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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平專案 

壹、前言 

「路平、燈亮、水溝通」是市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市政

最基本服務項目。但這些基本權利和服務卻最容易被忽略，

導致路平政策不明、市府各部門各自為政、管線單位缺乏協

調、道路管線濫挖濫補、路面嚴重破損、道路修復效率低落

和品質不佳，以及路況不佳交通事故頻傳等問題。 

為了改善長期的積弊，盧市長就任後要求市府全面檢討

路平業務，提出「燙平專案」，針對道路修復訂定每年 80 公

里的目標；同時為了減少道路管線挖補，提升道路維修效率

和品質，市府恢復全國唯一的道路管線「統一挖補」作業，

並成立台中市路平服中心。 

市府的燙平專案除了完成原市區主要和次要通學通勤

改善外，原縣區道路品質也大幅度提升，縮短城鄉差距。而

且市府也持續推動「統一挖補」作業，現減少道路挖掘案已

達 20%以上，並擴大實施範圍，把「統一挖補」推進到大里、

太平、豐原及潭子，透過統一挖補，市府除減少挖掘案件外，

還完成 53 公里以上的車道修復，並大幅提升道路管挖修復

品質。 

路平，是全體市民的共同期望，也是市政團隊共同目標，

所以，在推動路平專案的同時，也要讓申請挖掘的管線單位

負起維持全市道路平整性的責任，共同來維護道路品質與安

全。藉由明確的目標管理，展現市府全面改善路平的重大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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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燙平專案計畫改善成果及後續精進作為 

一、 路平改善成果及未來目標 

自市長盧秀燕上任以來至 108年 8月 1日為止，總共完

成 196 條道路路平，長度約 65.2 公里，面積約達 80 萬 5,945

平方公尺，其中還不包括為數更多之次要道路更新，且目前

持續積極辦理中，未來預計以每年完成 80 公里路平道路之

目標，以顯示出臺中市政府要徹底改善馬路不平的重大決

心。 

二、 減少道路挖掘，維持路面平整 

而全國唯一、六都只有臺中市在執行的代辦管線統一挖

補工程，自市長盧秀燕上任迄今，與管線單位協調後，已將

2,590 件申請案件，整合為 2,061 派工案件，減少 529 重複

挖掘次數、減少重複挖掘約 20.4%的比率。另外，我們推動

的管挖車道修復新制，派員巡查完成車道修復，目前為止修

復面積超過 18萬 7,724平方公尺。 

三、 以有限資源達到最大效益，並持續爭取經費 

未來市府將以人口數、道路養護長度、道路鋪面狀況等

綜合指標，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持續推動路平專案，

並善用內政部和交通部前瞻計畫的路平資源，擴大路平實施

範圍，包括所有跨區的編號道路系統等。 

 

 

臺中市路平各區目前執行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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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衡城鄉差距，通勤、通學路段優先 
 

本次專案以「平衡城鄉差距，通勤、通學路段優先」為

規劃原則，以改善各區主要、次要道路，以 6 米寬度以上道

路為主軸，6 米寬度以下鄰里巷道則為輔助。 

後續市府將以兩者併進的方式，加速擴大推動鄰里 6 米

以下巷道路平作業，並設法引進小型機具，克服小型巷道施

工通道不足等問題。 

 

 

 

 

 

 

 

 

 

 

 

 

 

6 米寬度以下鄰里巷道路平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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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路段成果照片 

    

西區 向上路一段                       東區 建德街 

 

    

東區 德興一街                         南區 文心南路 

 

         西屯區 中平路（大鵬路至中平路 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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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區 環太東路                     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南屯區 黎明路一段                     南屯區 向心南路 

    

北屯區 中清路二段                     北屯區 后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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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 塗城路                       大里區 內新橋 

 

    

 新社區中興嶺紫風車停車場旁道路               神岡區成都路 

 

   

  大雅區 學府路                      后里區 安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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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區 黎明路                       沙鹿區 英才路 

 

    

