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二階段工程
美術館路及大順路段(中正~九如段 C32-C30)里民說明會紀錄
一、時間：109.09.12 14：00~17：00
二、地點：正興國小 5 樓活動中心
三、主席：高雄市政府捷運局副局長劉旺政
四、出席單位：
如簽到單
五、發言民眾：
(如簽到單及發言順序表)
苓雅區五權里里民黃ＯＯ、苓雅區五權里里民謝葉ＯＯ、苓雅區民主里里民黃Ｏ
Ｏ、苓雅區正文里里長莊文忠、三民區寶盛里里民呂張ＯＯ(三次唱名未到視同棄
權)、三民區寶盛里里民林ＯＯ、苓雅區五福里里民鄭ＯＯ、郭建盟議員、苓雅區
民主里里民施ＯＯ、苓雅區五福里里長邱瑞祥、苓雅區正文里里長莊文忠、苓雅
區五福里里長邱瑞祥。
六、出席人數：約 200 人。
七、內容摘要：
(一) 主持人致詞
司儀：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二階段工程里民說明會，針對中正路到九如路段苓雅區
的正言里、五權里、正文里、五福里、民主里還有三民區寶盛里的里民說明會正
式開始，有請今天的會議主持人劉旺政副局長致詞。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現場的里民還有媒體朋友跟我們的民意代表，大家午安大家好。歡迎大家踴躍來
參加我們今天所辦理的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二階段工程的里民說明會，我代
表我們捷運局帶領我們的工作團隊來為大家做說明做報告，我們輕軌建設這部分
之前在施工前因為聽到大家針對我們沿線停車的部分跟塞車這一塊都有一些建
議跟建言，因為這樣子，我們在去年辦了五場公聽說明會，同時也邀請專家學者
來為我們做這部分從公聽會蒐集回來的意見做一些建議對策，這部分的對策當然
我們就會把它融入，因此我們希望再來聽聽大家的聲音，針對我們這些專家學者
10 天 20 場次針對大家的意見將這部分融入進去，希望在這個地方透過說明會的
方式讓大家都能夠了解這部分的內容，希再聽聽看大家還有沒有其它的意見，如
果有我們會再做這部分的精進，這些成果當然我們在今年年初也拜訪了 4 個區 22
個里包括意見領袖，我們也都請他們來表達意見，希望透過這些溝通能夠讓我們
整個高雄市區能夠更發展。今天也謝謝大家來光臨這個地方，我們也請我們府內
各局處還有我們的專家學者賴文泰賴教授一起來這邊接受大家的意見，當然不一
定都是我這邊能夠做處理，但是相關的我們這些局處也都會盡力，然後我們在一
致的立場下對大家做這部分的說明，當然如果這些說明還沒有辦法能夠完全答覆

大家或者是後續各位還有其他的意見，我們也歡迎在登記桌那邊都有紙張可以讓
大家繼續做這部分的意見表述，所做的這些意見我們一定會帶回去做研究，跟顧
問公司、專家學者把這些問題盡量的減少，讓大家這些疑慮解除或者是降到最低，
當然我們府裡面的立場就是說，這部分我們府裡面跟局裡面針對我們環狀輕軌二
階這個部分有方向，但是還沒有方案，這些方向我們建議了很多的方案，等下會
請顧問公司張經理這邊來做報告，報告完之後如果各位還有其它的意見，我們再
來做這部分的說明。現在介紹一下前來關心我們輕軌捷運建設的民意代表，歡迎
吳益政議員、郭建盟議員、康裕成議員的陳助理、曾俊傑議員的方特助、黃紹庭
議員的李主任、黃文益議員的郭主任、李昆澤委員的郭助理、正文里莊文忠里長、
五福里邱瑞祥里長、寶盛里任天霸里長及唐助理、黃柏霖議員的黃執行長。
司儀：
好，接下來請我們的工程顧問公司開始今天的簡報，先請我們前排的機關代表請
先移步到第一排這邊，謝謝。
(二) 捷運局顧問公司簡報摘要
各位關心輕軌的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現在由我為各位報告，我們大順路段中
正路到九如路的里民說明會，首先這是我們美術館路到大順路沿線區里分布的情
形，包括有鼓山區、左營區、三民區以及苓雅區，今天我們要報告的範圍是中正
路到九如路的路段，整個長度有 950 公尺，大順路的路寬有 30 公尺，全線是沒
有雨豆樹的，在九如路到憲政路中間的大順路橋在去年的 3 到 4 月間已經拆除，
我們這邊重申今天的對象是三民區寶盛里以及苓雅區的正言里、五權里、正文里、
五福里、民主里這六個里。我們今天簡報內容包括有，108 年公聽說明會民眾意
