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金路獎頒獎典禮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14:00	 開場節目	 金路齊鳴 - 新店國小太鼓社

14:05	 典禮開始	

14:06	 揮動金路會旗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胡局長湘麟

14:07	 主辦單位致詞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胡局長湘麟

14:12	 貴賓致詞	 交通部賀陳部長旦

14:17	 單位隊呼	

14:27	 頒獎	 特殊貢獻

14:37	 頒獎	 優良景觀、路況養護

15:00	 表演節目	 活力金路	-	Salaw 舞團
	 	 動力金路	-	彭淑美老師帶動跳

15:18	 頒獎	 設備維護、站場環境維護

15:40	 頒獎	 用路人資訊、傑出工程

15:46	 壓軸表演	 金路心聲曲	-	KDS 樂團

15:56	 金路傳承	 致贈承辦單位感謝獎牌
	 	 交接金路會旗給下屆承辦單位

16:00	 圓滿成功	 歡送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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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守護者道班工

    與其無所生，防患未然

林進添

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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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領班期間林進添先生秉持 24 小

時待命、無私無我之精神，在工作上清楚

設定目標，不論如何一定會達成目標。林

先生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查道、檢修等，

像是星期一就是固定查道，夏天氣溫很高，

需要走 7、8 公里沿路查道，即使走到腳都

起水泡，全都是為了鐵道的安全。這一班

有 7 位成員，主要由他負責，工作主要是

24 小時待命，積極為軌道養護、路線安全

及配合工程施作貢獻一己之力，最重要的

是林先生把工作當做一個事業在經營。

把工作當做一個事業在經營

特
殊
貢
獻
林
進
添

林進添為臺鐵局宜蘭工務段頭城道班

佐級技術領班，為宜蘭在地土生土長的農

家子弟，樂觀奮鬥積極進取，因在宜蘭退

伍後找工作較困難，適逢臺鐵正在招考，

就進入臺鐵工作。參加民國 79 年鐵路特考

士級考試及格，民國 80 年分發派任士級

技術工 ( 技術助理 )，工作之餘努力自學，

於民國 87 年參加鐵路升資考試士晉佐級及

格，並於同年 12 月派任雙溪道班副領班工

作，又於民國 91 年 6 月調陞大里道班技術

領班，民國 97 年 8 月平調羅東道班技術

領班，民國 106 年派任宜蘭頭城道班技術

領班迄今，在臺鐵工作已逾 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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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添先生對於奉派之工作皆能圓滿達

成任務，歷經 90 年納莉颱風、93 年納坦颱

風、101 年蘇拉颱風，災害搶修皆身先士卒、

不眠不休，帶領同仁完成上級交辦任務。最

值得一提是 93 年納坦颱風來襲，家裡屋頂

被強風吹壞屋裡進水，獲知災情後仍堅守崗

位，在班值勤，待颱風過後災害搶修完畢才

趕回家整理受損家園，也因此被老婆抱怨，

其因公忘私之敬業精神最為同仁津津樂道，

實為道班弟兄之楷模。

對養路工作能不斷改善與創新，林先

生說到「與其無所生，防患未然」養路工

作更重於預防效果，工作中邊做邊尋找問

題，提報構想供監工及分駐所主任參酌。

並參與交通部 99 年度第 2 次創新提案主題

｢ 降低鋼軌熱劑焊接後斷軌率，提高路線品

質 ｣ 一案。此外，也帶領同仁參加工務處

92~96、98、100、102、105 年 度 全線軌

道檢查成績皆名列前茅，92 年蘇新至東澳

間軌道切換作業，95 年宜蘭至二結間兩階

段之新線軌道切換作業等重大工程，皆率領

夥伴日以繼夜，戮力以赴，戰戰兢兢克盡職

責，林進添先生的一生貢獻給臺鐵軌道養護

與全國人民的安全。

工作是活的，
全來自於自己的意志

與其無所生，防患未然



省道

國道

優良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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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南區工程處屏東工務段

優　勝 P.05

第一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景美工務段

P.06

第一名
(並列 )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楓港工務段

P.07

第三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洛韶工務段

P.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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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優良景觀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南區工程處屏東工務段

國道

優勝

國道 3 號 383k~391k+600 及國道 10 號 19k+900~33k+782

（一）	路線長度：
	 參選路段 20 公里 ( 轄區全長 90 公里 )。
（二）	沿線環境介紹：
	 本路段跨越山區及路塹地貌，通往充滿人文及知性的國道 10

號旗山地區，並穿過熱帶景觀風貌之燕巢系統與高雄屏東
間門戶地景之斜張橋，進入南台灣熱帶椰林風貌的屏東平
原，一路陽光、椰林的南台灣熱帶風情。高架橋下的自行
車道景觀，提供民眾共享高速公路的便利與舒適休憩空間。
轄區位處熱帶地區，沿線陽光豐沛四季如夏，選用熱帶性植
栽，以觀花性喬木為主，藉由時令變換花色繽紛豔麗，呈現四
季不同景觀風貌。

（三）	管理單位之維護工作：
	 本路段轄區經由泥岩惡地山坡地形，進入開闊平原，景觀序列遽變，在地
	 質及氣候的不良影響下，適生樹種生態演替速度緩慢，本段以人為介入方式，辦理外來入侵植物

防除試驗、加強植栽養護、生態調查及路容清潔維護等工作。
（四）	當年度所使用之經費：4,372 萬元。

評選路段整體景觀、植栽設計構想及改善實施
方向具體清晰，且長期穩健推行落實，在多年努力經
營與維護下，植栽景觀生長已漸臻完善，並辦理嚴重
危害生態的外來入侵樹種銀合歡防除試驗，及積極自
辦景觀規劃設計。
（一）	養護方面：

嘗試各種不同生態防治，以降低養護經費並減
少人力資源浪費，提升養護作業品質，減輕職
安發生機率。

（二）防災方面：
建立景觀對應策略，成立防災應變小組，搭配
廠商人力緊急搶修；平日建立植栽樹籍資料與
改善機制，降低災損數量。

（三）相鄰區域方面：
配合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辦理社區活動及計
畫，不僅增進地區情感交流，亦大大提升國道
路段社區能見度，並間接帶動國際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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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優良景觀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景美工務段

省道

第一名

台 2 線 31K+000~40K+000

（一）路線長度：省道 117.869 公里。
（二）	組織編制：段長1人、副段長1人、工程司11人、士級人員11人，

共計 24 人。
（三）沿線環境介紹：
	 臺 2 線北海岸路段 30K 起石門、金山、	萬里等區綿延約 10

公里海岸，由於大屯火山噴出掉落至岸邊礫岩受海浪侵蝕
及東北季風吹襲形成圓滾巨礫，因石門至金山中角村之間
海濱狹窄，礫灘發達，在公路尚未修築前須踏石跳躍往來而
行，故稱跳石海岸。

（四）	景觀改效之具體成效：
	 公路景觀規劃維養方向以環境共生、景觀融合，並以人本與綠色

基盤角度思考公路發展為綠色廊道，重新檢視既有設施，縮小過去
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建設背離之落差，並適當注入地方人文歷史讓公路
有內涵。

	 為了提供自行車運動優質休閒旅遊路線，持續推動環島 1-1 號線，提供民眾一條
安全、優質串聯城鄉之休憩據點之自行車道。

（一）	本路段因濱臨海岸故盡力保留原生植物 ( 冇骨
消、濱當歸、茅毛珍珠菜(濱排草)、密花黃菫、
雙花蟛蜞菊、林投等在地植物 )，依季節輪替
衍生不同花海。

（二）	透過生活環境博物館的概念為公路景觀注入街
景藝術。

（三）	實踐環境美學，如桿線下地、標誌桿共構、攤
屋、違章拆除，護欄透空性，植栽種植減量等
作為，保留東海優美的天際線。

（四）	建立生態公路新概念，設置路肩緣石導引水
流、灌溉野草、滯留水、隱藏山泉水管、促進
植物生長。

（五）	路肩停車設施活化利用，資源設施整併與共
構、將沿線公路景觀美化型塑主題廊道，打造
優良生態海景公路。

（六）	公路用地排除占用，增加友善環境深化當地意
象景觀，以草皮護坡，後續再自然演替與地景
相容，縮減養護成本。

（七）	以新思維學習與自然共存，以在地植栽為主，
災害復建可於短時間恢復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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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優良景觀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楓港工務段

第一名

省道

（一）充分就地取材及與地方藝術家合作，營造優良
的視覺感受與體驗，更難能可貴的是展現毅力
與誠意，說服地方同意拆除當地宗教設施。

（二）積極協調溝通，徹底解決參選路段兩端相鄰的
地方旅遊停車及公共休憩衛生設施，主動改善
台 26 公路原本海漂垃圾雜物散置、視覺景觀
凌亂不搭調的公共環境，整體公路景觀改善成
效具體顯著。

（三）在公路隙地改善設計及營造過程能夠邀約結合
地方文史工作者、技藝匠技參與，以致新設
各式休憩、停留駐足、解說及隙地活化再利
用的地景空間，整體景觀設施工程品質，堪
稱自然質樸卻又不失雅致。

（四）整體路段『強調看不見的設計，看得見的在
地』。花費少、效果好、凝聚力強，使本路段
成為一條用路人愛居民惜，路段同仁視如己出
的同心路。

台 26 線 72+300~79K+400( 港仔 - 旭海 )

（一）	台 1 線 436k+485~461k+081( 水底寮 ~ 楓港 )、台 9 線
	 455k+350~473k+072( 壽卡 ~ 楓港 )、台 26 線

0k+000~54k+258( 楓港 ~ 港口 ) 及 70k+707~79k+924( 港
仔 ~ 旭海 ) 轄管養護路段總長：108.793 公里。

（二）省道台 26 線港仔 - 旭海公路，位於台灣本島的東南角，依
傍太平洋，沿途有奇石礁岩、礫石海灘、沙漠景觀、熱帶
海岸原生林、旭海溫泉、原民鄉人文風情，讓人讚嘆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近年來公路總局積極發展道路景觀亮點計畫，我們以務實瞭解
需求、在地綠建材使用、隙地活化利用、開拓多功能服務、深化環境生
態理念、跨機關資源整合、實踐環境美學等 7 大行動方案目標設定，依序
將沿途路肩景觀視覺，荒蕪隙地，開拓多功能休憩環境，跨機關協調與地方進行停
車場及公用廁所改善，邀請地方文史工作者及原木藝術家與本段同仁共同創作，為道路景
觀注入在地人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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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優良景觀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洛韶工務段

