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交通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3 日下午 3 時 11 分）
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開會。
（敲槌）向各位議員報告，今天我們要審查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 案及議員
提案 44 案，現在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交通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愛珠：
請看案號 1、類別：交通、主辦單位：交通局、案由：請審查為執行交通部 109
年補助(第二波)市府交通局辦理「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經費共計 1,129 萬
4,400 元(中央補助 960 萬元、市府配合款 169 萬 4,4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
審查。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請問一下，這個不是上一次有審過了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不一樣的。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不同件，是不是？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都是同樣在交通部的智慧運輸發展計畫裡面，是我們執行的項目之一。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好。這次執行的項目是？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這次執行項目是因為在 3 月份鳳祥分隊在鳳頂、過埤路
口發生 A1 事故，消防車過 1 個路口的時候被聯結車追撞，所以我們後來希望透過 ITS
（智慧運輸系統）的技術，我們有跟交通部申請 1 個緊急車輛優先通行號誌跟防碰
撞系統，所以我們會針對鳳祥分隊在鳳頂、保生跟鳳頂、過埤這 2 個路口去做優先
通行號誌的規劃，另外也有路口防碰撞，假設現在號誌路口知道消防車要過來了，
我們就給他的綠燈時間延長或是紅燈會變綠燈。另外防碰撞的話，如果到了鳳頂、
過埤的時候，對向有車子要過來，我們會去裝設雷達，雷達有偵測到有車子會過來
或是會產生碰撞危險的話，我們就會去警示，讓用路人知道消防車要通過請禮讓，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智慧運輸的技術來試辦、來解決消防車通過路口危險的部分。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可是這樣的路口就要 1,200 萬元嗎？
陳議員麗娜：
是行政院那種的？是什麼樣的警示？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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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麗娜：
出現文字？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們有設定文字。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我跟議員報告，這個其實有 2 個部分，在優先通行號誌的部分，我們是利用在緊
急車輛上面裝設車載機的方式，利用車載機發送訊號給路側的號誌控制器，當路側
號誌控制器接收到有緊急車輛通行的時候，它會切斷其他行向通行的權利，保留緊
急車輛要優先通行這個方向讓它綠燈可以通行。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在鳳頂、過埤，台 88 鳳山交流道那個地方，因為就是上次發
生車禍的地方，所以我們透過雷達的偵測讓緊急車輛車載機裡面可以知道周邊有沒
有車輛要闖越這個路口提供警示。另一方面，我們…。
陳議員麗娜：
什麼樣的警示？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譬如說我們在車內會有一個車機跟他講說左方有來車或是右方有來車，因為…。
陳議員麗娜：
所以它是有點像隧道裡面攔截的廣播系統嗎？還是什麼？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不是。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不大一樣。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不大一樣。應該是說譬如我們現在以鳳祥分隊這次發生車禍的這個情況來看，他
穿越這個路口，當他發現右方有來車的時候，在車子裡面車載的電腦上面會顯示「右
方有來車」提醒駕駛人說對方沒有要停車的意思，所以要提醒這些消防車的駕駛同
仁要注意到這邊有車子可能會衝過來。
另外一方面，對於這些在路上沒有裝車載機的車主，我們怎麼讓他知道有消防車
來？所以我們在路口是有裝設這些 LED 的資訊可變標誌告訴他說消防車從這個方向
來，請他注意有消防車要通過須減速慢行或是說要避讓，讓消防車或其他像救護車
緊急優先通過，目前我們大概以這個方式來執行。
黃議員明太：
這個預算有包括車載機嗎？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有。這個部分包括車載機。
黃議員明太：
因為這個就讓人很疑惑，你這個車載機是給哪些車主？消防車嗎？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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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明太：