見說明，接下來就是解決對策的說明，最後是民眾意見處理的說明。首先是 108
年五場公聽說明會民眾意見的彙整，為了貼近民意，所以我們不斷的跟民眾進行
溝通，在 108 年 2 月起我們陸續完成了五場公聽說明會，彙整民眾的意見總共有
1,874 份，整個這些意見都已經公布在捷運局的網站上面，同一個時間我們也成
立專家學者委員會，目的就是要將公聽說明會民眾的疑慮提出一個解決對策，在
經過 10 天 20 場次我們不斷的討論持續的檢討出一個優化策略，也在今年度的 3
月到 6 月我們完成拜會 4 個區的區長以及 22 個里的里長，目的是將各里關鍵的
議題將我們研擬的策略來跟各里的里長做說明。同時今年度的 9 月份我們也感謝
區公所這邊協助邀集了 22 個里長以及沿線 25 位議員來進行意見的溝通。從 9 月
10 號開始我們辦理沿線五場里民說明會，主要目的是將我們的解決對策進一步再
跟里民們做溝通。首先是 108 年五場公聽說明會的內容彙整說明，包括有支持方
跟反對方，我們彙整出三個面向，在都市環境面向，支持方認為輕軌我們是走在
平面的，所以有改造都市景觀的機會，因此可以提升生活品質，然後輕軌比較友
善，可以服務高齡化的社會人口，支持方也認為輕軌會引進人潮，人潮就是錢潮，
因此可以促進當地的消費，最後是輕軌可以紓解沿線的商場的人潮。在交通運輸
面向，支持方認為輕軌的肇事率比公車還有汽機車都低，輕軌有跟公車一樣可及
性又跟捷運一樣的舒適，同時輕軌完工之後可以串聯捷運的紅橘線，增加轉乘的

便利性，最後輕軌可以改變汽機車的使用習慣，可以減少空污。在政策推動面向，
這個計畫是被行政院核定的，因此我們可以直接的執行。而反對方的立場是認為，
輕軌是一個觀光列車不應該進入市區，同時反對方也認為輕軌會占用道路，影響
行車安全以及救災空間，反對方也認為說輕軌彎道的地方會摩軌而且聲光號誌都
會產生噪音的干擾。在交通運輸面向上，反對方認為輕軌的運量比較低速度慢，
會影響到我們的交通，反對方又認為高雄人都是騎機車的，騎機車比較便宜，然
後反對方又認為說我們今天取消路邊停車格位會衝擊到民眾停車的習慣。在政策
推動面向上，反對方認為政府好不容易把鐵路地下化了，為什麼還要蓋一個平面
輕軌?反對方也認為只要有低底盤公車就可以了，最後反對方認為為什麼不用地
下化或高架就可以了?最後，我們里民非常關心的就是大順路目前車流現況是擁
擠的，民眾也關心就是人行道比較破碎，然後長期被占用以及違規停車的現象，
最後是有一些民眾誤把輕軌當台鐵，所以他們會擔心路口轉彎跟通行的問題，有
部分商家也會認為說我有卸貨的需求的時候怎麼辦?針對上面這些問題，其實我
們經過去年整年度與專家學者討論的過程當中，專家學者有給我們一些觀念，就
是說輕軌不是只有觀光列車，它其實是生活上的一部分，因此在國外有些案例，
包括廣島或巴黎，其實他們都是把輕軌開進市區內。至於反對方認為說鐵路都地
下化了，為什麼還要蓋平面輕軌?這個部分其實台鐵跟輕軌它的運輸層級是不一
樣的，台鐵是屬於比較城鄉之間，我們的輕軌是屬於城市內的，因此它的服務對
象跟功能是完全不一樣的。至於低底盤公車，其實輕軌的準點率以及舒適度都比
低底盤公車來的可靠。最後地下或高架這個部分，除了會增加我們市府財政的一
個負擔之外，還會影響到我們的都市景觀。至於里民關心的車流擁擠還有人行道
破碎以及停車的問題，我們有完整的處理對策將在後續做說明。首先是解決對策
的說明，包括有執行策略成果說明，以及大順路段的中正路到九如路的共通性的
議題的解決策略說明，最後是各里民眾意見的解決方案說明。首先是參考專家學
者的建議，我們的解決對策有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東西臨港線，東臨港線 C32
到 C37 以及西臨港線 C14 到 C20，目前是位於既有的鐵路廊道屬於比較沒有爭議
的路段，我們先行施作，先行施作之後就可以完成一個大南環的通車，大南環通
車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可以提升台鐵及捷運紅橘線的轉乘服務，接著這邊有我們
高雄知名的景點西子灣或者是駁二這些景點特區，我們可以透過軌道的擴大服務
來到達這些知名景點。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東西臨港線是屬於比較沒落的地方，
透過輕軌的建設之後可以促進市區的活化再發展。第二個目標就是輕軌美術館路
