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玖、交 通
˘ăྻᏮఢထ!
(一)審議及查核本市重大工程交通維持計畫
為降低使用道路施工期間所造成之交通衝擊，本府交通局已訂定「高雄市
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規定」來規範交維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及查核督導等事宜，且為落實本市利用道路施工處所之交通維持措施之執
行督導，俾維持交通順暢與安全維護，提昇交維計畫審議及執行品質，先
由本府道安會報綜合管考小組對相關提案進行初審，提供相關意見作為道
安會報委員審議時參考，並就審議通過之交維計畫，請施工單位於交通維
持設施佈設完成後，邀集各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確認，並不定期進行督導查
核，本府道安會報委員會議自 99 年 7 月至 12 月計審議案 123 件、報告案
64 件、查核 54 次。
(二)交通疏導計畫
1.萬年季交通疏導計畫
左營萬年季活動於 99 年 10 月 16 日至 24 日在蓮池潭舉行，本府交通局
配合辦理交通維持計畫，並行駛免費接駁公車，進行部分交通管制，提
供便捷順暢的交通。
2.跨年交通疏導計畫
(1)配合 100 年高雄跨年晚會系列活動，本市進行三階段大範圍交通管
制，成功路及舊凱旋路規劃大眾運輸專用道（路）供新闢 2 條接駁
公車（新光停車場-夢時代統一阪急百貨、捷運文化中心站-南訓中
心站），從 99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6：00 至 100 年 1 月 1 日凌晨 2 點
30 分，捷運沿線 24 條接駁公車延長營運時間至 100 年 1 月 1 日凌晨
3 點 30 分，且於管制區內不提供汽、機車停車位，以鼓勵民眾轉乘
大眾運輸工具進入會場。
(2)依據主辦單位預估，99 年 12 月 31 日當天約吸引 50 至 60 萬人潮蒞
臨，本府交通局規劃之交通維持措施成效良好，三階段交通管制確
保活動場域周邊交通順暢，且新光停車場汽車停車率 100%、機車停
車率 60%，免費接駁公車使用率極高，散場人潮順利於凌晨 01:30 疏
散完畢，有效減少周邊車流壅塞，成功達到疏運功能。
(三)高雄市造街路段暨交通瓶頸路口（段）改善規劃案
1.為應本市因辦理造街工程、減少路邊停車位而造成停車供給不足之情
形，本府交通局特委託辦理各造街路段停車供需調查，針對供給不足部
分檢討規劃替代路外停車場，研擬停車管理策略，以增加停車供給。
2.針對本市 5 處交通瓶頸路口（段）改善規劃，已將「大順/九如路口」
、
「翠
華/翠峰路口」
、
「博愛路段(同盟路至文自路)」
、
「草衙路/金福路口」
、
「中
山路/中安路口」及「中安路/明鳳七街口」等本市瓶頸路口（段）納入
研究，進行相關交通量調查、研究交通問題癥結及研擬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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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規劃成果經審查通過，並召開分工協調會議，另因中山/中安、翠華
/翠峰路口涉及路型改變，經道安會報審議通過後，已續請各相關單位配
合辦理改善事宜。
(四)30 分鐘生活圈-六大轉運中心
1.大高雄腹地幅員遼闊，地理軸線呈東北-西南走向地形，為達 30 分鐘生
活圈目標，本府規劃建置轉運中心方式串聯公共運輸系統，除主要轉運
中心外並將規劃次要轉運中心，透過建置分區轉運樞紐方式，以高雄車
站、左營高鐵站為兩大主轉運樞紐，鳳山、岡山、小港、旗山為四大次
轉運樞紐串聯公共運輸，以最有效率之運輸縮短區域間之距離。目前配
合本府已規劃增闢「國道 10 號快捷公車路線」(高鐵左營站-國道 10 號旗山-美濃)，優先推動旗山次轉運中心規劃建置。
2.近期內本府將配合鐵路地下化期程，推動高雄車站轉運中心，站區東側
車專二用地提供國道客運轉運站，配置車輛停靠席位及售票月台，解決
現有利用建國路路邊載客占用道路空間所衍生交通擁擠問題；站區北側
車專一道路則規劃為市區公車停靠區。同時為改善現有建國路及九如路
因國道客運車輛高頻率進出致生交通衝擊問題，將藉由鐵路地下化後騰
空廊道規劃大眾運輸專用道，提供國道客運由高速公路直接進出高雄車
站專用車道。本府現正與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及臺灣鐵路管理局研
議，期藉由將高雄車站納入完善國道客運轉運機能，使未來高雄車站結
合國道客運、市區公車、台鐵及捷運轉運功能，建立便捷運輸轉運核心。
(五)鐵路地下化相關規劃
1.因應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進行高雄鐵路地下化計畫，本府交通局辦理
「鐵路地下化相關運輸規劃－台鐵六處通勤車站聯外運輸系統整合計
畫」
，整合規劃各相關通勤車站聯外運輸系統，並檢討分析原鐵路兩側立
體穿越連通設施存廢及評估規劃各通勤車站聯外交通運具方案，改善各
站區開發後鄰近道路交通衝擊，已完成規劃 6 處通勤車站(內惟站、美術
館、鼓山、三塊厝、民族及大順站)汽機車、計程車、公車、自行車與人
行聯外動線、停車轉乘設施暨既有連通設施存廢評估分析。
2.目前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包含鳳山車站以及正義／澄清通勤
車站）經 99 年 11 月 15 日經建會 1399 次委員會議通過，已於 99 年 12
月 16 日獲行政院核定。
3.為免鐵路地下化各工程開工對市區既有交通產生衝擊，已強制要求各工
程須以不減少既有道路容量服務水準為原則擬訂完善施工交通維持計
畫，並提送本市道安會報審議後落實執行。
4.民族陸橋機車便橋交通維持計畫部分，經 99 年 6 月 21 日道安綜合管考
小組 103 次會議修正通過，及 99 年 6 月 28 日道安會報第 345 次委員會
議審議決議並授權本府交通局確認，本府交通局於 99 年 9 月 10 日確認
交通維持計畫修正通過；西側(南向)機車地下道改道作業已於 100 年 1
月 8 日正式封閉改道，東側(北向)機車地下道改道作業預定於 100 年 3
月上旬封閉改道，將協助鐵工局辦理相關改道宣導作業並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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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港區聯外道路系統
1.國道七號高雄路段計畫