          梧棲區 八德路                      清水區 五權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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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用低衝擊工法，建構會呼吸的道路 推動海綿城市 

因應極端氣候變遷的衝擊，市府將沿續人行道拓寬工程

的經驗，擴大利用對環境低衝擊的工法，利用自然力量排水，

營造透水步道，並擴大實施到公園、綠地的步道系統，提升

城市生態系統功能和減少城市災害的發生，緩解熱島效應的

功效，全力推動海綿城市。 

 

 

 

 

 

 

 

 

 

 

 

 

 

 

 

 

 

 

 

 

 

 

 

 

              透水步道施工照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5%B2%9B%E6%95%88%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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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道路工程單元標準化設計 施工速度 精度再升 

 

有別於傳統道路附屬工程把鋼筋、水泥運到工地後，再

由工人現場施做捆 紮、灌漿、養護等流程，市府將仿效日

本道路工程，試辦道路工程單元標準化，如路緣石、公共管

線、槽化島等，採用預鑄標準化設計，將捆筋、灌漿及養護

等全部轉移到工廠內進行模擬，製作出品質相同的道路附屬

設施，再運送到工地組裝。 

預鑄標準化設計於工廠內生產混凝土之構件品質佳、可

減少現場施工人員、施工現場較整潔且動線佳、可減少施工

期間對於交通造成之衝擊、於工廠內預先生產工期更可大幅

縮短，整體而言，標準化的設計可提升施工效率，降低施工

期間交通衝擊，並降低道路維修成本。 

 

 

   

  預鑄側 U型溝(左圖)、預鑄緣石(中圖)、預鑄護欄(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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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減少挖補、施作有成 

市區道路因埋設管線挖挖補補，管溝回填狀況卻未分層

夯實，成為破壞道路平整及結構主要殺手。為徹底解決工程

單位草率施工情況，市府檢討發包策略，推動恢復辦理管線

統一挖補工程，將原市區 8 區劃分為統挖工程第 1 工區及第

2 工區，續於 106 年下半年度起加入大里、太平區為第 3 工

區。並於今(108)年度擴大推廣至豐原、潭子區為第 4 工區。

將每一工區聯合道路（土木）、電力、電信、自來水、瓦斯

等專業廠商共同投標承攬，另納入統挖施工之民生案件能同

時進場施作，避免因等待前一管線施工後方可進場施工情事，

而拉長影響用路人時間。 

統一挖補最終目的為確保道路品質與平整，本府目前已

建構包括各管線單位、市府相關機構、臺中市轄區相關機關

所成立之路平協調平台，透過每週二次協調會議加強管理。

藉由聯合協調機制，減少道路挖掘次數，並由市府代辦管溝

施工及路面修復，以增進施工品質，進而還給用路人一個更

優質的行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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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汰管、人本步道、路平」三合一，少挖、少補、安

全、舒適，路平再提升 

市府將持續與自來水公司等公共管線單位密切合作，整

合路平和統一挖補作業，擴大老舊管線汰管作業，以降低自

來水漏水率等問題。另外市府將與內政部和交通部密切合作，

善用路平資源，整合路平和人本步道工程，經查自盧市長上

任以來已完成人行道 13.4 公里，營造優質的無障礙道路環境，

並廣設人行優先的自行車道。 

 

 

 

 

 

 

 

 

 

 

 

 

 

  自行車網併建設計圖(左上圖)、文心路完工照片(左下、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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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構 3D 管線圖資系統 實現道路管理智慧資訊化 

各縣市近年接連發生多起自來水或瓦斯管線遭挖破事

件，臺中市政府推動道路挖掘管理系統與 APP 功能，搭配行

政流程整合，即時紀錄管理管線挖掘施工，提升行政效率，

並推動試辦 3D 管線資料建置、非破壞性探測及施工 3D 攝影

測量整合應用，同時協調相關單位推動圖資補正，今年獲得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設施管線評鑑」107 年度執行績效「優

等獎」殊榮。 

 