到大順路，加上人本環境造街的施作，完成之後就可以形成環狀輕軌的整體路網，
可以提升我們軌道的運輸效能，接著我們透過人本環境造街可以讓我們的市區活
化再發展。接下來是以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策略就是我們做為解決民眾的
訴求的方向，包括有人本環境造街，民眾會想要了解人本環境造街到底做了什麼
呢?首先，我們將原本輕軌是島式月台 4 米寬的，我們現在經過優化方案之後改
成 2 米半的中央側式月台。接下來我們為了以人為本的環境造街，所以我們將人
行道加寬成 4 米，但是這是初步的 4 米規劃，未來我們會依據里民們的不同聲音

來調整這個數據，然後這個 4 米加寬之後我們會把原本的路側邊溝改成側向排水
提供一個比較平順的車行空間，然後我們會把一些比較凌亂的弱電纜線整合到弱
電共同管道。這樣完成之後的一個造街，我們可以提供更整齊更平順以及更友善
的人行道空間。接續人本環境造街，我們把箱體整合到設施帶裡頭，同時我們會
在樹穴以及植栽帶間來劃設機車停車格位滿足市民朋友的機車停放需求，同時我
們也會設置 Ubike 來提供民眾的第一哩路或最後一哩路的轉乘方便性。接著我們
是把沿線的路邊停車格取消掉，整合到路外停車場，同時我們也會設置 ITS 智慧
型的停車資訊，來導引民眾方便他到達停車場的訊息。接著，如果店家有卸貨的
需求，我們會研議來設置臨停彎滿足卸貨的需求。最後我們會整體檢討來提高周
邊的停車供給。接著我們進一步來探討停車問題處理對策，我們在 108 年年底我
們沿著輕軌沿線 300 公尺範圍內進行停車場的調查，調查的結果，我們大順三路
今天的對象是中正路到九如路段有這六個里，總共我們調查的結果有 16 個停車
場，可以提供 930 個停車格位，大順三路在輕軌施工的期間取消的席位是 147 個，
等於說是足以回補停車的空間，所以停車上沒有很大的問題，我們進一步調查這
些停車場的需供比，發現平日還有 0.63，假日還有 0.65，所以整體上停車的供
給是沒有問題的。接下來是中正路到九如路段周邊這 16 個停車場的位置以及各
自停車格位的統計表，請各位里民參考。接下來是島式月台為什麼要改成中央側
式月台?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輕軌的使用面積。民眾會問什麼是島式月台?也就是
說今天，這是我們的輕軌，在路口的某一側譬如說西側我們設置了一個月台，所
以往東往西的民眾只能在這個月台上搭乘，這表示說這個月台的面積會比較大一
點，我們目前的策略是改成中央側式月台寬度只會使用到 2 米 5，所謂的中央側
式月台，這是輕軌，這是路口，我們在東西側各設置一塊月台，所以往東往西的
民眾可以在各自自己的月台搭乘，因此月台使用面積就相對的比較小。從這個簡
圖裡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說明，其實輕軌它真的是配合路口的紅綠燈做停等，因
此它跟火車是完全不一樣的。接下來是路口轉向管制的說明，沿著大順路左轉的
車流勢必會跟輕軌產生交織衝突，為了確保行車的安全以及直行車的續進順暢，
因此輕軌有設站的路口我們原則上都是禁左的，但是如果是沒有設站而且本身又
是號誌化路口，我們未來會跟交通局研商適時的開放左轉。接下來是噪音處理策
略，首先是輕軌輪軌產生的噪音，我們除了會加大轉彎半徑之外，並且在過彎的
地方要求降低速度且在輪軌間塗抹潤滑劑來減輕噪音的產生，我們這個路段目前
中正路到九如路病沒有小半徑的部分，所以噪音的問題相較會比較少一點，另外
我們全線的軌道會採用彈性包覆材，來降低噪音大概 2 到 5 分貝。至於聲光號誌
的部分，這是我們依據部頒的規範來設置的，未來我們會配合日間、夜間、尖離
峰各個不同的時段所產生的不同的背景值，我們會依據這個背景值來彈性調整它
的音量以降低對民眾的干擾。接下來，民眾非常關心大順路的現況交通比較擁擠
而且容易塞車，我們的處理策略首先是分流，如何分流呢?透過去年專家學者的
研析，我們使用大數據來做研析，研析的結果有 15%是屬於穿越性車流，民眾會
問什麼是穿越性車流?也就是說這 15%的穿越性車流他並不是要到大順路，他的目

的地不是到大順路，他只是過境，他是要去別的地方使用大順路來到達，這 15%
的車流量我們利用替代道路把他移轉到其他道路就可以降低對大順路的交通衝