(1)99 年 11 月 4 日本府邀集國工局、港務局等相關單位召開「國道七號
高雄路段計畫綜合規劃暨配合工作」會議，會中初步達成取消「三
五貨櫃聯絡道」
，增闢林園、大坪頂交流道共識，總經費約 660 億元，
全線預定民國 106 年 4 月完工，國工局已於 99 年 12 月 29 日及 30
日辦理國七計畫地方說明會。
(2)國道七號路線規劃自南星路起，沿山邊路向北穿越大坪頂特定區、
大寮後跨越臺 88 線，續北行後跨越臺 25 線、臺 1 戊、臺 1 線、神
農路及高 56 線，續沿縣 183 線東側北行，於仁武西行銜接國 10 為
路廊終點，全長約 23 公里，沿線設置南星端、林園交流道、大坪頂
交流道、小港交流道、大寮系統交流道、鳳寮交流道、鳥松交流道、
仁武系統交流道等 8 處匝道或交流道。
(3)為增進地方繁榮、帶動沿線鄉鎮地區發展，本府已成功爭取大坪頂、
林園等交流道，並取消住戶抗爭嚴重「三五貨櫃聯絡道」規劃，預
期可分散國 1 車流、建構高雄都會外環高(快)速公路、強化海空港
聯外功能、服務路廊周邊及提供發展廊帶重啟南部經貿活力，對於
紓解港區周邊交通有實質助益，本府將持續積極與工程主辦單位國
工局合作推動。
2.新生漁港高架道路
(1)本府 99 年 11 月 12 日邀集國工局、港務局、國道高速公路局及本府
相關單位召開「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路型配置及交通維持相關
事宜」會議，會中提供相關審查意見，以作為國工局後續規劃之重
要依據。本案新生路高架道路總工程費約 39 億、漁港路高架道路總
工程經費約 84 億元，預定民國 103 年底完工。
(2)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工程包含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漁港高
架道路及商港區銜接路廊-新生高架道路，國工局預計 100 年 3 月 1
日於漁港路(國道末端~新生路)及新生路北段(漁港路~前鎮河)先行
同步施工，工期 36 個月，完工後將開放通車，服務第一及第二貨櫃
中心車流，至於新生路南段(三五櫃管制站~漁港路)因用地徵收問
題，預計 42 個月後方能完工，全線預計 103 年底完工。完工後將可
作為高雄港區內快捷運輸及快速聯結國道 1 號道路，減少港區作業
大型車對市區道路交通的影響。
(七)增設國道 10 號八卦寮交流道及國道 3 號大樹交流道可行性研究
1.因應本市左營及仁武地區人口成長快速，鼎金系統交流道及周邊交通車
流量快速增長，然限於鼎金系統交流道於仁武八卦寮鄰近區域無地區服
務性匝道，致車流多利用榮總端大中一路迴轉繞行，增加大中一路地面
道路動線複雜性。
2.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於 98 年 6 月 3 日考察高雄地區交通建設，建議於南二
高增設大樹交流道，該次考察結論請原地方政府完成可行性研究及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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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地後，向交通部高公局提出申請。原高雄縣政府基於前開交通改
善需求，爰於 99 年 5 月 13 日委託辦理「增設國道 10 號八卦寮交流道及
國道 3 號大樹交流道可行性研究」
，以為後續向中央爭取推動之參考依據。
3.本可行性研究案已於 99 年 10 月 4 日召開期中審查會，預訂於 100 年 1
月 21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本府將於可行性研究完成後，積極辦理後續爭
取推動事宜。
˟ăઃ֘ಞఢထᎸޙᄃგந!
(一)興建路外平面停車場
99 年度下半年完成闢建 8 處路外平面停車場，總計提供 28 格大型車停車格
位、221 格小型車停車格位及 294 格機車停車格位，本局將持續進行市有空
地勘查，積極協調其他土地管理機關提供閒置空地闢建臨時路外平面停車
場，以增加停車供給。
1.錦田路公有停車場：位於新興區錦田路上近中正三路口，利用國防部總
政治作戰局管有閒置空地，闢建為機車停車場，因鄰近信義國小捷運站，
除作為轉運接駁停車場外，並紓解附近居民停車問題，計提供 124 格機
車停車位。
2.瑞豐公有停車場：位於前鎮區瑞褔路與瑞泰街口，為充份利用市有閒置
空地，並解決當地停車需求，借用本府財政局管有空地，規劃闢建為停
車場，計提供 14 格小型車位及 17 格機車停車位。
3.寶華公有停車場：位於三民區陽明路 16 巷底，原為三民區寶華傳統市場，
因土地閒置已久且缺乏有效利用，為改善市容美觀及增進停車供給，借
用本府經發局管有土地，闢建為停車場，計提供 91 格小型車停車位及 46
格機車停車位。
4.褔德路公有停車場：位於苓雅區建國一路與褔德二路口，為本局管有之
停車場用地，原提供市府相關局處停放公務車使用，為回歸公共停車場
使用目的，且改善場內鋪面磨損、路面破裂不平整情形，本局進行整建
改善停車環境，完工後已開放民眾停車使用，計提供 35 格小型車停車位
及 56 格機車停車位。
5.右昌公有停車場：位於楠梓區右昌派出所旁，考量右昌派出所洽公民眾
無處停車及附近交通狀況，借用警察局管有空地開闢停車場，以改善周
邊停車秩序，計提供 4 格小型車停車位及 11 格機車停車位。
6.前峰公有停車場：位於鼓山區銘傳里銘傳路與內惟路口，本基地為國有
財產局所有，因該里所轄鼓山舊部落之老舊社區公寓皆無停車場規劃，
致該里 6 公尺巷道汽車隨意停放，嚴重影響道路通行，本局與土地管理
機關國有財產局簽訂合作經營契約闢建收費停車場，計提供 50 格小型車
停車位。
7.輔仁公有停車場：位於苓雅區輔仁路與明德街口，本基地鄰近體育處極
限運動場、籃球場及羽毛球場，停車需求性高，本局借用本府財政局管
有空地闢建為停車場，計提供 27 格小型車停車位及 40 格機車停車位。
8.前鎮貨櫃停車場：位於前鎮區草衙路與中安路口，為本局管有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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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為紓解前鎮貨櫃集中場車位不足問題，本局規劃開闢為大型車停
車場，計提供 28 格大型車停車位。
(二)自行車停車架設置
1.為鼓勵民眾使用健康、環保的交通工具，共同維護永續的綠色生活環境，
於本市各機關、學校、公園、公車站、捷運站、風景區、自行車道適當
地點設自行車架設施，改善市容美觀及增加自行車友停放空間，下半年
計新增 1,048 座自行車停車架，截至目前本市累計設置 32,794 座自行車
