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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政策演進與

臺北市政府於 2009年 ~ 2014年執行路平專案整平道路，奠定道路維護基礎並建立多項道路維護標準
作業準則。路平專案結束後亦延續其精神辦理道路維護，自 2017年起於寬度 8公尺以上道路全面採改質
瀝青混凝土鋪設，並提出「臺北市鄰里道路通行環境躍昇計畫」有計畫地改善鄰里通行環境，同時開拓多

元化道路維護方式，例如利用車載式加熱燙鈑車進行道路表面修復；採新式管溝回填工法提高施工效率；

於公車專用道路段採半剛性鋪面更新以提高其耐久性。本市道路維護亦採用循環經濟材料並注重環保作為

，例如採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加速路面排水亦達降噪功能；人行道使用透水鋪面以降低都市熱島效應；積極

推動再生瀝青混凝土、焚化再生粒料等多種再生材料使用。

本市道路維護不僅增進施工工法，亦優化道路維護及管理層面，於 2015年成立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
，管理與整合道路挖掘使資源獲得有效運用，另本市率先將道路巡查及零星修繕工程採用以買服務為核心

概念的成效式契約，給予廠商彈性空間以善用專業知識進行創新，降低機關管理成本並帶給市民更好的服

務水準。2018年起利用科技取代傳統人力巡查推動 AI道路缺失自動辨識查報系統，並以視覺化管理平臺
整合相關資訊，提高管理效率，以期提供市民更舒適、安全的道路。

關鍵詞：道路維護管理、新材料新工法、成效式契約、視覺化管理

前言

綜觀所有公共工程中，具有與民生經濟活動息息相

關、分佈面積最廣、線型不規則、寬窄不一、極易受環

境與人為因素破壞、養護與管理不易等特性者，非道路

鋪面工程莫屬。臺北市面積約 271.7997 平方公里，依據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工務建設統計輯要 [1]，2021年臺北市

道路長度 1,411公里、道路面積 2萬 2,225千平方公尺、

道路密度 5,191公尺 /平方公里 *，另以 2018年資料比

較其他主要國家道路密度 [2]：臺灣地區 1,197公尺 /平方

公里、香港 1,920公尺 /平方公里、南韓 1,051公尺 /平

方公里、日本 968公尺 /平方公里、中國大陸 514公尺

/平方公里、美國 0.732公尺 /平方公里、英國 1,747公

尺 /平方公里，由此可知臺北市為臺灣首善之都，道路

稠密程度為全國及其他主要國家之數倍，政治經濟及民

生運作對於道路建設之需求不言可喻。臺北市內的道路

建設在「量」的擴充上頗為有限，已轉換為軟體與硬體

「質」的提升，針對既有道路已逐漸由規劃、設計、施

工進入生命週期後段的維護管理階段，臺北市在歷任市

長領導下用心積極投入道路維護工作，並領先全國推動

多項創新政策，以回應民眾對於道路建設之需求。

臺北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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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密度 = 道路長度／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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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路平專案（2009年 ~ 2014年）
道路鋪面不平整未即時養護為影響道路服務品質的