別的地方來支援的消防車就沒有這個車載機了。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對。
黃議員明太：
這等於是做半套。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這個，跟議員報告，因為目前我們大概也就只先試辦。
黃議員明太：
另外還有一個，救護車有沒有車載機？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我們現在是以消防局的鳳祥分隊所有的救護車輛都先安裝。
黃議員明太：
像這樣，1 個路口？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2 個路口。
黃議員明太：
2 個路口要 1,000 多萬元。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對，目前設計這樣子。
黃議員明太：
過了這 2 個路口，其他的不會發生事情嗎？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會，但是我們目前…。
黃議員明太：
但是如果按這個計算的話，未來光是高雄市要推行的話要幾百億元的預算。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跟議員報告，因為當初主要是這個車禍發生，大家都覺得…。
黃議員明太：
我知道，你們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跟你說每一個路口都會發生。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是，是這樣子。
黃議員明太：
你們選擇曾經發生的路口來做這個事情，別的地方再發生，怎麼辦？你說試辦，
OK。你試辦的話，我是認為車載機怎麼做都沒辦法普及，經過這個路口的，因為救
護車也非常需要。救護車的火急跟消防車的火急其實是同等重要，對不對？你們就
針對這個區，消防車也沒幾輛。這種花錢的方式，這只是試辦，我覺得是不是有一
點太浪費整個資源，雖然我們的配合款只有 1、200 萬元，但是這個真的…，有這個
效果當然是最好，人命關天，但是你只選 1 個路口來做，我是覺得還不夠。
3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跟議員報告，因為這件事情當初我們有跟消防局那邊討論，他們還是建議我們
在鳳祥分隊的這 2 個主要路口來先作試辦看看。目前這個計畫也是國內大概首創的，
所以我們透過…。
黃議員明太：
就是拿高雄市的錢來做門面。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應該是說中央他也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高雄市剛好也有提出這樣的計畫，我們就
支付大概 15%，169 萬元，大部分是由中央的預算來補助，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試辦也
了解這個計畫的操作性上到底可不可能，因為大家在談未來 5G 的發展，其實還會有
很多新的技術會一直進來，目前大概會先透過 W 通訊的方式來解決，未來如果 5G 之
後…。
黃議員明太：
能夠解決問題是最好，因為人命是無價的。問題是像這樣子，你的車載機沒有辦
法通知你有車子闖過來或是怎麼樣，現在都是來不及去做防衛的，怎麼樣都來不及。
這個錢 1,000 多萬元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是真正能夠發揮多大的功能，再來後
面我們要思考的，這套是 OK 的話，我們有沒有錢繼續擴充下去？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擴充的部分，現在交通部也有 4 年 42 億元的智慧運輸計畫。
黃議員明太：
42 億元，對整個台灣來講，這只是九牛一毛。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那一定都是重點，所以最近消防署也在跟我們討論說可能在幾個重點醫院附近有
沒有辦法設一些優先通行號誌，他們中央也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想如果這
個試辦下來的效果很好的話，其實我們後續還是可以跟中央合作來爭取一些資源到
高雄市來把規模或範圍擴大，我想…。
黃議員明太：
既然是試辦的話，能不能錢少用一點？你只是試用的，一定要花到 1,000 多萬元
嗎？這個測試未免也太…。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龐大了。
黃議員明太：
太富麗堂皇了。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最主要是…。
黃議員明太：
不能用 300 萬元、500 萬元來做測試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大概有一點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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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明太：
有一點困難。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因為…。
黃議員明太：
我們現在光是要求這個路口很危險要裝設 1 個測速照相機都喊沒錢，這個測速照
相機裝了，大家會減速。這個路口一直在發生車禍，一直有 A1、A2 的車禍在發生，
反而沒有辦法去裝設。這個 1,100 多萬元真的有點浪費。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跟議員報告，主要的錢都是交通部的專案補助。