停車架。
2.為瞭解腳踏車架使用狀況，定期派員巡查檢視，並適時進行維護，將使
用率低的車架移置到需求高的地區，下半年計移置 172 座自行架停車架，
使政府資源作最有效運用。
(三)核發路外公共停車場登記證
1.為提高停車供給，並加強停車場管理，本府已訂定相關獎勵措施，鼓勵
私人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本局受理民間業者申辦作業，經本府工務局、
都發局及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等相關單位審核合格後，即核發停車場登
記證。
2.經統計 99 年 7 月至 12 月共核發 45 家民營停車場登記證，共計提供 130
格大型車位、6,383 格小型車停車位及 109 格機車停車位。
(四)停車收費管理
1.路邊及路外平面停車場：本市至 99 年 12 月底路邊及路外平面停車場合
計有停車格位 41,021 格，其中納入收費管理 23,677 格(納入收費比例
57.7％)，另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後，再納入原高雄縣路邊及路外
平面停車場合計有停車格位 12,950 格，其中納入收費管理 6,647 格，99
年 7 月至 12 月收入合計 2 億 6444 萬 5552 元。
2.路外立體停車場：共 14 處立體停車場，99 年 7 月至 12 月收入合計 5582
萬 7619 元，其中民權輕鋼架停車場自 99 年 2 月至 10 月因整修封場較 98
年度約減少 372 萬元收入。
(五)加強違規停車車輛拖吊
為加強停車秩序管理及維護交通安全，本府交通局所屬公有及委託民間拖
吊車場配合本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交通執行違規車輛拖吊業務，99 年 7 月至
12 月份計拖吊違規汽車 30,002 輛、機車 39,805 輛、加鎖 0 輛，收入共計
4256 萬 7000 元。
(六)路邊停車費委託手機、網路及超商代收
1.民眾可持單至全國統一超商 7-11、全家便利商店、OK 便利店、萊爾富等
代收費處繳納本市路邊停車費，99 年 7 月至 12 月份止共代收 5,879,606
筆，代收金額計 2 億 6243 萬 1206 元。
2.手機及網路代收路邊停車費服務，99 年 7 月至 12 月份止計有 15,501 輛
車申請，代收 385,358 筆，代收金額計 1479 萬 5674 元。
(七)進用定期契約路邊服務員
鑒於弱勢族群求職不易，本府交通局招考進用 100 名弱勢市民及 88 風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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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戶之高屏兩縣縣民擔任定期契約路邊服務員，提供長達 11 個月之工作，
且薪資、工作獎金均比照現有不定期契約服務員標準，協助本市近百個弱
勢家庭渡過此一艱困時期。此外，本市路邊停車格位納入收費管理比例亦
提升至 57.7％，合理反應私人運具使用成本，合計 99 年 2 月至 12 月進用
期間增加掣單金額高達 1 億 9450 萬元。
(八)提供手機簡訊通知路邊停車未繳費、違停車輛被拖吊訊息服務
1.考量民眾時有發生路邊停車繳費單據遺失或停車未見繳費單或忘記繳費
等問題，除提供網頁（含補印繳費單功能）
、語音查詢及 e-mail（電子報
會員）郵件通知民眾繳費外，本府交通局另提供以手機簡訊通知未繳費
服務措施，99 年 7 月至 12 月份止計 1,440 人申請， 99 年 7 月至 12 月
份計發出 23,687 通簡訊通知。
2.自 98 年 6 月 15 日起免費提供手機簡訊通知違停車輛已被拖吊訊息服務，
受惠民眾反應良好，民眾可上網http://kpp.tbkc.gov.tw/，點選網頁右
上方「申請簡訊通知」申請簡訊通知違停已被拖吊訊息服務， 99 年 7 月
至 12 月止計 1,437 人申請，99 年 7 月至 12 月計發出 34 通簡訊通知。
(九)建置拖吊資訊及停車收費管理及查詢系統
1.鑒於違停車輛遭拖吊後，駕駛人常未注意值勤員警於地上書寫之拖吊訊
息而誤以為車輛失竊，且為落實違規拖吊作業管理資訊化，建置拖吊資
訊管理及查詢系統，提供民眾透過網路查詢違規車輛拖吊、領車相關資
訊，可獲得拖吊場即時拖吊作業情形及輸出拖吊業務相關統計報表，俾
利違規拖吊業務之遂行；此外縣市合併後，原高雄縣警察局權管鳳山拖
吊場，亦納入拖吊資訊管理及查詢系統。
2.民眾除可至本府交通局停車繳費查詢網站查詢停車欠費外，為改善路邊
停車繳費單據遺失、條碼無法讀取及繳費問題，另提供網路列印停車費
繳費單之功能，民眾只要勾選欲列印之停車費繳費單，即可立即列印單
據至各代收超商繳費。
(十)超商查詢補單代收暨即時沖銷服務
與統一、全家及萊爾富超商合作，運用全國超過 8,300 個門市內之「ibon
便利生活站」、「FamiPort」、「Life-ET」及「OK‧go」，提供繳費期限內及
逾期之路邊停車費查詢補單功能，民眾不必再擔心停車繳費單遺失、毀損、
超商無法判讀條碼或逾期時，必須親至交通局補單繳費之問題，99 年 7 月
至 12 月份止，共代收 961,335 筆，代收金額 4073 萬 277 元。
(十一)提供本市公有收費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服務
設籍本市身心障礙人士並完成登記者可免費停於路邊、高費率停車位第 1
小時優惠免費停車；停放於路外停車場時，予以當次（含跨日停車）前 6
小時免費，以後半價收費。至 99 年 12 月有 22,371 名身障者登記，另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後，再納入原高雄縣辦理登記者 7,284 名，合計 29,655
名，每月免費停車優惠金額約 900 萬元。另設籍屏東縣身心障礙人士並完
成登記優惠停車者，可享本市路邊、路外停車半價優惠，至 99 年 12 月有
9,995 名身障者登記，每月停車優惠金額約 1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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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更新公有路外立體停車場設施
1.99 年 10 月完成 99 年度路外立體停車場監視系統新增及更新工程。
2.99 年 12 月完成左營海功地下停車場火警複合式受信總機及廣播主機移機
工程。
ˬăྻᏮຽ̳̈́ྮႾந༛ጱ!