關鍵因素，造成用路人傷亡為國賠案之大宗，臺北市政

府執行「推動道路平整方案」的目的係徹底進行道路路

基改善、建立施工流程標準化、人孔下地減量化、挖掘

管理落實化，每年進行專案路面更新工程的改善，提升

用路品質。臺北市「路平專案」之名首度出現於 1998

年 4月 2日，陳水扁市長於市議會第七屆第七次大會施

政報告，之後馬英九市長於 2002年實施「路見不平來

電相助」方始提供民眾通報管道，其後郝龍斌市長則於

2008年 5月成立路平專案推動小組，並自 2009年起至

2014年間以 6年的時間辦理「路平專案」。

在路平專案推動小組成員與工程各界專家學者的

群策群力下，路平專案藉由「施工流程的標準化」、

「教育訓練的普及化」、「道路施工、巡查及挖掘管理

的落實化」及「制度作法的創新化」等 4面向進行推

動，包含政策面與執行面等策進作為，如：改變採購

招標策略並納入瀝青混凝土廠評鑑及認證制度、修訂

規範及建立標準施工作業流程、積極辦理教育訓練、

落實施工自主管理與查核、整合資訊系統、採用新工

法及新材料等。並將道路維護作業分為：「基本保養」

一般維護型（坑洞修補道路）、「深層換膚」路基改善

型（路平專案道路）兩大類如圖 1 [3]：路面表層坑洞

採取填補式一般維護型的「基本保養」，對於路基鬆軟

不良的道路，要採取路基改善型的「深層換膚」，方能

徹底改善道路不平問題。並於 2010年 12月 2日發佈

「路平專案宣導網站」，提供包含本週預計施工路段、

2009至 2014年已完成路段一覽表、路平專案電子書、

路平專案 Q&A、路平專案相關教材 †等豐富資訊。

該專案依據道路的狀況以路面老化破損、挖掘頻

率等情形排訂施作順序，更新路段的挑選主要是依據

道路的現況，以路面坑洞修補頻率、路面老化情形、

挖掘頻率、平坦度及各界建議等情形，來選定路況不

佳的路段優先施作，2009年起推動該專案至 2014年

底，完成 280條專案路段、更新面積約為 672萬平方

公尺。另針對道路坑洞及面層老化也以路平標準作例

行性一般維護型改善，更新面積約為 213萬平方公

尺、孔蓋減量 4萬 4,452個。路平專案內容及特性如

下，施作流程如圖 2：

1. 道路坑洞修補之一般維護型

針對尚未排入各年度路基改善型的路段若路況不

佳，亦先進行「一般維護型」的道路維修。即是藉由

每日派員巡視各道路路況，遇有破裂凹陷之坑洞或路

面損壞，立即派員將損壞部分先行填補，再以方正銑

鋪辦理修復，以維用路人安全。

2. 路平專案道路之路基改善型

對於道路底下路基鬆軟不良的範圍開挖進行加固

改善，同時移除路面孔蓋予以減量、重新調整路面平

順坡度等，採取「深層換膚」的路基改善型保養，施

工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1) 第一階段：管線汰換更新

為避免道路下方因管線淺埋造成路基承載力不

足而導致龜裂或破損情形，於路平專案施作第一階

段，即由管線單位辦理既有老舊或埋設深度不足管

線的汰換更新，本階段邀集更新路段內的所有管線

單位，進行管線埋設深度或更新汰換需求的檢討，

並依照各管線單位提出的需求進行施工期程的安排

及改善進度的管制，於改善完成後始進行後續鋪面

更新作業。

(2) 第二階段：改善路基及孔蓋減量調降

辦理路基改善施作工法採現場級配料乾拌水泥

碎石級配方式辦理，雖然在改善初期外觀看起來像

是修補坑洞，但卻是改善道路體質的根本之道。另

針對路寬超過 8公尺之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孔蓋數

† 提供臺北市路平專案工程觀摩、臺北市市區道路維護改善研習
班等教材。

圖 1   臺北市路平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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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過多影響道路平整部分，係配合路面銑鋪前先行

