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chung市民為本
臺中好日子   
路平．燈亮．水溝通小故事



  路平、燈亮、水溝通」是市民基本權利。建設局三年

多來與市民攜手前進，在全面提升市民服務品質的過程

中，充分感受到市民的溫暖、里鄰長的支持，以及工程

師、營造廠商、台電、中華電信、自來水公司、各瓦斯

公司和各有線電視公司為市民服務的精神；更感受到第

一線工班英雄們的榮譽感和奉獻。希望這些「路平、燈

亮、水溝通」的小故事能夠流傳下去，變成市府為民服

務的文化與精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

小 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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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民為本  臺中好日子

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奠定再上層樓基礎

市政千緒萬端，能讓市民最有感的，當屬民生建設－「路平、燈亮、水溝通」，

這也是我上任以來，最兢兢業業在推動的市政建設，因為我相信，一個進步的城

市，必須從基礎建設打好根基，只要有穩固的基礎，城市的發展必更游刃有餘。

4 年來，臺中市政府挹注了可觀的人力、物力，持續推動「路平、燈亮、水溝通」

相關計畫，深獲市民肯定，讓臺中市朝「生活首都、宜居城市」的目標又邁進了

一大步。

而令我感動的是，臺中市政府推動的「4 年 500 公里路平專案」，不僅成功達標，

並且超標，這得歸功於諸多路平英雄，包括工班、營造商、管線單位與市府同仁

的齊心協力。未來，我期許臺中市路平能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並將路平經驗推

廣至全國各縣市。至於路燈放亮及水溝清淤，也是最貼近市民生活的基礎工程，

市府不僅要在偏鄉增設路燈、彌平城鄉差距，更要在汛期前，加強水溝清淤工作，

尤其是山區，以減少颱風豪雨期間可能造成的淹水問題。

除此之外，市民透過 1999、市政信箱、臺中好好行 APP 等各種管道通報之道路

坑洞、路燈不亮或水溝不通案件，市府也責成相關單位需於一定時間內搶修完成，

以保障民眾行的安全，效率，也是市府必須給民眾的保證。

我很高興看到這本書的出刊，民生建設就該聆聽市民的反饋，不論是好的、壞的，

都是策勵市府團隊進步的原動力，我也希望透過這本小故事，讓市府與市民能拉

近距離，讓民眾對市政建設的印象，不再覺得冷冰冰，而是感覺有溫度的，是與

民眾同在的，這也是我對市府團隊的期許。

臺中市長

「路平、燈亮、水溝通」的價值，除了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外，更大幅縮

減了城鄉差距，讓臺中市能均衡發展。未來，我將繼續堅持，臺中市無

論大小建設，仍將秉持從心開始、以人為本的精神執行，將建設服務注

入到市民不同的生活層面，讓民眾在每個生活環節，都能感受到希望與

幸福，讓臺中成為一個更加美好的希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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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燈亮、水溝通  是建設局永不停止的任務

臺中市已經躍居為臺灣第 2 大城，並於 2016 年躋身為國際級宜居城市，顯示臺

中市的競爭力在持續成長中。在世界級的城市裡，「路平、燈亮、水溝通」是市

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城市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臺中市自當迎頭趕上。

在臺中市政府進行各項重大建設的同時，建設局在基礎建設上，也是相當地用心，

首先，路平專案的推動，首重以人為本，我要求建設局同仁務必依照三大面向、

十大要領，全力提升道路品質，讓民眾有感。目前路平滿意度較 104 年路平專案

推動前，已大幅提升，且在建設局同仁與施工單位的努力下，4 年 500 公里路平

專案第一階段已經超標，迄今已完成了 600 多公里路平。但我認為，能為市民帶

來更優質的建設，是市府永不停止的任務，所以，建設局汲取 4 年 500 公里路平

專案的經驗，推出「路平 2.0 專案計畫」，將以更精進之作法，打造人本、安全、

友善的通行環境，共創城市榮景。

另外，燈亮、水溝通的重要性，亦不亞於路平，且 3 者應相輔相成，構築市民的

安全網。在這樣的理念下，建設局先後推動「山區農路點燈計畫」及「彌平城鄉

差距路燈增設工程」，實施範圍擴及偏鄉各區，讓臺中夜間更為明亮，有助於提

升偏鄉地區的治安，保障偏鄉民眾夜間行的安全。另外，建設局針對道路側溝或

山溝較難以清疏之個案，亦協助環境保護局清除，暢通道路排水系統，防範巷弄

積水、淹水，以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這本書裡，我們會看到施工人員、監造廠商、里長及市民們分享自己的小故事，

從這裡面我們發現，不論是哪個角色，都以身為臺中市的一份子為傲，每個人都

希望臺中進步。因此，我們藉由這些人物的心聲，一方面激勵建設局團隊，好要

再更好；另一方面，也希望民眾能看見進步的臺中。

未來，建設局將持續貼近民眾、傾聽民意，有效率地達成各項建設目標，並致力

維持「路平、燈亮、水溝通」，滿足民生建設需求、打造人本環境、縮短城鄉差距，

讓民眾享有更美好的生活品質，我們共同期待臺中市成為一個典範的城市。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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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平、燈亮、水溝通」
是市民基本權利、
市府基本功夫

市民生活的基本要求，就是臺中市政府關注的大事。路平、燈亮、水溝通

是國際大都會的基本要求，亦是市民的基本權利，更是城市生活品質的基

本指標。

臺灣長年多雨，維持道路品質、路燈明亮與水溝暢通，為政府的重要責任。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黃玉霖表示，為貼近民眾的心聲，臺中市政府積極

維持路平、燈亮、水溝通，建設局亦有效率地達成各項建設目標，滿足民

生建設需求，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致力縮短城鄉差距，讓民眾享有更美好

的生活。

民眾滿意度逐年提高

為有效提升臺中市道路品質，自 2015 年起，臺中市政府推動「4 年 500

公里路平專案」，堅持以人為本、提升品質、減少挖補等 3 大原則，落實

10 大施工要領，執行成效斐然。不僅執行速度、道路平坦度、施工品質，

皆為全國第一，更已完成 1,111 條主要道路路平工程，路平長度突破 600

公里，且恢復統一挖補作業，減少道路挖補比例達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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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平 專 案 滿 意 度，2015 年 8 月 時 為 38.5%，2018 年 9 月 時， 已 增 至

53.5%，鄰里長滿意度更高達 77.6%，顯示愈來愈多民眾看見臺中市政府

的努力。在 2016、2017 年，臺中市皆榮獲內政部營建署考評直轄市道路

平坦度第 1 名，綜合評分亦躍升優等；目前臺中市政府推出「路平 2.0 專

案」，持續打造人本、安全、友善的通行環境，共創城市榮景。

關於燈亮，在 2016 至 2018 年，臺中市政府先後推動「山區農路點燈計

畫」、「彌平城鄉差距路燈增設工程」，山路、轉角處、街頭巷尾、學生

通勤道路與安全疑慮高的路段立桿點燈，預定至 2018 年底共可增設 3,900

盞，提升當地交通安全。

關於臺中市道路水溝清淤，主要由環境保護局辦理，建設局針對道路側溝

或山溝較難以清疏之個案，協助環境保護局。3 年多來，建設局清淤長度

已達 232 公里，暢通道路排水系統，防範巷弄積水、淹水，保障臺中市民

的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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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市民安全回家的路
路平多管齊下成效佳 推動「路平 2.0 專案」