(一)交通業務督導與管理
1.爭取交通部補助經費辦理公共運輸發展相關計畫
(1)交通部 99 年度「智慧台灣－交通管理與資訊服務系統建置與推廣計
畫－聰明公車計畫」補助 600 萬元，辦理「高雄縣市公車動態資訊
系統整合規劃案」、「高雄縣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擴充建置案」、「高雄
市民營公車業者建置站名播報器計畫案」
。
(2)交通部 99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補助 1 億 700 萬元辦理下
列計畫：
c「建置公車候車亭」：南部地區氣候炎熱，民眾對可提供遮陽避雨
之候車亭需求日益殷切，為提供優質候車環境，鼓勵民眾搭乘公
車，爭取補助 400 萬設置 35 座公車候車亭。
d「加速車輛汰舊換新」：為提高搭乘之舒適性與安全性，及時淘汰
逾齡之公車，有助提升本市公車服務形象，且吸引更多民眾利用；
另對於老弱婦孺及行動不便之市民，提供更親近友善之無障礙公
車服務。爭取經費補助市區客運業者 9,300 萬購置全新低底盤公
車 12 輛、全新一般公車 39 輛。
e「偏遠路線營運虧損補貼」：為達市區公車路線普及性、提升服務
水準及提供偏遠地區、弱勢民眾基本民行等目標，99 年爭取 1,000
萬元經費補助公車處所屬 12 條偏遠路線營運虧損。
4「大高雄地區整體公車捷運系統路網可行性研究」
：捷運工程局「高
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長期路網規劃案」及本局「高高屏跨域交
通運輸系統整合規劃及多功能運輸中心研究規劃案」均提出公車
捷運系統（BRT）建議路網；因 BRT 在工程、車輛、營運等方面需
投入大量成本，爰爭取中央補助 200 萬元辦理可行性研究。
(3)交通部 99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補助 4152 萬元辦理下列
計畫(原高雄縣)：
1「建置公車候車亭」：南部地區氣候炎熱，民眾對可提供遮陽避雨
之候車亭需求日益殷切，為提供優質候車環境，鼓勵民眾搭乘公
車，爭取候車亭整建 6 座，每座申請補助 30 萬元，同意補助 180
萬元。
2「加速車輛汰舊換新」：為提高搭乘之舒適性與安全性，及時淘汰
逾齡之公車，有助提升本市公車服務形象，且吸引更多民眾利用；
爭取經費補助市區客運業者申請購置 5 輛全新普通公車，每輛申
請補助 140 萬元，同意補助 700 萬元，及申請購置 6 輛中型巴士，
每輛申請補助 112 萬元，同意補助 67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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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偏遠路線營運虧損補貼」：為達市區公車路線普及性、提升服務
水準及提供偏遠地區、弱勢民眾基本民行等目標，爭取 1600 萬元
經費補助縣轄公車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民眾基本運輸服
務，提供原高雄縣所屬 7 條偏遠路線營運虧損補貼。
4「補助客運業者購置中型巴士行駛莫拉克風災地區計畫」：期透過
購車補助方式，促使業者願意購置全新乙類大客車投入災區相關
客運路線營運，以提供受災民眾基本民行及減輕生活負擔。於道
路受損地區補助客運業者購置中型巴士 4 輛，每輛申請補助 250
萬元，同意補助 1000 萬。
2.設置智慧型站牌與候車亭
(1) 99 年度編列 1000 萬元，建置 153 座太陽能新式站牌(其中 10 座旗
桿式 LED 智慧型站牌)，民眾對新式站牌滿意度高達 86.8%。
(2)本府 99 年爭取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補助 400 萬元，配
合自籌 800 萬元，預定 100 年度完成建置 35 座公車候車亭，並配合
辦理候車亭周邊候車環境改善，如無障礙坡道，除可提供候車民眾
遮陽避雨之服務外，並提供身心障礙人士、行動不便或年長者民眾
舒適無礙之大眾運輸搭乘環境。
3.辦理重大節日公車及公共自行車免費搭乘
(1)為提升重大節日公車運量，讓民眾體驗公車、公共自行車搭乘之便
利性，99 年度包括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及世界地球日、世界環境
日共 43 天，高雄市公車一律免費搭乘；在租賃公共自行車部分，非
會員前 30 分鐘、會員前 60 分鐘，亦一律免費。
(2)重大節日公車優惠方案，於 99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截至 99 年 10 月
24 日共計 43 天，業已實施完成，優惠期間民眾搭乘公車平均日運量
約 105,481 人次，較 98 年平均日運量 81,023 人次成長約 30％。
4.串聯高雄市公車運輸系統
因應高雄縣市合併，已擬定交通白皮書，規劃及執行重點如下：
(1)大高雄為西南往東北走向地形，為達 30 分鐘生活圈目標，將透過建
置左營高鐵站、高雄車站、岡山站、旗山站、鳯山站及小港站等 6
大轉運中心方式串聯公共運輸系統。
(2)99 年 2 月開闢紅 3、紅 18、紅 33 接駁公車延伸路線，透過「鳳山、
鳥松、林園」三條公車路線的串聯，縮短高雄縣市之間的距離，讓
縣市的居民共享彼此資源。
(3)99 年 5 月紅 53 接駁公車假日延駛梓官區蚵仔寮，市民可以搭乘高雄
捷運轉接駁公車，直接品嚐海產、購買海鮮魚貨。另外，梓官區民
也可以透過接駁公車(轉捷運)到高雄區購物、休閒，共享都市資源。
(4)考量南部地區民眾習於使用私人運具，改變乘車習慣不易，透過中
央補助 3200 萬元及原高雄縣政府自行編列預算，規劃接駁公車免費
搭乘，藉此吸引民眾持續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為鼓勵民眾搭乘捷運，
開闢 4 條捷運接駁公車路線，開闢鳳山、大寮、岡山地區 4 條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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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公車路線，分別是鳳山市中崙國宅社區到捷運紅線前鎮高中站