調降，使路面鋪築高程能回歸原有設計高程，以利

平整度之提昇。

(3) 第三階段：路面銑鋪

為增加重新銑鋪後路面之耐久性，並利於調整

道路縱橫坡度，將路寬超過 8公尺道路銑刨重鋪之

厚度由過去 5公分增為 10公分，並保留足夠之養

護時間，一般以達 6小時或表面溫度降至 50°C以

下方可開放通行，以確保施工品質。

這個階段道路封閉施工的時間較長，為避免嚴

重影響交通，除協請相關單位協助疏導交通以期降

低施工期間之衝擊，並評估施工環境，就該施工路

段交通流量與特性進行規劃研議，擬妥交通管制措

施及針對專案道路特性決定該道路施工期程，分為

平日或假日施工，白天或夜間施工兩種模式。

(4) 第四階段：孔蓋提升

道路路面的人手孔因為孔蓋鑄鐵材質與瀝青路

面硬度不同，磨損的速率也大不相同，長時間下來造

成的高低差也是道路路面行車舒適度的一大殺手，因

此，在路平專案規劃之初即已體認到路面人手孔蓋對

於道路路面品質的影響性，因此在設計階段，除了相

關法令規定須定期開啟檢視維修的人手孔，或因應緊

急搶修所須的自來水及瓦斯人手孔不用下地，以及雨

汙水孔蓋為了保持通風需求以避免沼氣，採部分下地

方式處理外，其餘均辦理下地，並限制專案路面更新

工程施工後的路段人手孔減量 80％。

為確保提升後人手孔的平整度，要求管線單位在

施工完成後 1個月內提出人手孔提升施工申請，申請

同意後並要求管線單位統一於 2個月內完成施工，施

工後再由臺北市政府派員會同管線單位就該路段未下

地人手孔進行平坦度檢測，經檢測人手孔與路面高低

差達 6 mm或者有混凝土龜裂等瑕疵產生，即要求管

線單位改善，俟改善完成後方解除列管，以確保未下

地的人手孔仍能維持符合規定的品質。

共同管道

市區道路除提供車道與人行道供人、車通行外，

並有電力、電信、家用天然氣、自來水、雨水下水

道、污水下水道等民生必需管線，甚至交通號誌、軍

警專用電信、有線電視、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輸

油、輸氣、工業管線等各種專業管線設施，均有使用

道路上下空間設置事實之需要。依據各管線單位維護

需求，經常進行道路挖掘，然而施工單位無法確實掌

握地下管線確切位置，誤挖其他管線導致民眾不便，

甚至造成工安意外之情事時有所聞。此外如捷運或鐵

路地下化等大型公共建設，施工挖斷電信、瓦斯等民

生管線或挖路填土堵塞交通等問題亦司空見慣，經常

引發廣大民怨。

早期道路施工時，由於地下管線佈管紊亂，施工

單位常因地下管線與圖說不符，導致誤損管線，期衍

生問題如工期延長、影響民生、易發生工安事件等，

都會對交通造成衝擊，為解決此類由管道產生的問

題，於 1989年，由臺北市長率團參訪日本共同管道，

吸收日本「共同溝：一勞永逸免挖道路」的觀念，著

手解決當時捷運路網與共同管道設置問題，並於市政

會議通過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工處共同管道科的設

置，次年由行政院核准正式運作，至此共同管道工程

在臺灣踏入新的里程碑，臺北市也成為國內第一個推

動共同管道的直轄市並持續支持政府政策迄今。

依據 2022年 5月內政部營建署「共同管道資料庫

網站」[4]，臺北市共同管道系統包含建設完成（共 12

個系統）、建設中（福國路第二期、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第二期）、設計中（捷運萬大線、捷運信義線東延段）

之長度為：幹管 53.445公里、支管 34.105公里、電纜

溝 10.946公里、纜線管路 17.474公里，總建設經費為

165.525億元，本市共同管道自 2014年起也是國內優

先導入建置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系統

圖 2   臺北市路平專案施作流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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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智慧化營運管理如圖 3，為達成共同管道智慧化及

資訊化進入劃時代管理，本市共同管道導入 IOT物聯

網、BIM建築資訊模型、GIS地理資訊系統，自 2020

年將不同時期建置之共同管道監控訊號進行系統整合，

同年亦完成 BIM建置及數位化 APP巡檢如圖 4，未來

將藉由監控系統搭配 BIM及 GIS，於模型上顯示設備

之監控訊號，並逐年於管道內建置網路及定位系統，利

用 BIM、網路定位及 APP巡檢整合監控系統，數位化

實現 3D圖資及網路定位結合功能，建立共管智慧化維

護管理平台，配合定期更新資料庫，提升系統信賴度與

使用率，進而實現降低管理成本 支出，提升營運維護

效能，延長共同管道設施備使用壽命。

臺北 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
                                      （2015年成立）
鑒於馬路挖挖補補是重大民怨之一，不但破壞市