黃議員明太：
我知道交通部的錢。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因為最後是公開招標，如果經費可以節省的話，當然就會節省。如果說…。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局長，我看如果經費可以節省，當然是盡量能夠節省，因為 2 個路口而已就要花
那麼多錢，花 1,000 多萬元，這實在是講不過去，尤其我們現在交通委員會又有 2
位議長候選人進來，這是很特別的事情，所以你看這個要怎樣審？我覺得黃議長明
太他講得也蠻實在的，因為我們這麼有危險性的路口其實很多個，你並不能說因為
這個路口可能過去發生了重大車禍以後你要去試辦這個東西，假設其他的路口也發
生事情，預測啦，那麼是不是我們又要去那邊試辦，試辦又要花 1,000 多萬元，我
覺得錢不是這樣花的，所以應該是你們回去評估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來怎麼樣。
黃議員明太：
而且要車流多的地方。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是。
黃議員明太：
如果你是設在中山路跟中正路口，我覺得反而有效益出來。對吧？這車子才夠多，
效果才能真的跑出來。你設在中山路跟七賢路口，我們反而說這個倒是可以試試看。
你裝在那個地方，說真的，車流沒有這個地方多。
陳議員麗娜：
我再提供一些意見。從以前到現在這種測試型的計畫還蠻多的，這都不便宜，因
為這種只要你走在前面的東西都是不會便宜，但是車子現在防碰撞系統陸續新車都
有，所以將來應該要主張我們的救護車、消防車都要有防碰撞系統，我覺得比較實
在。
另外，這個計畫不是不可行，而是說你做完了之後有沒有延續的可能性，就是說
你剛剛所提的那個系統可不可以？因為也有可能很快地在下一波輪替，其實大部分
車子都有防碰撞的功能，過個 5 年之後是不是有可能在系統上面跟進的時候，我們
所要做的單純只是防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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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同步就會減少。
陳議員麗娜：
對。我們要做的是什麼？譬如可能除了車子彼此之間的防碰撞以外，我們還可以
再讓他加強什麼，我們剛講的譬如前面顯示板的那個系統，或是剛講的當救護車去
的時候，我可以去變換紅綠燈時間之類的，我覺得這東西反而可能是政府單位做起
來會更值得的，我的感覺是這樣，所以你們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想到將
來延續的部分？如果將來有可能繼續做的話，我們要做的東西是什麼？有可能再把
這個計畫做延伸，這樣這個錢就會花得比較值得，要不然的話，可能這個計畫做完，
下次就沒有了，就很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產生。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跟議員報告。我們一直在講說 IoT（物聯網），在交通就稱為車聯網，這個也是在
做 V2X，我們稱為 vehicle，就是車輛到 X（X 軸的 X），V2X 這個計畫的架構是這樣
子，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在路上裝車機，因為要去對路口進行警示。
目前 5G 雖然說也剛上線，不過它的應用還沒開始，所以我們目前採用的通訊技術
會用 W 通訊來做處理，這個成本就會比較高，所以大家會覺得為什麼這個路口要花
那麼多錢，主要是通訊的技術，因為我要讓通訊能夠準確，所以目前我們用的是工
研院所開發的通訊技術，就是比較貴。如果說未來下一階段大家試辦也很有效果的
時候，下一階段如果是 5G 的話，通訊的成本就會降低，所以路口的監視成本，我們
預測應該會降低，因為每輛車可能自己車上都有 OBU，我們就不用再額外去做 OBU，
現在比較好的車子都有 OBU 在車上，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階段性，會分階段去執行。
在初期我們是希望拿消防隊，因為消防局也提出來，包括前市長也指示，所以我
們就很積極去跟交通部申請經費，交通部也願意給高雄市來做這個試辦，我想說也
拜託議員能夠支持，因為這個試辦對消防隊來說，他們也很樂見我們這個計畫能夠
實施，看對他們未來的安全上是不是能夠更有保障？所以我們當初也定了幾個 KPI
值，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績效，以上。
黃議員明太：
這個講法，我這邊有更多的意見。主席，你剛剛忘了介紹市長跟立委。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沒有，因為市長剛進來。
黃議員明太：
好。那個是這樣，未來 5G 技術上來以後，你這套系統可能是一個廢物。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不會。議員，我們會…。
黃議員明太：
怎麼不會呢？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這次 5G 的 SIM 卡跟 GSM 會併行，只是通訊的方式改變而已，可是我們的設備一定
可以讓 5G 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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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明太：
有時候軟體比硬體還貴。你這樣講，我沒有辦法去接受。因為硬體未來能不能適
用還是一個問題，1,000 多萬元雖然不是什麼大錢，但是我覺得高雄市政府一直在喊