的「紅 66 五甲線」、中崙社區經捷運橘線鳳山西站到鳥松鄉高雄長
庚醫院的「橘 67 澄清湖線」，以及捷運橘線大寮主機場站經輔英科
技大學到大發工業區站的「橘 68 大寮線」與捷運紅線橋頭火車站經
岡山到高雄科學園區的「紅 69 岡山線」。
(5)將接駁公車由目前 25 線增加為 50 線，達到鄉鄉有接駁車至捷運站
之目標，同時強化捷運未服務地區，於主要道路規劃幹線公車，里
程 20 公里以上，規劃增闢大中澄觀、澄清五甲線等幹線公車。
(6)優先規劃增闢「國道 10 號快捷公車路線」
，行經地點為高鐵左營站國道 10 號-旗山-美濃，單程 50 公里，預定於 100 年初公告釋出。
5.賡續辦理公車服務品質評鑑計畫
(1)為督促本市公民營市區客運業者良性競爭提高公車服務品質，賡續
辦理公車服務品質評鑑，評鑑指標包括場站設施與服務、運輸工具
設備與安全、旅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理及公司經營與管理等四大
類，同時並就民眾最關心的駕駛儀容及服務態度、車輛乘坐舒適、
過站不停、闖紅燈、拒載老弱婦孺或身心障礙民眾等均列入評分項
目中。期藉由評鑑及結合大眾運輸補貼作業，能加強促使各公車業
者重視人車管理，以提供安全、便捷、舒適的公車服務，使大眾運
輸系統發揮應有之功能。
(2)99 年度評鑑委託義守大學辦理本市 4 家公車業者評比，評鑑結果，
高雄市公車處第 1 名，成續列為優等，南台灣客運、高雄客運、東
南客運分列 2 至 4 名，成績甲等，另外評鑑最好的公車路線分別為
公車處 39、25 路，南台灣 91、紅 58，高雄客運 22、60，東南客運
紅 1、248。交通局將針對營運服務品質評鑑缺失部分予以列管追蹤
要求業者積極改善。
(3)交通局針對評鑑結果分析，常遭民眾詬病抱怨之「急煞車」、「駕駛
員服務態度」、「未待老人完全下車或坐穩即開車」等將會嚴正要求
業者全力改善，並且納入補助依據。
6.英語服務標章計畫
(1)為展現本市交通運輸業者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能力，邀請本市公車、
計程車、自行車等業者參加英語服務標章認證之申請與輔導，97、
98 年度計已輔導 2 家公車業者 28 條路線、9 家計程車無線電台、37
位計程車駕駛及 20 家腳踏車店，申請英語服務標章並獲 3 顆星以上
認證。
(2)99 年再輔導 17 家交通運輸業者，通過英語服務標章金質、銀質獎之
認證，計有國道客運業：阿羅哈客運、和欣客運、高雄客運及國光
客運；計程車業：日光交通、新形象、快達通運及好客來等運輸業
者參加此次活動。
7.大愛園區接駁營運試辦計畫
縣市合併前原杉林鄉大愛園區地處偏遠且佔地廣大進住居民總人數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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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人（居民中老人約 700 人及孩童、學生約 200 人）
，試辦以計程車接
駁方式服務該區住民，利用三家計程車業者排班載運，實施期間自 99 年
12 月 2 日至 99 年 12 月 25 日止，計 70 車次(85 人次搭乘)，合計經費新
台幣 1 萬 490 元整。
(二)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
本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99 年 7 月至 12 月，共計受理事故鑑定案件
577 件，其中民眾申請鑑定案件 358 件、司(軍)法機關囑託鑑定 219 件及事
故覆議委員會處理民眾申請及司(軍)法機關囑託鑑定之覆議案件共 100 件。
(三)汽車客(貨)運業之督導與管理
依據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輔導管理汽車運輸業
並督導本市監理處辦理各項汽車運輸之登記與管理，改善公路營運秩序。
(四)公路監理
1.車輛檢驗與駕駛人考驗
(1)車輛檢驗：
1 汽車檢驗（含新領、重領、定檢、臨檢、外區代檢、復駛）計 271,579
○
輛次；其中委託代檢單位定期檢驗 248,680 輛次，委辦率 92%。
2 機車檢驗：24,485 輛次。
○
(2)駕駛人考驗：
1 汽車部分：
○
筆試：報考 12,803 人，及格 11,650 人，及格率 91%。
路考：報考 12,391 人，及格 11,424 人，及格率 92%。
2 機車部分：
○
筆試：報考 13,213 人，及格 11,224 人，及格率 85%。
路考：報考 15,772 人，及格 13,899 人，及格率 88%。
(3)依據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簽約委託本市 30 家代檢單位辦理汽車
定期檢驗；各代檢單位除依規定對到檢車輛攝錄影留存 2 年備查，
並全部啟用遠距視訊系統，藉由網路稽核汽車檢驗實況，使檢驗過
程更透明化。
(4)落實代檢單位考核制度，特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會，於 99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30 日辦理代檢單位年度定期評鑑，評鑑結果為 10 家特優、
10 家優等、9 家甲等、1 家乙等。
(5)本市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計有新永、南昌、南陽、雄工、寶國、加
昌、新大益、大統、和慷、長峰等 10 家，監理處每月並不定時前往
督導查核教學情形。
(6)為提昇駕訓班考驗員及代檢單位檢驗員素質，建立雙向業務溝通管
道，9 月 28 日辦理代檢單位負責人座談會，10 月 7 日辦理駕訓班考
驗員研習，11 月 12 日辦理駕訓班負責人及班主任座談會，以有效轉
達業務法令及研討執行技巧。
2.證照核發與管理
(1)車輛登記：本市列管各型車輛共 1,667,113 輛，其中汽車 44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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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含全拖車與半拖車 12,773 輛）