擊。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專家們幫我們研析出來說，100 個人裡面只要有 6 到 8 個
人的旅次移轉到輕軌上面去，事實上就可以有效的紓解大順路交通擁擠的情況。
我們大高雄地區是屬於棋盤式的道路，因此東西向跟南北向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做
替代道路然後導引分流這些車流量，可以有效的降低整個大順路的交通量。分流
之後的替代道路經過我們的調查結果，都還可以維持一般市區道路的服務水準。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這個路段的沿線優化方案說明，首先這是九如路口，九如路到
憲政路本來有一個大順路橋，在去年 108 年的 3 月到 4 月間已經拆除了，拆除之
後我們的市容景觀顯然就是非常的通徹明亮，這個時候把我們的輕軌加入之後，
在兩側的人行道我們都會劃設機車彎來滿足民眾的停車需求，這個是鐵路園道以
北我們在這邊設置 C30 站，未來可以跟台鐵的科工館站做轉乘，同時我們在兩側
的人行道透過造街計畫可以劃設機車彎提供民眾搭乘的轉乘服務。接下來是鐵路
園道的北側，同樣的設置我們的 C30 車站，也可以跟台鐵的科工館站做轉乘。這
是建國路的北側設置我們的 C31 車站，這個路口鄰近特力屋、環球影城還有聖功
醫院以及道明中學，也就是說未來搭乘輕軌不管是逛街、看電影、就醫、就學都
非常的方便。這個是建國路的南側同樣也設置我們的 C31 車站，我們在人行道兩
側會設置機車停車彎滿足民眾停車的需求。這是武廟路往北，同樣的它鄰近特力
屋、環球影城，未來搭乘輕軌都非常方便。最後我們會在凱旋公園這邊設置 C32
車站，繼續往東臨港線走就會完成我們的環狀輕軌。接下來是民眾意見的處理，
我們中正路到九如路這個路段的民眾，不管是 108 年或 109 年，民眾關心的議題
不外乎都是交通擁擠的現況或者是停車的問題，或者是輕軌產生的噪音以及人行
道的鋪面、大順路橋拆除之後東西巷道會不會因為輕軌建設而被阻隔，這些我們
後面都有做說明。首先，包括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輕軌有設站的位置會禁左，
民眾就關心說，我在這個區段裡面我要如何上高速公路?我們這邊的策略就是說，
以中山高而言，高雄這邊算是末端，所以我們北上的車流居多，因此我們會建議
就是說從建國路這邊上高速公路，但是建國路設有 C31 站，所以是禁左的，因此
我們會建議就是從憲政路這邊轉樂仁路就可以上建國路然後就可以上高速公路，
這是我們要表達未來 Pturn 之後仍然是可以上高速公路。然後民眾關心就是說，
大順路橋拆除之後，輕軌加入會不會造成巷道不能穿越?事實上輕軌本身不會造
成巷道的阻隔，以我們的 C30 站就是園道這邊的兩側設的 C30 站，確實不會造成
阻隔，包括 359 巷以及 309 巷還有 281 巷都不會阻隔。這個是有民眾反映說目前
人行道的鋪面都是磁磚容易打滑，事實上這就是我們人本環境造街的重點，我們
主要就是要改善人行道，除了整個鋪面我們會改善不讓它打滑之外，我們會讓整
個人行道更平順更整齊更友善，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市府這邊有準備動畫，
請市民朋友一起來觀賞。(影片播放)
司儀：
好，謝謝顧問公司精彩的簡報，請第一排的長官、機關代表們復位。接下來就是

要進行到讓我們的民眾發言，但是在民眾發言前，與此同時我們有非常多的貴賓
也陸陸續續到場，請我們主持人這邊再做一個補充介紹。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歡迎何權峰議員服務處的蘇先生、鄭孟洳議員的李特助、五權里陳玉環里長。
司儀：
現在把最寶貴的時間就要來交還給我們今天里民說明會的主角，也就是設籍在苓
雅區正言里、五權里、正文里、五福里、民主里以及三民區寶盛里的里民，因為
我們今天的說明會是特別為了這六個里來做簡報說明，這個整體的範圍是在中正
路到九如路段，所以只要在我們今天表定的程序發言時間 4 點以前都歡迎您去做
登記發言，我們在開始之前還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今天的發言規則，我們原
則上今天就是如主持人開場的時候還有顧問公司都有特別提到，去年已經召開全
