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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鐵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自行車規劃辦法」

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時 4分 

地    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出 （列）席： 

民 意 代 表：議員鄭孟洳 

             議員何權峰 

             立法委員李昆澤辦公室助理黃炯愷 

             議員林于凱服務處助理洪國峰 

             議員簡煥宗服務處秘書陳良敬 

             議員何權峰服務處助理李昀陽 

             議員康裕成服務處助理陳柏鈞 

             議員曾俊傑服務處助理呂御帆 

             議員黃捷辦公室助理何翊軒 

             議員林智鴻服務處助理潘冠彣 

政 府 部 門：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副工程司李岩峯、李明益、 

             李軒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處長鄭元宗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副處長鄭朝鴻、科長 

         陳聖杰、幫工程司鄭仲邑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副總工程司林意翔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總工程司梁錦淵、副工程司簡嘉君 

         、工程員孔德懷 

  其       他：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艾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李致賢  

              永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蔡幸伶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理事長趙健樺、戴介偉、 

              周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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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主持人：議員鄭孟洳、議員何權峰 

  記     錄： 專員吳春英 

  甲、共同主持人宣布研討會開始並說明研討會要旨。 

  乙、與會人員陳述意見： 

      民意代表：議員鄭孟洳 

                議員何權峰 

                立法委員李昆澤辦公室助理黃炯愷 

    政府部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處長鄭元宗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副工程司李岩峯、李明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副總工程司林意翔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工程司簡嘉君 

     其    他：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艾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李致賢  

              永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蔡幸伶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理事長趙健樺、戴介偉、 

                周弘明 

  丙、共同主持人議員鄭孟洳結語。 

  丁、散會：上午 11 時 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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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鐵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自行車規劃辦法」

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謝謝各位來參加今天的公聽會，由我鄭議員孟洳、何議員權峰、

康裕成前議長一起召開的這場公聽會。今天的主題主要是針對鐵路

地下化後整個綠園道的工程，其實市民朋友對於我們綠園道的工程

有非常大的期待，我也看過幾個示範段，目前市府的規劃都還不錯。

只是針對綠廊道，因為原本說有一個很完整的自行車系統，目前看

來某區段是行人和自行車道共用的，跟我們原本的規劃似乎有稍微

的落差。之前其實滿多議員在議會上也都很關心綠園道自行車系統

的建置，這個部分等一下相關局處可以針對綠廊道的部分去做一個

簡單的簡報跟說明。 

在這邊也很感謝今天來參加的與會貴賓，我先介紹一下，民意代

表有李昆澤立委辦公室助理黃炯愷、市議員林于凱服務處助理洪國

峰、市議員簡煥宗服務處助理陳良敬、市議員何權峰服務處助理李

昀陽，市議員康裕成服務處的陳柏鈞，市議員曾俊傑服務處的呂助

理，市議員黃捷辦公室的何助理。在代表的部分，有高雄市自行車

文化協會理事長趙健樺、周弘明跟戴介偉，這是自行車的朋友和代

表。公部門有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副工程司李岩峯、李明益和

李軒丞，很感謝中央就來了三位代表。還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

企劃處處長鄭元宗、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鄭副處長、陳科

長和鄭仲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副總工程司林意翔，高

雄市政府水利局總工程司梁錦淵、副工程司簡嘉君，工程員孔德

懷。 

我簡單說明一下，因為我們整個鐵路地下化的範圍橫跨了幾個行

政區，三民區其實是最多的，所以我們幾個議員都非常關心綠園道

未來的建置和規劃是如何。但是目前的規劃跟我們的期望其實有一

點落差，所以藉由這場公聽會是希望可以維護行人跟自行車使用者

的權益，也期望我們的綠廊道未來的規劃其實是可以更貼近我們市

民朋友的。所以在此我先邀請我們的公部門─工務局可不可以先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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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們所負責的綠園道部分進行說明跟報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鄭議員、各位議員代表、各位自行車協會代表，以及各位長官大

家好。其實我們整個鐵路地下化之後，15.37公里的綠園道面積大

概有 71公頃，我們在規劃的時候就非常注意到自行車及人的環境

怎麼銜接，所以在 15.37公里在銜接上面我們都經過整合的。雖然

這個計畫執行有三個單位，就是包括高雄左營計畫是屬於水利局在

規劃、高雄計畫是新工處在規劃、鳳山計畫的部分是養工處在規劃，

雖然分屬三個不同單位，但是我們都有召開整合會議，就是由我們

的局長親自召開，所以在整個規劃的部分是有在整合的。 

在這裡先說明，有關自行車道規劃，因為有些路段的園道寬度不

是很寬，所以受限於園道的寬度。我們大概可以分為從鼓山站以北

的部分，因為園道比較寬，所以比較有自行車專用道的空間可以來

規劃；鼓山站以東的部分，因為綠園道的寬度最小也許只有 27公

尺，扣到兩側的道路，中間的寬度就不大了，我所謂的自行車道，

我們是穿越在中間的綠園道，而不是兩邊道路的自行車道。我們今

天有請三個顧問公司來將每一段比較詳細的規劃跟各位做個說明，

是不是由各計畫區先做一個比較細部的說明。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好，那我們就先請新工處說明。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可不可以從水利局開始，這樣一系列下來比較清楚。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好，就從水利局開始說明。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洪艾樺： 

    議員以及各位先進、長官大家好。我在此說明一下左營計畫的部

分，剛才工務局已經有提到，我再次跟各位說明一下。整個鐵路地

下化園道規劃，就是從新左營站區一直到鳳山大智陸橋以西的路程，

大概是 15.37公里。分為三個計畫，以明誠四路以北到新左營站是

左營計畫區；明誠四路以南到科工館附近的大順三路是高雄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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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順三路以東到剛才說的大智陸橋，這中間的路段也就是我們的鳳

山計畫區，就是有三個計畫。整個園道的面積計算大概是 71.29公

頃，沿路會有 8個通勤站，以及兩個轉運站，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次

的園道整合，可以把民眾在意的遊憩資源、景觀，還有關於鐵道的

歷史去做展示，當然也要有一些永續保水生態的概念，進行對市民

日常生活教育的部分。 

    我剛才提到其實整個綠廊的部分，很大的重點在人本的交通，因

為可以看到整個都市區的部分，其實我們東半部是屬於比較都市區，

所以綠帶是比較零碎的部分，我們藉由園道整合之後，可以讓東邊

的綠帶跟西邊的大綠地，以及資源去做整合。當然我剛才提到這整

個園道的部分會經過 8個通勤站，另外這一區的自行車動線也是屬

於高雄市政府規劃的都會通勤型路線，所以通勤的需求對民眾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這邊自行車道很大的定位。我們在左營計