自 2015 年起，臺中市政府推動「4 年 500 公里路平專案」，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市區累計 172.69 公里路平，山區累計 194.09 公里路平，海線地區累計

93.1 公里路平，屯區累計 157.81 公里路平，共計改善臺中市 1,111 條主要道路，

路平長度共計 617.7 公里。

其中，屬偏鄉道路者，約佔 71％，大幅縮減城鄉差距。除此，還有未計入路平

專案統計、寬度在 6 公尺以下的巷弄，路平改善達 127.82 公里；若將其計入，

路平長度將達 745.5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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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智慧城市目標前進

而進行路平改善工程時，亦減少 13,840 處孔蓋，將孔蓋下地率提升至 62%，

並修補 7 萬 8,000 多處坑洞，改建 2 萬 7,600 公尺長側溝，改善人行道面積達

16 萬 3,579 平方公尺。

臺中市政府亦恢復統一挖補作業，截至 2018 年 10 月 10 日，申挖件數原為

11,616 件，經整合後，降為 8,643 件，減少了 2,973 件，有效提升道路管挖修

復品質，並將施作範圍擴大至大里區、太平區。

臺中市政府還成立路平服務中心，建置「臺中好好行」APP 通報平臺，現已接

獲超過 1 萬件市民通報案；昔日，每件通報案需 2 個工作天，才能完成改善，

目前 95％以上的通報案件，都可在 3 到 5 小時內完成，大幅提升緊急維修效率。

目前臺中市政府推出「路平 2.0 專案」計畫，內容包括：持續推動 4 年 500 公

里路平計畫、擴大推動鄰里巷道路平工程、推展實施統一挖補區域，與落實「汰

管、人本步道、路平」三合一工程，及利用低衝擊工法、推動海棉城市，並利

用再生材料、推動低碳循環經濟，試辦道路工程單元標準化設計，更運用 3D

管線圖資系統，往智慧城市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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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文心路路平完工後，展現煥然一新的風貌。

與捷運綠線共線的文心路「汰管、人本步道、路平」三合一工程，包括工程介面

整合、老舊管線汰換、配合捷運工程施工等高難度挑戰，歷經 2 年努力，於今年

10 月 3 日宣告完成。未來，搭配捷運綠線，文心路將成為臺中市第一條 Mr. B&B

複合式交通運輸系統，捷運、鐵路、公車、自行車皆可暢行無阻。

劦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師林伯融表示，文心路路平工程從規劃設計到定案就

歷時一年，由臺中市長林佳龍、副市長林陵三、祕書長黃景茂、建設局長黃玉霖

多次邀集專家學者及本府各局處召開設計檢討及協調會議，由人本通行環境、老

舊管線汰換、停車位需求、原有樹木保存、公共設施設置及捷運開通後市民通行

行為改變等納入設計考量，於是決定將捷運沿線人行道拓寬一併納入路平專案。

本專案共分七個標案，去年 11 月起分階段陸續施工，現已全線完工，呈現煥然

一新的風貌。

以人為本  
打造友善通行空間

文心路
三合一工程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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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市民安全回家的路

自行車專用道重新設計後，可提高騎乘者

安全。

文心路將成為臺中市第一條

Mr. B&B 複 合 式 交 通 運 輸 系

統，讓捷運、鐵路、公車、

自行車暢行無阻。

為使民眾享有舒適安全的暢行空間，建設局執行文心路路

平工程，施作範圍自北屯區文心北屯路口至烏日高鐵站

區的台 74 號橋建國路段，總長 13.7 公里，完成孔蓋下地

938 處（下地率 67％）、路口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247 處。

另兩側人行道已由 3 公尺拓寬為 5 公尺，其中 5 公尺的人

行道包含人行空間、公共設施帶、自行車空間及緩衝帶，

除自行車空間及候車亭周遭外均採「透水地磚」作為人行

道鋪面，搭配排水礫石樁，達到保水與排水功能。林伯融

指出，既有 3 公尺寬的人行道中，規劃 1.2 公尺公共設施

帶，將文心路沿線既有公共設施，包括變電箱、號誌、標

誌、路樹、燈桿、消防栓等整合於此，留下 1.8 公尺的人

行通行空間，更方便輪椅族、嬰兒車通行。

接著現行人行道往外拓寬 2 公尺，其中 1.2 公尺為專供行

人及自行車通行共用空間，其餘 0.8 公尺緩衝帶則設置反

向式公車亭、無障礙斜坡道及車行斜坡道，為市民提供友

善、舒適、安全的通行環境。

文心路路平工程可說是臺中史上長度最長、難度最高、經

費最多的一項路平計畫。以前的文心路相當顛簸不平，現

在已是一路平整，獲得市民大力回響。回顧過去，展望未

來，市府要特別感謝所有施工單位及許多的無名英雄，齊

心協力、排除萬難、日夜輪班投入文心路工程，終於完成

橫跨北屯、北區、西屯、南屯、南區、烏日等 6 行政區的

艱鉅路平工程任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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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太平區約有 5 分之 4 面積為山區，其中長龍路為山區主要聯

外道路，可通往南投縣國姓鄉，沿線風景優美，可至蝙蝠洞、

酒桶山、仙女瀑布、赤崁頂等觀光景點，不僅假日遊客眾多，

也吸引許多自行車騎士前往挑戰。

提升路面品質  
照顧車友安全

太平區
長龍路

長年以來，因車輛往來輾壓，長龍路部份路

段出現龜裂、破損情形，市府建設局為此陸

續辦理長龍路二段至四段路平專案，並採

「半半施工」方式進行，降低交通衝擊，

以帶給山區用路人更好的路面品質，貫

徹市府推動偏鄉路平的決心。

1 

太平區長龍路常吸引許多自行車

騎士前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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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市民安全回家的路