容、浪費金錢，補丁式道路也成為機車族的隱藏危

機，柯文哲市長競選之際即提出「統一挖補，共同管

溝」政策，目的即在減少挖挖補補。之後 2015年 7

月「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正式上線，整合電

力、電信、自來水、污水、天然氣及有線電視等 43個

管線單位，透過集中管理、全年無休丶全面監控，加

上 3D管線圖，有助於提升臺北市的公共安全，圖 5為

柯文哲市長視察「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繼臺

北市之後，其他直轄市政府亦陸續成立相關道路暨地

下管線管理組織，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的九大

創新作法如下：

  管線單位合署辦公即時協調

  全年無休掌握處理管線問題

  施工過程全程攝影監管進度品質

  提供市民即時查詢施工動態

  運用手機通報事件即時處理追蹤

  協調統一挖補減少道路挖掘

  推動共同纜線溝提供纜線附掛

  測量管線座標提升圖資品質

  建置 3D管線圖

道管中心成立不僅針對道路挖掘整合管理，亦推

動「天空纜線清整專案」，著手改善道路常見纜線垂

落、雜亂的現象，針對路寬 15公尺以上道路架空纜線

採地下化清整為原則；路寬 15公尺以下道路則以標籤

貼設、統一路徑、束整拉齊、廢線剪除四步驟清整，

採有系統、有計畫的方式循序完成天際線再造，維護

市容景觀。圖 6為臺北市道路天空纜線清整成果。圖 3   臺北市共同管道 BIM管理系統

圖 4   臺北市共同管道監控整合系統及數位化 APP巡檢

「鋪面工程」專輯

Vol. 49, No. 4   August 2022  土木水利  第四十九卷  第四期 29



臺北市道路維護政策演進與未來展望

Vol. 49, No. 4   August 2022  土木水利  第四十九卷  第四期

自 2015年道管中心成立以來，透過智慧技術進行道

路整合施工管理，2021年道路挖掘證核發總件數為 6,874

件，相較於 2015年的 1萬 788件減少了 36.3% 案件數；

2021年道路緊急搶修總件數為 1,861件，相較於 2015年

的 3,749件減少了 50.4% 案件數，道管中心針對源頭管理

道路挖掘問題，降低施工案件量，有效改善道路重複挖掘

問題，提升公共安全，帶給市民舒適又安心的市區道路。

道路維護管理前瞻作為

環保作為及循環經濟材料

臺北市至 2021年止已完成面積 37萬 6,180平方公

尺之「多孔隙瀝青混凝土（PAC）鋪面」，除加速路面

排水外，經環保局每 3個月量測噪音值結果，改善前後

音量減量約 3分貝，成效良好，目前市內高架道路或共

同管道公告禁挖範圍路面皆以 PAC為原則辦理改善，

圖 7分別為市民高架（建國南路至復興南路）PAC完工

照（左）、忠孝東路（中山南路至建國南路）PAC完工

照（右），另圖 8為歷年來本市 PAC累積施作面積。

 為降低都市熱島效應，本市亦於人行道採用透水

鋪面，截至 2021年底已累計施作完成 31萬 2,000平

方公尺，北市已將透水鋪面作為人行道改善之主要材

料，圖 9分別為忠孝東路一段行政院旁人行道更新（左

上）、建成公園旁人行道更新（右上）、松山工農旁人

行道更新（左下）、安和路二段人行道更新（右下）。

蔡英文總統於 2016年 520就職演說中擘劃施政五

大主軸，對於「經濟結構的轉型」提到，「在經濟發展

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對環境的責任 ⋯ 我們也不能再

圖 5   柯市長視察「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

圖 6   臺北市道路天空纜線清整成果

圖 7   臺北市多孔隙瀝青混凝土（PAC）排水鋪面完工照

圖 8   臺北市多孔隙瀝青混凝土（PAC）施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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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過去，無止盡地揮霍自然資源及國民健康，所以對各