畫區的部分，基本上基地範圍就是以崇德路自行車橋，就是翠華路

的自行車橋以南，到明誠四路以北，這 2.5公里是我們主要的工程

計畫範圍。 

接下來講我們自行車道規劃動線的原則，第一個，我們一定會跟

既有的自行車道系統，包含蓮池潭和原生植物園的天橋，以及自行

車道動線去做串接；往南也會往美術館、愛河的周邊道路系統去做

串接。另外，各個重要路口都會設置無障礙坡道，不僅是為了無障

礙民眾使用，騎乘自行車的時候也不需要抬車下去的方式。另外，

我們的主要動線就是在星號的部分，包含藍色是既有的自行車道租

賃站的點位；紅色星號是未來我們跟環保局有溝通，他們會新設自

行車租賃站的部分。我們希望以西的部分，經過兩個通勤火車站的

部分，包含內惟站以及左營站，它是比較多民眾上下轉乘通勤使用

的部分，在人行道我們也是稍微縮小的部分。所以我們以西會以休

閒、漫遊為主，主要就是串連左營及內惟兩個通勤站，以及這邊有

一些公車候車站的部分，主要是供人行使用。以東的部分，我們連

接了自行車道天橋的部分路線，也配合未來會經過幾個比較大的自

行車道租賃站點的部分。這條路的自行車道動線，其實它本身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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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我們會以共構，但是不共用分道的方式，去分自行車道主要是

2.5米，人行通道是 1.5米的方式。那就可以不管是承接觀光路線

的自行車橋，或是我們可以通勤的時候去做自行車停車區的位置也

會比較便利，對於這邊都市區通勤的民眾會是更為便利的方式。 

    另外，我們會有次要自行車道的路線，例如我們東側會接往自行

車橋上下的方向，東側會接有路面的自行車道，包含往原生動物園，

比較西側接的自行車道路線，跟人行通勤的動線會有一點點的分隔，

或是會有不同的方式去串接東側的自行車道的部分，會做一個比較

便利的串接。我們中間園道的腹地會設置一些比較彎曲蜿蜒的休閒

自行車道和人行道的部分，民眾就可以依照不同的目的性，跟不同

的需求和時段去做不同的選擇路段使用。 

    這是我們模擬圖的部分，包含剛才看到在東側，主要 4米自行道

動線，以及 1.5米的人行道，中間會有次要的自行車道動線，地景

休憩動線就會穿梭於綠帶之間，然後去做一個休憩的活動。在西側

臨翠華路的部分，最主要是人行動線，在這邊可以看到人行動線的

系統，以及自行車道的分道系統，以及在園區內可能比較休憩動線

的方式。 

在我們的園道導覽系統，針對路線的部分包含有指向牌，全區導

覽牌，指向牌很明顯就是指一個方向，民眾可以很明顯直接的感受

到他要去的景點往哪個方向去走，例如說我們要去左營站區、內惟

站區的站點，或是幾個大的活動廣場等等，這些都會有明確的指向

牌去做指向。包含這些點位重要的入口，以及在一些比較重要的節

點部分都會有設置。另外，全區導覽牌是比較全區性的，他會指引

你在這些重要的路口，包含前後中間的點位，去說現在的位置在哪

裡，你要往哪個景點的部分，可能就要自己判斷可以走哪些路線，

譬如說你想要經過一些不錯的特殊設計點的話，你可以自己去安排

動線的部分。另外就是一些景觀解說以及教育解說的部分，景點解

說可能就會針對例如文化廣場，還是我們特別設計的一些休憩棚架

平台等等的部分去做一些特色場域的介紹。教育解說牌主要會針對

我們現在比較推的都市型低衝擊開發的工法，去做一些概念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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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顯示出我們整個沿岸低衝擊開發的工法去做一個導覽的部分，

以及去做一個指引。以上就是我們整個園道的系統設置。 

    在於各個園道入口，各個重要的路口要怎麼去銜接，包含我們從

崇德路、新莊一路和翠華路的部分去做說明。這個我們已經經過交

通局的路形審議部分，在路口部分會經由我們的自行車道動線串接

標線的方式，會有人行號誌的標誌燈去做一個串接，民眾可以經由

無障礙通道跟自行車道的串接，可以到我們的自行車道系統去做連

結，我們的新莊一路也是這樣的設計方式。 

    在華榮路的部分跟前面兩個路口一樣，都是在西側的部分有自行

道串接的路線。因為中華一路的部分有一個陸橋橋墩的關係，所以

並沒有明顯劃設我們自行車道的連接方式，但是也有一個民眾的行

人穿越線可以無障礙穿越，到這邊經由斜坡再進往我們的自行車道

路線。接著在美術北三路以後，兩側就比較沒有所謂的陸橋問題，

或是一些道路交通點比較大的問題，東西兩側會有比較順暢的自行

車道串連的系統去做上下的銜接。目前這邊就是左營計畫區針對自

行車道和導覽的部分說明。 

    後面請高雄計畫區繼續說明講解該計畫區的內容。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李致賢： 

    各位議員、各位長官大家好，接下來報告高雄計畫區的部分。高

雄計畫區就誠如前面左營計畫區所介紹的，我們是從明誠四路到大

順路這一段是高雄計畫區，我們全線也是有設置自行車道跟人行步

道去串聯周邊的自行車道系統。於鼓山運河及愛河橋，我們有設置

自行車立體設施，確保全線的自行車動線是暢通的，它不會斷掉，

我們沿線也有設置公用自行車的租借站。這是我們分區的設置意象，

我們總共分為 6個路段：路段一是明誠四路到九如大橋，是美術創

意藝文的園區；路段二是以鼓山南段的文教區域；路段三是河邊街

至中華二路，是設置為愛河鐵道印象；路段四是接近三塊厝站，我

們是設置三塊厝站文化驛站；路段五是高雄車站，因為高雄車站不

是屬於本計畫範圍，我們還是有跟高雄車站的一些意象去進行串聯；

路段六是民族站到大順路，這邊是設置定位為科工館智慧生活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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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我們在分段上有不同的植栽構想，明誠四路至美術館路，我們這