省道

第三名

台 8 線 179K~189K( 鳳凰林道 魯閣峽情 )

參賽路段是台 8 線中橫公路之東端，從平地到高山綿延穿梭在中
央山脈崇山峻嶺和立霧溪峽谷之間，四季風景變化無窮，而花草樹木
也因海拔高度的不同，公路景觀千變萬化、生物多樣，加以中橫公路
有著悠久的開闢歷史，沿線人文史蹟豐富，獨特的景觀是台灣地區
最具代表性景觀道路，也是國家發展觀光的重要地區。

（一）鳳凰林生態溝除原有植物外，並引進多數本土
植栽，提高生態豐富度。新增礫間淨水工法，
水質淨化效果明顯，環境和諧優美。

（二）太魯閣閣口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地標，為重要
之人文史蹟，目前採定期維護及現地保存，藉
以喚醒遊客中橫思古情懷。

（三）峽谷橋利用落石、原生植物、崩坍岩塊、漂流
木及竹子等就地取材，以乾砌石擋土牆生態工
法塑造環境景觀，建置自然戶外教室，具有相
當成效。

（四）五大景觀規劃，包括注重生態、讓位自然、精
簡設施、就地取材及地區融合，整體公路景觀
改善維護觀念及工法完全符合前瞻的低碳、永
續、環保的價值，施作模式不是專案委外，而
是自力設計營造，就地取材，融入峽谷天然景
色之中。

（五）峽谷橋附近空地活化再利用，作為巴士停車及
步行廊道的設計改造方案相當成功又有創意。



省道

橋梁

維護

路況

養護

臺鐵

國道

路況養護
優　勝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
P.10

績　優 臺中市政府 P.20

績　優 宜蘭縣政府 P.23

優　勝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P.13

第三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

P.16

第一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大甲工務段

P.11

績　優 臺北市政府 P.21

績　優 苗栗縣政府 P.24

第一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

P.14

第四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甲仙工務段

P.17

第二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北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

P.12

績　優 宜蘭縣政府 P.22

績　優 雲林縣政府 P.25

第二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工務段

P.15

第五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洛韶工務段

P.18

優　勝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宜蘭工務段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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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優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

國道 - 工程處

國道 1 號 100k+800~251k+100、國道 3 號 110k+700~270k+000、
國道 4 號 0k+000~17k+160、國道 6 號 0k+000~37k+574

本處轄區全長總計 364.33 公里，其中兼管台 72、74、76、78 線
4 條快速公路交控系統，交控設備轄管道路全長約 480 公里。轄區包
含 50 處一般交流道、8 處系統交流道、3 處隧道及 5 處服務區。主
要養護業務：結構、路工、交通安全、路容景觀、機電維運、路權
維管等六大項，以服務理念出發，提供用路人安全的道路，順暢
的行車空間，舒適的行車與休憩環境是我們工作的目標，期望營
造一條安全、舒適、順暢、優質、節能、生態的新世代高速公路。

（一）	強化國道結構：
	 箱涵改建拓寬；橋基沖刷保護；邊坡監測科技

化；金屬護欄端末處理；提升鋪面強度及品質；
持續辦理路平專案；伸縮縫抗滑塗佈。

（二）	快速安全的旅運服務：
	 引進大數據及交流道、橫向國道設置 e-tag 偵

測器於連續假期之替代道路指引；誤闖國道防
制；值班台統一派遣事故處理。

（三）	營造生態永續及生物多樣性空間：
	 一路段一特色；強勢入侵種植物防治；苗圃培

育；生態池復育；石虎、鷺鷥林、紫斑蝶保育。
（四）	提升機電效能：
	 強化隧道照明及消防設備維護；戰備跑道 LED

路形指引；服務區電力總體檢。
（五）	路產管理活化：
	 路產租用數位化、UAV 路權巡查、景觀認養

提供遊憩空間。
（六）	低碳家園：
	 金 ( 廢金屬 )、木 ( 碎解樹枝 )、水 ( 中雨水回

收 )、火 ( 太陽能發電及 LED 照明 )、土 ( 清淤
土石 ) 永續再利用，並獲綠建築許可標章，有
效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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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大甲工務段

第一名

國道 - 工務段

（一）	安全的國道：
	 在人來人往之主線、匝道及服務區提供正確行

車資訊；於服務區人行道路燈基座燈桿加裝圓
形螺帽；落實橋梁檢測業務定期辦理橋梁檢測
作業，橋梁下部結構河床之保固及 e 化無限追
蹤沖刷監測基樁沖刷情形；邊坡定期巡查及自
動監測作業，路堤邊坡坍滑以生態工法噴漿格
植修復，以提供用路人舒適並維繫安全的行旅
服務。

（二）	舒適的國道：
	 貫徹橋梁伸縮縫前後路面整平實施計畫；橋台

進橋板低壓灌漿地質改良後調整路面高程平整
度；路面縱橫坡檢討調整，提升行車舒適性。

（三）	生態的國道：
	 以增益、補償的手法維護轄區棲地的完整，設

置石虎保育生態廊道、跨橋、逃生坡、昆蟲旅
館等友善設施，並配合環境教育，宣導生態多
樣性保育政策，實踐公路正義。

（四）	友善的國道：
	 除路上相關之養護作為，亦善用橋下閒置空

間，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辦理植樹計畫、綠美
化休閒遊憩空間，提升在地居民之生活品質。

國道 3 號 110k+700~195k+462

本段轄區範圍自香山交流道起貫穿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至彰
化系統交流道，全長 84.76 公里，主要養護業務包括：結構、路工、
交通安全、路容景觀、機電、路產等六大項，秉以有計畫不忙、有
原則不亂、有預算不窮、有執行不敗、有人才不管之五大原則，為
養護工作之玉律，期望營造永續經營、安全、舒適、順暢、優質、
節能、生態的新世代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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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國道 - 工務段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北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

第二名

國道 5 號 0k+000~54k+250

轄區為東部地區唯一的國道，北自國道 5 號南港系統交流道，南
至蘇澳交流道，貫穿台北至宜蘭交通樞紐。為降低沿線生態的影響，
道路規劃時採用隧道及橋梁對環境友善的工法興建，全長約 55.2 公
里，隧道 20.1 公里，橋梁 29.1 公里，其餘為路堤段。

本段轄區兼負起東部走廊運輸及觀光遊憩之責，其中雪山
隧道長 12.5 公里為全臺灣第 1 長的公路隧道，因此，在道路維護
上，除應確保道路安全無虞外，更要考慮行車舒適、交通順暢、沿
途路容景觀、民眾感受度等面向，以提供用路人最佳的高速公路行
旅服務。

（一）	設置大客車專用道：
以創新的思維開闢大客車專用道，大幅縮短國道
客運旅行時間，增加民眾搭乘公共運輸之意願。

（二）	環境監測十年有成：
落實環評承諾全天候辦理地下 (面 )水、噪音、
生態、空氣品質等環境監測，經過通車 10 年
仍保有大自然所賦予的純粹與美麗環境。

（三）	預防性路面維護：
建立路面整修週期展開圖並運用舖面管理系
統，事先規劃預防性整修作業；並針對路面不
平整路段辦理縱坡調整、橋梁伸縮縫及進橋版
平整度改善，全面提升路面舒適度。

（四）	確保隧道及邊坡安全：
定期辦理隧道及邊坡安全檢測及評估，建立自
動化監測儀器和量測設備，確保設施正常運作
及安全。

（五）	景觀營造及原生植栽復育：
藉由土壤及排水工程改善工程，達到植物生長
茂盛及坡面綠意盎然的成果並復育臺灣原生植
栽，營造國道 5 號沿線景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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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優勝

省道 - 工程處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一）	本處轄線無論是濱海、山區道路以安全、景
觀、生態、人文為出發點的維護管理。工程及
管理能參照山區當地環境，採簡約、適量土石
穩定等必要設施物外，道路維護管理以符合自
然天成的景觀生態特質，及具體妥適的作為。
原生草種運用於邊坡復育上非常值得推薦，沿
線荒地活化的構想實地落實成效極佳，值得讚
許欽佩。

（二）公路整體維護可感受中橫公路開拓篳路藍縷，
公路養護維持安全與景觀品質，融入文化創
意、詩詞般地解說，用心活化道路景觀，用路
人得以親近，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景觀公路。

（三）本處轄管公路沿線無論是高、中、低海拔山區
公路道路維持良好品質，經費運用得宜。

台 2 線 113k+646~169k+521、 台 2 戊 線 0k+000~9k+269、 台
2 庚 線 0k+000~3k+736、 台 7 線 60k+776~128k+650、 台 7 甲
線 0k+000~45k+755、 台 7 丙 線 0k+000~31k+510、 台 8 線
111K+922~189K+750、台 9 線 56K+661~319k+737、台 9
甲線 49k+978~66k+188、台 9 丙線 0K+000~22K+820、
台 11 線 0K+000~72K+569、 台 11 甲 線 0K 
000~19K+291、 台 14 甲 32K+990~41K+700、
台 1 6 線 1 4 0 K + 8 3 7 ~ 1 4 3 K + 0 8 2 、 台 2 3 線
0K+000~16K+563 及台 30 線 0K+000~28K+822

本工程處員工共263名，轄下設有頭城、南澳、花蓮、洛韶、
獨立山及玉里計有 6 個工務段，負責宜蘭、花蓮兩縣省道之養護、
災害搶修、路面維護改善，計總長度 756.456 公里。

本處位處本島東部地區，轄管路線從濱臨太平洋之濱海及海岸公
路，到穿越高山峻嶺山區公路之北橫、蘇花及中橫公路，公路的養護從平
地到海拔 3158 公尺之台 14 甲 32k+995( 合歡山莊 )，四季風景變化無窮，而花
草樹木也因海拔高度的不同，公路景觀千變萬化、生物多樣，沿線人文史蹟豐富，
成為中外遊客最佳旅遊路線，尤其本處轄管山區公路沿線地質破碎與不穩定，逢
地震、颱風豪雨易坍方落石危及用路人安全，維護管理至為艱辛。

本處轄管公路沿線無論是濱海及穿越高山，均有其特殊景緻且生態豐富，
並具歷史文化內涵；輔以優質的養護，塑造出極為優美的景觀公路，亦是積極致
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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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第一名

省道 - 工務段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阿里山工務段

台 18 線 71K~83K

本段養護轄區位置為嘉義縣東北方之省道，長度近 100 公里，其中
丘陵區及山嶺區道路約占 83%，指標道路台 18 線阿里山公路為知名國
際觀光道路，交通頻繁遊覽車眾多，轄區內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遊客
絡繹不絕。