種汙染的控制我們會嚴格把關，更要讓臺灣走向「循環

經濟」的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配合中央

政府「循環經濟」政策，本市積極推動各種再生粒料的

使用，例如針對焚化再生粒料特別訂定「臺北市焚化再

生粒料推廣使用作業要點」，要求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

公共工程時，應優先於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中選用焚

化再生粒料達總重量 30%以上，並於 2021年 6月 1日

起結合本市道路挖掘申請制度，要求業者於工程回填時

運用北市焚化再生粒料。

另外，本市於 2017年起於寬度 8公尺以上道路已

全面改採改質瀝青混凝土辦理道路維護更新工程，迄

2021年底已累計完成 311萬 9,420平方公尺，如圖 10

上排圖；此外，為增進營建廢棄物的再利用以達永續工

程之目的，本市於施作管線孔洞回填、路基改善及人手

孔調降時，大量利用再生瀝青混凝土，經統計於 2017

至 2021年間共施作約 6萬 9,049立方公尺，2019年度

起針對 8公尺以下巷弄路段更新維護時，評估使用再生

瀝青混凝土鋪設，累計至 2021年已施作約 1萬 4,074

立方公尺，如圖 10下排圖。

圖 9   人行道透水鋪面

圖 10   本市使用改質瀝青混凝土及再生瀝青混凝土推動「循環經濟」政策

「鋪面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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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鋪面裂縫損壞修補新工法

創新工法

針對道路表面裂縫損壞之修補技術及成效，本市

引進多種修補工法，例如下陷調整工法、常溫型填縫工

法、加熱型填縫工法、反射裂縫抑制工法等（如圖 11）。

本市引進外國研發之玻璃纖維改質瀝青貼布，以

玻璃纖維編織格網為基材，具有高柔軟性、高黏結

性、高抗拉性及高防水性等特性，解決一般剛性路面

加鋪柔性鋪面或是既有瀝青混凝土路面底下因結構關

係而產生的反射裂縫如圖 12，已陸續完成松隆路、市

府路及興隆路二段玻璃纖維改質瀝青貼布試辦工程，

有效提高道路耐用年限，持續追蹤其裂縫抑制成效。

本市除了前述積極嘗試選用適宜材料、工法進行日常維

護，更領先全國引 進車載式加熱燙鈑車進行道路表面損壞及

坑洞修補如圖 13，藉由新機具投入道路維修行列，以有效

率、節能、耐久、環保工法，有效的提昇維護品質及節省

預算經費，以提供市民舒適、平整、便利及安全的道路。

針對道路管線施工挖掘養護時間不足導致路面易沉

陷或逾時收工問題，本市亦嘗試「管挖回填新工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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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範圍清潔