上圖：長龍路路平前，可見坑洞不平之處。

下圖：完工後，許多車友反映長龍路路面變得

好騎又安全。

2016 年，建設局已完成長龍路二、三段長約 2.2

公里路平工程；2017 年 9 月，再完成長龍路四段

約 1 公里路平，11 月則啟動長龍路三段蝙蝠洞約

1.2 公里、東平路一江橋以西約 1 公里路段路平工

程，期能一次性改善長龍路劣化嚴重路段。

吉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駐地技師廖文吉表

示，長龍路為自行車車友在假日時騎乘的熱門路

線，甚至是許多外縣市單車騎士來到臺中必朝聖

之地，但因上下坡多又有坑洞不平之處，導致車

友容易發生滑倒、摔倒等意外事故。

為推動偏鄉路平，建設局路平專案近來已逐漸深

入偏遠山區，山區道路雖不像市區道路有大量孔

蓋問題須克服，但因地面坡度起伏較大，路面高

程施工及洩水坡度調整更為重要，所以仍須同樣

秉持路平施工要領執行。

廖文吉指出，施工過程中，特別考量到自行車輪

胎胎面面積小，針對道路平整度、表面粗糙度、

標線抗滑係數，做得比路平施工要領的要求再高

一點，另也進行側溝改善、加裝溝蓋，以照顧自

行車友騎乘安全。完工後，不但提升路面品質，

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在車友圈更是大受好評，

許多車友均反映長龍路路面變得好騎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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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經多年車流輾壓及捷運綠線施工影響，建國北路路面出

現老化損壞、龜裂、沉陷情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為臺鐵臺中站連

接高鐵臺中站重要的通勤及通學道

路，橫向路口也連接多條道路，亦是

臺中市區、烏日及彰化上班族必經之

路，車流量相當大。但路面經多年累

積的交通車流輾壓，以及捷運綠線施

工影響，出現老化損壞、龜裂、沉陷

狀況。

2017 年 7 月，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啟

動建國北路（自民權路至西川一路）

路平工程，包含孔蓋下地，調整人手

孔蓋與道路齊平；提升標線抗滑係數，

加強路基改善，避免遇雨易導致汽機

車打滑、摔倒；代辦管線統一挖補，

提升道路使用年限。

統一挖補  
減少重複挖掘率

南區
建國北路

1 



13

給市民安全回家的路

減少馬路挖掘次數，有助於提升道路品質與平整度。

過去管線單位埋管後，常依管挖位置面

積做臨時性修復，造成路面形成「蛇狀

路」或「補丁路」，增加行車危險。自

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建設局恢復「代

辦管線統一挖補」制度，協調臺電、自

來水公司、中華電信、瓦斯公司等四大

管線單位齊挖齊補，避免道路一挖再挖，

也確保管線挖埋後的路面回復品質。

參與建國北路路平工程的中華電信代表

施文貴表示，建設局每周二、四固定召

開協調會議，針對建商或民眾申請需求，

邀集四大管線單位代表共同討論，再由

建設局集中辦理，統一派工與施作。實

施統一挖補制度具有多項效益，除了減

少馬路挖掘次數、提升道路品質與平整

度外，更建立一套完整的標竿制度，可

全面提升臺中市的道路品質。

施文貴說，由建設局代辦齊挖齊補，執

行電力、電信、自來水、天然氣等一般

性管路埋設、開挖、回填、路面鋪築等

施工項目，「最大好處是減少道路重複

挖補次數，不但可避免地基及路面在短

時間內多次遭到破壞，對用路人來說也

比較方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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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烏日區環河路為高鐵特定區銜接烏日、王田、大

里等區域的重要道路，且貫穿台 74 縣道，往南

可達國道三號、彰化八卦山地區，往北聯通臺中

市中心。沿線新市鎮住宅區雛型已現，但因未曾

進行全面性翻修，以至於道路劣化現象明顯。

承漢營造有限公司技師吳俊杰表示，環河路一至

五段，從烏日至大里，全長約 11.2 公里；其中，

烏日段的路面破損最為嚴重，不但路基下陷造成

路面損壞、凹凸不平，因路面劣化也產生龜裂、

變形，人手孔蓋周圍更出現破損、裂縫等問題。

除了交通流量大之外，大貨車、砂石車流多，加

上每逢下雨，坑洞容易積水，造成行車危險。因

此，附近住戶都希望市府能整修環河路。

路平完工  
營造親民用路環境

烏日區
環河路

環河路交通流量大，大貨車、砂石車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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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市民安全回家的路

市府建設局為此規劃環河路路平專案，投入總經費約 8,000 萬元，並分三階段改善。工

程範圍由環河路一段起點至長壽路終點，全長約 6.96 公里，平均路寬 25 公尺，總鋪築

面積為 17 萬 4,200 平方公尺，路基改善達 1 萬 1,354 平方公尺，孔蓋高度調整 138 座，

無障礙斜坡道 30 處，已於 2017 年 9 月底順利完工。

吳俊杰指出，路平執行過程中，先針對環河路多處路段進行路基改良、強化，以延長道

路使用年限。另外，局部路段也進行人行道、側溝改善，新增無障礙斜坡道，方便身障

人士使用。除了路面品質大幅改善外，亦整理人行道，增加民眾行走意願，並營造親民

的用路環境，讓當地居民傍晚時可到河堤旁散步。

烏日環河新市鎮區日益發展，擴大臺中

市都市規模與衛星城鎮連結，締造多處

生活圈緊密結合。環河路路平完工後，

不僅一改過去坑坑洞洞的現象，也是歷

史上首次進行全面大翻修，更是縫合縣

市的重大工程，將擴展臺中生活圈向外

吸磁發展經濟。

3

環河路路平，是歷史上首次進行全面大翻修。

除了路面品質大幅改善外，環河路局部路段也進行

人行道、側溝改善，新增無障礙斜坡道，方便身障

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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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上圖：公安路被列為優先辦理路平路段。

下圖：路平工程完工後，公安路變得美觀又平坦。

施工前

施工後

為迎接今（2018）年底登場的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積極進行后里園區周

邊道路路平作業；其中，后里區公安路自三豐

路至甲后路約 3.3 公里的路平工程已於 2018 年

5 月底完工。

后里區公安路為后里銜接台 13 線三豐路及甲后

路的重要道路，沿線有后里區公所、衛生所，

並銜接月眉觀光糖廠、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

等景點，交通流量龐大。因長久使用導致公安

路路面老舊損壞，加上管線單位挖掘頻繁、道

路孔蓋多，影響道路平整度，所以被列為優先

辦理路平路段。

路基改良  
改善用路品質

后里區
公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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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改善工程為路平專案的前置作業，是路面奠定穩固的基礎。

經與臺電、中華電信等管線單位協調後，公安路孔蓋下地

率達 70％以上。為保障機車族雨天行車安全，道路標線防

滑係數由原本 45BPN 標準提升至 65BPN。道路側溝與路面

也重新打除齊平，並利用路基改善，提升路面耐久性。

參與公安路路平工程的德記營造有限公司工程人員黃景全表示，路基改善工程為路

平專案的前置作業，是路面奠定穩固的基礎。基本上，先由建設局人員在現場探勘，

替道路診斷，檢視道路是否年久未修？部分地底管線是否有損壞、漏水，導致掏空

路基情形？再針對道路問題，重新改良路基。路基改善後，最後施作路平再刨封。

以公安路為例，第一階段是針對路基不良部分，開挖後採水泥乾拌方式進行路基改

良，並就路改部分回鋪臨時性瀝青混凝土鋪面（即假封層），以維持道路通行順暢。

「做路基改良，有助於長久性改善用路品質，避免路面日後遇大雨時可能遭雨水沖

刷而掏空或凹陷。」黃景全解釋說，第二階段是待路基穩定、改良作業檢驗通過後，

再進行全路幅刨封層作業。封路期間，用路人需要繞道而行，一開始可能覺得十分

不便，但路平工程完工後，道路美觀又平坦，可提供用路人舒適安全的行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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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外埔區中山路為下坡路段又是轉彎處，因各管線單位挖掘頻