工務段主要養護工作包括道路災害搶修、路面維護、路容
整潔、橋梁隧道維護以及公路優美景觀建置維護等。主要指標道
路為台 18 線阿里山公路，透過邊坡整治、隙地清整、中高低海拔
林相變化及借景手法，將公路融入山林景觀，建構安全、永續的環
境生態景觀道路。

（一）	全面加強易致災邊坡整治，包含地滑潛勢區建
置集水井、落石潛勢區採取邊坡防護，有效提
升公路的抗災能力。

（二）	積極推動人手孔蓋下地率達 98%，改善路面
平整度，讓行車更舒適。

（三）	辦理阿里山花季疏運，改善車流壅塞。
（四）	建置爬坡道提高車流順暢，有效防範小型車不

耐久候，逆向跨越雙黃線超車之肇事。
（五）	辦理山區公路彎道改善，防止大客車會車擦撞

事故。標誌檢核、整併和設置透空性護欄，改
善行車視距，提升行車安全。

（六）	改良農用筍刀，成為清除路面雜草的利器，提
升養護工作效率。

（七）	將在地文化融入隙地景觀，建構高山公路新風貌。
（八）	建構原生植物及螢火蟲復育場地，永續生態

景觀環境。
（九）	逐年辦理橋梁減載，延長橋梁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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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第二名

省道 - 工務段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南澳工務段

（一）	蘇花公路於 105 年期間多次受颱風及豪雨影
響，發生重大之災情，工務段及廠商均全力投
入災後復建工作，並積極迅速完成各項公路設
施，發揮一貫搶災及養護並重的積極作為。

（二）	橋梁內外業管理資料完整度佳，有利後續維護
管理。

（三）	台 9 線蘇花公路受評路段沿線路平、路美及
路潔，提供用路人舒適之用路品質，整體養
護成效相當良好。

（四）	各項養護內業資料建置相當周全且內容豐富。
（五）	公務及機械車輛設備自主檢查表及配備非常

完整。

台 9 線 106K( 蘇澳 ) 〜 118K( 東澳 )

本段轄管路線全長約 98.337 公里，其中山區路段 ( 蘇花公路 ) 長
度約 76.54 公里，約佔全線之 77.6％，蘇花公路是花東地區聯外路網
中最重要且是無可替代之維生幹道，公路蜿蜒於山崖峭壁所闢建，
沿線邊坡峻陡、地質破碎及岩盤節理發達，夏秋冬三季常受颱風、
豪雨及東北季風影響，易滋坍方落石災害，蘇花公路的防救災工
作一直是南澳工務段最重要的任務。

蘇花公路自清同治十三年開闢稱做「北路」(即蘇花古道 )，
後經日治時期多次整修拓寬，改稱為「臨海道路」，再經民國 34 年
(1945) 臺灣光復後列為省道由公路局接管養護迄今，深具歷史文化內
涵，沿線蘇澳港區、東澳灣、南澳海岸、清水斷崖風景壯麗，為全省最
有特色的景觀公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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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三）		對於挖掘申請案件施工管理嚴謹，全力配合推
動「道路平整專案」，且與管線單位協調互動
良好，故轄區內路面平整，使用路人行車更加
舒適。

（四）	自 101~106 年作統計分析 ,A1 事故並無重複發
生 , 而 A2 事故常發生之處亦請專家學者協助
研議辦理改善方案 , 以利逐年改善 , 逐年降低
肇事率。

第三名

省道 - 工務段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

台 68 線 19K+000~23K+000 東向及台 3 線 74K+000~66K+000 北上

（一）	路線長度：省道 123.882 公里。
（二）		組織編制：
	 段長及副段長各 1 人、站長 1 人、工程司 10 人、養路士 2人、

司機及機務士7人、行政工作人員9人，工務段同仁計31人。
（三）	沿線環境介紹：
	 本段轄養道路範圍為新竹縣、新竹市一般省道及快速公路，

其中平原區佔 62%，丘陵區佔 38%，轄區內景點計有內灣
老街、南寮漁港、六福村主題樂園、北埔老街等構成重要
之觀光遊憩區。目前植栽樹種不同季節開花喬木，迎合不同
時序綻放出美麗的花朵，其萬千變化美不勝收，更提供行旅
中視覺上之饗宴，是轄區景觀最大特色。

（四）	管理單位之日常維護工作：
	 本段轄區大部分為市區道路，沿線住屋密集、交通流量及垃圾量大、違

規廣告物及挖掘案件多，導致路面維護不易，而工務段養護工作本著戰
戰兢兢及團隊運作之精神，期做到路面平整、標線清楚、景觀優美、路
容整潔為目標。

（一）	本段轄區道路台 1 線沿線人口眾多及交通量大
因此養護工作極為繁重且困難，垃圾量大 , 而
在台 3 線沿線邊坡較多 , 在落葉量大清掃難度
也較高 , 惟在工務段同仁共同努力下，無論路
面、橋梁、邊坡及排水設施等均能維持在良好
之狀況。

（二）	台 3線 63-73k 段為本局 3年亮點計畫之首推 ,
也配合「浪漫台三線」作景觀改善，成效卓越，
每年年初櫻花盛開變成行經台 3線用路人停留
之點 , 另自 104 年起本段進行雨花園之設置 , 為
全局首創，105 年更在 69.5k 內設置 120m2 的雨
花園 ,在環保及景觀作為上做更進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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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第四名

省道 - 工務段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甲仙工務段

（一）	沿線環境特色：
	 台20線屬高山道路，為西端南橫公路，亦依山勢逐級而築，

穿梭於斷崖絕壁間，山勢陡險、峽谷連綿，景緻變化萬千，
四季皆美，壯麗非凡。沿線具有低、中、高海拔的豐富林相，
猶如世外桃源。台 29 線為具有特有的原住民文化，沿線以
平埔文化為主軸、優美的世紀大峽谷、災後紀念小林村之小
林紀念公園、甲仙區盛產優質芋頭及筍乾等知名產物及風景，
風景優美綠意盎然。

（二）	養護路線為台 20 線、台 29 線、台 27 甲線、台 27 線及台 28 線等
5 路線部分路段，負責道路、橋梁新建、改建、改善及定期路面清掃、路容
整理、樹木撫育、路面坑洞修復、受理審查管線單位申請挖掘路面、路面修復及
整修、排水設施清理及改善、景觀綠美化維護、交通工程改善及維護、違規廣告
物拆除、交通量調查、養護巡查、橋梁定期巡查及特別檢查等工作。

（一）	公路養護在全體同仁團結合作下，共同信念就
是『把路養好，把橋顧好』、『給用路人一條
安全回家的路』，雖然轄管範圍屬災害工程居
多之路段，然而同仁亦能共體時艱、齊心努力，
且搶修及養護路段兼顧，面對困難及挑戰。

（二）	將養護作業由繁化簡，維持各轄管道路「路
平」、「路安」、「路潔」、「路美」之最佳
功能。

（三）	轄管南橫公路易發生土石坍方及落石等災害，
導致交通受阻，皆能緊急應變得宜，儘速完成
搶通、修復工作。

（四）	本段轄內橋梁桃源一橋及勝境橋於 105 年度榮
獲金路獎傑出工程類第一名。

台 20 線 52k+582~145k+905( 台 南 高 雄 市 界 ~ 啞 口 ) 路 段、
台 29 線 0k+000~64k+134( 達 卡 努 瓦 ~ 旗 山 ) 路 段、 台 27 甲
線 0k+000~14k+032( 興 龍 ~ 新 威 ) 路 段、 台 27 線
0k+000~25k+090( 荖 濃 ~ 大 津 橋 ) 路 段、 台 28 線
31k+224~49k+206( 旗 尾 ~ 大 津 端 ) 路 段， 路 段 等 計
214.56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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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第五名

省道 - 工務段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洛韶工務段

台 8 線 124K~136K

轄管路線從花蓮縣新城鄉海邊沿著中橫公路一路攀升至 3000 公尺
合歡山，全線綿延穿梭在中央山脈崇山峻嶺之間，四季風景變化無窮，
而花草樹木也因海拔高度的不同，公路景觀千變萬化、生物多樣，
加以中橫公路有著悠久的開闢歷史，沿線人文史蹟豐富，成為中外
遊客最佳旅遊路線；另由於山區道路岩層風化、地質破碎，每逢
颱風、地震、豪雨常易坍方落石，因此，洛韶工務段以安全、生態、
景觀、史蹟保存需求為出發點，讓公路與自然環境及生態呈現和
諧之美，並具歷史文化內涵；輔以優質的養護，塑造出極為優美的
景觀公路。

（一）	山區道路以安全為準則，輔以景觀、生態、
人文為出發點維護管理，減少人為設施，營
造高山景觀，創造宜人山區行車環境，顯示
整個團隊的用心努力。

（二）	工程設計及維護管理能參照山區當地環境，採
簡約、適量土石穩定等必要設施物外，道路維
護管理以低調、輕巧之原則，使路段符合自然
天成的景觀生態特質，極具體妥適的作為。

（三）	以道路呈現當地特色，融入在地原民文化，工
程設計以就地取材為主，打造融入自然環境
之工程，用心活化道路景觀，營造零負擔慢
活公路。

（四）	公路整體維護可感受中橫公路開拓篳路藍縷，
公路養護維持安全與景觀品質，融入文化創
意、詩詞般地解說，用心活化道路景觀，用路
人得以親近，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景觀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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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優勝

臺鐵 - 工務段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宜蘭工務段

（一）	本段榮獲交通部 105 年度「平溪線鋼梁更新工
程」創新提案優等獎。

（二）	105 年度交通動員準備暨天然災害防救業務考
評，宜蘭區動員聯合辦事處榮獲優等第 1 名。

（三）	本段榮獲本路 105 年度工務處號誌保安檢查第
3名。

（四）	本段榮獲本路 105 年度材料管理稽核暨甲種材
料檢查榮獲第 2 名。

（五）	辦理春節期間軌道行車安全及路線養護工作，
圓滿達成任務。

（六）	工地聯合安全檢查，輪值帶隊各單位施工介面
及主持檢討會議，有效降低工安事故發生。

（七）		設備保養與運作良好，材料堆置整齊。

（一）	組織編制：
本段編制：設有養路、施工、總務、產業、人事及勞安、政風(兼)
等單位。養路室轄下置有鐵匠、土木、號誌等工房及焊軌隊、
砸道機械隊，為有效養護路線，段外設有瑞芳、頭城及蘇澳
新 3 個工務分駐所，沿線設有 6 個監工區、22 個道班，總
計現有人員為 305 人（含營運人員及臨時人員）。

