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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心得及研究報告
交易與經營施工交通維持
Carries on the transaction with the Temporary Traffic Control

一、前言

高速公路為國內南北交通之大動脈，帶動了國家全

面性經濟繁榮，家戶所擁有之車輛數快速增加，通車30

年來，原有之國道1號所能提供之路幅早以不符使用，許

多路段之交通也因此經常壅塞，國道高速公路局從民國

80年開始及著手分段辦理國道1號拓寬工程，當拓建工程

進行期間，仍應維持基本的交通運輸功能，因此，施工

路段就必須採取交通維持與管制，其目的就是要在道路

施工同時也能提供最起碼的安全運輸服務，拓建工程處

是國內唯一專業辦理高速公路拓寬工程的單位，施工交

通維持措施之規劃與布設方式17年來也漸漸改進與受重

視，目前，則引進了經濟學上的交易觀念來規劃歷次的

交通維持作為，交易的對像為廣大的用路人，交易的產

品就是施工中交通維持布設方式，透過類似商業行為中

的廣告與宣導，引入網路資訊通路，再配合精確的施工

規劃與產品服務，達到買賣雙方都滿意的交易。有關交

通維持布設方式已有相當充足的規範可遵循，例如高速

公路局於96年11月訂頒之「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交

通部及內政部95年2月合頒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交通部93年頒訂之「交通工程手冊」等，產

品之製作當依上列規定辦理，一旦產品完成，接著就要

將產品推銷出去，和廣大用路人之行車進行交易，以下

文章就是專門針對交易行為應注意的地方、應辦理的方

式及期望獲致之成效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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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產品之認知

施工路段若還在通行車輛，交通之運轉仍持續進行，為了工程的進行，就

必須在這個路段採取交通維持與管制，其目的就是要在道路施工同時也能提供

道路最起碼的安全運輸服務，這是首要認知之項目；道路的施工一定會對既有

的交通有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接著這項產品推出後會有何影響？又該如何

減低負面影響？也應列入認知的項目之中，「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就是在這種

認知的情況下所規劃的產品。

真正好的交通維持不是只在表現這個單位自己期望，而是要能表達出對於

使用者內心的渴望，這又是另一項須強調的認知了。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應包括哪些基本的要素？至少要有如何保障施工人

員、施工機具及導引用路人車輛之行車安全的考量在內，因此規劃時，施工之

交通維持或管制措施要有哪些項目，應如何擺設，交通維持人員應如何配置，

接近工區之車輛如何明確認知是行駛於施工區，尚未接近工區之車輛又應如何

先行改道，還有各項可能造成之危機與處罰…等等，都應詳細計畫。

三、「施工交通維持計畫」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由施工單位依施工現況模擬與假設條件來撰寫，每

一路段或每一次「施工交通維持計畫」都會是一次的創新，當此項產品經過深

思熟慮研擬後，當然就要準備投產，然而於投產之前，還要有一項認知，那就

是書面之模擬與實際之擺設會有相當大的差異存在，為消除差異，相關督導單

位仍應積極介入審查，期望藉由各單位不同之考量及各單位提供之經驗值來讓

所擬之「施工交通維持計畫」更完善，在此要特別強調的一個觀念，就是當一

項產品被質疑的越多，被批評得越深入，將來產品的銷售一定更好，所以提出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的人或單位，除了要當場解釋與防禦辯論之外，也應參

卓其他單位所提出的意見，不要有不耐煩的心態，如此才算是健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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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在研擬的過程，它的思考時間軸要拉長，所以