繁、道路上人手孔蓋過多、道路路基回填品質不良，不但影

響道路平整度及耐久性，就連用路人行車安全也堪虞，當地

里長及里民均盼臺中市政府能儘速協助改善。

為讓道路更堅固耐用，市府建設局引進新工法，特別利用「動

態貫入」（Dynamic Cone Penetrometer，簡稱 DCP）檢測，

診斷外埔區中山路路基不良原因；同時試辦環保材料「轉爐

石」瀝青混凝土封層，增加車胎與路面摩擦力，提升行車安

全及使用年限，以期打造外埔區中山路成為海線第一條示範

道路。

打造海線
第一條示範道路

外埔區
中山路

1

建設局引進新工法，打造外埔中山路為海線第一條示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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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當地鄉親感謝市府為外埔區打造一條安

全、平整又舒適的道路。

下圖： 建設局試辦環保材料「轉爐石」瀝青混

凝土封層，提升道路使用年限。

外埔區中山路路平工程自 2017 年 6 月施工，8

月完工，從中山路 456 巷至六分路 280 巷，改善

道路 0.68 公里、改善路基 1,261 平方公尺、減少

孔蓋 20 處、調平孔蓋 30 處，下地率達 69％以上。

根據市府警察局資料顯示，臺中市機車自摔案件

從 2014 年 709 件、2015 年 636 件、2016 年

508 件，有逐年遞減趨勢；尤其是執行路平專案

後，將孔蓋下地、提升抗滑標線係數從 45BPN 至

65BPN，更能間接減少車禍肇事案件。

中山里里長朱勝永表示，中山路是通往外埔市

區、鐵山里、中山里的重要幹道，已有將近 20

年未曾一次性全面翻新過。因此，路面破損嚴重，

顛簸不平，路況極差，像破布補丁，加上人手孔

蓋多、坑洞多，轉彎路段碎石多，導致機車騎士

行經轉彎處容易摔倒，嚴重影響里民出入安全。

經建設局執行路平工程後，中山路煥然一新。當

地鄉親直說，感謝市府推動路平專案，為外埔

區打造一條安全、平整又舒適的道路可行走。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即將登場，外埔為

三大展區之一，中山路路面品質改善後，更能讓

當地民眾一起歡喜迎接花博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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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東勢區勢林街為銜接東勢市區前往東勢林場、觀

光果園及欣賞螢火蟲的必經道路。因車流量龐大，

路面出現老舊、沉陷、龜裂不平、孔蓋不平等狀

況，影響行車安全，加上沿線排水也需要改善。

經當地里長與里民多次爭取，臺中市長林佳龍指

示建設局將該路段納入 2018 年路平專案。

施工前，建設局曾多次與中華電信、自來水公司

等各管線單位會勘，包括孔蓋先行下地，達到勢

林街孔蓋減少 70％以上；沿線改善山區排水，部

分損壞的 L 型側溝整修，並予以重新施作，長度

共約 150 公尺；路面下陷部分，利用路基改良，

提升路面耐久性，改善面積共約 1,500 平方公尺。

上述相關改善工程已於 2018 年 4 月下旬完成。

扭轉偏鄉路平  
帶動經濟觀光效益

東勢區
勢林街

建設局利用路基改良，改善路面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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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道路品質，建設局於 5 月中旬進行

道路刨封工程，施工起點由建安橋至林梨

宮，全長約 2 公里。因山區道路狹小，為

避免施工造成交通衝擊與進出不便，路平

工程採取「半半施工」及單線道通車方式，

在範圍內設置大型施工警告標誌，並協請

義交指揮交通。

東新里里長余運來表示，東勢區勢林街是

前往東勢林場的唯一道路，自開通 30 年

以來，路面從未一次性重新整修過，加上

管線單位如自來水公司為修補老舊、破裂

的自來水管，多次挖補道路，以至於路面

不平、大小坑洞不斷。2018 年 5 月下旬，

勢林街路平工程完工後，出入居民都十分

感謝市長、建設局、各議員及區長全力支

持，讓民眾有一條平坦、舒適又安全的回

家之路，同時也帶來經濟與觀光效益。

勢林街出現路面老舊、沉陷、龜裂不平狀況，

影響行車安全。

路平完工後，居民感謝市府將勢林街打造成

平坦、舒適又安全的回家之路。

2

市府努力提升臺中市整體道路與人行道服務品質，以縮短城鄉差距。未來將持續

推動各區路平，並針對偏鄉、編號道路與老街等部分進行整修，讓臺中道路品質

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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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沙田路路面多年未整修，經路基改善後，

再也沒有過去車道下陷的問題。

沙鹿區沙田路全長約 10 公里，屬於舊省道

台一線路廊，為海線南北向主要聯絡幹道，

北銜接清水、南接龍井至大肚，平時車流

量龐大，沿線路段商家林立、人口眾多。

自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全市 4 年 500 公里

路平專案以來，建設局已陸續完成沙田路

約 8.5 公里路平。為使沙田路澈底改頭換

面，建設局特別針對路基不良路段進行改

善，將沙田路自光華路至向上路七段，全

長約 1.5 公里道路進行全路幅改善，以原有

級配料乾拌水泥回填改善路基，再採粗級

配瀝青混凝土封層，加強穩固道路路基。

海線舊台一線
完成「最後一哩路」

沙鹿區
沙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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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路完工後，行車更加安全舒適。

本工程已於 2017 年 11 月 20 日完工，

不僅讓沙田路獲得全面更新，建設局也

完成沙田路（光華路至向上路七段）的

「最後一哩路」，使海線舊台一線全線

路平工程圓滿成功，打造更安全舒適的

行車環境。

沙田路完工後半年，建設局長黃玉霖曾

前往視察全路段道路品質及路基狀況，

發現經過路基改善後，沙田路再也沒有

過去路面車道下陷的問題，顯示路基改

良工法對於提升道路品質確有成效，也

讓行車更加安全舒適，對新鋪築路基的

穩固平坦予以肯定。

沙鹿里里長黃湘賀表示，沙田路為舊省

道台一線路廊，連接清水、龍井，同時

也位於沙鹿區市中心。因路面多年未整

修，早期人手孔蓋高低不一，加上道路

排水系統無法發揮功能，以至於每逢下

豪大雨時，沙田路必定淹水，讓當地居

民長年飽受淹水之苦。

經過建設局辦理路平工程後，除了沙田

路路面平整度提升外，也同時進行人手

孔蓋下地化、管線整合及側溝清淤，一

併改善區域排水問題。如今，即使下大

雨，沙田路再也不會淹水，一舉解決當

地居民的心頭之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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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小故事