（二）	主辦業務範圍：
1.	 辦理轄區軌道、路線設計施工與路線維修養護工作。
2.	 年度軌道維修預算等編製與執行。
3.	 軌道標誌及平交道設備維修。
4.	 轄內闊大物之審查。
5.	 軌道材料管理。
6.	 轄區緊急災害事故搶修及復舊。
7.	 局外單位管線穿越路線工程之配合工作。
8.	 轄區沿線環境維護、整理與景觀綠美化。
9.	 轄內站場、設備及附屬建築物設計與施工。
10.	 鐵路行車安全提升安全 6 年計畫編製與執行。
11.	 配合執行轄區鐵路路線改建工程 ( 鐵路高架化、
	 路線線形截彎取直 ) 等，藉以改善鐵路景觀及
	 提升軌道結構確保鐵公路行車安全。

宜蘭工務段轄管之路線（宜蘭線 K0+800~K94+000 計 93.2 公里、
北迴線 K0+000~K37+100 計 37.1 公里）

（八）	辦公處所環境整齊清潔，辦公資料、文具均能
排放整齊。

（九）	本段踏實執行上級交代任務、路線維修保養獲
得上級之肯定。

（十）	施行環保工作宣導，實施垃圾分類、環保回收
工作不遺餘力成效良好。

（十一）	危險機械、設備 ( 起重機、堆高機等 ) 制定
SOP 由具備合格人員操作，符合勞安設施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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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績優

縣市政府橋梁維護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全市轄區 ( 受評鑑橋數 1,683 座 )

臺中市地轄遼闊，轄內橋梁數量居全國之冠，每年度辦理橋梁檢測
之範圍及數量亦為全國最大宗者，105 度臺中市政府編列 2,380 萬元辦
理橋梁檢測及品質查證作業，實際受檢橋梁座數為 864 座，除依據
交通部規範之定期檢測頻率外，臺中市政府對於溪流潛勢沖刷、土
壤液化潛勢區、年代老舊、特殊結構形式、地震帶斷層等特性之橋
梁亦納入加強檢測範疇，此外並主動辦理 14 座橋梁之非破壞性檢
測，創新辦理 4 座老舊橋梁之耐震設計評估作業，透過多元化之
檢測方式進一步掌控橋梁現況，臺中市橋梁檢測成績斐然。再者依
檢測結果及預算額度，衡量橋梁使用率及損壞情形，將檢測成果作
為橋梁維修及改建之評估參考指標，積極主動辦理橋梁維修及改建工
程，有效提升本市橋梁通行安全，落實改善偏鄉地區老舊橋梁政策。

臺中市 105 年度受評鑑橋梁總計 1,683 座，臺
中市轄區橋梁數量雖居全國之冠，但對於本市橋梁管
理制度擬定、TBMS 資料庫建立、專業人員培訓，甚
至於檢測作業及橋梁維修資源投入，臺中市政府始終
將市民通行環境安全列為第一優先考量方案。良善的
橋梁安全，除有賴適宜的檢測、維修及管理制度外，
更需要適時投入合理的人力及經費充分配合，才能確
保橋梁安全。臺中市 104 年度獲交通部評鑑全國橋梁
檢測全國第一名，105 年度之橋梁檢測成果再度獲交
通部肯定，連續 2 年蟬聯全國冠軍，市府團隊對於市
民通行安全的維護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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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績優

縣市政府橋梁維護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轄管 302 座橋梁 (34 座跨河橋梁、31 座車行陸橋以及 237
座一般橋梁 )，在路況養護上包括日常巡查、橋梁安全檢測及維護工作
及特殊檢查，說明如下：
（一）	日常巡查維護：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簡稱新工處）委託廠商依

橋齡進行不同頻率之巡查，倘巡查缺失屬立即影響人車通
行者，隨即辦理修復，並登載於「道路管理系統」及「臺
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進行管控。

（二）	橋梁安全檢測及維護工作：
	 新工處依交通部 101 年頒布「公路養護規範」以 2 年 1 循環進

行橋涵安全檢測工作，再依檢測定案成果報告進行維修補強，另
依評估結果進行詳細檢測評估，以確保本市橋梁結構安全。

（三）	特殊檢查：
	 因臺灣地區地震及颱風頻繁，臺北市政府另增加耐震構件及跨河橋防汛檢查，以

提升橋梁震後人車通行安全及避免二次災害發生；又於颱風來襲前後針對跨河橋
進行檢查，以維護橋墩之安全。

本計畫係針對臺北市境內橋梁進行日常巡查維
護、橋梁安全檢測及維護等工作，主要辦理橋梁目視
檢查、非破壞檢測、詳細檢測評估及維修補強工程，
以達到下列目標：
（一）	確保橋梁結構安全及美觀，延長橋梁壽命，提

供用路人通行之安全性及舒適性。
（二）	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中，橋梁基本資料之完整

性。
（三）	建立「臺北市橋涵維護管理系統」，隨時掌控

橋梁之巡查、檢測及維修補強資訊。
（四）	透過日常巡查及定期檢測機制，建立系統化及

有效率之專業分工，落實日常維護管理及結構
之維修補強工作，以延長使用年限，降低維護
成本。

（五）	積極參與橋梁管理維護等教育訓練課程。
（六）	投入充足之橋梁管理維護經費。

臺北市轄管之 302 座橋梁維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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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績優

縣市政府橋梁維護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內轄管橋梁

宜蘭縣轄管縣、鄉道橋梁 221 座，及市區道路、村里道路與農路
橋梁 529 座，合計總維護橋梁 750 座。本府依據橋梁檢測及實際需要
擬訂本縣轄區橋梁年度維修作業計畫，規劃分配辦理轄區內橋梁各
項養護工作，俾隨時保持暢通與良好服務水準。

為有效維持橋梁設施之完善，本府並機動加密對工程品質
之督導及稽核頻率，以維護用路人通行安全。

（一）	橋梁基本資料完整性填寫率與檢測率均達到
100% 並確實執行人員培訓作業。

（二）	縣府確實依檢測成果執行橋梁維修作業，其維
修率為 100%，亦額外積極維修補強橋梁，使
橋梁狀態維護良好，值得肯定與嘉許。

（三）	宜蘭地區屬多雨地區，縣府人員克服氣候特
性，全力以赴，使橋梁狀態維護良好，值得
嘉許。

（四）	橋梁整體路面平整、狀況良好；路面標線顏色
清晰，交通設施完善。

（五）國家賠償案件 :105 年度無申請紀錄受理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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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績優

縣市政府路況養護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轄管縣道 191 線等 4 條、鄉道宜 1 線等 67 條，合計總養護
長度 429.425 公里，本府依據道路特性及實際需要擬訂本縣轄區公路
年度養護作業計畫，於年度開始前完成發包及契約訂定，並配合年
度發包之公路養護契約，規劃分配辦理轄區內道路各項養護工作。
如遇有颱風、地震、豪雨等災害造成轄內山區道路交通中斷危及
用路人安全時，即可在最短時間內調集所需人力、機具與材料予
以搶救修復，期使道路隨時保持暢通與良好服務水準。

為有效改善道路路況及維持道路設施之完善，避免因公共設
施不完善而發生道路安全事故案件，全力持續推動「宜路平專案」計
畫之執行，加強「強化道路施工品質」、「平整路面及設施落實維護管
理」、「確保坑洞修補效率」等 3 個層面確實執行，協調各相關管線單位
配合將其人手孔下地，以期提供予用路人良好之用路品質，本府並機動加密對工程
品質之督導及稽核頻率，加強稽核各項道路工程施工品質；另進行橋梁維修補強改善，
以期延長使用年限，增進用路人通行安全。

（一）	養護計畫及簡報內容精實詳盡，內業卷宗呈現
內容詳實，顯示平時非常注重縣道及鄉道養
護，值得肯定嘉許。

（二）	道路養護及景觀維護良好，顯示縣府平時均有
落實鄉道養護工作。

（三）	宜蘭地區屬多雨地區，道路景觀、路面維護良
好，縣府人員克服氣候特性，全力以赴，值得
嘉許。

（四）	整體路面平整、狀況良好；路面標線顏色清晰。
（五）	各路線路樹撫育狀況良好；路肩綠帶雜草已修

剪並清理乾淨。
（六）	路面平整，標線清晰，交通設施完整。
（七）	191 甲線路間綠帶維護良好。
（八）	民眾反映維護不良之處理 :	105 年度僅 16 件，

統計成卷完整明確。
（九）	國家賠償案件 :105年度無申請紀錄受理件數。
（十）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 :	105 年度僅 41 件統計成卷

完整明確。

縣 191 甲線、縣 192 線、鄉道宜 2 線、宜 5-2 線、宜 6 線、宜 16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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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績優

縣市政府路況養護

苗栗縣政府

本縣轄內縣、鄉道編號道路

（一）	養護工作包含：
1.	 公路設施巡查、管理、維護改善。
2.	 管線申挖相關作業、道路用地使用費徵收、道路財產管理及

民眾陳情案件處理等。
3.	 標誌、標線及號誌之交通設施管理及維護。
4.	 縣鄉道修 ( 拓 ) 建及道路災害緊急搶通修。
5.	 縣鄉道路容景觀維護。

（二）	考評路段：	
128 線 2K+000 → 128 線 17K+000、苗 43 線 1K+000 →苗 43
線 6K+000。

得獎事蹟：
（一）	整體路面平整、狀況良好、標線清晰。
（二）	整體路線喬木撫育狀況良好。
（三）	高駁坎擋牆上栽植爬藤草花，綠美化用心具

成效。
（四）	橋梁定期檢查將人行天橋一併列入，對橋檢工

作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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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路況養護

績優

縣市政府路況養護

雲林縣政府

（一）	工作內容 :
辦理雲林縣轄內公路路面養護工程、交通設施改善及景觀維護。

（二）	單位編制：
本縣設有養護工程科、公共工程科及運輸管理科等３科，現
有人員為５５名。

（三）	參選路段概況：
參 選 考 評 路 段 為 164 線 7K+500 至 8K+350、155 線
9K+200 至 13K+500、雲 156 線 1K+185 至 4K+185 及 164
線 12K+500 至 0K+000，路線橫跨口湖、四湖、水林、北港
等 4 鄉鎮，沿途田野、魚塭廣布，視線開闊，農村生活一覽無
遺，沿線坐落的宮廟如萬綠叢中一點紅，增添色彩。在繁忙工作
之餘，不妨行駛該路段享受鄉村風光並感受台灣傳統宗教之美。