3. 下陷深度量測

5. 鋪設面層

2. 膠帶標出方正填平範圍

4. 鋪設底層

6. 灑佈乾燥砂、養治 30分鐘

1. 填縫膠加熱約
180 ~ 240°C

3. 縫內均勻塗佈黏層
（薄層）

5. 灌入填縫膠

2. 裂縫內異物清除

4. 縫外均勻塗佈黏層
（薄層）

6. 撒佈細砂（滿溢切除）

1. 面層刨除 5公分

3. 施工面以加熱火槍烘乾

5. 縫外塗佈專用黏著劑

7. 裂縫處黏貼改質瀝青貼布

2. 刨除面之泥土、粉塵清潔

4. 縫內塗佈專用黏著劑

6. 裂縫填縫（加熱型改質瀝青填縫膠）

8. AB復舊

1. 鋪面清潔

3. 循裂縫路徑注入裂縫中

2. 材料 A、B劑混合拌勻

4. 鋪灑細砂（養治約 30分鐘）

下陷調整工法

常溫型填縫工法

加熱型填縫工法 反射裂縫抑制工法



用高流動性 CLSM完整填充管溝，與級配粒料回填即時

提供承載強度等 2項優點，減少原單一回填 CLSM時之

等候初凝時間，提高施工效率，縮短工期，如圖 14；另

外，對於道路上孔蓋易滑問題，本市積極推動「道路人

（手）孔蓋防滑計畫」，於孔蓋上試辦塗佈新型防滑材料

如圖 15，並律定孔蓋抗滑值須達 50BPN以上。

另外，由於臺北市公車路線密度為全國之冠，惟

公車專用道因重型公車長期反覆輾壓後，極易造成鋪

面車轍變形，加速龜裂破損；為力圖嘗試改善此常態缺

點，本市首創採用「半剛性鋪面」如圖 16，透過將半

剛性專用水泥砂漿填充至孔隙率高達 18% ~ 26% 的多

孔隙瀝青混凝土鋪面當中，使其具備有剛性鋪面『剛

性』特性的高耐久性，亦可大幅度縮短施工期程，通

常隔日早上即可開放通車，大幅減少對交通之衝擊。

資訊化創新管理作為

道路路面及附屬設施之管理已由傳統紙本作業模

式逐步 e化為管理資訊系統，本市於 2019年結合街景

圖 12   市府路地下管線及鋼筋產生之反射裂縫（左）
及玻璃纖維改質瀝青貼布完成照片（右）

圖 13   車載式加熱燙鈑車

圖 14 管溝回填採高流動性 CLSM搭
配級配粒料試辦情形

圖 15   孔蓋防滑材料塗佈試辦情形

影像、移動測繪及地理資訊系統為核心之「道路路面

及附屬設施視覺化管理平臺」如圖 17，於街景影像上

結合既有道路路面及附屬設施資訊，協助機關及其他

使用者更為直觀、清晰瞭解各項設施及數據並作為管

理決策之依據。

針對道路巡查作業，本市除制定巡查制度落實委

外巡查、建立三級巡查督導機制督商確實巡查外，自

2018年起開始運 用人工智慧（AI）之類神經網路、深

度學習及大數據分析，率先全國推動 「AI道路缺失自

動辨識查報系統」，2021年更由執行廠商自行研發影像

式「道路環景檢測車」創新巡查設備如圖 18，由 12顆

高精度鏡頭拍攝影像搜集，再將資料數值轉為高程模型

及正射影像，達到自動缺失偵測與尺寸量測（坑洞大小

及深度、車轍範圍深度量測）等技術，並將調查所得資

料結合 GIS平臺及街景圖資視覺化管理，更及時、準確

掌握道路損壞資訊，該創新巡查設備之研發亦獲得中國

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2021年「工程數位創新應用獎」，彰

顯了本市持續不怠的努力及與時俱進的創新。

圖 16   公車專用道（仁愛路）之半剛性鋪面

「鋪面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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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已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城市，為維持城

市正常運作所需的鉅量維生管線大部分均已地下化，

所以開挖道路施工時，極易遭遇地下管線妨礙增加施

工難度，要辨識地下管線種類，更仰賴經驗及各管線

單位現場會勘確認，費時又耗費人力，也造成工程延

宕。本市道管中心為解決此一問題，建 置「臺北市地

下管線 3D-GIS圖資平臺」如圖 19，開發地下管線擴增

實境（AR）瀏覽功能，提供施工單位即時查詢，施工

人員只要使用手機在現場開啟臺北市挖掘施工 APP，

使用 AR瀏覽模組掃描施工區域，畫面即可呈現虛擬管

線模型與鏡頭中道路設施重合的場面，輔助施工人員

快速查閱地下管線，降低施工過程中挖損管線造成災

害之情形發生，提升道路施工安全。

創新契約模式：成效式契約

柯市長上任後期望 2,000萬以上工程能採用最有

利標方式發包，期能選擇好的承包廠商提高道路工程

的品質，並逐步導入成效式契約（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 PBC）模式，係透過有別於傳統技術與過程