上圖： 福星路位於逢甲商圈，是通勤通學的重要道路。

下圖： 市府推動路平，讓當地居民及外來觀光客都能享有

平坦舒適的用路環境。

臺中市逢甲商圈為國際知名觀光夜市，西屯區福

星路是逢甲商圈交通主軸，且鄰近逢甲大學及僑

光科技大學，為通勤通學的重要道路，但因經年

累月使用，部分路面路基損壞、沿線路面破損，

影響行車安全。

此外，福星路人手孔蓋滿布，甚至短短 20 公尺內

就有高達 20 多個人手孔蓋，且大多已磨損至無防

滑功能，道路品質不良，經常發生天雨路滑，導

致機車騎士摔傷及自來水管爆管等事件。

地方肯定路平  
盼擴大辦理

逢甲商圈
福星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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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路路平完工後，整條道路看

起來美觀、舒適、平坦又安全。

為改善道路品質，市府建設局於 2017 年底啟動福星路路平專案，針對福星路從

河南路至逢甲路段進行路平工程。在福星路路平專案進場施作前，建設局也協調

自來水公司完成文華路（逢甲路至福星路段）自來水老舊管線更新，避免後續因

漏水緊急搶修造成反覆開挖路面情形。

此次路平專案共投入 1,108 萬元預算，進行福星路自逢甲路至河南路段共 640 公

尺路平工程，2017 年 12 月開始施工，建設局要求管線單位孔蓋下地數量達 7 成

以上，並於 2018 年 1 月辦理路基改善工程。為避免影響逢甲商圈店家營業，建

設局於 3 月 6、7、12 日凌晨 1 時至下午 3 時進行路面刨鋪作業，採夜間施工，

以降低交通衝擊。

臺中市民林小姐表示，福星路是她每天外出與回家必經之路，路平工程尚未施工

前，每逢下雨時，坑洞積水，天雨路滑，機車族自摔事件時有所聞。福星路路平

完工後，整條道路看起來美觀、舒適、平坦又安全，當地居民都非常感謝市府的

路平專案。

福星路路平受到肯定，當地里長及

里民們都希望市府能擴大逢甲商圈

的路平專案範圍，把福上巷、文華

路從福星路至西屯路二段等納入一

併施作，讓當地居民及外來觀光客

都能享有平坦舒適的用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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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鄉點亮「光明燈」
為山區、偏鄉點燈 弭平城鄉照明差距

臺中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城鄉資源未妥善分配。經統計，以公有路燈設置密

度為例，若以道路長度與路燈盞數面積計算，原市 8 區路燈建置密度約為原縣

21區之1.5倍。為減少城鄉發展差距，在2016年，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編列2,000

萬元預算，推動「山區農路點燈計畫」；而在 2017、2018 年，同樣編列 2,000

萬元，辦理「彌平城鄉差距路燈增設工程」。

「山區農路點燈計畫」、「彌平城鄉差距路燈增設工程」皆深入偏鄉，辦理說

明會，於山路、轉角處、街頭巷尾、學生通勤道路與安全疑慮高的路段立桿點

燈，現已增設約 2,600 盞路燈，提升當地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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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將賡續辦理路燈增設工程

增設路燈的地區，包括原縣 21 區，不僅大幅改善偏遠地區的夜間道路照明，

更強化農路、山區道路等基礎建設，讓所有市民都能有安全回家的路。

2018 年度的「彌平城鄉差距路燈增設工程」會勘作業，已於 7 月 31 日完成，

目前正積極施工中，預計將於 12 月 31 日全部施作完成，3 年總共增設路燈數

量約計 3,900 盞，持續改善偏遠地區的夜間照明。2019 年度，臺中市政府建

設局仍將編列經費，繼續推動此計畫。

除此，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雖僅編列 10 名外勤人員，每日進行路燈巡修、維護，

卻可以極少的人力，發揮最大效益。建設局更編列預算，委託各區公所分工派

修，避免作業空窗，又將本市轄區拆分為 4 個工區，以專案發包方式，將維修

熱區委託廠商日常巡查。

臺中市政府更設置 1999 專線、臺中好好行 APP 及路燈維護管理系統，民眾可

隨時、隨地告知路燈損壞地點，並由專人回答民眾路燈修復進度，群策群力維

護臺中市所有路燈及市民的安全。

而自 2012 年 12 月起，建設局制定《臺中市公有路燈管理

及認養辦法》，以盞為路燈認養單位，每盞每年 1000 元，

認養期以年為單位，最長可認養 3 年，現已受理民眾認養

路燈 189 筆，計 306 盞。歡迎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及市

民踴躍參與認養路燈，一起點亮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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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亮小故事

長生路增設路燈後，讓整條山路變得更明亮。

外埔、大甲兩區依傍著風景秀麗的鐵砧山毗鄰

而居，兩區相連接的長生路部分路段為外埔居

民前往大甲、大安、日南及苗栗等地最便捷之

路。然而，一到夜晚，只有零星路燈、照明不

足的長生路卻顯得有點陰森可怕。除了少許趕

路的人外，多數民眾寧可繞路而行，使這條寬

敞平坦的快速便捷道路因缺乏路燈設施，在夜

間失去通行作用。

安全是通往
回家唯一的路

外埔區鐵山里

長生路路燈

鐵山里里長劉圳表示，以前的長生路，每 1 公里路段才有 1 盞路燈，

夜晚昏暗之際，趕路的人難免發生交通事故。為維護通行安全，於

2016 年「臺中市彌平城鄉差距路燈增設工程」中，申請設置 20 盞

路燈於該路段上，讓整條山路變得更明亮。

居民黃小姐說，市府迅速完成施工及

供電，實現鄉親們多年來的願望，

讓他們在清晨及夜晚時都能安心利

用此道路，平安、愉快、迅速地回

到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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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鄉點亮「光明燈」

鄉間小路增設路燈，可提高夜間通行安全。

山區點燈
如久旱逢甘霖

大雅區

橫山里路燈

橫山里里長張聖河說，許多鄉間小道穿梭鄰里

間，還會經過公墓，沒有路燈相當恐怖。市府

建設局自 2016 年起辦理「臺中市彌平城鄉差

距路燈增設工程」，其中大雅區橫山里於 2017

年增設 26 盞路燈，對當地民眾而言猶如久旱逢

甘霖，不僅回家之路更安全、更安心，在地居民

也都很開心。

居民黃先生表示，增設路燈，不僅提高通行安全，

夜晚行經此處亦是燈火通明，即使是墓地旁小路

也不會令人感到害怕，相信更多人知道此道路後，

都會願意利用這條既安全又便利的捷徑。

大雅區 15 個里中，橫山里面積最大、涵蓋最廣，包含科技部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私立先施花園公墓、大雅區第四公墓、中 75 區道、