窮，什麼負債 3,000 億元、什麼的，一大堆批評都出來，雖然是 100 多萬元，但是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連 30 萬元、20 萬元都沒有，有些路破了連 30 萬元、20 萬元都沒
有錢去整修，當然好像看起來中央要給我們 960 萬元，我們不用好像很可惜，我不
這麼認為，我覺得效益還是比任何事情重要，這個錢花了未來效果能不能呈現？
依我來講，第一個，你們選擇的地方也不是很恰當，真正那種極限的功能也測試
不出來，車流不夠那麼多；第二個，車載機也只限於局部地區的車輛能用，你連救
護車的系統都沒有，該發生車禍的還是會發生，大家反而說這個路口有那個系統，
所以沒有警示的、趕時間的反而會去闖，這些沒有車載機的是不是反而更危險？這
個不是我們反對你們做這件事情，而是一件事情要做，你花了錢以後我們還是要看
它的效益。我一直在講你們交通局是模範局，說實在的，我交辦的事情，完成率 90%
以上只有交通局做得到，但是針對這件事情，我是覺得你們為了要完成市長交付的
任務，就是為了市長有這個構想希望你們能夠去研議，但是不是周詳？未來的效益
能不能跑出來？我們的錢是不是花在刀口上？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你們參考看看。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這一案，大家要讓他過，還是怎麼樣？總是要有一個結果。
陳議員麗娜：
我想計畫本來就是這樣，一種是屬於試辦典型的計畫，或是可能這個計畫是有完
整性的，有時候是會有延續性的，特質上面不太一樣，所以這個計畫光是經費就像
黃議員講的根本也不可能全面性的去做，高雄市其實做了很多，譬如說你們交通局
以前做過氫能公車，氫能公車就是一個我看過最離譜的案子，但也花了很多錢，那
個事情做完了沒結果就結束了，但是高雄市做過這個東西，我覺得那個可惜的一點
就是沒有延續性，不知道我們後來要發展綠能的公車到底是怎麼樣情況？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後來也就電動車。
陳議員麗娜：
還是回到主流，電動車，對不對？一樣的道理，現在中國大陸那邊走得很快，在
物聯網運用的部分，我們也看過很多在商業上面的使用其實現在進步的速度真的很
快，我最想要看到的就是剛剛講的那個，藉由各方面的系統資料去整合之後知道這
個路口的狀態，當這個路口有緊急事件的時候能夠即時去做號誌上面的變換處理，
我自己的感覺，那個應該是對這些車輛來講，他不見得知道狀況，但是你們可能可
以知道那個情形，譬如說前一個狀態就已經有收到警察局或是交通局給的訊息之類
的，知道哪個地方有車禍，救護車或消防車緊急往哪一個方向走，所以在這個路段
上面你們怎麼處理？類似像這樣的形態將來在整體的資訊、大數據的運用上面一定
要即時再加進來的。這個東西反而是我覺得對整體來講會好用、會有幫忙的，對交
通的整個狀態會有幫忙的，譬如這個東西建置起來之後將來可以在每個地方全部都
做的話，高雄市在控制這些號誌上面就會非常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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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試辦這個東西，我就覺得很不錯。當然這個部分我自己感覺是本來就有很
多是屬於這種測試型的計畫，我的感覺是可以做，因為總是要做一些東西去測試看
看行不行，不然的話，很多以前做過的計畫到現在確實很多都是在測試，一路上面
測試的結果如果能夠有可以值得做的就會值得，但是當下一定要抓得準確，我的感
覺是這樣，你做了，這個東西對下一次會有幫忙的，那就會比較好。
黃議員明太：
主席，我這邊再最後綜合一點意見。第一個，這整個計畫包括地點、未來的效益、
未來我們建置的能力，包括未來隨著整個資訊技術的發展，現在變得非常快，這整
個測試就要花 1,000 多萬元，我認為是不是這個計畫先擱置？未來的話，你們有新
的計畫，我們再來考慮。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跟議員報告。因為交通部今年是四年計畫的最後一年，如果今年沒有執行的話…。
黃議員明太：
這個計畫做罷，下次提新的計畫再請交通部補助，我們沒有必要為了一個沒有實
際性的計畫、為了要使用交通部這 960 萬元，我們市政府也要花 169 萬元，對不對？
這個效益真的跑不出來，我說反而危險。大家仗著這個路口有智慧系統，智慧系統
如果沒有警示，我就安心通過，結果呢？
陳議員麗娜：
你們不是有做 KPI 分析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那個只有大概的 KPI。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還是這個有機會像黃議員所講的，如果這 2 個路口可能未來在測試上面的發展性
不太夠的話，有沒有機會這個計畫移其他的路口來做？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報告一下，我們當初規劃不是在這 2 個路口，是在中正路上，不過因為跟消防
局溝通之後…。
陳議員麗娜：
消防局希望在這裡。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他們希望在這裡，所以後來才…。
黃議員明太：
可是我們的看法又跟消防局不一樣。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所以…。
黃議員明太：
不能消防局說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車禍就要在這裡，不對，我們是希望這個路口
的車流更多，危險性更多。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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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的考量應該在車流量大的地方。
黃議員明太：
對啊。
陳議員麗娜：