外業考核路線規劃良好，路線單純完整，行進
路線迴圈不切段繞路。整體路面狀況尚良好，標線顏
色清晰。設施維護良好。導標設置成斜角增加反光效
果，提高安全性，顯示對用路人安全之重視。

縣道 160 線 7K+500 至 8K+350、縣道 155 線 9K+200 至 13K+500、
鄉道雲 156 線 1K+185 至 4K+185、縣道 164 線 12K+500 至 0K+000



高鐵

臺鐵

設備維護

第一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彰化機務段

P.27

第二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務段

P.28

優　勝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南電力段

P.29

優　勝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總機廠車輛維修課

P.30

優　勝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中區號誌通訊課

P.31

優　勝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路線維修南區基地

P.32

優　勝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場站設施部台南車站

P.33

優　勝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基地

P.34

26

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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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

第一名

臺鐵 - 機務段、機廠及檢車廠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彰化機務段

（一）	全段員工計 428 人，設段長 1 人，副段長 3 人，維修及行政人員
254 人，火車司機員 170 人。

（二）	運轉轄區 / 西部幹線：基隆至潮州 ( 含山、海線 )、集集線、
台中港線。

（三）	維修保養配屬動力車及客貨車（R20、R150、S300 型柴電
機車、E300 型電力機車、EMU500 型電聯車、DR1000 型
柴油車、DHL100 型柴液機車，CK101、CK124、DT668 蒸
汽機車、各型貨車、救險吊車）共 12 車種 143 輛。

（四）	擔任 88 噸救險吊車搶修工作：搶修區間北自新竹站南迄嘉
義站 ( 含 )	，包括該區間內支線。

（五）	擔任機務搶修工作：山線北自三義站 ( 不含 ) 南迄彰化站；海線
北自通霄站	( 含 ) 南迄林內站 ( 含 )	。

（六）	維護彰化縣縣定古蹟扇形車庫，並開放民眾參觀與解說扇形車庫的歷史。

（一）	105 年度各項競賽名列前茅，成績卓著：
1.	 本局行車保安檢查機務段成績、機車保養、調

車：第 1 名。
2.	 全路電力機車聯合檢查競賽甲組團體、電聯車

運轉競賽團體：第 1 名。
3.	 第 1 屆 PP 客車檢修競賽成績：第 2 名。
4.	 動力車故障管制總成績：優等。
5.	 鐵安演習，台中動員聯合辦事處：第 1 名。

（二）		善用供油廠商專業，爭取免費辦理柴油油槽底
部菌類清除工作，改善柴油客車柴油濾芯堵塞
衍生之行車事故及節省公帑。

（三）105 年 7 月完成全面更換 EMU500 型電聯車
LED 室內燈管及 PISC 旅客資訊系統，進度
第一。

（四）	與醫、學界辦理動力車駕駛室人因工程分析，
調整司機員坐姿，改善駕駛疲勞。

（五）	開放民眾參觀與解說扇形車庫的歷史，105 年
參觀人數達 30 萬人。

彰化機務段及運轉轄區基隆＝潮州、集集線、台中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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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

第二名

臺鐵 - 機務段、機廠及檢車廠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務段

屏東縣潮州鎮光復路 616 號（臺鐵潮州車輛基地）

本單位負責鐵路動力車輛之維護及鐵路列車駕駛工作。
（一）	維修業務：
	 PP 型推拉式機車 28 輛、GE 型電力機車 35 輛、EMU1200 型

電車組 10 組、S 型柴電機車 5 輛、DHL 型柴液機車 5 輛。
（二）	搶修業務轄區：
	 縱貫線—新市站至高雄站、屏東線—高雄站至枋寮站、南

迴線—枋寮站至大武站
（三）	運轉業務：
	 每天有 174 工作班每天需求 174 人，固定臨時工作班 4 班以

及臨時工作班約 5 班。

（一）	勞工安全：101 年 11 月至 105 年 12 月，連續
5 年零職災。

（二）	檢修狀況：
	 1.	 參與本局 105 年第 15 屆全路電力機車聯合檢

查競賽：甲組個人獎之甲檢查員第 1 名、乙檢
查員第 3 名，甲組團體奬為第 2 名。

	 2.	 車輛故障件數比較：104 年與 105 年相較減少
21 件。

（三）	運轉狀況：
	 1.	 105 年度第 7 屆全路電車組運轉聯合競賽團體

組季軍、下行亞軍、上行季軍。
	 2.	 行車責任事故 105 年較 104 年減少 3 件。	
	 3.	 105 年行車保安及站車秩序檢查競賽，本段實

施成績第 3 名、段內整備第 1 名、列車運轉第
3 名、調車第 4 名。

（四）	積極辦理技術研討及加強職前教育訓練，培養
新進人員。

（五）	增建大型廚房設置員工餐廳，解決基地位處偏
遠的民生問題。

（六）	增設百人大型會議室，辦理專家演講、政令推
廣等。

（七）	用心美化基地的週邊環境，增進工作效益。
（八）	成立高雄機務段文物館並開放參觀：珍惜鐵道

文物，陳列高雄機務段 50~70 年代舊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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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

優勝

臺鐵 - 電務及電力段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南電力段

（一）		組織及人力：
	 本段現有員額 93 人，設有嘉義、臺南、岡山及九曲堂等 4 處

電力分駐所。
（二）	路線及設備概況：
	 本段維護之電車線設備自二水 ~ 潮州站 ( 含潮州基地 ) 約

201 公里；及嘉義、善化、岡山、九曲堂、潮州等 5 座變
電站 ( 含遙控設備 )。

（三）	主要業務範圍：
	 辦理前述電力設備之維護及執行災害事故搶修復舊，另配合

電力設備更新、代辦及橋梁改建等電車線新設工程。

（一）	本段對於電力設備維修均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SOP)，並依規定週期落實辦理，以達成設備
零故障零事故，確保供電可靠及穩定為目標，
105 年因維護績效良好，無發生責任事故，榮
獲電務處關鍵績效指標 (KPI) 第 1 名殊榮。

（二）	榮獲本局 105 年度材料管理（電務單位）稽
核第 1 名。

（三）	榮獲本局 105年度第70屆行車保安檢查電務、
電力段組競賽亞軍。

（四）	本段參與本局特種防護團 105 年度災害防救業
務（高雄區）獲考評為甲等。

縱貫線二水 K249+379 ～潮州站 ( 含潮州基地 ) FUK43+396、
沙崙線 SLO+314 ～ SL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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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

優勝

高速鐵路 - 車輛維修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總機廠車輛維修課

燕巢總機廠 _ 高雄市燕巢區高鐵總廠路 500 號

（一）	總機廠車輛維修課位於高雄市燕巢區，成立於 95 年 7 月，現有編
制共 212 員，包括課主管 1 員、組長 6 員、資深督導 4 員、督
導 36 員、技師 165 員，另有 124 位外包人員支援車輛維修
作業。

（二）	總機廠車輛維修課於 96 年 10 月正式開始執行車輛維修作
業，肩負著台灣高鐵 700T 營運列車之三級與四級維修任
務 ---- 轉向架檢修及車輛大修任務，並視需要適時支援左
營及烏日基地其他臨時性車輛 / 轉向架相關維修工作。

（三）	依據鐵路營運處之排程，定期執行車輛復救演練，俾嫻熟復
救程序與技能，參與復救相關工作。

（一）	總機廠車輛維修課在團隊同心協力、分工合
作下，現已完成 6000 組轉向架檢修及 129 架
次車輛大修工作，且如期、如質、如量達成
700T 車輛大修任務，提供旅客安全、舒適又
可靠的營運車輛。

（二）	從 100 年起將課內同仁累積的車輛維修經驗，
透過品管圈、提案改善及知識分享等方式發表
並彙集成冊，作為相關工安環保議題、維修設
備效能提升及品質與流程改進之參考。

（三）	參與台灣高鐵鐵路營運處品管圈 (QCC)競賽，
榮獲 100、101、102 年度冠軍之殊榮，並榮獲
105 年度金圈與銀圈獎。

（四）	102 年榮獲維修分處知識分享徵稿活動團體組
第一名之榮耀。

（五）	104 年致力於公司提案改善制度，獲公司頒發
多項獎勵。

（六）	每年通過 ISO9001 之查核驗證，105 年並通過
ISO 之換證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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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高速鐵路 - 號通維修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中區號誌通訊課

優勝

（一）	中區號誌通訊課，位於台中市烏日區以及新竹縣竹北市，成立於
民國95年9月，現有編制共116員，包括課主管1員、行政1員、
維修組長 8 員、維修督導 28 員、維修技師 79 員。

（二）	中區號誌通訊課負責新竹車站以北里程 66 公里，雲林站以
南里程 244 公里範圍，養護里程共 178 公里，正線上道旁
號誌通訊設備、機房管理維護、轉轍器搶修救援任務工作，
並依據鐵路營運處之排程，定期執行道岔搶修演練，俾嫻
熟練搶修程序與技能，提升團隊品質及緊急應變能力。

（三）	中區號誌通訊課亦負責新竹車站 ( 含六家基地 )、苗栗車站、
SCER1 駐點、台中車站 ( 含烏日基地 )、彰化車站、雲林車站每
天道岔之維護及檢查工作，以及通訊設備管理。

（一）	中區號誌通訊課在團隊同心協力、分工合作
下，當年度共完成例行性維護、故障排除作業
效率皆為百分之百，提供旅客安全、舒適又準
時的可靠品質。

（二）	道岔異常事件搶修，充分展現本職學能，快速
排除異常狀況，發揮號誌人員應有之專業素養。

（三）	當年度無工安事故、虛驚危害事件提報調查、
通報優良，藉此消除勞動場所、工作場所、作
業場所之危害，使同仁能在安全無慮工作環
境，充分發揮最佳工作水準。

（四）	中區號誌通訊課在當年度完成台灣高鐵公司
「LRQA		ISO	9001	換證」稽核驗證作業。

（五）	中區號誌通訊課在當年度交通部高鐵局視察結
果為零缺點。

（六）	沿線工程提案改善，研究代用或改良作業方
法，對主辦業務有重大興革，節省經費；並對
公司業務、技術、聲譽或其他方面有顯著貢獻。

（七）	台灣高鐵公司品質目標為安全、可靠、效率、
顧客滿意；中區號誌通訊課秉持著此指標原
則，充分展現出 Go	Extra	Mile 的精神。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 號及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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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 高速鐵路 - 路線維修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路線維修南區基地

