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營建署 

市區道路暨人行無障礙環境技術成果 

優良案件交流研討會(暫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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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3、30 日 



 

1 

壹、活動目的 

內政部營建署為具體落實人本交通理念，有效建立人本交通環境，為配合署

內辦理「市區道路暨人行無障礙環境技術成果知識庫」之建立，作為各縣市政府

及相關從業設計辦理市區人本交通規劃設計之參考，同時讓各縣市政府在道路

規劃設計時有相同之思維及預算組成，提升市區道路人本交通設計品質，進而增

進都市生活環境水準，加強市區道路無障礙及沿線景觀建置，構築優質美麗的市

區道路人本交通建設。 

「市區道路暨人行無障礙環境技術成果優良案件交流研討會」將邀集各縣

市政府優良案件進行分享與交流，並於後續彙整各案規劃設計理念、設計圖說及

單價分析，供相關從業或設計人員參考使用。應用此知識庫以標準化內政部營建

署自辦及補助案件於規劃及設計階段之展現，有助於改善設計整體素質。推廣普

及市區道路暨人行無障礙環境技術成果知識庫之應用，並提升全國專業素養。 

貳、辦理單位 

主 辦 單 位 ：內政部營建署 

共同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逢甲大學 

執 行 單 位 ：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參、活動時間與地點 

舉辦活動：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暨人行無障礙環境技術成果優良案件交流研討會 

場次 1 (北部) 

日  期：112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舉辦地點：國立中央大學秉文堂(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場次 2 (中部) 

日  期：112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舉辦地點：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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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場次 1 (北部) 

場次 1 (北部)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03 月 23 號(四)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時間 議程 主持人/引言人 

08:30-09:00 報到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陳世晃 教授 

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洪境聰 理事長 

09:00-09:20 貴賓致詞【暫定】 

營建署-於望聖副署長 

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 

臺北市-黃一平局長 

新北市-朱惕之副市長 

桃園市-詹榮峰-秘書長 

中央大學-林志棟榮譽教授 

09:20-10:20 直轄市(一)-臺北市 引言人-林昆虎處長【暫定】 

10:20-12:00 直轄市(二)-新北市 引言人-馮兆麟副局長【暫定】 

12:00-13:30 午餐休息/交流時間 

13:30-14:30 直轄市(三)-桃園市 引言人-劉軍希處長【暫定】 

14:30-15:00 休息/交流時間 

15:00-16:00 縣轄市-場次(一) 引言人-蔡亦強副組長【暫定】 

16:00-17:00 縣轄市-場次(二) 引言人-洪境聰理事長【暫定】 

17:00~ 賦歸 

註 1：暫定各案件發表時間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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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 (北部)--發表場次 

時間 計畫名稱 

09:20-10:20 

大度路 3 段南側貴子坑溪旁道路拓寬工程 

中正橋改建工程 

新生南路三段水圳意象重現暨人行景觀美化工程 

10:20-12:00 

新北市淡水區亮點計畫 

板橋臺藝大周邊環境改造計畫 

中和區圓通路(中正路~圓通路 116 巷)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 

板橋區林家花園周遭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工程 

三重區三重國小周遭人行及通學環境改善工程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3 段人行道改善工程 

12:00-13:30 午餐休息/交流時間 

13:30-14:30 

平鎮區復旦國小周邊-環南路與環南路 35 巷人行道改善工程 

(暨復旦人行陸橋拆除工程) 

桃園市全面換裝節能(智能)路燈暨維護案(路口雙色溫路燈及路口安全) 

桃園閃耀雙城飛翔–長庚新驛站、中壢銀河水岸亮點工程 

14:30-15:00 休息/交流時間 

15:00-16:00 

羅東國小暨成功國小通學廊道工程 

羅東鎮維揚路人本環境改善工程 

花蓮市新城鄉康樂國小前週邊通學步道 

16:00-17:00 

新竹國小通學步道串聯改善工程 

新竹市頂埔國小通學步道建置工程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小通學步道建置工程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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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場次 2 (中部) 

場次 2 (中部)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03 月 30 號(四) 

地點:逢甲大學(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時間 議程 主持人/引言人 

08:30-09:00 報到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陳世晃 教授 

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洪境聰 理事長 

09:00-09:20 貴賓致詞【暫定】 

逢甲大學-王葳校長【暫定】 

臺中市-顏煥義副局長【暫定】 

臺南市-陳世仁副局長 

09:20-10:20 直轄市場次(一)-臺中市 引言人顏煥義副局長【暫定】 

10:20-11:20 直轄市場次(二)-臺南市 引言人陳世仁副局長 

11:20-12:00 直轄市場次(三)-高雄市 引言人【待定】 

12:00-13:00 午餐休息/交流時間 

13:00-14:00 縣轄市-場次(一) 劉 霈 教授【暫定】 

14:00-14:30 休息/交流時間 

14:30-15:30 縣轄市-場次(二) 張家瑞 教授【暫定】 

15:30-16:30 縣轄市-場次(三) 陳世晃 教授 

16:30~ 賦歸 

註 1：暫定各案件發表時間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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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2 (中部)--發表場次 