我先講一下王生明路的狀況，因為我天天都從那兒來，王生明路因為有 88 快速道
路，如果有常走這條路的人就知道這個路非常的複雜，常常有人搶快，就是下高速
公路之後左彎、右彎都有，兩頭都有，所以這個地方是車禍頻率非常高的地方，大
家不要小看這個地方，感覺上好像不熱鬧，但是車流量大，都是以大型貨櫃車為主，
因為附近是新的重劃區，所以住宅現在非常的多，變成上下班時間這個地方就更擠，
大家如果有經過王生明路，現在叫什麼？鳳頂路，是不是？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鳳頂路。
陳議員麗娜：
對。
吳議員益政：
同一條路，鳳頂路就是王生明路。
陳議員麗娜：
王生明路，所以王生明路好像就叫做鳳頂路。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從國泰路以北跟以南有差別，就是…。
陳議員麗娜：
到桂林街口，台 88 這裡。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跟議員報告，針對路口的部分，因為那是初步，我們現在就是跟消防局檢討公
布的結果，我想剛黃議員的建議，其實會選擇換地點這個東西絶對不是一個限制條
件，我們都可以去做處理，我是希望因為這個計畫爭取也不是那麼容易，交通部也
願意讓高雄市針對緊急車輛的安全有一些改善，我想說還是拜託議員能夠支持我
們，我們公開招標之後如果經費可以節省，當然就會節省下來，我們希望還是在高
雄市找 2 個路口來做試辦。路口的部分，我們會選擇交通量能夠大一點，能夠有效
益出來的路口來做試辦。是不是可以請黃議員能夠支持我們？
黃議員明太：
這個能不能擴大到救護車？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跟議員報告。那個分隊裡面就 12 輛車，除了一般的消防車以外，救護車也有。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也有。我們是 for 那個分隊所有的車輛。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分隊所有的車輛，分隊裡面其實有一般的…。
黃議員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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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過這個路口的醫院的救護車有哪幾家醫院？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其實他是出去救火，理論上是希望…。
黃議員明太：
沒有，這個是指消防隊的。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沒有，救護車也是。
黃議員明太：
消防隊裡面有消防車，也有救護車。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對。
黃議員明太：
你們是針對消防隊的消防車跟救護車去裝車載機。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對。
黃議員明太：
我的意思是說這裡附近有沒有比較大的醫院有固定跑這些道路的救護車？如果有
的話，是不是連他們也要一起裝來測試？
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王主任志綱：
附近的話，大概最近的就是長庚跟 802 醫院。這 2 個路口如果在鳳山區的部分他
們可能會從過埤這邊或是高樹這邊到北邊的鳥松長庚跟 802 醫院，可能會經過。當
然我們希望他通過這個路口是比較安全，因為剛陳議員也提到說鳳頂路、台 88 交流
道是一個多時相的路口，有下交流道的，有平面的，過去也是我們十大易肇事路口
的地點，只是近期因為我們慢慢做改善之後易肇事才比較下降。
當時候會選擇在這個路口，我想消防局也是考慮到過去他們所常遇到會有一些風
險在，特別是剛陳議員也提到說鄰近有貨櫃車停車場在附近，相較來說那個路口是
比較複雜一點。其實我們一開始跟消防局談的是我們可以透過中正路從民族路到中
山路這一段 10 個路口來做整個試辦，這個範圍才比較大，也比較能夠看得出效果，
只是當下跟消防局他們在談，因為這個事情對消防局同仁的士氣打擊很大，所以他
們說在這 2 個路口可以優先，至少代表市府對他們的一些保障並且也有關注到這個
事情。
剛才黃議員這邊也提到說未來擴充性的部分，其實在我們的系統設計上未來是要
銜接 5G 的設計，差異只是在通訊模組的差別而已，原本是用譬如早期有 WiMAX 和 WiFi
的差別，現在只是換成 3G、4G，甚至是 5G 這樣的差別，我們把底層的通訊換掉，在
功能上還是要符合我們所規劃的這種架構，在設計上其實是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因
為現在 5G 就目前科技的近程發展最快也要到 2022 年它的布局才會整個很完整，所
以到那時候可能所有的車輛在 5G 車聯網的裝備變成是一種標配的時候，我們自己在
這個案子裡面一些路側設備的投資就可以不用那麼多。在擴散的部分對我們來講，
相對地負擔就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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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跟消防署在談這個案子的時候，消防署一開始也是想說要爭取 5G 的科專計畫
來做這樣的試辦，所以他們也理解，特別是在路側設備的這個投資是相當龐大的。
未來的架構有可能是採取中心控制的方式，也就是說當所有的車輛都可以跟我中心
互相通訊的時候，其實我不需要在路側裝感應的設備，透過你即時傳訊的位置地點，
我中心就可以設計一套控制的方式。消防署的想法是我把 119 規劃的這些路線，除
了一方面給在車上的駕駛朋友知道我的起迄路線是什麼，另一方面可以把這些路線
的資訊也抛給我們後面的交控中心，讓交控中心來依他的路線去規劃整個綠燈帶的