優勝

維護路段高鐵正線 TK209 ~ TK346 及沿線變電站、
燕巢總機廠及左營基地之電車線、電力、軌道等系統

本基地設有電車線系統維修組、電力系統維修組、軌道系統維修
組、軌道系統養護組、軌道系統大修作業組，負責高鐵南部區段的路
線維修，提供安全可靠的運轉路線。
（一）	電車線系統左營維修組：

編制 24 名維修人員，負責電車線的饋電系統、回流系統、
保護系統、接地系統、分段裝置、張力裝置等維修作業。

（二）	電力系統左營維修組：
編制 16 名維修人員，負責沿線 7 座變電站、14 座號通房、
2 座車站、2 座基地之道旁機電設施等維修作業。

（三）	軌道系統左營維修組：
編制 20 名維修人員，負責軌道設備步巡定期檢查、道岔檢查定
期檢查、鋼軌超音波複測、軌道線形複測與矯正、手動磨軌作業以及
緊急應變動員。

（四）		軌道系統養護組：
編制 18 名維修人員，負責鋼軌超音波檢測、軌道線形及非接觸式光學檢測、
鋼軌研磨車作業、砸道作業等。

（五）	軌道系統大修作業組：
編制 13 名維修人員，負責長焊鋼軌生產及更換、鋼軌焊補、短鋼軌更換、
道岔更換、道岔磨軌、線形整正維修作業，以及緊急搶修復原作業等。

（一）	完成電車線定期保養維護作業，確保系統的正
常與穩定。

（二）	完成電車線磨耗管理、線形調整及換線作業，
確保牽引電力饋電可靠度。

（三）	完成電車線設備汰換或鏽蝕鐵件更換，確保電
力饋電可靠度。

（四）	完成變電站Battery	&	Charger	8年檢零件更換。
（五）	完成道旁 BS-RTU 模組汰換。

（六）	完成變電站 CRP 關鍵性DOU模組汰換。
（七）	完成鋼軌局部損傷自辦銲補、短鋼軌更換、道

岔更換。
（八）	完成正線及基地砸道作業，提升乘車舒適度及

行車路線可靠度。
（九）	完成正線鋼軌研磨作業，減少瑕疵生成，確保

路線可靠度及舒適度。
（十）	知識傳承，經驗分享，技術通報發行數量居各

維修基地之冠。
（十一）工安零事故，稽核零缺失，年度維修成果斐然。



     
33

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高速鐵路 - 車站機電設施維修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場站設施部台南車站

優勝

（一）	成立於94年1月，現有編制共14員，包括組長1員、資深督導1員、
督導 1 員、維修技師 11 員。

（二）	台南車站機電設施維修同仁肩負著台灣高鐵台南車站一般機
電營運維修任務，執行計畫性檢修及非計畫維修作業。

（三）	肩負台南車站所屬範圍內，旅客緊急疏散救援任務，依據
鐵路營運處之排程，定期配合站務同仁進行逃生梯勘察及
救災演練，俾嫻熟救援程序，以參與復救相關工作。

（一）	台南車站機電設施維修同仁在團隊同心協力、
分工合作下，105 年度完成號誌及通訊設備室
及號誌及通訊電力室分離式冷氣安裝作業，減
少修繕費用，節省公帑支出超過百萬元。

（二）	台南車站重要設備 ( 電力、消防等 ) 妥善率達
100%。

（三）	105 年高雄美濃地震期間，同仁迅速修復車站
內損壞的機電設施，有效防止危害擴大，避免
二次危險發生，讓車站正常營運。

（四）	105 年高雄美濃地震造成台南市歸仁區自來水
管線斷裂，車站長達 1 個月無自來水可用。機
電設施維修同仁協調當地消防局、自來水公司
載民生用水至車站供旅客使用，維持車站旅客
服務品質。

（五）	相較於 104 年度用電量，105 年度節省 56,940
度，年節電率達 1.22%。

（六）105 年度交通部高鐵局定期監察結果零缺失。
（七）完成台灣高鐵公司「105 年度 LRQA	 ISO	9001	

驗證」稽核複評作業。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 1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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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設備維護 高速鐵路 - 基地機電設施維修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基地

優勝

台中市烏日區慶光路 828 號

（一）	烏日基地位於台中市烏日區，成立於95年7月，現有編制共21員，
包括課主管1員、值班主管1員、代理組長1員、維修督導4員、
維修技師 9 員，行政總務 5 員。

（二）	烏日維修基地主要負責基地 / 車站建築機水電 (Building	
Services) 及機廠維修設備 (Depot	Equipment) 的維護管
理，支援進駐單位之行政事務、安全、品質、保全、環保
相關業務，及對外單位之協調及緊急應變搶修支援等。

（三）	協助駐地單位改善周遭環境，以建構安全、舒適、有尊嚴的
作業環境。

（一）維修能量每年例行性維護保養工單為6,661件，
故障維修導正工單件數為 385 件，讓核心系
統單位 - 營運車輛、工程車輛、軌道、電力等
單位順利完成主線維修作業，以維持基地正常
運作。

（二）每年清洗車輛總數為 3,024 輛，除維護洗車各
項設備正常運轉，以提高穩定度，並針對洗車
機進行刷毛材質、清潔劑、水質及刷毛轉速等
進行持續改善作業，讓每輛列車保持整潔外
觀，以提升公司營運形象。

（三）烏日基地課致力於各項設備維護，並建立完整
維修紀錄，在 105 年度交通部高鐵局機電組定
期監查結果無缺點。

（四）秉持 ISO 內部顧客的服務精神，協助維修車輛
建立MI( 月檢 ) 工作，增設空壓、人工洗車所
需的設備用管路與電源，以利建立MI 作業，
落實「安全、可靠、效率及顧客滿意」的品質
目標。

（五）提高自辦主維修能量，節省維修成本，105 年
全年自辦維修節省金額為 3,687 千元，績效
良好。



高鐵

臺鐵

國道

站場環境維護

第一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西螺服務區

P.36

第二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北區工程處關西服務區

P.37

優　勝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車站

P.38

第一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北運務段松山站

P.39

第二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運務段屏東站

P.40

第一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運務段枋寮站

P.41

第二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花蓮運務段山里站

P.42

第三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花蓮運務段東里站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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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 國道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西螺服務區

第一名

國道 1 號 229.640k 西螺服務區

	 	 本區位於濁水溪南岸，雲林縣西螺鎮與彰化縣溪洲鄉交界處，於民
國 67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啟用。102 年 3 月 1 日起由南仁湖 ( 股 ) 公司
經營管理，西螺以稻米、醬油及西螺大橋聞名，服務區融入在地元
素，南、北兩站分別以「物產」及「文化」兩大特色規劃主題式服
務空間，讓用路人進入服務區彷彿置身西螺小鎮，可盡情體驗雲
林風情。
本區歷年來曾獲得：
1.	 100 年金路獎 / 場站環境維護類，獲交通部評比第 1 名。
2.	 101、103、105 年公廁維護管理均獲雲林縣政府評比特優級。
3.	 103、105 年服務區哺集乳室管理，均獲雲林縣政府評比優勝獎。
4.	 104 年獲內政部評定為「特優」友善餐廳及友善遊憩場所。
5.	 104 年第 13 屆遠見五星服務獎 / 國道服務區類首獎。

	依據促參精神與經營廠商協力精進服務，提升
用路人更完善、優質服務及休憩環境，共創三贏局面。
（一）	精進規劃交通動線，布設交通連桿及防逆向立

體標示導引，使停、行車秩序更加順暢，以利
紓解服務區車潮。

（二）	為加強食安管理，各櫃位落實揭露食品之登
錄，以期維護食的安全，值得肯定。

（三）	｢ 安全國道、塑心服務 ｣ 為提升服務品質，布
置溫馨哺集乳室，榮獲 105 年雲林縣政府衛生
局評核優勝殊榮。

（四）	區站設有 AED 除顫器，且定期辦理人員急救
訓練，於 105 年 8 月 14 日有用路人心肌梗塞，
人員訓練有素以 CPR 及 AED 實施急救，順利
救回用路人性命，值得肯定。

（五）	賣場桌 (醬油缸 )、椅邊緣皆以圓潤造型為之，
避免碰撞受傷，且融入在地文化特色，提供用
路人舒適、鄉土人文的用餐氛圍。

（六）	維護特優公廁環境，提供友善貼心服務，如幼
童安全專用座椅、博愛等候座椅等。

（七）	為整合提升用電效益，辦理電力總體檢缺失改
善積極作為，以利查核管控用電情況，降低用
電損耗及因應停電時之應變。

（八）	國道資訊補給站提供用路人查詢即時路況、上
網等服務；漂書站及書架利用資源回收布置成
偶戲臺。

（九）	垃圾桶蓋加裝熄菸筒，方便吸菸者丟投菸蒂，
減少環境髒亂及發揮資源回收再利用，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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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國道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北區工程處關西服務區

第二名

（一）	組織編制：
關西服務區隸屬於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關西工務段管轄，設
有督導 1 名、約僱管理員 3 名、道路養護工 1 名及委外清潔
人員 1 名，現有人員計 6 人。

（二）	主辦業務範圍：
1.	 設施維護修繕管理
2.	 為民服務業務推行
3.	 廠商履約管理
4.	 清淨家園業務推行
5.	 環境清潔景觀維護
6.	 院頒方案業務推行
7.	 服務區安全維護管理

（三）	主要設施：
1.	 服務大廳：服務台、國道資訊補給站、哺集乳室、飲水機、提款機、上網區、ETC 門市、

販賣部、關西便當、外櫃 14 家、二樓客家餐廳、躺椅區、閱讀區、文化藝廊等。
2.	 大型車服務大廳：主要服務設施有超商、育嬰室、飲水機。
3.	 停車場：小型車停車位 400 個、無障礙停車位 10 個、大型車停車位 120 個。
4.	 公廁：全區 5 棟公廁，均獲新竹縣環保局評定特優級。
5.	 公園：設有客家文化廣場、涼亭步道等，全區種植花木約 80 餘種 44,000 棵。

（一）	新東陽公司以「客家文化樂活關西」為訴求主
題，將建物內部原有之空間重新規劃，讓光線
自然進入改善原有照明不足之缺失，並達到環
保節能之目的。

（二）	重視弱勢團體榮獲內政部營建署頒發優良餐廳
獎牌，並持續加強相關服務設施；另為加強婦
女夜間停車安全，特於小型車停車場 E 區劃設
夜間婦女專用停車格 6 格，服務區並獲頒新竹
縣公共場所優良哺集乳室獎狀外持續更新相關
設施。