125 市道（永和路）、127 市道（中山路）等，皆位於

橫山里。此外，更有許多鄉間小道穿梭與鄰里之間，

路燈數量供不應求，當地民眾對增設路燈需求更

是望眼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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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亮小故事

在許多鄉村長者的心目中，安裝路燈帶來

溫暖的感受。

大甲區是臨海又具農業色彩的行政區，因地形狹

長之故，在各項條件及土地使用上均有顯著差

異。許多鄉間道路因經費或各種因素，而未裝設

路燈，以至於夜間照明不足，影響用路安全。

近來市府聽見大甲居民的心聲，迅速裝設路燈。

福德里里長繆燕清表示，建設局將日光燈、水銀

燈汰換成 LED 燈、鈉光燈，也配合農民需求，

在特定區域加裝遮光板，在道路安全的需求前提

下，也為農業發展盡一份心力，讓當地居民的回

家之路多了亮度，也增添了溫度。

回家之路
多了溫度與亮度

建興里居民陳小姐說，經過 2 年來普查及各里里長熱心奔走下，

當地許多黑暗道路增加照明設施，「大家都開心地說，安裝路燈

後，路途一片光明。在許多鄉村長者的心目中，路燈

也意味著『政府終於看到我們的需求』，帶來

溫暖的感受。」

大甲區福德里

建興里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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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鄉點亮「光明燈」

里民讚許市府安裝路燈服務

為一大德政。

福東二路增設多盞路燈，使居民

在晚間行走時安全明亮。

市府點亮
偏鄉「光明燈」

東安里位於臺中市大安區東南隅，人口數約 1,400 多人，是民風純樸的農村，每條鄉

間小路都有濃濃人情味。其中，福東二路銜接大甲溪旁堤防，每到黃昏，里民就會利

用此條路，從事夜間休閒活動。

當地居民劉先生表示，東安里里民積極參與社區營造，爭取農村再生計畫，於大甲溪

旁堤頂位置設立休閒步道，讓民眾可邊散步、邊欣賞沿途風光。但福東二路因道路狹

窄，長期缺乏夜間照明，使散步或運動的民眾安全有疑慮。

由於里民常反映福東二路沒有路燈，夜晚行經此路很危險，市府

大安區東安里

福東二路路燈

建設局為彌平城鄉差距，並落實照顧偏遠地區夜間照明及民眾

安全，於福東二路增設多盞路燈，使居民在晚間行走時安全

明亮。東安里里長黃為德指出，安裝路燈後，里民讚譽有加，

紛紛說市府便民服務為一大德政，也讓地方盛傳市府為偏鄉

點亮了「光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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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亮小故事

上圖： 路燈增設對當地民眾的道路安全與治安都

有保障。

左圖： 過去 3 年內，新社區福興里已陸續安裝上

百盞路燈。

新社區福興里地廣人稀，許多山區產業道路大多沒有路燈，每

逢春冬之際又容易起霧，導致視線不佳，用路人看不到路，影

響交通安全及民眾生活。因此，當地居民都希望市府能協助裝

設路燈。

安全又明亮的
平安路

新社區

福興里路燈

福興里里長劉文良表示，縣市剛合併時，

區公所小型工程款費用一年才 14 萬元，

大概只能安裝 8、9 盞路燈。林佳龍市長

上任後，推動「臺中市彌平城鄉差距路燈

增設工程」，在過去 3 年內，於福興里已

陸續安裝 100 多盞路燈。其中，以福興里

台21線5盞、福民產業道路3盞路燈增設，

對當地里民幫助最大。

居民吳先生說，增設這些路燈後，里民就

不用再摸黑走路，發生不必要的意外事件，

同時也保障汽機車駕駛人有更清楚良好的

視野，減少因光線不足而發生的意外事故。

因此，里民對路燈增設都感到很開心，當

地民眾的道路安全與治安都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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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鄉點亮「光明燈」

中 44 線道路設置路燈後，不僅提升行人及車輛出入安全，

更帶來產業運輸便利及地方觀光經濟效益。

點亮農產
觀光的未來

中 44 線道路

銜接東勢后里

路段路燈

東新里里長余運來指出，中 47-1 線（勢林街）是東勢至

下穿龍的道路，其西側端點位於東勢市區的台 8 線（豐勢

路）路口，由此向東北蜿蜒而行，可抵達東勢林場。但

中 47-1 線靠近東勢林場的路段，因沿路未裝設路燈，

加上斜坡、轉彎處多，容易發生車禍，影響行車安全。

經多次爭取後，建設局在全長 5 公里的路段上裝 設

125 盞路燈。里民紛紛稱讚，出入有燈亮，

讓此路段變得更安全好行。

臺中市東勢區所屬中 44 線道路，銜接東勢、后里路段；其中，隸屬東勢區埤

頭里的路段為連絡豐原、石岡區主要幹道，沿線盛產柑橘、梨子等農產品，是

農產觀光主要路徑。

居民鍾小姐表示，中 44 線道路長期以來均無設置路燈，在里長及里民積極反

映下，市府建設局因應地方實際需求，先後設置 29 盞路燈，帶來產業運輸便

利及地方觀光經濟效益，加強城鄉互聯，提升行人及車輛出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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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亮小故事

下圖： 增設路燈後，山陽公園夜間照明更明亮，

也提高民眾晚上運動的意願。

上圖： 福蝠公園路旁也加裝路燈，

增進民眾夜晚行車安全。

山陽公園位於大肚區山陽里，是當地居民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白天，阿公阿嬤在樹蔭下泡茶聊天，孫子在旁嬉戲，一幅共享

天倫的幸福畫面浮現在眼前；到了傍晚時分，在地青少年紛紛

呼朋引伴，來到山陽公園打籃球。

居民張先生表示，山陽公園外側路段為交叉路口，夜晚時因無

路燈而昏暗，易造成該處行車危險。經山陽里里長陳建智向大

肚區公所反映，報請市府建設局納入「臺中市彌平城鄉差距路

燈增設工程」。自從增設路燈後，山陽公園夜間照明更為明亮，

也提高民眾往山陽公園運動的意願。

夜間照明增進
民眾運動安全

大肚區

山陽公園旁

路段路燈

陳建智里長指出，除了山陽公園外，福蝠公園路旁也

有加裝路燈，增進民眾夜晚行車安全。福蝠公園原本

是閒置空地，近年來，在山陽社區發展協會與志

工們努力下，展現全新風貌，裝設路燈後，也

讓當地居民多了一處休閒活動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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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鄉點亮「光明燈」