導向之契約型態，改以產出與成效目標為衡量基準之

新型態契約。將 PBC用於工務建設的管理與維護時，

若執行廠商成功滿足或超出原設定之成效指標後業主

便予付款，此機制可讓廠商彈性善用其專業進行創

新、精進專案產出效益，讓業主、廠商與民眾同時達

到三贏局面。本市於 2022年 3月 18日邀集府內新建

工程處、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辦理「臺北市成效式契約

（PBC）推動經驗分享座談會」如圖 20，分享工務局

近年積極推動 PBC之成果，PBC應用在工務建設管理

與維護仍在起步階段，將持續滾動修正創造三贏，提

供市民更好的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基於 PBC的創新契約模式，本市更是有創新的大

膽挑戰作為，2021年針對中山區之道路巡查及零星修

繕工程試辦採用 PBC，不僅大幅減少機關行政作業，

也讓廠商可以有彈性善用其專業進行創新，讓道路使

用者能獲得更好的服務品質，該「中山、大同區市區

道路維護」工程更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21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首屆公共設施維護管理類之佳作

如圖 21。為維護臺北市道路服務品質，本市持續精實

管理及養護技術，道路養護成效方能得以連年斬獲佳

績，提供市民愈來愈好的道路服務水準。

圖 17   臺北市「道路路面及附屬設施視覺化管理平臺」

圖 18   道路環景檢測車

圖 19   臺北市「地下管線 3D-GIS圖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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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及人行環境前瞻作為

道路相關設置、維護、更新之長期發展計畫

為能持續提升道路及人行環境的服務品質，本市建

立並持續滾動修正如圖 22道路（含人行環境）養護評估

準則，並且為改善路口通行安全、簡化道路設施桿件、

清除天空橫越纜線、調整停車空間配置及完善自行車路

網，本市於辦理道路更新時，同時邀集相關單位檢視更

新路段交通標線妥當性、檢討停車空間合理性及各路口

行人動線、天空纜線下地、號誌及燈桿共桿需求等（各

配合之權責機關如圖 23）整合施工，除辦理路面更新

外，將同時提升整體道路通行安全並改善市容環境。

鄰里道路通行環境躍昇計畫

臺北市自 2016年度開始，原本由 12個區公所負

責辦理寬度 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工作，統一移交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比照寬度超過 8公尺道路維護模式統一

管理，並提 出「臺北市鄰里道路通行環境躍昇計畫」，

先於 2017年下半年在 12個行政區各擇定 1條示範巷

道辦理更新，完成後獲得市民支持肯定，接續於 2018

至 2022年編列 5年總計 20億元預算，預計每年執行 4

億元，分年分期進行計畫性鄰里道路整合更新工程，

以提升鄰里巷弄道路品質及用路安全。

圖 20   臺北市成效式契約（PBC）推動經驗分享座談會

圖 21   「第 21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設施維護管理類佳作

圖 22   道路（含人行環境）養護評估準則

圖 23   道路相關設置、維護、更新之長期發展計畫工作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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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推動「臺北市鄰里道路通行環境躍升計畫」，