邊的主題樹種是鳳凰木跟楝樹，也有搭配羊蹄甲和茄苳。美術館站

到三塊厝站是鳳凰木跟楝樹，這兩個區域是同樣一個主題；接下來

到同盟路至大順三路是紅花風鈴木和黃連木的主題樹種。 

接下來就大致介紹一下我們的自行車道規劃，這是第一段美術館

創意文化園區的部分，首先是明誠四路到美術館路，我們這邊因為

有設置一個新的馬卡道路，然後配合大美術館園區的計畫整合，所

以新的馬卡道路有向外偏移。在園道的部分會比較窄，所以我們這

邊設置的是自行車與人行的共用道。 

接下來是美術館站，這邊因為一些站體的突出物及轉乘設施的部

分，我們也是設置成自行車的共用道，請各位參考。 

目前已經施作完成的，這是高雄計畫區示範道的部分，金川街到

華安街，這邊我們因為園道的寬度較寬，然後也有足夠的空間是設

置比較多樣的人行道和自行車專用道，一路到九如橋下都有自行車

專用道。 

接下來是鼓山南段文教區，我們過了九如橋下之後，因為榮德公

園這邊有一個輕軌的機廠，這邊開始就是園道範圍會比較狹窄，我

們這裡開始就是設置自行車跟人行的共用道。 

這是鼓山站的配置圖，我們儘量把自行車的動線都設置在外圍，

裡面都儘量以人行的動線為主。過了鼓山站之後，我們的園道空間

和腹地空間就比較狹窄，在剛剛九如橋以北那邊大概都是 30到 40

米左右的綠園道淨寬，這邊的綠園道淨寬大概只有20到25米左右，

所以我們這邊設置的動線都是人行和自行車動線共用道。它到河邊

街之後，會串接愛河自行車跨越橋，這邊會有一個牽引道，在河西

路和河邊街的區域會有一個自行車的牽引道上跨越橋。這是愛河跨

越橋的部分，之後到同盟三路的時候再由牽引道一路下來，再繼續

串接接下來的人行、自行車共用道。 

這是我們的愛河跨越橋的設計，我們將保留原有的跨愛河鐵路橋，

我們在上方再加一個頂板，就是加了一塊板，然後創造不同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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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部分原有的軌道意象，去結合一些延伸的平台，就是結合原來

的鐵道意象。 

這是我們的規劃設計，可以看到我們既有的鐵道，有一些座椅以

及一些橋上的活動空間。這些空間大部分都可以藉由自行車牽引，

或是人行在上面，可以有一些活動。過了同盟三路之後，我們下愛

河牽引道之後，繼續串接至園道以東的部分。從這邊開始因為園道

腹地都較為狹窄，配合周邊的一些轉乘設施，我們就是設置自行車

共用道。 

這是三塊厝站的路段，因為它的站體設施物較多，腹地空間也比

較狹窄，我們在這邊大部分以北側的自行車跟人行路線為主，南側

才大部分是以人行的動線為主。 

這是銜接高雄車站西側的部分，可以看到這邊是高雄中學，我們

也有跟高雄中學的一些出入口，跟後來設置的後門有做串接。這邊

有設置一些活動的廣場，到時候整個通學路線就不用再走建國路，

可以從這邊直接進入高雄中學。 

接下來是高雄車站以東的部分，接下來是串接新的71期的園道。

我們這邊有公 3、公 2和公 1的公園，可以看到這邊因為是特商區，

我們儘量保留較大的綠地空間。我們在這邊設置一個車站牆板的意

象跟保留區域。這是自行車跟人行動線共用道的一些動線。 

接下來是民族站，因為路形的關係，我們在北側跟南側都有足夠

的空間可以設置自行車跟人行的共用道，過了民族站之後，接下來

中間也是因為跟前面中華路到同盟路之間路段的腹地比較狹窄，也

有一些停車的需求，所以我們園道配置的空間比較少，所以我們還

是設置自行車跟人行的共用道。這一段是我們另外一段的優先示範

段，目前已經完工，就是在科工館後面，我們在科工館南側後面的

開口，我們也有去進行串接，然後也有設置一個活動工廠，這邊也

有保留一些軌道的意象，就可以直接從南側進入，然後去銜接科工

館站。 

這是我們科工館站的模擬圖，請大家參考。這是我們的科工館站，

它除了跟科工館南邊的出入口銜接以外，我們還有設置一些星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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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一些地景，去銜接接下來的大順三路，還有鳳山計畫區。 

基本上目前高雄計畫區各路口都有設置無障礙斜坡道，以及人行、

自行車的專用穿越線，各路口除了迴轉道以外，迴轉道有設置閃黃

燈，其實均採號誌化路口，也有自行車號誌燈，所以在通過過路的

安全性及便利性應該是足夠。目前高雄計畫區已經上網發包，預計

在 110年可以完工。除了剛剛說的愛河橋牽引道那一段以外，其他

可能會在 110年中旬左右完工。以上簡報，謝謝。接下來請鳳山計

畫區說明。 

永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蔡幸伶： 

    主席、各位長官，現在針對鳳山計畫來做自行車道的簡單簡報，

前面在左營計畫時已經把我們這個計畫區做一個詳述了，所以這個

資料請各位長官詳細參閱，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已經有陳述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請各位長官參閱。然後我們的鳳山銜接科工館站，就是

大順三路以東的部分，我們的基地是屬於比較狹長的，除了接近大

順路口的寬度有 48米以外，一直到鳳山是越來越縮小，是屬於一

個狹長型的，所以我們的設計最主要是以我們的自行和人行共構為

主軸，然後兩邊再配置景觀，這個就是景觀的示意圖，請各位長官

參閱。接下來，我們剛剛有提到我們設計的原則就是我們的基地是

比較狹長的，所以我們主要是以自行和人行共構兼做緊急通道修繕

的部分，以 3.5米從大順三路一直到大智陸橋的部分。我們銜接的

自行車道，往西的話可以銜接到剛剛所說的左營和高雄計畫的自行

車道串連，一直往東走的話，就可以跟我們的曹公圳，以及大東公

園的自行車道，還有鳳山自行車道做完整的串聯。 

我們的鋪面材質主要是以日後維護管理為主要依據，所以我們的

廣場就是以高壓連鎖磚跟抿石子的部分。然後 3.5米我們剛剛有提

到是屬於還有作為緊急通道的使用，所以我們當初討論就是以 AC

鋪面為主要的部分。其他在路口重要的節點，或是廣場中間的節點，

我們就是以不同的材質較容易維護的部分來做材質的結合。當然在

路口的部分，我們也有設置無障礙坡道的銜接，並用高壓混凝土磚

為主要的鋪面，這就是我們整個鋪面的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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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剛剛有提到，在西側的部分就跟科工館站的自行車道