上圖：山區道路現在每 50 到 100 公尺或重要轉彎處就有 1 盞路燈。

下圖：建設局陸續安裝路燈，逐年改善山區道路照明問題。

山區點燈解決
夜間行車問題

太平區山區

路段路燈

太平區山區道路狹窄、崎嶇不平，路況不

佳，長久以來更是黑漆漆一片，當地居民

回家、蔬果運輸及外地遊客通行，常因為

山路太暗而險象環生。為照顧偏遠地方居

民通行安全，市府推動彌平城鄉差距路燈

專案設置案。

此專案路燈多設於山路、轉角、下坡、橋

頭橋尾及通勤必經之路等安全需求較高的

路段。另因山區容易起霧、夜行性動物出

沒及農作物生長等問題，路燈亮度、色溫

亦列入考量。例如燈太亮會干擾農作物生

長，影響農民生計，加上山區道路易起霧，

市府建設局以低色溫（黃光）為優先，提

升辨識度，同時降低對農作物及夜行動物

的影響。

頭汴里里長江思涵表示，以前山區道路是 2、3 百

公尺才有 1 盞路燈，現在是 50 到 100 公尺或重要轉

彎處就有 1 盞路燈。經建設局陸續安裝 100 盞路燈

後，已逐年改善山區道路照明問題。居民林先生也

說，建設局裝設路燈，照亮長久以來黑暗的山路，獲

得當地民眾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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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亮小故事

上圖： 后里區產業道路增設路燈，既可解決照明問題，還能遏

止宵小偷竊農作物。

下圖：路燈為居民和山友點亮回家及運動之路。

市府建設局自 2016 年開始辦理「臺中市彌平

城鄉差距路燈增設工程」，於后里區產業道路

增設約 300 多盞路燈，為當地居民帶來更為明

亮的回家之路。

仁里里里長鐘基文表示，仁里里可說是后里區

中人口數最少、最偏僻的里別，用窮鄉僻壤來

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此外，后里山區有許多

高接梨、紅柿、柑橘等果園，其中尤以高接梨

經濟產值最高。近 2、3 年來，市府注重山區產

業道路夜間照明問題，協助當地居民增設路燈，

除了可解決照明問題外，也能遏止宵小偷竊果

農的農作物。

點亮百盞燈
縮短城鄉差距 后里區產業

道路路燈

居民江小姐說，許多果農反映自從市府建設局

裝設路燈後，冬天傍晚農忙結束後回家的路變

得更加安全明亮。另外，也有山友說，清晨運

動時，也不會擔心有「小龍」的出現。還有更

多的益處不勝枚舉，足見市府山區點燈的專案

工程，確實為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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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裝設路燈後，民眾上下班，使用成功西路的

意願更高。

右圖： 成功西路的斜坡、轉彎處多，路燈啟用後，

用路人覺得安全多了。

烏日區榮泉里成功西路靠近第 9 公墓前，有個大陡坡，不但整個彎度近 90

度，坡度更約 45 度。由於既彎且陡，該道路經常發生車禍，若機車騎士騎

得太快，從陡坡直下後，因馬上遇到彎道，很容易撞進車道外的樹林內。

榮泉里里長何言煌表示，成功西路是通往第 9 公墓之路，整條道路的斜坡、

轉彎處多，由於未裝設路燈，入夜後視線昏暗，影響行車安全，晚上 9 點後

更是黑漆漆一片。後來經市府建設局裝設 38 盞路燈後，民眾上下班，使用

此條路的意願更高，特別是對臺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等上班族

來說，更能減少車程與時間。

負責承造路燈裝設的廠商佑嶸企業有限公司代表吳沛錡指出，成功

西路未裝設路燈前，夜間視線不佳，行車危險，尤其是對機車族來

說影響極大。路燈啟用後，許多用路人明顯感覺到整條道路變得比

較明亮，當地居民晨昏外出，都覺得安全多了。

烏日區

榮泉里路燈夜間照明
維護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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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道路排水系統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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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
讓水溝重見天日

維護道路排水系統暢通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近年來，由於極端氣候已成常態，單日、單周降雨量屢創新紀錄；若在平日，

城市多重視水溝清淤，縱使暴雨來襲，導致路面積水，亦來得快、去得快，不

至於釀成嚴重水患。

關於臺中市水溝清淤，主要由環境保護局辦理，建設局針對道路側溝或山溝較

難以清疏之個案，協助環境保護局。3 年多來，建設局清淤長度已達 232 公里，

暢通道路排水系統，防範巷弄積水、淹水，保障臺中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重要清淤案例，包括西屯區西墩北巷 3 之 3 號側溝清淤、東勢區埤頭里石城街

石山巷側溝清淤、沙鹿區中山路（成功東街路口至 334 號）側溝清淤，與太平

區宜昌路側溝清淤等。

未來，建設局仍將繼續執行側溝清淤業務，以實踐「路平、燈亮、水溝通」的

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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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通小故事

左圖： 以高壓水柱沖洗暗溝內汙泥、

砂土及堵塞物。

右圖：清淤後，使排水溝有效發揮排

水功能。

西屯區西墩里西墩北巷 3-3 號側溝清淤工程位於西

屯區西墩里西墩北巷 3-3 號至西屯路二段的主要巷

道，周邊住家林立。由於民眾經常隨手將菸蒂等垃

圾丟入水溝，以及部分住家有新建工程時，把水泥

餘料倒入側溝，淤積約 20 到 30 公分，造成排水

溝的流水斷面減少。此外，每逢下雨時，巷道上的

垃圾和砂土也會流入溝內。久而久之，致使排水溝

淤積、阻塞，進而導致附近住家無法順利排水、產

生惡臭及孳生蚊蠅蟑螂。

經西墩里里長張長瑞與里民反映後，委請西屯區公

所派請清潔隊處理。但因淤積情況嚴重，清潔隊又

無專業大型清淤機具，於是轉請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養護工程處協助，由第一工程隊聯繫專業廠商前往

清淤、疏通。

清理水泥砂　
維持水路暢通

西屯區西墩里

西墩北巷

3-3 號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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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讓水溝重見天日