市的公聽說明會，這次的里民說明會就是為了我們第一線的在地居民的心聲跟看
法來做溝通，所以我們是限制在剛剛講的這六個里的里民還有商家來做發言，登
記是登記到 30 個人次，如果說您登記第一次發言覺得還沒有講的很清楚或是還
有什麼想表達的，在登記尚未額滿之前您就可以登記第二次的發言，不過就是要
在我們的議程表定時間 4 點以前來完成登記，登記是依照先後順序的安排陸續唱
名上台來做發言，目前看到第一位是五權里的黃小姐，請黃小姐做準備。下一位
登記發言的是五權里謝葉女士，也請做準備。原則上唱名三次，如果沒有出現上
台發言的話，就會視同棄權，就要請您重新再做登記發言。如果說中間有非常多
踴躍的意見來登記發言，沒有辦法讓您上台來做表達的時候，登記台那邊有提供
書面表單可以做填寫，捷運局會一併帶回給我們市府團隊這邊做研究。另外提醒
大家，發言以 3 分鐘為限，2 分半鐘會有一聲響鈴做提醒，時間到的時候會有三
聲響鈴。請大家要尊重台上發言的人，台上在講話的時候，台下不要發出奇怪的
響聲干擾反對的相對的意見，當然我們每一個上台發言的人，我們相信都是非常
理性的市民，所以如果有偏離主題、無關主題或虛假攻擊的言論，我們主持人會
制止您的發言。全數發言完畢之後我們會安排府內相關機關跟工程顧問公司來做
一個回應，所以現在趕快把時間交還給我們的里民，第一位登記發言的是五權里
黃小姐，第二位是謝葉女士，也請做準備。
(三) 民眾發言內容：
1. 苓雅區五權里里民黃ＯＯ：
不好意思，我是五權里的居民，因為上次的說明會我並沒有來，但是透過昨
天里長說明說上次說明會有說明說沒有要拆除路樹跟縮減人行道的部分，這
次聽到說明會有提到說路樹的部分還是要拆除，我想確認一下這個部分跟上
次討論的結果好像有一點不一樣。另外就是說，針對這段施工期間造成的居
民跟店家的不便，請問官方這邊有做好補償的配套措施了嗎?這個部分請問有
沒有研擬?因為這段施工期間不只造成我們居民出入不方便，店家生意也會有
所影響，我們只有聽到說捷運局這邊針對輕軌的部分的好處，但是對我們受
到影響的部分都沒有說要怎麼補償我們，希望針對這一點可以幫我們再說明

一下或是有書面的方式來告訴我們，因為只有說明會，聽一聽之後，每一場
經過再到下一場，上一場講了什麼我們不是很清楚，人的記憶力總是有限的，
我們希望這些書面的討論結果是不是也可以發放給各個里各個區，讓我們知
道說每一場的討論結果是什麼，因為這次講的跟上次的討論結果明顯是有所
不同的，希望這一點可以做改善，謝謝。
司儀：
謝謝黃小姐的意見，待會再請機關來做統答，第二位登記發言的是謝葉女士。
請下一位黃先生做準備。
2. 苓雅區五權里里民謝葉ＯＯ：
大家好午安，我講台語，我要講的是民生問題，最現實的，其它的你們要怎
麼處理應該你們是會用最好的方法去做，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大順路的商家，
這個施工的時間是多久，對我們商家有什麼影響?民生問題是最要緊的，所以
你們要施工多久?對我們商家出入有什麼不方便?我們商家的出入，車輛要怎
麼出入?進出貨要怎麼出入?你們一定要替我們想好，所以這是人最基本的，
你如果說你做的多好，生意沒辦法生活也是都沒有用，所以，出入是最重要
的，你做的多好，我知道你們都會設計最好的，不好的東西你們也不會去做，
所以我要問最要緊的，停車的問題還有我們出入的問題，還有中正路跟大順
路那邊常常有車禍，蓋了之後會有改善還是更加不好?我覺得最要緊的就是這
些問題，謝謝。
司儀：
謝謝謝太太很切中我們每個人都非常關注的議題，接下來民主里黃先生，下
一位請正文里莊里長做準備。
3. 苓雅區民主里里民黃ＯＯ：
大家好，我是住在民主里，但是輕軌其實現在已經通到我的辦公室樓下，我
是很想要坐輕軌上班，但是，我是住在憲政路，憲政路到 C30 站要走路過去，
我之前有試過走路搭捷運上班，走得滿身汗，高雄很熱，5 月到 10 月 11 月走
路都是滿身汗，我是希望說我們這個人本造街的部分能夠有更多的遮陽，讓
我們在路上走的時候不要這麼熱，讓我們坐這個輕軌能夠更舒適，尤其像是
一些轉乘的部分，有兩個地方的轉乘在這次說明會的路段，第一個是台鐵轉
輕軌，這邊的話台鐵的樹蔭可能比較多一點，我覺得是還好，另外一個轉乘
比較困難的地方是捷運的橘線跟我們的輕軌有交錯，可是沒有站跟我們的 C30
是靠近的，它左右兩邊各一個，但是我要怎麼從捷運橘線到輕軌，我覺得這
個是，希望官方能夠說明一下有沒有這部分的造街的計畫，因為不可能把我