施工單位一定要儘早思考與規劃，相對的也應提早提出給相關權責單位，讓權

責單位有充裕的時間來審查。

提報的程序至少應為：承包商研提－監造單位及工務所審查－相關單位審

查（高速公路部分應包括拓建處、轄區工程處、轄區公路警察、高速公路局；

地方道路：除前述單位外，應再加上轄區地方政府、轄區地方警察單位、轄區

相關機關機構等）－訂期召開審查說明會－審查意見修正－定稿之施工計畫報

核定－召開修正後說明會議及施工前說明會（請求相關單位於施工期間之協

助）。接著就是要將產品推出，而且要善用市場上已有的宣傳方式將產品宣傳

出去，讓客戶群能充分知曉這項產品，進而願意了解這項產品。

四、施工交通維持之宣導作業之沿革

一項好的產品，若沒有讓所有人廣為知曉，這項產品肯定賣不好，不僅如

此，恐怕還會讓人覺得礙眼，甚至嚴厲批評，站在「微利」時代的當下，要獲

利已屬難得了，當然要避免以上之情形發生，才不致虧損，市場上一般的工商

產品多可向各媒體購買時段，利用廣告宣揚產品來達到銷售的目的，但是工程

機關之「施工交通維持計畫」跟時務上之「商品」實有根本上之不同，再加上

機關也無額外之預算經費可以大量購買時段來宣導施工交維，因此甚難採用市

場上之宣傳模式來辦理，但是，若就此不予宣導，則上述所提示的批評肯定如

潮水般湧現，所以，在此仍應以另眼來看待「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將之視為

「特殊商品」，則廣告與宣導措施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跟著辦理。

最早的時候，施工交通維持之宣導不外乎，於施工路段周邊設置臨時告示

牌及發函新聞稿至報紙刊登公告，用路人或百姓看不看得到（事實上，閱報者

應該甚少人會去注意所刊載之公告版），沒人知道，所以常與用路人有糾紛，

但是該糾紛也都配合現場的執法人員協助，大都無聲無息的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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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近一些時期，電子媒體發展及廣播解禁，開始了大鳴大放的時代，新聞

稿的受文單位就多了許多，而且是可以即時為之的，用路人及百姓從電視（跑

馬燈）、廣播可以聽到或看到哪一路段有施工在進行，已可以明確判斷行車狀

況，甚至及早因應，相對的，用路人的抱怨不再是無聲無息的被隱藏下來了，

用路人反過來也可以透過媒體來批判施工路段交維之缺失了。

最近，則拜網路之無遠弗屆功能及通訊之普及，除了上述平面及電子媒體

之外，新聞稿之受文單位又再更上層樓，已可以將稿件等資訊直接上傳至網路

上供民眾下載，甚至將施工交維的資訊藉由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直接即時

傳送到用路人車上之導航設備，提醒用路人施工訊息及改道建議，另外高速公

路局於高速公路沿線已建置多座CMS（資訊可變標誌），也可以讓用路人於行

車途中知悉前方之路況，以補少數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不看施工

告示牌、沒有裝設GPS導航機用路人不足之資訊。

五、新聞稿應注意之事項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會因施工的方式不同而做不同之規劃。有分長期

（≧5日）佔用部分道路面積來施工的，也有中期（≧1小時）及短期（30分

鐘~1小時）的施工，有採用全面封閉交通的方式，也有部分車道封閉的管制方

式來辦理施工的類型，概不論採用何種類型及方式管制交通，都應該要告知用

路人及民眾。

用路人需要知道什麼？期望告知用路人什麼？如何言簡意賅清楚的表達？

這些就是宣導者要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的基本功，以下舉2則新聞稿當案例，讀者

可就內容來參考，當要撰寫另一則新聞稿時可就現況來斟酌文字內容，唯一要

掌握的原則是「言簡意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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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中山高速公路取消開放路肩作業（中英文）

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五股南下路段因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取消開放路肩

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表示，現行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五股路段南下指

標里程33k+100~34k+200路段，每日上午7:00~9:00均實施開放路肩措施供車

輛行駛，將自97年10月17日夜間22:00時起取消上述路肩開放措施管制通行，

以辦理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南下入口匝道暨主線拓寬施工，本項路肩封

閉施工預計持續至97年12月31日24:00時，請用路人配合。

拓建工程處呼籲，車輛行經車輛管制區域亦請減速慢行，並遵守管制人

員導引，以確保行車安全。

駕駛人可撥打168（路況報導專線）、1968（路況查詢專線）及收聽警

察廣播電臺，或請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資訊網www.freeway.gov.tw，以暸解最

新施工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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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Duration: October 17 ～ December 31, 2008

District: Taipei County.

Contact:  The Widening Construction Office Taiwan Construction Affairs 

Branch, TANFB

Phone: (02)27956956 ext. 5251

Fax: (02)27946931

Freeway No.1 southbound shoulder in Wugu section closed for Traffic
Widening Construction Office－Before the day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 southbound shoulder of the Freeway No.1 between sta. 33k+100 and sta. 