使各行政區 8公尺以下巷弄不只是單純銑鋪道路，而

是有計畫改善鄰里道路及人車通行環境，並藉由加強

局處橫向聯繫，整合相關局處計畫，例如與交通局鄰

里交通環境執行改善計畫，一併檢討汽、機車及腳踏

車停車空間，及規劃綠色標線型人行道之可行性，路

面更新的部分則視現場狀況一併施作人手孔調平，以

及預埋天空纜線連接管，藉由橫向整合讓道路更新

後，不僅僅只是路面變得平整，更使整體通行環境愈

趨友善安全。

本計畫擬定短中長期對策如下：

短期對策（2017年）
1. 配合交通局「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

擬定「臺北市鄰里道路通行環境躍升計畫」，於

各行政區擇定一條示範道路辦理更新。　

2. 試辦 8下街廓前後銑鋪時預埋天空纜線下地連

接管。

中期對策（2018年 ~ 2022年）
1. 2018至 2022年增編預算於 5年內加速更新或

改善全市寬度 8公尺以下巷道路面及側溝蓋。

2. 巷道預埋天空纜線連接管持續推廣並建立道路

履歷。

長期對策（2023年 ~ 持續）
1. 持續推動新材料新工法延長道路壽命。

2. 全市地下管線立體圖資建置。

計畫執行迄今對於巷道安全及市容景觀有顯著提

昇，廣獲市民給予正面肯定，自 2018年起至 2021年

底累積已完成路面更新面積約 89萬 5,241平方公尺，

溝蓋更新長度約 19萬 2,978公尺，並已劃設 893處標

線型人行道，完成全市 456里道路環境改善，給予本

市市民更友善的鄰里巷弄通行環境。臺北市鄰里交通

環境改善執行計畫如圖 24。

鋪築競賽計畫

為能提升臺北市整體道路路面品質，督導承包廠商

能依據本市 2019年 7月 19日制定之「道路銑刨加鋪標

準作業流程」辦理道路銑鋪作業，本市領先其他縣市分

別於 2018、2020、2021年辦理「道路鋪築競賽計畫」如

圖 25，透過評比機制精進施工方法及品質控管機制，激

勵施工團隊良性競爭，促進廠商及管理單位互相學習，

樹立優良道路施工典範，提供安全、舒適、平整之市區

道路環境。並自 2013年迄今已連續 7年（除 2018年本

市受邀辦理示範觀摩會供全國各縣市政府交流學習，獲

免予受評的禮遇）榮獲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養護管

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直轄市型分組考評第一

名，顯示本市於道路養護所投入的心力備受肯定。

內政部營建署「馬路好行」獲獎

臺北市參加內政部營建署「馬路好行」評獎，「臺

北市忠孝東路等東西軸線路段及周邊人行環境改善工

程」榮獲亮點案件「人文融合型」優良獎項（如圖 26

圖 24   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執行計畫

圖 25   臺北市「道路鋪築競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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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圖）、「艋舺大道人行環境改善工程」榮獲一般案

件優良獎項（如圖 26下排圖），顯見本市持續致力於

改善道路及人行環境之付出與用心。臺北市近年來持

續致力於推動人本環境建設，除持續精進改善人行道

平整度以外，更致力於人行無障礙空間營造及人行道

路網串聯完整度，將過去以車為本的道路設計概念，

轉變為以人為本的設計概念，也將過去單一「路段」

的改善，擴展至整體「街廓」的通盤檢討，提供市民

一個宜居、永續、安全的生活環境，讓大家從道路環

境的改變，看見臺北市的進步。

臺北蓋水

「臺北蓋水」是利用臺語「很美」的諧音，同時

利用人孔「蓋」與北雨「水 」兩字帶出計畫的主角與目

標，希望藉由人孔外觀大改造，翻轉民眾對於人孔蓋總

是髒髒黑黑，甚至是都市地雷之負面印象如圖 27。

圖 26   臺北市參加內政部營建署「馬路好行」獲獎

圖 27   臺北蓋水道路孔蓋

「鋪面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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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道路維護政策演進與未來展望

未來展望 
路平專案將道路整平也建立許多作業準則，後路

平時代亦以路平專案時執行的經驗與成果為基礎，並

藉由成立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統合政府機關與管線機

構資源，針對現在與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構思進階的

管理作為，讓資源獲得有效運用。面對政府經費日形

緊絀，而市民對於道路服務道路水準要求日益提高，

加上本市各項經濟活動頻仍，因此，如何在有限的道

路維護資源下，是今後善盡道路維護與管理所需處理

的課題，必須運用科技化、智慧化與動態管理模式來

解決。除了新材料新工法的引用，更期望優化道路的

維護及管理方式，將道路維護修繕工程轉型以買服務

的概念採用成效式契約，讓廠商有彈性可以善用其專

業進行創新，機關行政作業可以大幅減少、使用者可

以獲得更好的服務品質，創造三贏。持續推動利用 AI

自動辨視道路缺失，建立大數據，將鋪面服務品質建

立標準，並以視覺化管理平臺整合相關資訊，提高管

理效率，提供道路養護計畫最佳決策，期能提供市民

一個舒適、平整、便利及安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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