跟人行車道的串聯。橘色的部分，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人行跟車行

的主要路線，然後兩邊就是依照主要的路線來配置我們的景觀和節

點，這個就是整個鳳山計畫。因為我們有跟正道公園銜接，它這邊

的寬度會比較大，所以在南側有一個既有的人行道，這次施作也特

別把南側這個人行道鋪面來做一個保留，整個在高速公路底下就是

跟我們的正道公園的人行道空間做一個串聯，這是主要的人行道的

部分。 

    三角型的部分或是廣場的部分就是我們人行和車行的導引點，我

們會在重要的路口做一些導標，然後三角型的部分就是用路人穿越

的目的，整個廣場就是出入口的部分。最主要有區分三個區段，其

實我們最主要的是剛剛有提到，是以碎石鋪面跟抿石子鋪面來作為

這一次材質的設計。而在自行跟人行共構的部分，就是用 AC的鋪

面設計，這個就是 B段的部分。 

    B段的話，這邊就是高速公路，再往東走一直到我們的正義站，

因為這邊只有一個正義站的通勤站，為因應這邊通勤的人員，所以

我們把自行和人行有做一個區分。藍色的部分就是人行通道的部分，

橘色的部分就是自行車道的行駛，甚至到後面就是自行和人行的共

構部分。接下來就是各個節點的部分，我們在出入口都有做斜坡道

的設置，然後在路口就是用標誌標線跟行人專用的號誌燈來做號誌

路口穿越的執行，這個就是 B段的部分，B段就是屬於已經過了正

義路的部分。接下來就是澄清路到大智路，這個從圖來看，它的寬

度是越來越狹長，誠如我們剛剛所說的設計原則，我們就是以 3.5

米人行跟自行共構部分來做串聯。到了澄清路的話，它在南側可以

跟曹公圳自行車道做串聯，我們剛好跟鳳山車站的 85期這邊做連

接，所以我們在自車道也是做個連接，就是跟鳳山火車站的自行車

道連結的部分。所以南側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曹公圳部分。路口

部分我們有做一些節點，不管是人行或自行車，都是有做無障礙設

置。接下來，因為鳳山火車站不屬於本工程，經過鳳山火車站一直

到鳳松路才是我們設計的起點。我們剛剛有提到，它再往南剛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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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跟鳳山自行車道做個串聯，所以整個路段的話，從左營一直到鳳

山部分，就可以跟既有的不管是蓮池潭自行車道或在鳳山曹公圳自

行車道，還有鳳山溪自行車道做相連結，以及大東做連結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計畫的自行車道串聯，這個就是路口設置的部分。

另外就是材質，我們剛剛有提到的材質，在人行跟自行車道，我們

就是用 AC鋪面；在節點的部分，我們就是用高壓連鎖磚或抿石子

或其他材質，來作為這一次設置依據。上面的話，就是一個材質模

擬圖現況，請各位長官參閱。 

我們剛剛有提到，在路口的話，就是依相關規定來做一個斜坡道

的設置，甚至導盲設施的部分，也是在我們這一次設計的一個原則。

路口穿越的話，除了行人穿越線之外，還有針對自行車道標線設置，

這個就是斜坡道一個導盲磚設置，還有斜坡設置的一個示意圖。另

外，這個就是入口標線，我們剛剛有提到說，除了我們的號誌以外，

還有標線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讓它不管是行人或自行車道都有個

遵循依據，這個就是我們相關配置的部分，這個是針對大路口的部

分。指標的話，誠如剛剛左營計畫區所說的，我們在重要的路口節

點會設置指引牌或是展覽牌來告知用路人說，這邊你目前到哪一個

定點，然後你往左、往右、往上、往下所經過的一個路口跟一個指

標，這個就是我們設置指標的一個位置，請各位長官參閱。這個是

我們的指標示意圖，我們剛剛有提到說，不管在我們的廣場或是我

們的重要路口的話，我們有設置相對的一個指標來指引用路人，這

一個自行車道往前騎是到什麼地方，往兩側騎會到什麼地方，這個

是我們的一個指標示意圖。以上簡報完畢，謝謝。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養工處跟水利局其實報告都滿詳細的，新工處，我這邊有一個問

題，你們針對自行車與人行道共構的路面材質部分，也是跟養工處、

水利局一樣嗎？也是採AC。整個路牌告示那些也都是一樣的嗎？好。

我先補充介紹一下，何議員權峰也來到現場，他也是非常關心我們

的綠園道規劃。我先請自行車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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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跟鄭議員，還有各位府內長官，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自行

車文化協會倉庫自行車學校的趙健樺，本協會成立快10年了，我們

只有一個宗旨，就是希望越來越多人騎車，所以我們不管自己在高

雄市或南部或是環島、出國活動，我們都非常在意當地騎車環境的

安全與否。上次剛好有機會跟鄭議員在科工館那邊進行一個場勘活

動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示範段它有一些跟我們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尤其我們這幾年陸續在關注這個議題，不管是在公部門給我們做的

簡報，或市府發的新聞稿，或像之前委員這邊也有接受媒體採訪的

時候，我們的認知全部是自行車專用道，沒有跟人行共用這件事情，

你們如果有空上網去搜尋，所有綠廊全部是自行車專用道，包括我

們的認知跟媒體的認知，都是這樣子。我不曉得為什麼後來會變成

共用？這個決議是誰做的？或是你們評估說，你們一直在強調路太

小，請問是多小要共用，或是多大才可以做自行車專用道？這應該

是有一個依據。 

    我剛剛看3段簡報的時候，我發現目前有自行車專用道部分是從

金川街到九如路，還有正義站附近有部分區段是有分開的，正義站

這邊應該也不是很大，為什麼這邊可以做？還有金川街以北到內惟

站這邊不夠大嗎？我昨天才剛去騎車，我幾乎每天經過，這邊還滿

大的，為什麼這邊不能做自行車專用道？我不懂！是錢不夠了嗎？

還是有什麼窒礙難行的地方嗎？如果以不騎車的人而言，就一條路

給你們騎，這有什麼不好嗎？可是各位去想一下，在高雄駁二這邊，

早期這邊是一個很多人騎車的自行車道，現在因為輕軌的關係，遊

客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在騎乘的時候其實有非常多的糾紛，不管是

事故或車禍，或是有一些車友他有受傷過，這個都還滿常發生的，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在意這件事情？當然以我們的立場，我們非常希

望有一個自行車專用道，其實寬度對我們而言是有就好了，你會說

這又沒什麼，可是它就可以讓所有人知道，這一條是自行車優先，

而不是大家可以在上面跑來跑去。 

    這個綠廊，我個人想法它完成之後，當然是以通勤為主，不管是

學生通勤、上下班的通勤或是周圍地區的跑步運動，大家都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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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更需要劃設自行車專用道，讓大家知