34k+200 opens for traffic from 7:00 to 9:00 every morning. But now, this will 

be closed due to the freeway widening work. The southbound shoulder in Wugu 

section closure will commence at 22:00 on Friday night, October 17, 2008, until 

at 24:00 on Wednesday, December 31, 2008. This could be a long term road 

work.

There are still at least 4 lanes of the southbound available to traffic during 

the work. But we expect minimal traffic delays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Follow the road side traffic signs and slow down your speed, you will get 

your way saf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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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always work out for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news, the public may call the hotline at 

02-27956956 ext. 5251 or just dial 168 and 1968 for the updates news. Or e-mail 

us at sanwei@freeway.gov.tw . Motorists who can visit on the website http://

www.freeway.gov.tw are also wel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is also 

regularly updated on that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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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門型架吊裝作業（中英文）

國道1號員林交流道~北斗交流道及斗南交流道~雲林系統交流道南下主

線短暫交通管制車輛請配合改道行駛

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表示：因辦理中山高速公路之鋼門型架吊裝作

業，將分段短暫管制國道1號員林交流道（211.0K）至北斗交流道(220.1K)間

及斗南交流道(240.6K)至雲林系統交流道(243.8K)間之南下主線車道。

短暫交通管制期間，拓建工程處提供行車建議：

第1管制時段及路段為97年10月15日夜間23:00~23:30時國道1號員林交流

道（211.0K）至北斗交流道(220.1K)間之南下路段，於30分鐘之短暫管

制期間，用路人請由員林交流道（211.0K）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改行

台1線或台19線省道至北斗交流道(220.1K)往南續行。

第2管制時段及路段為97年10月16日凌晨03:00~03:30時斗南交流道

(240.6K)至雲林系統交流道(243.8K)間之南下路段，同樣是30分鐘之短暫

管制期間，用路人請於斗南交流道(240.6K)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改行

台1線或台19線省道至雲林系統交流道(243.8K)往南續行。

地區性之車輛：請儘量利用地方道路來改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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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建工程處呼籲，車輛行經交通管制區域請減速慢行，依既有指示牌面

及工程施工單位所設導引牌面說明行駛，並遵守管制人員導引，以確保行車

安全。

駕駛人可撥打168（路況報導專線）、1968（路況查詢專線）及收聽警

察廣播電臺，或請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資訊網www.freeway.gov.tw的本局快報

中，以暸解最新施工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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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Wednesday, October 15  & 16 , 2008

District: Changhua County & Yunling County.

Contact:  The Widening Construction Office Taiwan Construction Affairs 

Branch, TANFB

Phone: (06)2004355 

Fax: (06)2004336

National Freeway No.1 South and Northbound Traffic Lane Closures 
The southbound traffic lanes of the Freeway No.1 will be closed for the 

traffic separately due to the overpass truss frame erection night work. The night 

work will commence at 11:00 p.m.on Wednesday night, October 15 until 3:30 

a.m.the next morning. This phase of work will be from Yuanlin-Interchange to 

Yunlin-System-Interchange in the southbound carriages of the Freeway No.1.

The first night work stage will commence at 11:00 p.m. and finished at 

11:30 p.m. midnight in October 15 .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is stage is 

located between Yuanlin-Interchange（sta.211k）and Beidou-Interchange

（sta.220.1k）, and all the southbound traffic lanes will be a short term 

closed in 30 minutes. 

The second night work stage will be held at 03:00 a.m. ~ 03:30 a.m. 

before dawn in October 16 . And traffic control period is only 30 minutes, 

too, and this night work section is located between Dounan-Interchange

（sta.240.6k）and Yunlin-System-Interchange（sta.243.8k）.

The motorists on the way of this freeway section may exit at the appropriate 

interchange for the detour, but the road users of the short range are always 

expected to use the local roads for detour.

The motorists are also expected to be aware of and be familiar with the 

detour. We expect minimal traffic delays during the night time due to th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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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Please follow the road side traffic signs and slow down your speed, 

you will get your way safely. Widening Construction Office would like to thank 

motorists in advance for their co-operation during this time.