設計，讓車輛不需要再倚靠路側設備來輔助，用這個方式也可以降低路側設備的投
資，以及後續維運的一些負擔。
那時候跟消防局談的，就是說有在跟消防局談未來是不是選擇高雄市幾個醫院的
最後 1 里路，譬如像長庚、高醫或是像榮總這些，他們的最後 1 里路，經過一些比
較重要的路口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特別是用 5G 的這些系統服務來讓我們的救護車，
他指的是救護車，因為救護車比較容易集中在某些特別的急診醫院，可以用這種方
式來提供優先比較安全的通行。
黃議員明太：
好啦，其實講那麼多。我們說真的，研發的成本非常高，台灣省第一套智慧運輸
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就讓高雄市先來試試看這個樣子，高雄市就先投入這 160 多萬元
也不是很多，但是我希望你們交通局能夠好好去發展這套計畫。剛剛我們提的，我
們是怕浪費這些錢，不是說不能做。剛剛陳議員也有講，這個路口實際上是非常的
複雜跟危險，那麼我們從這個地方來開始，既然有那麼複雜、有那麼多危險，希望
你這個系統建置了以後 A1 的車禍能夠減少，A2 的車禍也能減少，但是我們的首要目
標就是我們救災的車輛能夠不要因為救災為了趕時間來發生事情。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謝謝議員。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大家沒有意見了？反正就是請交通局後續的延續要做到好，因為畢竟錢就花了，
兩位議員也都沒有意見了，沒有意見就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交通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愛珠：
請看案號 2、類別：交通、主辦單位：交通局、案由：請審查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市府「109 年度高雄市公共運輸票證暨行銷
計畫」之計畫內容中，項目一「補助高雄市大專院校及高中數位學生證計畫」
，金額
600 萬元整(其中中央補助 510 萬元，市府配合款 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
審查。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有沒有意見？
陳議員麗娜：
我問一句就好了。我們的空污基金沒挹注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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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麗娜：
那很少耶！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這個計畫其實是從 101 學年度就開始了，過去是空污基金有補助，後來是捷運局
編列預算，不過到今年的變化是說市府裡面有相關的預算可以墊付，我希望是申請
公路總局的補助，所以公路總局今年有專案補助。
主要是因為高雄市有一些國立跟私立的大專院校，還有國立跟私立的高中，他們
的數位學生證是沒有任何經費來源，可是我們公立高中是教育局的經費去補助數位
學生證，所以在針對高雄市有 16 所大專院校跟 19 所國私立高中職的部分大概 600
萬元的數位學生證，我們是希望透過這個專案補助來提供。
數位學生證會結合一卡通，所以他拿到以後要搭公共運輸或是要做小額消費都可
以透過數位學生證來完成。
吳議員益政：
第一個，16 個是…，你說 16 個是？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16 所大專院生。
吳議員益政：
大專院校。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19 所呢？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19 所國私立高中職。
吳議員益政：
國私立。
陳議員麗娜：
這樣可以達到普及率多少？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這樣是高雄市全部都有。
陳議員麗娜：
全部都有。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還有 1 所宗教研究學院，所以總共有 36 所。
吳議員益政：
36，所以說…。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因為公立高中是教育局就有預算，如果加這個 600 萬元進來的話，全高雄市的大
專院校跟高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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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麗娜：
就都有了。
吳議員益政：
一卡通都有。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也可以。
吳議員益政：
都有，還有學生證全部都進入。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數位學生證就是一卡通。
吳議員益政：
數位學生證。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第二個，請教公共腳踏車。現在我們是花多少錢？每年補助多少？上次看報紙上
說 10 月以後就取消 30 分鐘。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公共自行車的部分，因為 7 月 1 日…，本來以前是環保局，長期都是環保局在營
運，他…。
吳議員益政：