們載過去，當然就是從這兩個站，甚至從台鐵站走到輕軌站能夠更舒適，遮
陽多一點，遮風避雨的多一點，謝謝。
司儀：
謝謝黃先生寶貴的意見。接下來邀請上台的是正文里莊文忠里長，也請下一
位寶盛里呂張女士做準備。

4. 苓雅區正文里里長莊文忠：
主持人，輕軌建設這些長官、團隊跟這些民意代表、里長們，還有關心輕軌
建設這一段的里民，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正文里的里長莊文忠，因為我的
里內差不多在 300 公尺，就是武廟路到建國路這段，因為我們平常跟里民接
觸，要做輕軌已經說很久了，這個輕軌公聽會已經辦了很多次也很辛苦，希
望說在這段期間，大家對這個要做比較關心的就是說因為會影響到我們里內
大順路上的店面，大家比較關心的是這點，然後這個交通，本來為了我們高
雄市的發展，這個就已經要做了，大家看到那個圖，專家來設計的看起來都
非常的漂亮，希望做起來也一樣，為了我們高雄市大高雄的發展，希望如果
要做就趕快來做，公聽會開了這麼多次我看，說是說意見很多但要是邀請大
家都說沒空沒空，今天辦的這麼隆重，我看里民也沒來幾個，差不多都是民
意代表來的比較多，大家都很辛苦，因為希望說民意代表可以幫我們把關，
然後像說我們這些店面有受到影響的疑慮，我接收到的就是說大家都關心說
我是跟人家租屋的，我生意變差，你如果要補助的話，是補助地價稅還是房
屋稅都是被屋主拿去，對租屋的人沒有什麼幫助，希望這點有關單位可以比
較注意這點，因為我看里民來反映的還是這點，因為會影響到生活，政府要
做也有預算，希望說店面這方面可以把他們照顧好。那交通，因為大家彎來
彎去都可以過，希望這些長官可以對我們這些店面商家可以多關心一點，以
上報告，謝謝。
司儀：
謝謝里長寶貴的意見，接下來邀請上台的是寶盛里呂張女士。唱名三次不到
的話就要由後面遞補上來，如果呂張女士還要發言的話就要重新登記。接下
來邀請上台的是寶盛里林先生，下一位五福里鄭先生請做準備。
5. 三民區寶盛里里民呂張ＯＯ：(唱名三次未到視同棄權)
6. 三民區寶盛里里民林ＯＯ：
各位長官大家好，我是寶盛里盛和大樓的副主委，我們在這邊也居住了 20 幾
年了，針對我們輕軌的建設，當然建設是要利民，要讓我們民眾更加方便，
不過這當中會有幾個問題就是說，在三天前在預定的 C30 那邊的公車站在進
行施工，那天只是跟我們這個輕軌一樣施工封閉了兩個車道，那天晚上整個
大順路，從五福路要轉中正路轉大順路整個沿線都塞車，我女兒現在在民生
路上班，她說她回來的時候整條路都塞車，請問一下我們的交通的這個部分
的影響，剛才看到很多交通數據說要怎麼分流怎麼舒緩這個塞車的問題，都
講得很好，可是實際上請相關單位真的好好去看一下整個大順路在上下班的
尖峰時段它到底是什麼情況，麻煩這個部分一定要解決，不然的話整個未來
我們大順路沿線如果真的是輕軌建設下去的話，塞車的問題一定會發生，不
只是塞車的問題，我更擔心的是交通事故一定會頻繁，造成我們市民這樣的
生命安全的考量，請務必一定要就是說考量清楚還有規劃完整，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我建議 C30 的車站是要用兩個側邊的車站，是不是可以建議 C30

就建中央島式，4 公尺沒關係，但是就建在原來的鐵道上，那邊的話不會產生
困擾，這當中來講相對施工的經費可以節省，還有就是說，重要的是在 309
巷跟 316 巷就不會因為這樣產生隔閡，我們兩邊本來是可以互相通行的，如
果你把這個車站改成兩端的話，那造成什麼?我們等於是跟對面的話就是隔離
了，沒有辦法配合我們原來的行走的模式。第三個就是說，希望那個就是說，
因為兩個車站的建立，鐵路的還有輕軌的(三聲鈴響)，就是說停車位的問題
麻煩一定要規劃完善。第四點希望說，既然我們是這麼漂亮的輕軌的話，是
不是周圍的這些大廈這些景觀，是不是在外牆的設計上政府有規劃團隊可以
給我們做相關的設計然後有幫助、補助?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司儀：
謝謝林先生的發言，接下來邀請的是五福里鄭先生。
7. 苓雅區五福里里民鄭ＯＯ：
我想請問一下捷運工程局，目前的規劃是使用草地嗎?在輕軌通行的路段，我
這邊的意見是要不要試著使用硬鋪面，這樣子在日後與相關交通局去做左轉