臺中市政府 3D 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依據內政部「公共

設施管線資料標準」建置。運用 3D 建置管線圖資，更新補

正過去的 2D 資料，掌握管線設施分布情形。有別於過去各

管線單位權管圖資獨立，無法互相參考；現在這套 3D 圖資

系統，提供資料庫平台。各管線單位提出符合流通標準的圖

資，套疊比對並搭配 3D 公共設施管線進行資料衝突分析；

如果呈現資料疑義，也能讓設計及施工人員，在較精準掌握

地下管線圖資情形下，進行道路挖掘作業。有效管理道路挖

掘生命週期，也能對應管線建置與更新維護作業，強化道路

管理。 

 

臺中市積極推動公共管線資料庫建置作業，也是內政部

「國土資訊系統--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管理供應系統」基礎

環境建置計畫中的一環，更提升國土安全，強化臺中道路挖

掘管理、減少工安事故、提供民眾安全用路權益，臺中市政

府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修訂「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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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於 106 年 08 月 24 日修正發布「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共設施管線圖資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等規定，作為道路管

理基礎。 

臺中市積極推動公共管線資料庫建置作業，也是內政部

「國土資訊系統--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管理供應系統」基礎

環境建置計畫中的一環，更提升國土安全，強化臺中道路挖

掘管理、減少工安事故、提供民眾安全用路權益。 

 

臺中市政府 102 至 107 年度進行大里區、太平區、豐原

區、潭子區、大雅區、龍井區、烏日區、大肚區、大甲區、

清水區、沙鹿區、梧棲、霧峰及神岡之都市計畫內公共設施

管線資料庫建置並持續強化道路挖掘管理機制，逐步改善管

線淺埋、管線老舊及漏水(氣)、圖資不完整等問題。另為加

強管線單位施工自主管理，建設局推動「臺中市道路挖掘施

工安全管理人員認證教育訓練」，受訓合格後核發「結業證

書」及「安全管理人員識別證」，這在國內是一大創舉，藉

以控管道路施工品質及安全性，更進一步提升完工資料品

質。 

另一方面，為了建置 3D 管線圖資系統必須將過去年度

建置的資料屬性補齊。臺中市政府 106 年開始，要求民生區

域或危害程度大的管線單位，優先建立補正圖資。市府同時

每個月邀集包含電力、電信、自來水、瓦斯、石油業等，共

計 35 個管理單位召開檢討會議，追蹤圖資進度。也主動協

助各單位解決困難，管路位於道路幹道(20 米以上)、管路為

幹管或高壓等性質者，已於 107 年 11 月底完成補正，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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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內政部營建署要求於 109 年前完成，截至 108 年第 2 季

圖資補正率已達 65%。 

為完備公共設施管線基礎資料，且考量未來落實到智慧

城市的發展，逐年推動圖資補正，輔以科技資訊系統，近年

更以「三維 GIS 技術」協助公共管線資料管理。透過資訊技

術輔助，持續推動查核 3D 管線資料完整性及正確性、管線

資料補正、公共設施管線 AR 試辦及道路挖掘施工 3D 攝影測

量試辦等，以有效管理道路挖掘生命週期對應的管線建置與

更新維護作業，同時也是推動智慧城市的的重要工作。 

 

 

 

 

 

 

 

圖、3D圖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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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目標與願景 

    未來燙平專案除以提升本市道路品質，完成原市區主

要和次要通學通勤路段改善外，也預計透過燙平專案一併

改善本市管挖機制，道路人本環境及環保工法，未來持續

推動內容如下： 

1. 擴大推動路平工程，以每年 80公里為目標。 

2. 擴大統一挖補區域，減少道路挖掘次數。 

3. 擴大推動「汰管、人本步道、路平」三合一工程。 

4. 利用低衝擊工法，推動海綿城市。 

5. 試辦道路工程單元標準化設計。 

6. 利用 3D管線圖資系統，推動智慧城市。 

以上目標預計製訂各項建設執行計畫，以打造「富市臺中

建設、臺中新好交通、富市臺中願景、臺中新好生活」城

市建設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