現在 1 年是多少？9,000 萬元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大概 8,000 多萬元。
吳議員益政：
什麼？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8,000 多萬元，加建置 2,000 多萬元，差不多 1 億元出頭。
吳議員益政：
2,000 多萬元做建置是一次性，8,000 萬元是每一年？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8,000 萬元是營運費用，就是給高捷營運費用。另外，因為它不是 BOT 精神，所以
要設站，是環保局要另外找錢出來設站。
吳議員益政：
就是每年要編 2,000 加 8,000 就對了。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大概 1 億多元。
吳議員益政：
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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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後來給交通局之後，我們現在的作法就是我一年 8,000 萬元是 BOT 的，建置跟營
運是全部加進來的。會跟環保局不一樣是在於現在這個業者他要自負盈虧，以前環
保局的標準是不自負盈虧的，他只收委託經營的費用，現在新的業者要自負盈虧，
所以他就提出來說比照 7 個縣市都是 30 分鐘 10 元。
吳議員益政：
30 分鐘。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10 元，對。這個費率，我們也參考台北的作法，就是政府補貼 5 元，民眾自付 5
元。
吳議員益政：
5 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5 元的話，1 年大概是 2,000 多萬元。
吳議員益政：
所以如果說…。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所以經費幾乎都沒有變，我們把腳踏車整個硬體跟軟體都更新，而且站數增加、
車輛數也增加。
吳議員益政：
每年都 8,000 萬元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營運費用就是固定的。
吳議員益政：
幾年？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們是 7 年。
吳議員益政：
7 年，腳踏車攤提，每年 8,000 萬元，7 年 5 億 6,000 萬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要設置幾站？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1,000 站。
吳議員益政：
1,000 站是不是含在 5 億 6,000 萬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1,000 站，快 9,000 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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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議員益政：
9,000 輛車。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就 5 元、5 元，10 元收 5 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因為民眾自付 5 元，我們希望鼓勵大家能夠多多使用公共運輸。
吳議員益政：
可不可能變成 15 分鐘不要錢，15 分鐘以後要錢？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那個還是涉及到他們的財務，所以後來我們針對轉乘，譬如你搭捷運、公車、渡
輪，還有搭台鐵轉乘，YouBike 就不用錢，那 5 元…。
吳議員益政：
轉乘多久？那 5 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那 5 元，我們就幫你買單。
吳議員益政：
超過不就還要花錢。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你超過 30 分鐘一樣。
吳議員益政：
5 元不要。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就是把那個 5 元，我能優惠給你。你轉乘，我給你；你沒有轉乘就會跟你收。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能不能 30 分鐘變成第一個 15 分鐘是市政府出的 5 元，第二個 15 分鐘才自己出 5
元？可不可能這樣做？現在是 30 分鐘為準。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它是 30 分鐘才對。
吳議員益政：
如果是 15 分鐘呢？因為像我們第一次去歐洲的時候，在巴黎是 15 分鐘免費。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這可能涉及到業者的財務計畫。
陳議員麗娜：
15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要以 15 分鐘做一個基準，對不對？
吳議員益政：
我們以前是 30 分鐘免費，現在要錢，收 10 元。這個 10 元有 5 元是市政府出，使
用者要出 5 元。一次 10 元，為什麼我們不要算清楚？前 15 分鐘的 5 元就政府出，
給很多人、很多市民一個機會，鼓勵他在 15 分鐘內騎到就可以免費，騎了半個鐘頭，
5 元就自己出，可以更精準、比較精準一點。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想因為議員今天提出這個，我們是第一次聽到。