道你該走哪邊，而不是全部的人混在一起，遛狗的、跑步的、慢跑

的、滑板車的全部都擠在一起。因為我覺得公部門應該要有一個想

法，就是我們做的事情是要讓民眾更方便，更多人騎車，而不是你

不想做這個東西，然後造成日後民眾自己在那邊狗咬狗，這是我的

想法。我不曉得你們是依據什麼判斷說，這邊要做自行車專用道或

是不做？因為在我之前從101年開始，都發局新聞稿發出來上面的

鳳山示意段裡面，它的自行車專用道是在正中央的，我剛剛看不是。

之前在市議會有一個氣候變遷小組，我們在聚會的時候，工務局也

幫我們做過簡報，它是全線都有自行車專用道，這個簡報檔我還有

留著，我不曉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沒有自行車專用道，是誰做

的決定，還是有什麼困難？其實我們車友非常想了解這件事情。我

們的夥伴一位是戴介偉先生，一個是周弘明先生，這兩位也常常跟

我們一起環島1年大概5次、10次都跑不掉，我們也常出國騎車，看

他們有什麼想法？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戴介偉： 

    主席、議員、各位長官，大家好。關於綠園道的部分，目前上面

的規劃我是比較沒有什麼意見，不過在通勤站部分跟路面上比較不

相關，通勤站是8個站，目前台鐵的規劃是自行車不能上去，它就

是簡易站，它就是沒有工作人員。但是我在高雄站、鳳山站、新左

營站買票攜自行車上車，也是沒有人帶我，只是在入口的閘門跟我

說哪邊上車而已，我也是自己上去。這個問題看能不能解決，不然

跟通勤方面就有牴觸了，謝謝。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周弘明： 

    大家好，我叫周弘明。我們本身騎腳踏車覺得路面要是平的，我

感覺騎在高雄市滿多的自行車道，經過路口銜接處都有落差，這個

落差讓騎的人滿不舒服的。還有一點，譬如中華路、翠亨路那一段，

我從蓮池潭那邊下來走到馬卡道那一段路口的時候，真的要過去非

常不好過去，它本身指引方向，我也不曉得它怎麼指引？還有一點，

他們講到立牌指示方向，我也不曉得立牌指示是地面的，還有地面



15 

 

上有沒有劃線？騎腳踏車的人一般都看地上，很少看標示，所以順

著地面上指標走的時候，我們可以不用抬頭看指示牌也滿順的，我

現在不曉得指示牌的方向是立牌，還是地面上也有劃專屬線？像我

們有時候在台1線騎自行車，那一條路我個人感覺真的非常不好，

騎到會迷路，騎到最後不曉得要往哪邊走，它沒有連貫性，我希望

我們這次規劃的時候整個指示線有連貫性，謝謝。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謝謝三位代表的發言，整個結論下來，我們剛剛有提到自行車專

用道，就我所知，之前所看的相關單位資料，也是有自行車專用道，

這是最初原本的規劃。因為我本身也會在駁二那邊或是本身也有在

騎腳踏車，所以在人行跟自行車共用的部分，駁二那邊其實常會發

生糾紛沒有錯，因為目前就是人太多，自行車主在騎乘的過程中，

可能跟群眾會擠道。我們目前整個綠廊道規劃自行車跟人行道共用

部分，你們要如何維護自行車主跟人行道使用者的安全，跟他們到

時候如果發生糾紛，或我們的規劃是不是還有更彈性的空間？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這個部分我們工務局來統一回答，其實剛開始全線有自行車專用

道是最好，但事實上我們在整個規劃過程當中碰到一些困難，像我

們有經過8個站區，其實8個站區一些硬體部分就已經占掉很大的空

間，像美術館那邊它有一個捷運輕軌就占掉一個空間，所以事實上

剩下的空間，我們要把它規劃一個自行車道，那會壓縮到行人的空

間。我們想這個部分還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需要用人跟自行車來共用

的情況。像比較窄的路段，剛剛看到幾個高雄計畫區，它的路寬不

到30公尺，扣掉兩邊的車道寬度12公尺，6公尺、6公尺共12公尺，

所以中間的寬度其實也不到18公尺，18公尺裡面我們要布設一些植

栽，因為我們希望整個綠園道是有植栽的部分，其實剩下的空間如

果人跟車再把它分開去走的話，我們的整個植栽布設就會發生困難，

這是目前遭遇到的一些問題。當然在自行車道的人跟車共用部分，

雖然整個是共用的，但是我們會利用標線去把它區分出來，就是人

走的部分和自行車走的部分用標線把它區分出來，讓人跟車儘量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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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它的交織混雜。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這個部分的話，目前在示範段是沒有看到的，示範段目前是沒有

看到。我這邊先補充介紹，林智鴻議員的助理也有在現場，智鴻議

員其實也是很關心。我們先請公部門這邊討論一下好了，鐵道局這

邊能不能針對我們的通勤站部分做說明？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明益： 

    主席、議員，還有各位先進和各位長官，鐵道局南工處這邊做個

說明，有關臺鐵通勤車站自行車道的部分，目前是由高雄市政府這

邊來辦理，我們進行費用的撥付，所以設計方面我們沒有參與，謝

謝。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我問一下，剛剛的代表也有說到，就是針對我們的通勤站，自行

車能不能進出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滿需要注重的，因為我們既然都

有規劃自行車使用者，為什麼幾個車站自行車可以進出？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岩峯： 

    基本上車站設計裡面，當初在設計有考慮到自行車使用，高雄車

站、鳳山站，甚至於左營幾處等級較高的車站，我們的電梯是加大

型，當初都有考慮到自行車的進出，高雄進出站它有一個可供使自

行車使用電梯在車站旁邊，都有適當導引說明自行車可以進去。通

勤車站，當初臺鐵也沒有針對自行車這一塊要求加大電梯箱體尺寸，

那時候就沒有納入自行車使用設計這一部分。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我還是不懂，就是站體沒有設計，所以在通勤車站的部分，是不

是就自行車不能進去，有嚴格的規定不能進去，或者是可以進去，

只是我們的市民朋友要自己想辦法。我舉個例子，譬如大台的自行

車可能需要透過你剛剛講的電梯，有一些像騎摺疊式的小摺，我的

小摺可不可以折一折手拿著就從通勤車站進去？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岩峯： 

    我講的自行車是不需要拆輪子直接牽進去的，我們的電梯寬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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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自行車直接牽進去是沒問題的。摺疊自行車捷運可以使用，

臺鐵通勤站一定也是可以的。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你的意思是說沒有設計到可以進去，但是如果我有辦法把它弄進

去，你們是不會禁止就對了，是這樣的意思嗎？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我超多話想說。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可是我看美術館站那一站比較大，它好像有類似那種無障礙設施，

這樣我就可以從無障礙設施進去，我不是騎進去，我是牽下去，那

個可以進去嗎？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岩峯： 

    我記得台鐵你要先打包才能進車廂，打包，我們有自行車應該沒

弄。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台鐵要打包進車廂，高雄車站需不需要打包？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岩峯： 

    它有自行車專用車廂，那種車廂就可以牽到它指定的車廂去上車，

通勤站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停那種車廂。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鐵道局可能施工比較專門，營業上，我們可能剛好借這個機會請