專業清溝車利用真空幫浦產

生吸力解決水溝阻塞問題。

五盛營造有限公司工程

師陳慶諒表示，此次清

淤位置和範圍位於西屯區

西墩里西墩北巷 3-3 號至西屯路

二段，暗溝清淤長度為 86 公尺、寬 30 公分。施作人員使用

專業清溝車，以高壓水柱沖洗暗溝內汙泥、砂土、堵塞物等；

同時，也利用高壓真空幫浦產生吸力，將汙泥、砂土、堵塞

物等吸取至汙泥艙內，解決水溝阻塞問題。

居民廖先生表示，自從側溝清淤過後，現在只要下大雨，都

無須再擔心會有水溝內汙水滿溢或淤積淹水問題，也減少惡

臭產生及蚊蠅孳生等情形。大家都很感謝建設局專業又迅速

地完成清淤，協助民眾打造整潔又舒適的生活環境。

市府也提醒，不論大街小巷，每天都會產生新的垃圾與砂土，

民眾平時應定期清潔住家周遭環境，確保排水溝暢通，以免

成為蚊蟲蟑螂生長的溫床，同時在豪大雨來臨時，也能使排

水溝有效發揮排水功能，為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多一層把關。



42 市民為本  臺中好日子

水溝通小故事

左圖：側溝土石、樹枝及雜草常常堵塞側溝。

右圖： 經過專業清溝車清理後，大幅改善側溝

堵塞情況。

東勢區埤頭里石城街石山巷為連接后里、

東勢、石岡等區的重要路段，鄰近石岡水

壩、大甲溪沿線路段。由於每逢颱風及豪

大雨期間，雨水攜帶泥土沖刷而下，常堵

塞石城街石山巷側溝，導致道路淹水及車

輛難以通行等情形，使當地居民非常苦惱。

為避免該道路再次發生側溝堵塞問題，埤

頭里里長林宗寰通報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養

護工程處，期望能在汛期前協助辦理側溝

清淤。

建設局接獲通報後，於 2018 年 4 月初派工

清淤。萬合營造有限公司施工人員吳翊銓

表示，此次進入東勢區埤頭里石城街石山

巷清理水溝，總長度共約 1.1 公里。清淤位

置和範圍，包括東勢區埤頭里石城街石山

巷石山枝 54-59，水溝清淤長度為 178 公

尺；東勢區埤頭里石城街石山巷石山枝 59-

63，水溝清淤長度為 126 公尺；東勢區埤

頭里石城街石山巷石山枝 18-27，水溝清

淤長度為 275 公尺；東勢區埤頭里后東幹

東勢區埤頭里

石城街石山巷

側溝

清除土石雜物  
以利排水暢通

13- 往后里區三叉路（豐原、埤頭社區、后

里），水溝清淤長度為 350 公尺；以及東

勢區埤頭里后東幹 20-17，水溝清淤長度為

150 公尺。

為有效清除側溝土石、樹枝及雜草，施作

人員利用專業清溝車，以高壓水柱及機具

清理，使得石城街石山巷側溝堵塞情形大

有改善，地方民眾及里長感到安心不少。

大家都很感謝建設局能在這麼短時間內完

成清淤，改善側溝淤積及道路淹水情形，

以後終於不必再擔心颱風或豪雨來臨會造

成淹水問題。

市府為解決水患問題，除了秉持權責做好

側溝清淤工作外，也提醒民眾平時應避免

雜物阻塞水流，並維持周遭環境的衛生與

整潔，使水流順暢排至下水道，以避免淹

水情況再度發生，讓民眾生命與財產安全

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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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讓水溝重見天日

沙鹿區鹿寮里中山路（自成功

東街路口至中山路 434 號前）

為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沙鹿院區對向的主要道路，

周邊住家及商家林立。由於中

山路上部分商家、餐飲店排放

的油垢，以及路面雜物、垃圾

流入水溝中，加上每逢下雨常

致使砂土流入溝內，並長年淤

積，進而產生惡臭及孳生蚊蠅、

蟑螂。

經鹿寮里里長洪麗華與當地里

民反映後，曾委請沙鹿區公所

派請清潔隊前往處理。不過，

由於中山路淤積較嚴重，且清

潔隊無專業大型清淤機具，因

此，清潔隊僅能就局部髒亂進

行處理，無法澈底清除側溝淤

積情形。

解決惡臭及蚊蠅　
改善環境衛生

沙鹿區鹿寮里

中山路
（成功東街路口至
中山路 434 號前）

鑒於臭味及孳生的蚊蠅恐影響當地居民及商家日常

生活，並容易造成傳染疾病，洪麗華里長轉請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養護工程處協助，第三工程隊旋即聯

繫專業廠商前往清淤、疏通。

富林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技師紀富仁表示，沙鹿

區鹿寮里中山路（自成功東街路口至中山路 434 號

前）清淤工程位置和範圍，主要分為兩路段，包括

暗溝清理長度 160 公尺、寬 50 公分，以及暗溝清

理長度 24 公尺、寬 30 公分，含橫向排水溝 10 處

的混凝土涵管（RCP）。

為有效清除側溝淤積已久的油垢、雜物、垃圾及砂

土，施作人員利用專業清溝車，以高壓水柱沖洗。

在清淤過程中，當地居民也極力配合廠商各項施作。

直至目前為止，並未再產生淤塞情形，有效減少惡

臭產生及蚊蠅孳生，豪大雨後水溝內汙水也不會滿

溢，充分顯示清淤工程對於當地環境改善的成效。

清淤工程對當地環境衛生有明顯改善

效果。

專業清溝車能有效解決排水道的暗溝

清理問題。

因餐飲排放的油垢及路面雜物造成淤

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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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通小故事

太平區宜昌里宜昌路清淤工程位於宜昌路北

側（新平路二段至宜文街）、南側（宜昌路

385 巷至十甲路 623 號前），因周邊住家及

商家林立，其中部分餐飲店排放的油垢流入

排水溝，加上每逢下雨時，路面雜物及砂土

亦流入溝內。長期下來，宜昌路側溝淤積日

益嚴重，進而產生惡臭、孳生蚊蠅蟑螂，甚

至每逢雨季來臨時容易淹水，造成當地居民

苦不堪言。

經當地里民與宜昌里里長林進發反映後，委

請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養護工程處處理，主辦

單位旋即聯繫專業廠商前往清淤疏通。建鑫

營造有限公司工程師謝明翰表示，此次清淤

位置和範圍，包括宜昌路北側，暗溝清淤長

度為 104 公尺、寬 40 公分；宜昌路北側，

暗溝清淤長度為 118 公尺、寬 40 公分。

太平區宜昌里

宜昌路側溝

忍髒臭清淤　
疏通排水溝

謝明翰解釋說，清淤過程中，難免會遇到

大型障礙物，例如木板、結塊的廢油、混

凝土塊、垃圾、帆布、塑膠袋等廢棄物，

有時因機具無法清除，就必須仰賴人工清

除，由施作人員鑽進髒亂、惡臭的水溝中，

以人工挖掘的作業方式，把廢棄物清出來，

展現出不怕髒、不怕臭的「忍」功，也令

地方民眾刮目相看。

如果遇到側溝淤積程度較嚴重，甚至得同

時安排清溝車、水車及卡車。清溝車負責

抽取淤泥、沖洗乾淨；水車負責裝載大量

清水，作為沖洗之用；卡車則負責載送機

具及載走淤泥。

針對此次宜昌路清淤工程，施作人員僅需

利用專業清溝車，以高壓水柱及機具沖洗

清理。隨著淤積已久的油垢、雜物、垃圾

及砂土被清出後，宜昌路側溝阻塞問題也

逐一被打通，環境變得更整潔，就連平日

遇雨淹水問題，也獲得大幅改善。

施作人員利用專業清溝車，以高壓水柱及機具清理側溝。

左圖： 建設局辦理清淤作業，使宜昌路環境變得更整潔。

右圖： 淤積已久的油垢、雜物、垃圾及砂土被清出後，

改善宜昌路側溝阻塞問題。





路平．燈亮．水溝通

廣告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