陳議員麗娜：
回去研究一下。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們可能要…。
陳議員麗娜：
計錶也要重新再設定。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因為這個涉及他的財務計畫，還有整個系統…。
吳議員益政：
沒差，我 15 分鐘…，喔，他現在 1 個就要收 10 元，即使你騎 5 分鐘也要收 10 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吳議員益政：
現在如果切 15 分鐘變成他收到 5 元而已，沒辦法收 10 元。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而且那個是從台北到高雄 7 個縣市。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7 個都一樣。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都一樣。
吳議員益政：
別縣市的水準沒我們高，是我們發明的，最早是我們發明的，30 分鐘是我們最優
惠的，以前…。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陳議員麗娜：
已經走到全台灣很多縣市都同樣用這個系統了。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7 個縣市。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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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議員益政：
但是…。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想議員的建議，我們回去再跟 YouBike 那邊研究討論看看，因為那個涉及到他
當初申請的計畫，經過核定就是這個費率的架構，如果要改變的話，雙方需要合議，
還要再去清算財務部分到底會怎麼樣的狀況。
吳議員益政：
對，你可以試一段時間之後，他要增加使用效率，你知道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我們現在看到他的周轉率已經超過 5 次了。
吳議員益政：
啊？5 次了。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5 次。我們一天最高到 1 萬 6,000 人，我們現在的站…。
吳議員益政：
所以現在還沒有用他們的，10 月開始半個鐘頭的時候，我想應該是…。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會打折。
吳議員益政：
應該是那時候才來討論，現在沒差，因為免費半個鐘頭沒差，所以現在車子比較
新，也比較彈性，現在比以前還要好，10 月開始就要收費。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我們也在觀察，因為像台北之前免費到要收費，他也大概有掉。
吳議員益政：
Down 一些。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有掉。
吳議員益政：
後來有沒有再回來？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後來又回去，因為…。
陳議員麗娜：
通常都這樣。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通常會這樣。
黃議員明太：
10 月你就當市長了，你來處理就好了。
吳議員益政：
我在想這個問題是我要出，還是打算你們要出？我開始在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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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明太：
你 10 月就當市長了。
陳議員麗娜：
你爽快一點。
吳議員益政：
錢要從哪裡來？我開始在想了，想要跟他殺價。
陳議員麗娜：
我跟你提一件事情，在青年路的那個停車場下面現在擺滿了腳踏車的…。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那個已經處理掉了。
陳議員麗娜：
已經全部都處理掉了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那個 oBike。對，我們已經標出去了。
陳議員麗娜：
太好了，每次都被唸。現在全部都清完了嗎？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
對，已經賣出去了。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針對這個墊付款案，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交通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愛珠：
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審查完畢。接下來，請看議員提案。請看議員提案 41 至 84
號案，請審查。
主持人（黃議員香菽）
：
議員提案，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府研究辧理。
（敲槌決議）今天議
案全部審查完畢，散會。（敲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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