We will always work out for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news, the public may call the hotline 

at 06-2004355 or just dial 168 and 1968 for the updates news. Or e-mail us at 

sanwei@freeway.gov.tw . Motorists who can visit on the website http://www.

freeway.gov.tw are also wel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is also 

regularly updated on that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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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導作業

先說明拓建工程處辦理新聞宣導之作業流程如下

封路交通管制與維持作業流程

承包商提報「交通管
制維持計畫書」

工程司代表初審「交
通管制維持計畫書」

工務所將「交通管制
維持計畫書」送會各
單位同時訂定會審會
議

將修正後之「交通管
制維持計畫書」提報
至工程司

工程司發函相關單位
簡報「交通管制維持
計畫書」並確定封路
時程並請相關單位配
合辦理

工程司三天前辦理
新聞稿
公告
上傳局網
跑馬燈訊息內容
高速公路CMS顯示內容
聯繫警廣播報
安排警廣call out 專訪
確認GPS業者收到新聞
其他協調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施工單位辦理
設立臨時交管施工牌面
指揮中心佈置
交管管制點佈置圖
動員施工前會議及任務編排
施工車輛之安排檢查
施工通訊設備檢查
各道路訊息回報指揮中心
開始與完成訊息回報交控中心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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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交維之監控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高速公路局近年來也積極建置高速公路交控系統，相

關高速公路的交控中心內之路況監測及監控設備也日趨完善，因此不同於以

往，拓建工程處於96年下半年起就在辦理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跨越中山高速公

路之吊梁作業，就率先於夜間封路前1小時派專人進駐北區交控中心，透過既設

之CCTV監看各路段之交通狀況並監控封路過程中之交通情形，同時亦透過網路

監控警廣路況中心所登載之即時路況，隨時透過無線對講機向現場施工指揮中

心通報即時路況並提供建議，讓現場指揮官得以迅速下達改善及調整交管之正

確指令，除此之外，進駐交控中心人員亦同時擔任傳遞訊息及答覆用路人詢問

之任務。

透過上述”裡應外合”之作為，夜間封路吊梁之任務得以順利竣事，用路

人之抱怨得以減至最少，這就是對產品的服務，透過完整即時的服務，使得該

次交通維持措施對於交通之紓導效益達到最大。

八、結語

本文將交通維持作業當作「交易」的觀念來看待，發現「交易」雖是一句

很平凡的詞，但是在生活的細節上、用在業務之工作上、用在應對進退的處事

上卻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新聞稿應言簡意賅，告訴用路人大方向及可改道的路即可，不必告訴用路

人左轉右轉，所用語言儘量生活化，畢竟閱聽者並非工程及交管專業。

新聞稿與宣導宜於施工前3天開始，切莫太早，用路人或民眾不會用筆記

下施工交維實施的時間與細節的，因此，工程司要認清這個事實，千萬不要有

「反正我已刊登公告了，看不看？是你自己的事，我已儘責任了！」，記得前

文講過的「服務」嗎？因此施工前1~3天能將資訊揭露且持續宣導才能達到「產

品」銷售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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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處之新聞單位應加強與警廣聯繫，並安排施工團隊相關人員上線說

明，施工開始前1~2小時內之線上說明效果最佳。

任何交維作業均需結合相關單位（高速公路局、北工處、交控中心、公警

單位、地方警察單位、警廣、本處、監施工單位、其他可提供宣導之單位），

結合各項可用設備，分工合作始可竟功。

科技日新月益，善用已有的資源，例如： GPS為近年來最HITO的導航商

品，可以語音告訴駕駛人前方即時路況、也可以規劃行車動線。

宣導措施之效果優劣順序為：影像－語音－圖像－文字；而且動態又比靜

態有效果，宣導若能結合影像、語音、圖像及文字，就是最完美的一則宣導；

但是因經費、設備及主導權等因素，影像傳播這一項常無法如我所願，但是現

階段至少我們應掌握其餘3項並予結合，工程司應有以上之能力與認知。

九、參考文件
 高速公路局於96年11月訂頒之「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

 交通部及內政部95年2月合頒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交通部93年頒訂之「交通工程手冊」。

 高速公路局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設計圖。

 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交通維持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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