道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再重新鋪設地面，就是在班與班之間可能可以試著開放
左轉道的使用。第二點是停車位的引導，剛剛有聽到說有用 ITS 停車資訊，
我想說是不是讓駕駛人在事前的道路規劃時就可以利用像是導航之類的結合
在 app 上，讓駕駛人在行駛之前就可以先規劃停車位子，這樣子可能會稍微
好一點。然後，下一點是關於人行道的部分，我剛剛在看人本的部分，人行
道好像都沒有加蓋任何的鐵柵欄之類的，我想沒有鐵柵欄的部分可能會有一
個疑慮就是行人違規穿越道路，如果有加蓋鐵柵欄的部分的話就是可以避免
行人，就是鐵柵欄其實有避免行人穿越或者是車輛違規停車在人行道的部分，
這個我想可以請相關單位去做評估看看，我的發言到此結束。
司儀：
謝謝鄭先生的意見，我們第一輪登記發言的民眾就是剩下我們的民意代表郭
建盟議員，接下來就邀請郭議員上台。
8. 郭建盟議員：
謝謝，我有幾個意見要提醒我們市政府，第一個部分就是我擔憂整個輕軌施
工期間或者是未來營運期間，對中正路段一直到博愛路段沿線商圈的營運變
化，所以我希望在開工之前，我不知道這個應該是哪個單位來做，務必請我
們的顧問公司分兩個時段，一個是中午一個是晚上，譬如說中午 12 點半，一
個是晚上 7 點左右，用文字的紀錄還有影音的紀錄去紀錄沿線商家的營運狀
況，包括開工前，再來是施工期間，接下來是完工後的初期，再來是輕軌營
運後的兩年，我們分四個時段來記錄一下大順路沿線商圈經濟的變化，來確
保我們這個施工計畫是為了對整個商圈跟市民的生活的一個正向發展，我在
想不一定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非常正向的，但做了這個紀錄以後，同時我
要請顧問公司提出在這四段期間，對商圈衝擊的狀況跟怎麼樣去協助，未來
怎麼樣去協助他們改善，不然簡單講，你們現在施工下去，受到衝擊的是民

眾，民眾來跟我們反映，如果一開始都沒有準備也沒有方案的話，未來民意
代表也好民眾也好我們會不斷的跟市府產生衝突，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因應，
有可能在什麼時間造成大家生意會比較差，明確的讓民眾知道，因為施工一
定會造成衝擊，大家共同來面對來承擔，但是施工後我們計畫會回復到什麼
樣的程度，這個都要請顧問公司把它評估出來。另外一個就是針對施工期間，
我們的交通疏導方案，剛剛有說到希望副局長說要把我們的交通引導到其他
的南北穿越車流，在同樣的施工期間，包括我們的中博高架橋也要拆掉了，
所以南北穿越車流其實對高雄的衝擊是相當大的，所以不僅就這裡的服務水
準評估(三聲鈴響)，也要做周邊的服務水準評估，全部一起列出來，讓我們
清楚知道未來的兩年到三年，高雄市的南北穿越車流會造成什麼樣的疑慮，
以上建議，謝謝。
司儀：
謝謝郭議員非常中肯而且精闢的意見，因為剛剛臨時有一個民眾也登記發言，
就請民主里的施先生直接上台。
9. 苓雅區民主里里民施ＯＯ：
大家好，我是住在民主里，我是大順路橋下店面的住戶，我在那裡已經快要
30 幾年了，好不容易橋拆掉以後，我想說這樣交通就非常好了，結果現在說
要蓋一個捷運，我只有擔心一件事情，停車問題，我在那裡被開單開了最少
10 張了，我們那裡完全沒有停車位，整條都是紅線，旁邊也沒有停車位，我
不知道市政府在規劃我們的市政設施上，你光想到路，你有沒有想到停車問
題?我們住家連自己停個車每天都被拖被開紅單，我希望市政府在這方面能解
決一下，我們在大順路我們是歡迎做捷運，我不反對，可是我們的困難也幫
我們解決一下，謝謝。
司儀：
謝謝施先生的意見，如果後續還有里民要登記發言的部分可以到我們的登記
台那邊做登記。接下來請主持人來邀請府內機關還有工程顧問公司來做個回
應。
市府單位回應：
(1)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謝謝各位民意代表跟里民的指教，我就先做簡單的答覆，再請府內相關局
處跟顧問公司，如果沒有說清楚的再麻煩做補充。首先講到樹的部分，樹
的部分其實我們市府真的很重視樹這部分的保存，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就
是以站就樹，車站建設是以不影響樹的部分去做建設，能夠保留的我們會
盡量做保留，當然我們也會去把現有的路樹去做它的健康狀況檢查，因為
大家也知道說颱風的時候常常會有樹倒下來甚至是打到車子甚至是打到