（三）	設置文化藝廊，每季提供不同主題之特展，為
加強空間使用率，外側新增無障礙花雨電梯，
兩側迴旋梯整修增設藝術照明，行銷服務區景
觀設施休憩功能，新東陽公司並獲行政院公共
建設委員會頒發特優金擘獎。

（四）	設施維護上本年度完成全區公廁改建、小型車
停車格斜停規劃、階梯轉角磚更新增進上下階
梯安全及主建物兩側照明美化工程等，提升整
體服務品質。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上三屯 14 號（國道 3 號 76K+800）



38

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車站

優勝

高鐵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彰化車站

（一）	車站於 105年 12月 1日起開始通車營運，站體面積約為7.81 公頃，
為地上 3 層站體區與月台區分離之高架車站，輔以站體內部四
周之植栽暖房，將站體建築融入週邊景觀綠意，整體以花卉、
日光構成彰化站設計的特色，塑造優雅的乘車空間氛圍。

（二）	車站大廳位於地面一層，共有 3 個出入口，服務設施包含
售票處、自動售票機、旅客服務台、保健室、商店、租車
及旅遊櫃檯；地面二層為穿堂層，通過驗票閘門後，設有
哺集乳室，地上三層則為月台層，設有二座長 420 公尺之
側式月台及四股軌道。

（三）	車站每年旅運量約 90 萬人次，為便利旅客進出站區提供完整
轉乘，旅客可選擇自行開車、轉乘客運 / 快捷公車、排班計程
車及小客車租賃服務。

（四）	車站人員編制分為站長、副站長、站務督導、站務員、業務專員共48人。

（一）	彰化站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永續環
境設計為主軸，並結合綠建築九大指標，達成
生態綠建築的設計，獲得「黃金級」之綠建築
標章。

（二）	彰化站建築以『花卉 / 稻田』及『日光』建築
設計搭配植栽規劃，提供舒適明亮的環境，友
善空間與人性化概念納入硬體設施的建置，展
現地方產業特色，創造休閒旅遊氣息。

（三）	致力於豐富地方旅遊發展，推出高鐵假期行
程：與台鐵局合作推動鐵道旅遊的全新體驗，
推出「搭雙鐵．遊集集」，輕鬆享受一趟結合
高速便捷與懷舊復古的鐵道之旅。

（四）	提供車站作為展演平台，透過車站藝文表演活
動，營造車站公共藝術氛圍。

（五）	車站內設立物產館及高鐵市集，推廣在地農特
產品及伴手禮，旅客無需在繁忙緊湊的行程中
特地撥時間繞路採買禮物，可輕鬆選購物美價
廉的精緻伴手禮，享受舒適便捷的高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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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臺鐵 - 特、1 等車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北運務段松山站

第一名

（一）	營運概況：
	 我們位於縱貫線基隆起 22 公里 100 公尺處，編制為一等站，

隸屬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運務段，下設行車室、旅客諮詢服
務中心、售票房、剪收票房、行包中心、總務室 6 個單位，
全站員工編制 53 人。營運現況每日平均上車人數約 31,130
人次，每日平均客運進款約 91 萬 8,569 元，車站業務依旅
客乘車需求功能別，提供四大業務，分別為售票業務、剪
收補票業務、旅客諮詢服務業務及行李包裹託運業務。

（二）	服務願景：
	 「幸福車站 ‧松山好讚」是我們的slogan，我們以便民、為民、

愛民作為服務主軸向外延伸。為了便利民眾，我們不斷改善服務
流程，希望給予旅客安全、舒適的乘車環境；為了民眾著想，我們
努力創新、持續蛻變，期許跟上時代的潮流，讓旅客有支持臺鐵、
愛臺鐵的理由；為了愛護民眾，我們秉持待客如親的精神，跨機關
整合地提供旅客健康、樂活的資訊。

（一）	全國首創智慧公廁系統，利用貼心提醒 app
於衛生紙將用罄前提前補充，讓旅客如廁隨時
有衛生紙，此項創意設施並獲中天、聯合報等
媒體廣大報導。

（二）	積極改善公廁，做到「不濕」、「不臭」、
「不滑」，落實清潔管理工作。達到優質公廁
之乘車環境，經臺北市環境保護局考核獲評為
「特優級」，並被臺鐵局選為公廁的示範觀摩
車站。

（三）	首創臺日交流館，以文物館之概念設置了「臺
鐵 JR 四國交流館」。交流館不僅代表成功的
國際行銷，亦獲日媒廣大報導，提昇台灣國際
形象。

（四）	重視轉乘運輸，貼心製作多面客製化時刻表及
捷運路線圖。並製作多面捷運連續中英文指
標，讓國內外旅客跟著走通行無礙。

（五）	站內的許多客製化輸出或設備均以改善使用者的
便利而設置，讓旅客感受到貼心、便利及用心。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台北運務段 松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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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106 年金路獎

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 臺鐵 - 特、1 等車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運務段屏東站

第二名

屏東站舊名為「阿緱驛」設於民國 2 年 12 月 20 日為木造站房。
民國 9 年地方改制，阿緱街改為屏東街，站名亦隨之改為屏東站。因
原設備不敷使用，站房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並於民國 51 年 10 月
5 日落成啟用。民國 77 年為配合政策及業務需要，將高雄屏東間改
為雙軌以及南迴鐵路同時通車啟用，並於民國	85 年 7 月完成電氣
化工程，縮短了行車時間，同時將高雄始發的部份長途列車改由
屏東站始發，便捷的鐵路運輸成為高屏間居民通勤往返的重要交
通工具。為配合臺鐵立體化與捷運化工程 ( 屏潮計畫 ) 的進程，本
站第三代的高架車站採半半施工，第一階段 ( 西側 ) 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3 日啟用，舊平面站拆除後的空地興建第二階段 ( 東側 ) 站體
於民國 106 年 1 月 25 日正式啟用，為屏東地區首要的交通樞紐。

（一）	站場空間寬闊尚有工程在施工，但仍處處明亮
整潔，環境綠美化佳，獲得屏東縣政府優質公
廁選拔 104 年第一名、105 年特優獎佳績，實
用心維護站區環境。

（二）	全體同仁齊心協力整體團隊表現良好，站長領
導得宜。

（三）	【太陽的小孩】、【漫步屏東】公共藝術作
品，藉由藝術融入空間的手法，結合屏東在地
特色與文化，讓民眾感受車站所帶來的新城市
意象。	

（四）	【動輪小品聞】公佈欄以facebook活潑版面，
提供最新旅運資訊、動態時報與旅客有互動。

（五）	【陽光知識充電區】由同仁善用工程廢棄棧板
作為漂書閱讀、親子遊憩區裝置，並善用太陽
能光電板發電提供旅客 3C 隨身裝備充電，貼
心服務並實踐節能減碳行動。

（六）	動態視覺規劃：【自動售票機區普悠瑪造型貼
圖暨票價表】、【車站周邊導覽圖】、【電梯
外觀美化】、【補票室火車造型美化】等美化
車站視覺觀感。

（七）	角落活化運用：【文跡齊舞走廊】與地方文創
者合作展覽作品活化社區資源，【猴城納涼趣
拍照留念區】提供旅客拍照打卡樂趣永憶。

屏東縣屏東市公勇路 62 號 ( 屏東線起點 24 公里 649 公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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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臺鐵 -2、3 等車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運務段枋寮站

第一名

枋寮鄉儲運路 18 號 ( 屏東線 64K+995 公尺處 ) ( 南迴線起點 0K 處 )

（一）	枋寮站於民國 31 年 2 月 16 日佳冬至枋寮段開通後開始營業。民
國 3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人為戰略需要撤除林邊至枋寮
段。光復後民國 42 年 1 月修復完竣恢復營業，為屏東線終點
站，西部幹線最後一站，民國 56 年 10 月 7 日鑒於觀瞻及業
務上之需要再建新站房。現今站房乃民國 81 年 8 月南迴線
通車後同步啟用，南迴線通車後環島鐵路網於焉完成。

（二）	編制人員：15 人

（一）	車站庫存報廢品再利用，由員工 DIY 改造成
【鐵道文物室】、【行李房木亭】、【購票證
明蓋章處木桌】、【平交道告警裝置】、【手
機充電座】、【余光中牌匾意象外框】。

（二）	員工自行拍攝照片，改造自動售票機為【火車
自動售票機】及廁所【鐵道風光車廂】。

（三）	車站由員工自行油漆，節省公帑 14 餘萬元，
並利用剩餘油漆彩繪舊鐵皮倉庫，彩繪為【火
車車庫】，並整舊復新 19 座【枕木候車椅】。	

（四）	為改善草皮受海風影響而枯黃無生氣綠意，
利用用盡的油漆桶及彩色瓦楞板，製作成
【綠化小火車】。

（五）	彩繪易受海風影響而生鏽的廁所排風扇為【花
朵排風扇】及【廁所綠化植物免澆水系統】。

（六）		結合周邊藝術家及地方資源成立及捐贈【地下
道藝廊】、【貓頭鷹地景景觀】、【扇形車庫
圖】、【野鴨天堂】。

得獎事蹟：
參加 106 年交通部金路獎站場環境維護類 2、3 等站
考評，獲得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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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

第二名

臺鐵 -2、3 等車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花蓮運務段山里站

本站位於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村山里部落，距花蓮站起147.50公里，
亦即位於東線山里隧道群之北面約一公里處，南距台東站 8 公里，北
距鹿野站 6.2 公里，創建沿革 ~ 花東線鐵路原為 0.762 公尺寬的輕
便鐵路，後拓寬為 1.067 公尺即現在之窄軌鐵路，因賓朗站至嘉豐
站間之路線坡度太大（千分之二十五）、曲線多而改線，同時裁
撤嘉豐、初鹿、賓朗三站，並於民國 71 年 6 月 27 日成立山里站。					

本站為東拓後新建立之車站，因隸屬於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村
山里部落，而取名為山里站。於民國 71 年 6 月 26 日由初鹿站遷移
到此，71 年 7 月 1 日正式營運。車站面積約有 16370 平方公尺，前有
都蘭山，山下卑南溪蜿蜒向南流，後倚卑南山脈，地形封閉卻風景秀麗，
景色宜人，有如世外桃源，故取名「山里」，確實是名實相符。花東縱谷國
家風景管理處於民國 90 年，在本站南側興建一座三公尺高的木造觀景台，方便遊客
登高賞景，總會帶來陣陣的讚嘆聲：「山里風景真漂亮」