昆澤辦公室這邊幫我們轉達，因為昆澤這邊也是交通委員會，可能

他們說台鐵比較會聽。基本上這幾個通勤站我全部都進去過，我的

腳踏車也牽進去過，一進到票口票務人員都非常驚嚇說，你不能從

這邊上下車，我說我知道，因為從你們開始我們就知道你們不讓我

們上下車，可是這個站蓋得跟高鐵站一樣大，你不讓我們上下車，

這個真的是很…，我不知道啦。台鐵目前規定這幾個通勤站叫簡易

站，所以不開放任何的單車上下，1台都不行。 

與會來賓： 

    小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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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摺起來可以。可是在我們的認知範圍內，如果有小摺的人，他不

見得會去坐火車，我們自己有小摺，也有大車，像我們如果出去玩

或是去比較遠的地方，我們偶而還是會需要用到台鐵。目前台鐵規

定是非常不人性的，我們早期還可以用團體去做申請，目前它可以

申請30人車的部分，就是8點以後跟4點之前，這個時段是一般人也

不會想去使用的時段。接下來新採購的車廂，它甚至限縮我們使用

的範圍，據我得到的消息，它目前新的車廂只能放4台左右而已，

就是不給我們用，不給我們用就不要用，對不對？如果大家想用就

大家來想辦法，對不對？因為這個不是市政府可以控制得到，所以

可能要請委員這邊幫我們轉達，就是建請台鐵，因為台鐵這幾年一

些無障礙設施已經非常完善了，可不可以考慮不要用站的分級來限

縮單車能不能進站，而是有做好無障礙設施有電梯方面的，是不是

可以考慮少部分，比如說目前都是8台跟30台做區分，8台要不要讓

我們進出？而不是你們電梯做得這麼大、站體又這麼漂亮，卻一直

跟我說你們沒人來帶我們，我們搭火車這麼久了，真的帶過我們不

曉得有沒有5次，我們1年至少要搭二、三十次。所以你用人員不足，

我覺得這個不是道理，你可以透過一些指標牌或進站的時候，就跟

我們有一些講法或是一些教育，而不是說都不准、都不准，什麼都

不准，你是蓋來做什麼？這幾個簡易站，以高雄市民跟委員還有我

們騎車的人而言，他一定是有需要的，你不讓我們用，我真的覺得

只能說可惜。因為中央政策跟台鐵政策可能是比較僵化的，可能我

們一般人比較沒有辦法去做調整，可是鐵道局這邊我們有一個建議

是，不管進不進出站，因為不管是人行道和自行車道共用或分開，

現成的就是我們接下來會有自行車經過這幾個簡易站，是否在一些

硬體採購或是一些指標上可以加強一下？這個可能是你們可以做

的，謝謝。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為什麼我會特別請趙理事長？因為他本身是自行車愛好者之外，

他也經常帶著自行車同好到各個國家進行自行車旅遊。中央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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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2023年交通局其實有宣布說，希望可以打造一個全台灣自行

車觀光年作為代表性象徵。所以在我們打造好硬體設施，就像我們

現在如果綠廊道打造好了，我們的硬體設施打造好，如何讓我們的

自行車愛好者可以使用得更方便，其實也是要配合我們的通勤跟公

共運輸部分。所以這邊昆澤委員的代表，要不要稍做說明？ 

立法委員李昆澤辦公室助理黃炯愷： 

    議員、各位長官，大家好。不好意思，我先講一下，因為我們今

天邀請來的是鐵道局南工處，他們基本上只負責興建。理事長剛剛

問的那個問題，我剛才聽鐵道局的回答是說，在硬體設施方面應該

是可以支援一般通勤車站，即使它是通勤車站，但是在施工的硬體

方面應該是可以支援進去，只是現在是台鐵在負責營運，所以他們

的一些做法跟規定讓你們不能進去。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之後再來

這邊再跟台鐵研議那些，這個回答不曉得理事長可不可以接受？因

為台鐵現在不在這邊，可能要另外再找時間，好不好？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非常的滿意。 

立法委員李昆澤辦公室助理黃炯愷： 

    剛剛孟洳議員也有提到，關於自行車觀光這一塊，我想的確是需

要再跟中央交通單位作協商來配合的，我們這邊會用我們立委的權

限再跟中央單位作協商。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感謝昆澤委員的助理黃炯愷，其實李昆澤委員一直非常關心我們，

不管是我們的交通公共運輸、自行車道，甚至是我們的觀光，所以

在這邊我們也相信他會積極辦理。公部門這邊剛剛討論的結果如何

呢？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我剛才有再確認一下，幾個優先路段其實它的寬度是夠的，只是

將來完成之後我們會補劃標線，就把自行車道跟人行的動線再補劃

上去。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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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設計到底有沒有設計進去？因為就目前我看到的示範

段是沒有，也是因為這樣，所以其實造成大家滿多疑慮。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把它補劃，因為整段完成之後，整個自行車

道環境跟指標、路線，我們都會再結合。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所以你們現在的意思是說還是照原本的，就是只有標線而已嗎？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用標線來區分人跟車的路線，對。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可是這樣你們要承擔一個責任，因為如果真的到未來，我相信綠

園道做好了之後，對高雄來講是一個新的亮點，綠廊道做好了之後，

也有可能面臨像駁二那樣的狀況，越來越多人在這裡休閒，在這裡

運動，就像理事長講的，如果我在這邊玩滑板，或是我在這邊做任

何競速活動等等之類的，你們有沒有做這樣的詳細規劃呢？因為我

相信不只我們這幾個民意代表在關心自行車道，是不是在綠園道這

邊的落實，原本局長跟我答復說，部分路段是採自行車與人行道共

用，目前看起來你們八成都是自行車與人行道共用。九成，權峰議

員補充是九成。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林副總工程司意翔： 

    議員，我跟你報告，第一個，因為剛才說到競速的部分，其實在

座幾位主管大家都是user，我跟理事長也很熟，我也是車友，還一

起到台北去受過專訪。這個部分我們有示範段的用意是，我先做一

段出來，讓大家看這樣理不理想，剛才阿洳說不理想，其實這種東

西類似我先做一段出來，讓你看是否理想，不理想的話，我們內部

還是會做滾動式檢討。 

    目前綜觀整個台灣地區的話，要做到絕對路權，理事長在笑，就

是很不容易，就像台北柯P一樣有打掉重做的情形，所以我們特別

做一個示範段給市民朋友看這樣是否理想。我們會做到3.5米寬度

其實也都有依據，第一個，因為我們自己預計以後要做消防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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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至少要3米以上，我就統統都可以做，屆時行駛消防車等設備