時間 計畫名稱 

09:20-10:20 

臺中市清水區民族路（民族路二段 178 巷至鰲新路）人行空間及公共環

境改善工程 

北區忠明路(西屯路至中清路)道路、共桿建置及人行道改善工程 

臺中市潭子區及大雅區雅潭路二、三段(昌平路四段~崇德路五段)路平及

人行道改善工程 

10:20-11:20 

臺南市六甲西側外環道路工程（南段）二期 

臺南市海安路（和緯路～中華北路）道路優質化工程 

公園南路（西門路～海安路）道路優質化工程 

11:20-12:00 鳳山區南京路(國泰路二段至五甲一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衛武營標) 

12:00-13:00 午餐休息/交流時間 

13:00-14:00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華興國小及中正國中通學步道提升與改善工程 

109 年度竹北市光明一路人行步道改善工程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二段人行道改善工程 

14:00-14:30 休息/交流時間 

14:30-15:30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二橋改善工程 

苗栗縣學校、醫院、圖書館及易肇事路段周邊路行人空間改善工程(苗栗

縣轄) 

彰化縣大村鄉縣道 146 線（都市計畫 4 號道路）拓寬工程 

15:30-16:30 

南投縣鹿谷鄉集鹿南路及瑞田社區周邊人行環境建置計畫 

斗六市公理路及人文公園周邊 人行環境建置計畫一、二期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北路二段改善計畫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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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交通資訊 

場次 1 (北部) 

研討

會會

場 

國立中央大學-秉文堂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交通 

資訊 

敬請貴賓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若自行開車請尋找周邊收費停車場停車。 

校園各處設有停車場，部分環校道路設有停車格。入校基本費率為工作日 20 元/

時，每日最高上限 200 元。 

 

研討

會接

駁車 

本會提供一班接駁車，08:30 發車至中央大學，會後 17:00 發車至高鐵桃園站。 

*請於當天 08：30 在高鐵桃園站一樓 5 號出口待工作人員集合後引導上車，如圖。

由於高鐵車站不能停車超過三分鐘，因此請學員準時搭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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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交通

轉乘

資訊 

高鐵 

高鐵桃園站下車，出站後於公車站 8 號月台搭乘 172、173 市區公車直達中央大學

（約每半小時 1 班，車程 15~20 分鐘），或搭乘計程車抵達本校。 

172: http://www.chunglibus.com.tw/route/172-2.html 

173: http://www.tybus.com.tw/default.aspx?page=BusTime 

火車 

台鐵中壢站下車，前站出站後轉乘市區公車或計程車（車程 20~30 分鐘）抵達本

校。請參閱下方市區公車搭乘說明。 

市區公車 132、133 路線行駛於中壢市區及中央大學之間，車程約 20~30 分鐘。 

132: http://www.tybus.com.tw/default.aspx?page=BusTime 

133: http://www.chunglibus.com.tw/route/1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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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2 (中部) 

研討

會會

場 

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交通 

資訊 

敬請貴賓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若自行開車請尋找周邊收費停車場停車。 

凱旋停車場(凱旋七路)、體育館地下停車場(西安街)提供收費停車，車位滿載後請

改至校外週邊收費停車場停放。 

 

研討

會接

駁車 

本會提供一班接駁車，08:15 發車至逢甲大學，會後 16:30 發車至高鐵烏日站。 

*請於當天 8：15 在高鐵烏日站一樓 6 號出口待工作人員集合後引導上車，如圖，。

由於高鐵車站不能停車超過三分鐘，因此請學員準時搭車。 

 

  



 9 

其他

交通

轉乘

資訊 

高鐵 

可選擇搭計程車經中彰快速道路約 25 分鐘可至逢甲大學；也可選擇高鐵的轉乘服

務，至高鐵台中站六號出口，12 號公車月台，搭乘「160 高鐵台中站-僑光科技大

學」，逢甲大學站下車。 

160:https://www.thsrc.com.tw/ArticleContent/3301e395-46b8-47aa-aa37-

139e15708779#floortab-1F 

火車 

請搭西部幹線山線，至台中站。火車站轉公車：【臺灣大道】出口，公車專用道【D

月台】候車，轉搭 5、25、33 公車，在逢甲大學站下車。 

公車資訊可參考「台中市公車動態轉乘網」連結如下: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e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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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關報名事宜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5：00 前，逾時不候。 

二、報名方式：採線上系統報名 

線上報名網址：https://myway.cpami.gov.tw/Activity/paperActivity.html 

三、欲辦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者，請務必詳實填寫身份證字號，並以當日簽到

紀錄為依據。 

四、如有其他問題請洽： 

(一)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 楊玉章：02-87712800 

(二)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鄭以揚/林珈汶：03-4227151#34079、#34085，E-

mail：knowledgenc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