（一）	本站面積約有 16370 平方公尺，原北端西側、
南端南側為雜草叢生，一片荒蕪，經全站同仁
努力，現均已全面綠美化。

（二）	站前設立了站基石，站全區導覽指示牌及各種
花木解說牌，全區栽種櫻花、杜鵑花，綠美化
規劃設有茶花區、玫瑰花區、育苗區、堆肥區、
果園區、百合花區、紅竹區、大理花區、桂花
區、咖啡園區各類花木約4000株供遊客拍攝，
並已成為遊客首選最美麗的觀光車站。

台東線 K147+500

（三）得獎事蹟：
1.	 參加 106 年交通部金路獎站場環境維護類 2、
3 等站考評獲得第 2 名。

2.	全區綠美化栽種花木四千株，吸引遊客眾多，
已然成為觀光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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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站場環境維護臺鐵 -2、3 等車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花蓮運務段東里站

第三名

台東線 K90+358~K91+227

本站位於花東縱谷區之中點海岸山脈西側的山腳下，距離玉里 6.7
公里。據時期大正 13 年 ( 西元 1924 年 )5 月 1 日改設大庄驛。昭和 12
年 11 月改東部大里，站名因為與宜蘭線大里站同名區隔，光復後改
稱東里站。因舊路線跨越秀姑巒溪玉里大橋位於菲律賓與歐亞板塊
斷層上路線逐年升高，故於民國 91 年施工改線並於 96 年 3 月 30
日完工遷移現址。

（一）	本站清潔工作及環境綠美化工作，由全體員工
利用列車間隙或休班時間進行清掃、植栽及維
護，成效良好

（二）	站前設置景觀花園，面積廣達 200 平方公尺。
廣場由富里鄉公所定期派員整理除草工作，廣
場兩側草皮由東里義警分隊認養並於每月 20
號派員修剪草皮。在車站及富里鄉公所和社區
相互合作，做好站區綠美化。

（三）	當火車進出站時，悠悠穿梭在稻海中在藍天白
雲及山脈作為陪襯，每月均有 2-3 列郵輪式列
車，指定停靠第二月台欣賞四季縱谷田園風光。

（四）得獎事蹟：
1.	 參加 106 年交通部金路獎站場環境維護類 2、
3 等站考評，獲得第 3 名。

2.	至 106 年 4 月底止，東里站行車無責任事故累
積達 257 個月，連續 21 年 5個月未發生行車責
任事故。

3.	車站設施雖簡單但月台上白色候車亭配合波浪
狀屋頂顯著特別亮眼，因四季各有不同風貌美
得像幅油畫，為網路推薦眺高視野最佳車站。
配合富里鄉公所之規劃結合當地著名景點六十
石山、羅山有機村、東富禪寺，將上述景點置
入加強行銷，打造更具有景觀特色之車站。



省道

國道

用路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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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勝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段

P.45

第一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中和工務段

P.46

第二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埔里工務段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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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用路人資訊國道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段

優勝

國道 3 號 211k~231k( 霧峰交流道 ~ 南投服務區 )

（一）	受評路段簡介：
	 本路段位於中彰雲投之交通樞紐，串聯台 63、台 74、台 76、

台 3、台 14、國 6等重要道路，形成中彰投區域高快速路網，
將彰化及南投納入大台中衛星城範疇，造就一日生活圈，且
沿線工業區及觀光景點林立，特別是每逢例假日或連續假
期，大量車潮蜂擁至南投縣旅遊勝地，提供行程規劃，即
時、正確的旅行交通資訊為其重點。

（二）	受評路段交通特性：
	 受評路段交通量明顯大於國道 3 號中區路段平假日平均交通

量，因此以管理面及工程面來疏導改善交通，並以大數據分析
技術來提高交通管理的準確度。例如：假日、連續假期開放路肩、
替代道路、透過 CMS 提高替代道路成效疏導，利用 eTag 大數據資
料分析計算匝道及平面道路行駛時間，即時於易壅塞系統交流道、交流道
前 (含平面道路 )，將匝道壅塞訊息，透過CMS告知用路人，作為改道行駛依據。

（一）	受評路段有 4 處交流道、2 處系統交流道及 1
處服務區，亦即平均 3.34 公里即有 1 處匯入
匯出車流，很用心細心檢視及修改用路人資
訊，簡報亦將進出國道 3 號相關標誌牌面完整
呈現出來。

（二）	充份掌握受評路段公路幾何條件及交通分析、
用路人資訊相關訊息相當完善，尤其對於遇逆
光有安全疑慮時，嘗試採用逆光標誌牌面，對
用路人行走跟安全有很大幫助，給予肯定。

（三）	道安扎根用心，除了透過產、官、學 3 方面宣
導正確的行車觀念外，也透過工程手段改善，
提升行車安全，例如：為提升鋪面抗滑係數，
於南投服務區北上出口匝道轉彎處塗佈抗滑塗
料；在強降雨路段鋪築 PAC 路面，降低交通
事故等，做法值得肯定。

（四）	工程處利用 eTag-reader 將匝道壅塞訊息透過
CMS 告知用路人作為旅行時間預估，以判斷
是否改道之決策，立意良好又可疏解平面道路
回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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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用路人資訊 省縣道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中和工務段

第一名

台 65 線 0k+000~12K+300 及台 3 線 11K+700~14K+400

（一）	台 65 線前身為台北縣特二號道路，因起訖端皆與國道串接之故提
升為快速公路。由北往南依序橫跨台 1 線新北大道、台 1 甲線
新莊區中正路、板橋區縣民大道以及台 3 線土城區中央路等
重要幹道。

（二）	台 65 線全線均為高架，其中土城一交流道 ~土城二交流道
路段則以雙層高架疊置。

（三）	台 65 線沿線匝道間距短且雙向出入口配置不對稱，其採內
側車道進出方式匯入及駛離主線，車道布設亦不一。

（四）	除土城一交流道至國道 3 號土城交流道路段間禁行汽缸總排
氣量逾 250c.c. 之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外，餘則開放通行。

（五）	台 3 線參選路段毗鄰行政區交界處，短街廓交錯於台 65 線與地
方道路間，必要時可供作國道及快速公路替代路線之用。

（一）	台 65 線出入口匝道配置型式非常複雜，以非
工程角度，用路人之觀點，規劃完善之標線設
施，極富挑戰性，並輔以圖示及空拍影片明晰
現場繪設情形及掌握行車資訊。

（二）	匝道設置不對稱，且路線之橫、縱斷面變化甚
鉅，仍能完整呈現相關之標誌布設狀況。

（三）	規劃高速公路替代路線及分流措施，隨時更新
CMS路況資訊，適時導引用路人避開壅塞路段。

（四）	設置內側出口專用車道，並重新布設車道，試
圖降低內側出口匝道追撞事故機率。

（五）	土城一匝道南向出口增設樹林及擺接堡路匝
道，藉以紓解樹林、土城及土城工業區之車流
壅塞。

（六）		增設運輸場站標誌，藉以加強台 65 線與板橋
車站之間之橫向導引聯繫，提供便捷之轉乘服
務資訊。

（七）	為提升判讀性，設置圖形化標誌以告知大型重
型機車用路人勿闖入國道 3 號禁行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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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用路人資訊省縣道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埔里工務段

第二名

台 14 線 46.5K-60K 及台 21 線 43K-45K

（一）	本段轄管台 14 線、14 甲線、21 線及 21 甲線，跨越南投縣埔里鎮、
國姓鄉、魚池鄉及仁愛鄉四鄉鎮；轄區包含都市、觀光熱門景
點及山區道路，養護里程總計 154.774 公里。

（二）	日月潭、清境及合歡山等熱門觀光景點均位於本段轄管路
段，每逢假日或連續假期均湧入大量遊客，對於路面平整
度、路容景觀美化及用路人指示導引均為本段養護重點。

（一）	受評路段連接國六 4 個交流道，複雜具挑戰
性，完整檢核相關標誌、標線並進行改善。

（二）	整併相關行車及觀光標誌，使用路資訊更為明
確，並為解決台 14 線愛蘭橋至愛蘭交流道路
段重現性壅塞問題，設置車輛偵測器 (VD) 與
資訊可變標誌（CMS）連動，偵測到壅塞時，
提供行車導引訊息，前行到下一個交流道 ( 北
山交流道 ) 上國六，進行分流。

（三）	設立「愛在埔里騎馭記」網頁，結合多元資
訊，提供旅遊、交通等相關資訊，並設置 QR	
code，供民眾掃描進入網頁。



傑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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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國道3號增設樹林交流道工程(第B34標)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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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路段：

基本資料：

傑出工程

（六）	主動與地方政府研議攜手合作，包括車道佈
設、機車專用道及號誌運作，尋求最佳交通管
制規劃。

（七）	本工程為本局示範工程，勤以走動式管理，並
以創意精進理念導入工程管理，包括與新北市
環保局協商辦理工區周圍道路認養洗掃作業、
主線避難空間規劃、地磅車道紅外線感應器、
主動式安全監控、吊梁沙盤推演及檢討，各工
項施工首件檢查等精進作為；這些積極作為更
讓本工程分別獲得交通部 104 年環差現地考核
第 1 名及勞動部 105 年金安獎優等之殊榮，是
為最大特色。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國道 3 號增設樹林交流道工程 ( 第 B34 標 ) 第一名

原國道 3 號樹林收費站站址

本工程主要工程內容包括高速公路主線改善及新增匝道部分、交通
維持便道 ( 北上臨時匝道 ) 工程、代辦地區道路線型優化改善、排水、
大地、植栽移植、交控管線遷移、公路照明、交通設施等公路附屬設
施工程。

（一）	本工程為國道改為計程收費後，首座利用原收費
站址改建為交流道，紓解地方交通壅塞之先驅。

（二）	本工程無新增用地，縮短建設期程及減少地方
民眾反對聲浪。

（三）	本工程兼顧需求與經費及工期合理運用，並加
強工區綠美化，有助行車視覺感受度，減少對
環境之衝擊。

（四）	本工程相關交維設施及防護措施都經縝密規
劃，顧及用路人通行之權益，未全然以施工便
利為優先考量。

（五）	本工程考量道路全生命週期的養護概念，多
次與未來養護單位研商，路面分別採用 AC 及
JRCP，運用靈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