都可以。3米半也有好處，假如我今天要做人車分流的話，我第一

個標線先上去，我們如果怕市民朋友不遵守交通規則，我們還可以

補做分向軟桿，真的會比較醜。當然有些分向的一些設施，我們在

工程上其實還是可以克服的，比如說到時候檢討起來需要加圓石或

是其他設施，這個高雄市政府我們責無旁貸。這個部分我們會負責

做到讓市民朋友覺得使用上最好，俗語說使用者的夢想是我們施工

者的夢魘，但是我們會承受這些，我特別跟兩位議員報告。 

    另外，剛剛理事長質疑說，為什麼車站旁邊我們有辦法做人車分

流？這個要特別報告的是，因為在站體設施人流很多，我們為了要

減少那種衝突，寧可犧牲掉一些綠化的面積，讓人車分開來提高它

的安全性。當然一個工程的施作有很多不同民意的需求，譬如我剛

才告訴理事長說，我們原本做好全部是12公里，把它切割成23個路

口，結果現在又多16個變成39個路口。當然很多民眾透過民意代表

來給我們施…，不要說施壓。是關心，不是施壓，也不是關說，不

然多開幾個路口。所以自行車朋友最喜歡的是，人家說的「順」，

假如你騎12公里要停等39次，這個我們就犧牲掉很多。當然如果沒

那麼順，車速比較沒辦法起來，相對的行人安全也會提高一些。所

以這些公共事務可能都要做一些折衷。至少高雄市政府要做到三點，

第一個，路權的部分，我們會想辦法讓它第一個路權安全；第二個，

高度不同的落差，「平」就是剛才車友說的這些；再來是順，指標

的部分，我們也會把它檢討做好。在日後一些使用上有需要改進的

部分，我們會很願意傾聽民意來做個滾動式檢討，以上。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副總工程司剛剛跟我們回答說，正義站那邊因為人比較多，所以

人車有分流，所以其他7個站的人比較少。對，我知道，我是要說

給別人聽的，所以這8個站只有那一站有人，其他的站都沒人進出

就對了。正義站可以犧牲一些部分的綠化面積，可是其他站附近的

施工沒有這個想法，是不是？還是你們在做的時候，有打算這幾個

站不會有人出入，還是根本不需要分流？我要講的是，公部門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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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情時，當然第一個是把這些事情做好；第二個，很多人來使用。

我講更不好聽的，如果你們自行車道不分開，像阿洳剛剛有講的，

已經開始使用了，現在示範區我每天去騎看到很多人在運動，上面

有人受傷要算誰的？所以會是誰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如果媒體又在

那邊炒，為什麼當初不做好？這不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嗎？對不對？

為什麼？還是乾脆做人行道就好，不要做自行車道。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是，陳菊市長任內在高雄打造全台灣最長

的自行車道，今天我們期待綠園道是希望我們的自行車道可以更加

晉級，像韓國瑜市長都提說不限速的自行車道了，高雄市政府應該

也要有這樣的遠景跟概念。我們不期待不限速，但是我們期待使用

者的安全，今天會主張說要做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分開，主要是除了

安全考量，也希望長期自行車朋友們都在馬路上，我們的馬路可能

沒話講，因為畢竟也沒有任何空間讓我們的使用者可以有一個自行

車專用道。現在綠園道正在規劃的過程中，可是卻是從我們原本預

計的、期望的自行車專用道變成可能九成、八成、五成，現在自行

車專用道可能只剩下一點點，其實我真的覺得還滿可惜的。公部門

這邊有沒有任何可以改善或是變更，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自行車朋友

的權益，還有行人的權益能更受保障。因為剛剛所說的指引牌，甚

至說標線，那些其實功效不大我坦白講，駁二那邊也是有標線，可

是那邊的糾紛就是很多，大家如果有去過那邊的話應該都知道，或

者是我可以邀集相關單位，我們就全程來騎1次好了，可以體驗一

下那個感覺。工務局這邊是否可以給我一個答復？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是可以來做檢討，我們用一個站來看，我們看

美術館站，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空間，它被本身的站體以及輕軌的

部分，其實我們剩下的空間就是在南側這邊，應該算是西側這邊。

各位看到站體的部分，美術館站白色的部分，那個就是整個站區的

站體，至於在東側的部分，那是一個捷運輕軌路線，所以紅線部分

我們只剩下那個空間而已，我們大概在每個站區都有這個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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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剩下的空間很小。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那到所需要的使用空間，人行道應該不會需要那麼寬敞吧？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對。但是我講的紅色跟藍線部分也沒有多寬了，大概只剩下四、

五米而已，四、五米就是劃一個自行車道，還有一個人行空間，也

就是整個空間就滿了，其實這種狀況在鼓山站也可以看得到，也都

是這種狀況。所以在站區的部分會限縮在比較小的空間。至於在園

道之間，如果可以的話，我們當然儘量檢討把人車儘量分開，因為

其實我們也劃過自行車道一個空間跟人一個空間，整個植栽的布設

就會沒有整體性，也比較凌亂，我們這個也劃過。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只是一個理由，要不要做而已。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可以，我們再來檢討這個部分。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對，如果你說站體的話，我們可以不太勉強，可是整個園道的部

分，現在真的自行車專用道就只剩下一點點，我覺得很可惜。其實

這些在設計上應該可以做排除跟檢討的，我希望工務局這邊直接答

應我好了，好不好？檢討要去做，可以嗎？我覺得你們的想像力要

跟隨市長，市長有這樣的想像力，大家其實也應該要積極去做。昆

澤委員這邊。 

立法委員李昆澤辦公室助理黃炯愷： 

    謝謝主席。針對剛剛說明的一點，我問一下，首先人車合道的話，

剛剛聽起來寬度是3.5米，大概到4米左右，這一條道路同時肩負行

人的通行，自行車的通行，消防通道的通行，養工處要進去修護樹

木的通行，1條4米的通道肩負這麼多的功能。剛剛副總工程司有提

到說，有必要的話，會用一些軟的立管去做個分隔，消防通道就需

要3米了，分隔之後會剩下0.5米到1米，我假設這1米到0.5米的通

道是留給自行車用好了，行人穿越道剩下3米到4米，然後它又肩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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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功能、消防通道功能，還有養工處或是其他要修剪樹木車輛

進入維護的功能，或是清掃樹木的功能，一個剩下3米到4米的行人

通道，1台車占在那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我再說明一下，我們所謂的不是消防通道，而是說今天如果有颱

風來，園道裡面有樹倒，很多樹倒的部分，他們的工程車需要進到

園道裡面去修整這些傾倒樹木，所以那個時段當然自行車道是封起

來的，讓工程車進去搶修搶險，這個部分3米是夠工程車進去，他

講的消防通道是這個意思，封起來搶修的路段。 

立法委員李昆澤辦公室助理黃炯愷： 

    沒有錯啦。我想說的其實是，一條通道它設計有這麼多的功能在

上面的時候，而即使在比較狹窄的地段，包括20米寬，像大順路以

北，我剛剛聽起來數據大概是20米寬，不曉得理事長說你們自行車

道其實是需要多寬的路？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趙理事長健樺： 

    自行車道大概1米到1.5米其實都堪用了。我先問一下，到底誰決

定要把自行車專用道拿掉的？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因為就我跟局長聊天聊過，局長的認知也是自行車專用道很多，

