僅剩單線雙向通行，請派

遣義交引導車輛通行，並加強相關警示設備。 

六、 運輸管理科：本局審查意見項次 6，查 P42、43並無補充說明，請補充。 

七、 公共運輸與捷運工程處：無意見。 

八、 停車管理處：無意見。 

九、 劉委員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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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確認進出工區時段均在 9-16時。 

(二) 5.5 M車道之車行動線非常容易紊亂，建議以適當方式快慢區隔，避免

發生事故。 

(三) 豐原大道 439 街口，施工期間車輛右轉入 439 街時，必需佔用對向車

道，雖然設有旗手，仍建議以適合方式標明停止線，以減少不必需之衝

突。 

十、 巫委員哲緯： 

(一) 簡報第 7頁，路口車道配置，請詳細說明。 

(二) 前漸變段標誌規畫，請補充說明。 

(三) 推進工程時，附近商家及住戶進出該如何調整？ 

(四) 道路標線施工前應先照相存查，以利復舊時繪設之參考。 

十一、 艾委員嘉銘: 

(一) M-01工區速限要明確，要有兩個速限標誌，一個設在起點限速 30公

里，一個設在工區結束處限速 60公里(解除速限)。 

(二) 未見義交明確站立位置及人數(M12、M13)，單線雙車道通行如何管

制？ 

(三) 夜間警示燈應每日檢查其亮度。 

(四) M-25，汽機車分道標示之正確性，也未見施工預告。 

(五) 旗手或義交請明確區分。 

(六) 建議增加施工區之影像監控。 

十二、 許專門委員昭琮：無意見。 

十三、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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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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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四)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污染濃度趨勢，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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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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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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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請依上開委員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再請補充與交工科及公捷

處等相關單位辦理會勘後之紀錄，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二案 臺中鐵路高架化騰空廊道下埋設管線工程(八)第二次變更 

一、  警察局：工作井施工區域，請加強夜間照明警示，避免民眾誤闖。 

二、 警察局第三分局：施工封閉力行路至東光路路段，沿線有汽機車路外

停車場，請研議相關出入口管制計畫。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本案前於施工前，出現過早劃設調撥車道線造成用路人混淆等問題，請

就過去經驗說明未來改善方案。 

(二) 本次施工封閉範圍及時間遠大於前，請務必於施工前再次邀集地方進

行妥善說明。 

四、 交通工程科：簡報第 10頁，東光路與精武路調撥車道改為兩車道，原

左轉專用道該如何處理? 

五、 交通規劃科：力行路與東光路口設有機車待轉區，施工期間機車該如何

待轉，請再補充說明。 

六、 運輸管理科：P11，精武停車場採義交調撥方式，若有停車需求再放行；

義交執勤時，如有停車或移車需求，相關拒馬配置為何，是否有誤闖的

疑慮。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一) 簡報第 10 頁說明精武車站東光路停靠站移設至前方 70 公尺，請問此

規劃之前是否有辦過會勘？如無，再請辦理相關會勘，相關告示牌面影

響時間亦請再更新。 

(二) 查本案交維計畫變更因施工封閉將影響精武車站(東光路)南向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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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請於 7 日前於影響車位告示(以護貝黏貼妥當)週知影響日期、時

段、臨時站位搭乘地點，以圖示及派員引導於既有站位候車之民眾至臨

時停靠站位搭乘，工程結束後予以復舊，以免影響候車乘客權益。 

八、 停車管理處：無意見。 

九、 劉委員霈：東光路與精武路口之輔助線是否可將左轉專用道左側移至

左轉專用道右側，以確實導引直行車之效用。 

十、 巫委員哲緯：請分析本工程對精武路/東光路及精武路/南京東路一段

路口服務水準的衝擊，及是否作相關號誌上的調整。 

十一、 艾委員嘉銘： 

(一) 工區速限要有兩處，一設在起點，一設在結束處(解除速限，恢復原

道路速限)。 

(二) 旗手或義交請明確區分，站立位置及人數，必要明確說明。 

(三) 夜間警示燈應維持正常，須派員定時巡查。 

(四) 力行路封閉，請改道通行，須有箭頭指向；封閉道路的前端最好增

設紐澤西護欄。 

十二、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如有之前相關精武路及力行路交通分析，請補充於交維計畫書內。 

(二) 此段工程已施作一段時間，是否可再縮短工期，以降低交通衝擊。 

十三、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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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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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四) 建議購置微型感測器及 CCTV(監視器)監控工區污染濃度趨勢，若污

染濃度有升高趨勢，可提前因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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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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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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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第三案 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 112年週年慶及大型特賣活動 

一、 警察局：無意見。 

二、 警察局第三分局：無意見。 

三、 交通行政科：無意見。 

四、 交通工程科：無意見。 

五、 交通規劃科：無意見。 

六、 運輸管理科：本局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之項次 12 修正後情形，已於

「P.32」修正之頁碼誤繕，請修正為 P.33，亦請檢視其他回覆頁碼正

確性。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P.23，表 6-1中，323區公車路線班次仍有錯