，機車 1,226,476 輛。
(2)駕駛人登記：汽車 827,244 人，機車 937,675 人，共計列管 1,764,919
人。
(3)擴大服務據點，委託代檢單位換發汽車行車執照，凡車輛定期檢驗
未積欠燃料使用費、交通違規及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罰鍰者，驗
車後均可立即換發汽車行車執照，99 年 7 至 12 月份計受理換發行照
54,053 件。
(4)委託統一、萊爾富、全家等便利超商代收汽(機)車駕照及行照費用，
持續擴大服務據點，提供各階層市民便利、不打烊的公路監理服務，
99 年 7 至 12 月計受理駕照 8,185 件、行照 13,150 件。
(5)99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19 日、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辦理自用小
型車牌照網路競標作業，總計標售 198 付號牌，標售金額為 103 萬
2000 元。
3.道路交通安全稽查與汽車運輸業督導管理
(1)執行「監警聯合稽查」及「路邊稽查」
，每日於市區重要道路及高速
公路交流道附近實施攔車檢查。計攔檢各型車輛 15,626 輛次，取締
違規 313 件。
(2)執行行政院頒「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
1 加強特殊車種(遊覽車、校車、幼童專用車、市區公車、公路客運
大客車等)之路邊攔檢，計攔檢 8,312 輛，掣單舉發 42 件。
○
2 砂石車安全管理部分：會同本府警察局交通大隊組成聯合稽查小
組，於砂石車經常違規肇事及行駛頻繁路段，不定點稽查取締，
共攔檢 499 輛，掣單舉發 13 件。
(3)汽車運輸業列管登記：
（計 3,352 家、車輛數 21,959 輛，拖車數 12,424
輛）
1 汽車貨運業：580 家，車輛數 4,866 輛。
（另有拖車 5,108 輛）
○
2 汽車貨櫃貨運業：156 家，車輛數 1,447 輛。
（另有拖車 4,277 輛）
○
3 汽車貨運業兼營汽車貨櫃貨運業：97 家，車輛數 1,384 輛。
（另有
○
拖車 3,039 輛）
4 遊覽車客運業（含專辦交通車）
：92 家，車輛數 1,112 輛。
○
5 計程車客運業：85 家，車輛數 954 輛。
○
6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12 家。
○
7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6 家，車輛數 810 輛。
○
8 計程車客運業兼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266 家，車輛數 2,716 輛。
○
9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1,961 家，車輛數 1,610 輛。
○
10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10 家，車輛數 5 輛。
○
11 市區公共汽車客運業：2 家，車輛數 630 輛。
○
12 公路汽車客運業：1 家，車輛數 145 輛。
○
13 公路汽車客運業兼營市區公共汽車客運業：1 家，車輛數 46 輛。
○
14 甲種小客車租賃業：5 家，車輛數 50 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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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甲種兼營小貨車租賃業：4 家，車輛數 5,473 輛。
○
16 乙種小客車租賃業：69 家，車輛數 587 輛。
○
17 乙種兼營小貨車租賃業：1 家，車輛數 81 輛。
○
18 小貨車出租業：4 家，車輛數 43 輛。
○
(4)汽車運輸業各項申請案件情形：實施隨到、隨辦、隨發件之櫃檯化
作業，計受理籌設、立案、變更登記、暫停營業、增購新車、營業
車過戶、繳銷、替補及臨時通行證等申請案件，99 年 7 至 12 月份計
26,052 件。
(5)99 年 7 月 1 日起，積極執行營業大客車內設置「急救醫藥箱」重點
稽查工作，尤其是醫藥箱之內容物、藥水或軟膏是否仍於保存期限
內…等，以提昇大眾運輸工具服務品質及加強乘車旅客安全。
4.代徵汽車燃料使用費
(1)99 年稽徵情形：
1 99 年自用汽車燃料使用費應徵車輛數計 376,181 輛，應徵金額為
○
21 億 2346 萬 8909 元；實徵車輛數計 365,461 輛，實徵金額為 20
億 5711 萬 5804 元。
2 99 年營業車汽車燃料使用費(分春、夏、秋、冬四季開徵)，應徵
○
車輛 56,461 輛次，金額為 3 億 3179 萬 5324 元，實徵 53,120 輛
次，金額 3 億 247 萬 9993 元。
(2)欠費催繳
1 依公路監理機關清理汽車燃料使用費欠費作業要點，積極辦理汽
○
車燃料使用費欠費催繳，針對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催繳、公示
送達、處分書及強制執行等行政程序辦理，以提高徵績，增裕庫
收。
2 99 年移送強制執行計 72,526 件(含債憑再移送 12,278 件)，應執
○
行罰鍰為 2 億 5325 萬 5028 元(含債憑再移送 3364 萬 2134 元)，
實收 18,973 件，金額 7416 萬 2675 元。
5.便民服務
(1)配合民政局舉辦「新移民照顧輔導成果展」
，提供輔導考照展示看板
及汽、機車駕照考驗線上筆試練習，促進新移民深入瞭解其權益保
障。
(2)汰換現有老舊考驗車輛，購置新型聯結車、機車及身心障礙特製機
車，以提供考生更優質的考驗設備，順利完成考照程序。
(3)於民眾洽公櫃檯前方設置數位相框，隨時播放各項宣導事項，包括：
應備證件、小品文章、俚語笑話…等，俾利民眾候件時調劑身心，
獲取相關公路監理訊息。
(4)加強遊覽車、大客車業者之安全管理及教育宣導，以改善遊覽車營
運秩序，提升大眾運輸之安全。
(5)主動派員進駐三民區本和里辦公室，協助凡那比颱風受災民眾處理