他跟我說只有某一些路段不是自行車專用道，結果你們的某一些路

段還滿多的。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鄭處長元宗： 

    我們歷任有幾個局長都有開過一些專案會議去作檢討，所以我想

不是說某個人，而是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都有跟上面長官做

一個報告跟規劃說明了。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我先做一個結論好了，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先請昆澤委員這

邊要協助的是，就是未來台鐵的營運部分，是否能採納自行車理事

長的意見？未來在通勤方面，只要在我們的設施設備都可以提供自

行車主使用的話，就是也可以讓他們通勤。公部門這邊目前你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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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站體的部分，就是不要太為難，但就整個綠園道的部分，理事長

所說的自行車道可能只需要1米或1米半的空間就夠了，我希望你們

再去研議看看，就是研究看看，甚至要求你們一定要去改善，是否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可以做分離？不然就會真的枉費我們未來要去

做綠園道，或是說真的未來你們如果不做分離，日後真的發生什麼

事情，公部門單位要去負責嗎？要承擔這個責任嗎？我相信綠園道

完成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會去使用，甚至科工館那邊，目前就很多

人在那邊運動了，很多人也在那邊玩滑板或什麼，其實都會有，所

以我希望你們應該要有長遠性的考量，不是做完就沒事了。還有權

峰議員這邊有沒有要補充一下？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謝謝，今天很多新朋友，理事長和工務局相關人員也有來，我先

跟你們確認一件事，這個不是都發包出去了嗎？鳳山跟左營都發包

出去了。剛剛其實意翔有提到一個點，照理來說，坦白講鐵路地下

化之後，整個綠園道這15公里，基本上它的寬度應該都夠了，只是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設計跟規劃？你們剛剛其實也有提到一個點說，

如果把自行車專用道做出來，又另外做一個人行專用道，就是兩個

分開的話，會有整個規劃設計美感的影響。我知道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過去高雄市政府工務團隊在很多的不管是公園景觀或是相關

的景觀，你們都有這樣子的思考。可是我還是要提醒你們，最主要

一個部分是，剛剛其實大家都有提到，我們用這樣的3.5米或4米把

自行車跟人共同放在這裡面的時候，其實滿常出現一些意外的事故。

如果工務團隊你們的設計是寧願接受事故，也要維持你們設計上整

個景觀的美感，我要提醒你們，這個就是你們未來要去概括承受的

部分，我講這個是很實在的話。你們為了整個花花草草，然後樹木

要很漂亮，硬要因為這樣子，所以把自行車跟行人專用道弄在一起，

因用這樣子犧牲市民朋友可能造成安全上疑慮的部分，為了怕影響

到美感，而不願意做人車分流，這個日後你們都要去概括承受。因

為未來在這裡使用最多的，就是高雄市的市民朋友，我想對於市民

朋友的安全，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你們可以從這個部分去做考



26 

 

量，然後能夠做適度的調整，以安全為考量，或你們還是覺得兩個

放在一起可以，也沒關係。但是安全的考量，我覺得是最重要的重

點，你們應該要從這個部分去做一些不同的思維跟不同的考量，而

不是只為了追求美感，犧牲掉市民朋友未來不管是騎自行車的或是

在上面走路的人的安全部分，這個部分希望你們可以聽進去做這樣

子的思考。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我再補充，順著權峰議員的話，因為我們的綠園道它不是馬路，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事故的話，那個責任歸屬到底是要如何去認定？

如果今天自行車是在馬路上的話，警察這邊都可以介入做鑑定，如

果是在綠園道的部分，未來這個責任一定是在高雄市政府，所以其

實你們應該要去做這樣的考量，更長遠的去思考。我這邊還要補充

一點，我想要跟鐵道局提問，目前高雄車站的站體有沒有針對自行

車去做連結？因為整個站體的空間非常大，整個綠園道中間會在高

雄火車站那邊就斷掉了，自行車道的串聯以前規劃是有一個天棚可

以過去。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岩峯： 

    我跟議員報告，高雄車站這邊我們跟市府的介面是在吉林街和哈

爾濱街，就是園道進到高雄車站開始從吉林街那邊上來，然後上到

天棚G＋3，它有坡度要緩上，裡面有設計自行車道，目前我們設計

是2米寬的自行車道加上1.8米人行道是分開的，人行道是用花崗石，

自行車道是瀝青鋪面。我們的車站，上到3樓的時候還有一個牽車

道下到地面層，這是車站的設計，當初設計有做這樣的考量。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它還是在一起，但是把它做分割，用不同鋪面方式把它做分割。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李副工程司岩峯： 

    對，兩種路面用不同的鋪面方式做分割。 

與會來賓：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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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跟他們溝通？ 

與會來賓： 

    有。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你們這樣加起來也是快四、五米嗎？ 

與會來賓： 

    對。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這樣他們就可以做了。 

共同主持人（何議員權峰）： 

    所以他們的會比你們的安全。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站體的部分，我相信也不會太過於強求，可是整個路段的部分，

因為站體行人要通行跟自行車要通過其實速度都會比較慢，你不可

能直接從車站就這樣衝衝衝跑出來。可是整個綠園道上面，我還是

希望我們可以再做改進，好不好？理事長、自行車的代表們，還有

什麼意見要做補充的？我們的會議就差不多了。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周弘明： 

    我剛才看到圖面是中華路，這個右邊是中華路，從蓮池潭過來那

一邊的路段，那個路檻真的是滿高的，從左營站過來的時候，我要

過到馬卡道那一段，但是我要出來一定要過馬路到馬路中間來，然

後切過來到馬路旁邊有一個小的斑馬線，再從那邊走過去。我能不

能建議說，直接到斑馬線這邊來？不要繞到下面來走到外面再走到

斑馬線過來，中間有分隔島，我們現在看到靠近這邊有中央分隔島，

從中華陸橋下面那一條翠亨路過來到馬卡道這一段，我不曉得講到

這一段你們知不知道？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誰可以回答？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簡副工程司嘉君： 

    這一段其實是左營地下道填平案，那邊因為有很多市民朋友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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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說，這邊需要做拆橋前臨時的開通，便於要繞路的部分，所以我

們後來有跟交通局那邊先申請，就是在拆橋前那邊暫時先做一個開

通的動作。因為那一邊現在變成兩側的部分是屬於比較臨時性的設

施，就是那一個部分，後續會跟著園道標一起做個整合去做施工，

跟你報告。 

高雄市自行車文化協會周弘明： 

    了解，謝謝。 

共同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今天公聽會就到這邊。我希望公部門把未來的改善方式，可以給

我們一個書面資料，好不好？今天的簡報也可以提供給這些與會代

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