誤，請更正。 

八、 停車管理處：意見回覆第 15項，請業者在發送 DM（紙本及電子）時，

不論活動檔期大小，請充分揭露（至少 1/4 篇幅）相關停車場資訊。

（如相對位置、停車優惠等） 

九、 劉委員霈： 

(一) 計畫書過於簡略且未明確敘明周邊道路所受之影響，請再補充相關調

查及評估資料。 

(二) 所列周邊停車場格位似未敘明是否為已扣除常駐車位。 

十、 巫委員哲緯： 

(一) 請對 Lalaport購物中心開幕對貴公司的衝擊，包括車流及停車場的衝

擊。 

(二) 尖峰時段請於停車場出口加派義交指揮。 

(三) 以往的交通問題為何？建議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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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艾委員嘉銘： 

(一) 已辦理多年仍未見歷年交維檢討報告。 

(二) P.13，出場動線斜穿路口雙黃線違反規定（圖上請明確在圖示標明）。 

(三) 示意圖請完整標示周邊號誌及標線。 

十二、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DM請預留足夠之版面揭露大眾運輸及停車資訊。 

(二) 請補充交維檢討會議紀錄並將今年度交維措施及改善方式加以說明。 

(三) 簡報內容有新增部分請補充至交維計畫書內。 

十三、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 112 年週年慶及大型特賣活動屬室內性質，爰

不適用臺中市環境清潔维護自治條例及本局公告(略以):「於戶外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舉行除集會、遊行以外之户外活動，如預估人

數達 1,000 人以上或舉辦活動时間達 2 日(含)以上，主辦單位應於活

動日 14日前檢附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送本局備查」之規定，惟仍請主

辦單位落實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垃圾委託合法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並

請依活動期間之主管機關防疫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有關噪音部分，請參照本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條公告辦理。 

(三) 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 10時至翌日上午 8時禁止使用擴音設施於

室外使用擴音設施從事集會、遊行或音樂表演等各項活動。但元旦(含

跨年日)、春節(小年夜至農暦一月三日)、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

中元節、中秋節、國慶日、特殊民俗活動(如迎神繞境)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如於管制時段內使用擴音設施，請於活動

當日備妥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四) 於管制時段外，使用擴音設施仍須符合各類噪音管制區之擴音設施噪

音管制標準。 

(五) 請依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做好噪音防制工作，避免民眾陳情。 

結論：本案 112 年 6 月 30 日前交維計畫依上開委員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

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原則通過；後續交維計畫請於 112年 5月 30日前，召

開檢討會議並附上會議紀錄做成交維檢討報告提送至交通局，原則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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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書面審查無問題後通過，如有必要仍需召開審查會議。 

第四案  2023 臺中東勢新丁粄節 

一、 警察局： 

(一) 上次(111 年)活動交維計畫有規劃「居民機車通行證」，本次活動交維

計畫無此規劃，請主辦單位補充說明原因。 

(二) P.11，表 3「文化街與本街中正二巷口」義交 1名與 P.12圖 10「文化

街與本街中正一巷口」義交 1名，位置不一致，請主辦單位確認。 

(三) P.12，表 4夜間保全人力配置表，請增列 2月 5日 22時至 2月 6日 9

時(活動結束至開始撤場前期間)。 

(四) P 14，表 6、P.15表 7三角錐配置表，非管制時段僅文化街道路中線

有設置三角錐、連桿、警示燈，第五橫街未規劃設置，請主辦單位於

第五橫街道路中線亦應設置三角錐、連桿、警示燈。 

二、 警察局東勢分局： 

(一) 計畫書內錯別字部分請修正。 

(二) 接駁車路線與踩街活動路線在三民街中山路口有衝突，踩街時段接駁

車路線請修改為於三民街中山路口左轉中山路再右轉豐勢路。 

三、 交通行政科：請呈現完整的檢討會紀錄包含與會單位意見等。 

四、 交通工程科：管制告示牌圖例部分請依設置規則之圖例修正；另路口設

置禁止進入部分請再補充禁左及禁右牌面。 

五、 交通規劃科：告示牌面禁止左轉標誌有誤，請修正。 

六、 運輸管理科：無意見。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無意見 

八、 停車管理處：無意見。 

九、 劉委員霈：無意見。 

十、 巫委員哲緯： 

(一) P.19，告示牌宜簡化。 

(二) P.31，接駁車運行方向建議評估採順時針方向，招呼站並請加以命名或

編號。 

十一、 艾委員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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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交維計畫執行。 

(二) 建議將禁止進入、轉向標誌放在告示牌上方，相關說明放在圖下方。 

(三) 禁止轉向標誌應依設置規則規定劃設。 

十二、 許專門委員昭琮：建議告示牌可依牌面性質使用不同底色（如禁止為

紅色，指示為藍色等）。 

十三、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請至本局網站(環保業務/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環境清潔維護)下載

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參考格式，填寫項目請配合予以修正。 

(二) 經查行政院環保署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查無「綠地環保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資料，請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

可證之公司清運。 

(三) 綜上，請另以公文檢附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送本局備查。 

(四) 有關噪音部分，請參照本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條公告辦理。 

(五) 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 10時至翌日上午 8時禁止使用擴音設施於

室外使用擴音設施從事集會、遊行或音樂表演等各項活動。但元旦(含

跨年日)、春節(小年夜至農暦一月三日)、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

中元節、中秋節、國慶日、特殊民俗活動(如迎神繞境)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如於管制時段內使用擴音設施，請於活動

當日備妥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六) 於管制時段外，使用擴音設施仍須符合各類噪音管制區之擴音設施噪

音管制標準。 

(七) 請依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做好噪音防制工作，避免民眾陳情。 

結論：本案依上開委員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原則通

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