泡水車輛報廢、繳註銷、停駛、汽燃費退費等事宜，以維護受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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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權益。
(6)為提升青少年交通安全觀念，運用機車頻率較高的轄區大專院校及
高中職，辦理「機車巡迴安全教育講習」
，以寓教於樂方式，彌補學
校教育及駕訓制度之不足。
(7)賡續運用本市都會區公寓大廈特性，製作公路監理業務宣導海報，
張貼於公寓大廈公布欄或電梯內，以擴大政令宣導管道。
(五)公共汽車營運與督導
1.提昇公車硬體設備品質
(1)持續辦理公車汰舊換新
本市公車處(截至 99 年 12 月止)現有營運大型公車 346 輛、中型公
車 136 輛，總計 482 輛投入市區公車服務，其中 97 年購置 100 輛中
型冷氣車、98 年購置 220 輛大型冷氣車、99 年 5 輛底盤公車加入營
運，目前公車平均車齡為 4 年，大大提升服務設備，惟公車處車齡
10 年以上之公車尚有 87 輛，未來將繼續爭取預算汰換 10 年以上之
老舊公車。
(2)積極辦理候車環境改善
1為提供乘客舒適候車環境，積極辦理候車環境改善，目前(至 99
年 12 月)高雄市計有 468 座候車亭(含公車處建置 344 座及由奧多
公司廣告委外建置 124 座)，未來將逐年爭取預算設置候車亭。
2為美化都市環境，融合在地景觀與候車亭服務功能，打造本市都會
特色，並鼓勵學生參與都市設計，本府交通局辦理「公車候車亭」
學生創意設計競賽活動，並遴選出前三名作品由本市公車處委由
建築師進行創意實務化之評估及規劃，預計於 100 年底完成前三
名作品各建置一座，以作為創意公車候車亭。
(3)建構資訊環境
1為提供市民充足乘車資訊，99 年度編列 1000 萬更新公民營傳統旗
桿式站牌，本案總計建置 153 座旗桿式圓筒型站牌，含 10 座「旗
桿式智慧型站牌」及 143 座「太陽能旗桿式圓筒型站牌」 。
2新式圓筒型站牌之優點除可改善傳統旗桿式站牌路線圖位置太高
且字體太小等問題，尚可提供民眾公車預估到站時間，減少等候
之不確定感。
(4)營造無障礙運輸環境
為打造友善大眾運輸服務，高雄市累計至今共有 64 輛復康巴士，多
年來，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逐步建構起高市無障礙交通服務
網絡。除復康巴士外，高雄市 5 輛低底盤公車已正式營運服務市民，
目前已配置於 70 路公車，行經醫院及身心障礙等特殊教育學校，因
低底盤公車能使輪椅直接上下車，提供年長者及行動不便的乘客更貼
心、完善的服務，並廣獲許多市民朋友廣大迴響。公車處 99 年底採
購 10 輛低底盤公車，將在 100 年底加入營運，屆時將提供更多行動
不便之市民更完善的服務。為更加落實照顧弱勢團體，公車處特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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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一輛可停放 5 個輪椅區及 5 個陪伴者座位的中型復康巴士。提供所
有身障朋友更舒適便利的乘車空間。
2.賡續推動公車營運改革
(1)2 輛全國獨一無二水陸觀光車(鴨子船)正式營運
本市水陸觀光車(鴨子船)為全國首創，並先後取得小船動力執照、大
客車牌照，成為全國獲得車船雙照的 2 輛水陸觀光車。其車身外觀由
林宏澤老師專案設計，第 1 輛鴨子船於 99 年 5 月加入營運，第 2 輛
鴨子船於 99 年 11 月加入營運。以新穎創意帶給遊客兼具「休閒」與
「觀光價值」之旅運服務，100 年將繼續增購水陸觀光車，以提升本
市知名度及在地光榮感。
(2)以環狀幹線培養捷運運量
168 環狀幹線公車係落實大眾運輸優先精神之先驅，其結合高雄市第
一條大眾運輸專用道、公車優先號誌、固定班次、固定時間之機能，
達成「公車捷運化」之目標，透過運輸專用道及優先號誌，使公車在
行經號誌化路口時減少紅綠燈停等延滯，提升公車運作效率，此外，
確立各站時刻表、施行上下車誤點超過 10 分鐘免費搭乘等創新服務，
以提高公車準點服務。自 98 年 5 月 1 日通車後搭乘人數漸增，截至
99 年 12 月底每日載客約 4,306 人次。
(3)加強行銷，提昇優質形象
本市公車處為提供市民便捷、舒適、安全、經濟之綠色運輸服務，除
在硬體、軟體及管理方面加強改善外，為拉近與市民距離，提供全民
參與機會，更是積極辦理各項行銷宣傳活動，例如：鴨子船營運與夢
時代、高雄捷運公司共推優惠活動、公車各項徵文比賽、發行『懷舊
票卡』吸引民眾加入公車行列、辦理票選公車駕駛長『人氣王』比賽、
行銷各站區特色路線等，期望藉由各項行銷宣傳活動，鼓勵市民朋友
多搭乘便捷的大眾運輸，更培養民眾對大眾運輸的認識，進而喜愛、
樂於接受大眾運輸的便利及服務品質。
(4)落實各項便民措施，提升服務效能
本市公車處為提供市民優質公車營運服務，持續提昇各項硬體設備及
軟體服務，賡續辦理候車環境改善、建置智慧運輸系統、調整公車路
線、提升調度效能、起終點兩端發車時間管制、試辦駕駛長以車上麥
克風問候乘客並播報站名、推動駕駛長服務訓練、加強稽查作業、提
升服務品質，藉由公車營運改革，配合捷運轉乘接駁，提昇服務效能。
3.提昇河港交通航運品質
(1)持續辦理渡輪汰舊換新
為提昇渡輪服務品質，持續辦理渡輪汰舊換新，98、99 年陸續汰換 4
艘渡輪，不僅為旗津通勤居民提供更便利的交通服務，亦提高旗鼓航
線運量，疏解觀光人潮；為提升渡輪安全及服務品質，將賡續汰換老
舊渡輪，於 100 年計畫再建造 2 艘新穎觀光渡輪，使觀光蓬勃發展的
西子灣地區增添風采，展現本市海港文化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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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陽能船讓台灣向世界發光
全國首創太陽能觀光船隊於 99 年 9 月正式成軍，零污染、無油味、
無噪音，以綠色現代航運，帶領遊客體驗港都浪漫水岸文化藝術，
獲得遊客高度好評。100 年計畫再增購五艘太陽能船，逐年取代傳統
柴油愛之船，具體實踐高雄環保生態城市，展現「陽光、活力、環
保、海洋」的城市意象。
(3)加強安全管理提升服務品質
於 99 年 7 月 1 日實施船長制，加強各航線船舶稽查，於每年定期辦
理船員身體健康檢查，並定期針對船員進行酒精及毒品檢測，以維護
船舶航行安全。
αăྮϹ఼న߉ჯ᜕ᄃგந!
(一)道路交通號誌、標誌、標線之維護管理
1.號誌
(1)為持續擴大智慧運輸中心系統交控功能，99 年度持續進行路口號誌
控制器更新汰換作業，計完成 195 處路口控制器更新作業，目前全
市透過 GPRS 連線納入中心管控之號誌化路口數達 1,776 處。
(2) 設置行車(黃)倒數秒數號誌，依重要路口交通狀況及設置之急迫
性，審慎評估排列優先設置順序，99 年度下半年計完成 11 處行車(黃)
倒數秒數專用號誌。
2.標誌
為確保交通標誌禁制、警示等功能，有效管制道路行車秩序，維護狹窄巷
弄、彎路、視距不佳之交通安全，持續辦理交通標誌、反射鏡增設汰換工
程，以增進交通安全與順暢，99 年度下半年計完成 774 處交通標誌及反射
鏡增設、汰換。
3.標線
99 年度下半年本市各道路、路口、巷道計漆劃熱拌反光標線 58,683 平方
公尺，普通標線 45,242 平方公尺，有效規範駕駛人遵循行駛車道，保持
重要幹道、路口禁止停車區標線完整常新。
(二)營造行人、弱勢族群安全通行環境
1.為改善人車爭道及提醒來車注意，於高雄市新榮街（南屏路至漢神巨蛋）
佈設全市第一條無實體分隔彩色人行道，並於起點處配合設置「人行道」
指示牌、標字等交通安全設施，以營造安全步行空間。
2.於本市四維、前金、大同、新興及苓洲國小等學校周邊道路設置 20 面螢
光「當心兒童」、「慢」及「速限」標誌，保障學童通學安全。藉由螢光
標誌反光性較佳，提高可辨識性與警示性，確保學校周邊學童交通安全
及強化用路人夜間辨識標誌效果。
(三)改善標誌可辨識性，提昇行車安全
1.針對本市複雜多車道、多時相及夜間光線不佳等難以辨認所屬號誌之路
口，及為加強路口分隔島車流分向效果，利用內照式燈箱及 LED 反光標
誌，強化號誌及分隔島辨識效果，目前已於中山/八德、加昌/後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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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流道、四維路/光華路、翠華路/明潭路、中山路/大業北路等路口設
置。
2.強化夜間辨識交通管制效果，及提醒車輛駕駛人於路口減速慢行及依行
車指示方向行駛，有效提昇行車效率與安全，降低路口肇事情形。
(四)建置交通管理系統
1.為有效利用道路既有容量，降低道路延滯、行車時間及成本，98 年度向
交通部爭取補助款 520 萬元、市府自籌 600 萬元辦理「智慧化號誌時制
設計計畫」
，針對市中心區路網進行時制計畫檢視、改善與整合。本計畫
已於 99 年 9 月 14 日完成驗收，計進行 160 處路口現況交通調查與分析、
359 處路口號誌時制計畫設計與下載測試以及 24 條幹道之事前、事後旅
行時間調查與分析、時制重整改善績效分析。就本計畫 24 條幹道之路網
整體而言，平、假日合併平均計之，旅行速率提升 5.8%、總延滯時間減
少 7.2%、總停等次數減少 2.6%、總油耗減少 2.6%。
2.因應縣市合併後新高雄市交通管理系統整合需要，於 99 年 6 月向交通部
爭取同意補助新台幣 1000 萬元，辦理『高雄都會區既有交控中心整合系
統計畫』及『幹道時制重整及旅行時間系統計畫』二項計畫，已於 99 年
9 月底完成發包。目前正進行將原高雄縣交控中心設備移轉至原高雄市交
通管理中心，整合為新高雄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以及幹道路口號誌時
制計畫重整改善等工作。預計於 100 年 4 月完成後，透過新高雄市之交
控系統設施合併整合，配合時制重整改善作業，延續發揮並提升新智慧
運輸中心服務民眾之效能。
̣ăϹ఼࿁ఢՙຽચ!
(一)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規定辦理道路交通違規案件裁罰作業。99 年 7 月至 12 月交通違
規結案件數計 35 萬 9,762 件，罰鍰收入約為新台幣 4 億 8382 萬 8611 元。
另辦理交通違規罰鍰分期繳納、違規案件審議、廣設罰鍰繳納服務管道、道
路交通安全宣導及服務等業務。
(二)持續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確定案件移送行政強制執行作業，並加強
已取得債憑案件之財產清查及再移送行政強制執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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