我們的里民，所以我們府內也會做這部分的處理，會去做一個樹的健康檢
測，輕軌建設的過程我們也會接觸相關的護樹團體，也會成立護樹顧問團
來為大家做這一部分樹木的爭取，我們有不懂的地方會經過這些顧問團來

幫我們檢視來幫我們做指教，這一點各位請放心，樹能夠保留的我們就會
盡量保留。講到補償的部分，補償的部分在我們地方稅裡面有房屋稅跟地
價稅，房屋稅的部分在施工期間如果有重大的影響，這部分是可以在 20%
的範圍內機動調整它的地段率，在地價稅的部分，我們會送請地政機關做
下次重新規定地價時的參考，至於營業稅的部分，也可以跟主管機關提報
施工影響的範圍辦理減稅，這些是稅的部分我們會做這樣的處理，這部分
是我們之前就已經有被問過的，我就做這些答覆，地方稅的部分我們可以
做這樣的處理，如果後續我們在施工的時候相關我們會再做這部分的申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影響到的部分也來提醒我們機關這邊做處理。在施工
的部分大家都會想到說黑暗期，交通黑暗期，當然這一部分我們不希望說
有所謂的黑暗期，我們希望影響到最小，這部分就像剛剛郭議員講到說，
我剛剛有報告過，這部分我們會做分流，當然其實這部分我們交通主管機
關交通局今天也在現場，等下請他幫忙做補充，其實我們做所有的施工一
定會有一個交維計畫，這個交維計畫一定會維持我們的道路的服務品質，
不會說想要怎麼施工就怎麼施工，會被我們的交通局來幫我們把關著，幫
我們做這部分計畫的維護。塞車的部分跟停車的部分等下請交通局再做這
部分的補充。轉乘的部分，當然這個部分是我們在做規劃的時候一定要想
到的，但是因為有一些時間差，之前可能沒有想到後面的一些規劃，現在
在做的時候我們會盡力把這個問題帶回去，盡量的把人行的友善空間把它
建置好，不然轉乘的時候大粒汗小粒汗，謝謝這部分的指教。郭議員講到
的商家的這部分，前中後的監測，針對這一塊這個議題我們之前是沒有碰
到，我們會把這個問題帶回府內，我們府內現在都有專任小組在做這部分
的研討，這部分會交給計畫組再做思索，後續有必要的時候我們會再做說
明做報告。我大概就先做這樣的一個說明，關於交通的部分就請交通局的
黃科長來為大家補充一下。
(2) 交通局：
主席、地方上鄉親、各位議員、里長們，大家好，交通局針對輕軌二階有
爭議的部分來說明交通怎麼樣去處理，我們在施工期間捷運局這邊會受理
交通維持計畫，交通維持計畫就是說在施工期間怎麼樣讓大順路這邊不要
因為施工過度的壅塞，怎麼去分流，車子要怎麼走這些臨時的替代路線，
這部分除了讓車子分流以外，我們在沿線會做一些導引指標，還有加強交
通指揮，整個施工期間的交通維持計畫要經過我們的道路交通安全會報這
邊通過以後才能實施，這部分我們市府的相關局處都有來參與，這部分我
想我們到時候一定會來做比較詳實比較詳盡的審查，盡量讓施工影響交通
的部分降到最低。另外，在我們輕軌營運期間，輕軌營運期間這是我們所
謂的永久路型，就是說輕軌營運的時候路型就定了，這部分要做一個營運
計畫，輕軌的營運計畫，這時候你要送來審查，在審查的時候就要來說明
輕軌營運期間你的道路是怎麼配置的，路邊停車要怎麼配置，還有輕軌是

怎麼運行的，到時候我們都一併來審查讓營運期間也可以來順利。剛剛有
先生講到交通壅塞的部分，另外除了剛剛簡報有講到的，大順路旁邊可能
可以引導到明誠、同盟這些平行路線以外，另外我們針對號誌的部分會加
強，針對號誌我們可能會因應我們輕軌加進來以後這邊的交通狀況可能跟
其它地方不太一樣，所以我們會針對輕軌加進來以後車流的分布還有營運
的情況來做各個路口的號誌調整。剛剛也講過有些設站的路口可能會必須
要禁止左轉，但是沒有設站的路口我們會適時的開放讓車輛可以左轉，不
會說都塞在這個路口。另外我也跟大家報告，停車的部分剛剛簡報有講到，
路邊會適時設置一些機車停車格方便民眾停車，另外也會找地方可以來設
臨時停車讓商家可以來裝卸貨物，至於民眾汽車的部分，剛剛也有報告了，
我們在輕軌沿線 300 公尺範圍內有路外停車場，我們到時候會做停車導引
的資訊，方便民眾到達停車場來停車，可以知道停車位置還有這個停車場
剩下多少格位，這些都可以讓民眾一目了然。剛剛也有說到轉乘的部分，
除了輕軌經過在台鐵這邊有科工館站可以轉乘，我剛看了一下公車也可以
轉乘，在輕軌這個路線裡面大概有 9 條的公車，就是九如到中正這一段有
9 條公車路線通過可以做轉乘，另外九如路上東西向有 60 公車，建國路
有 88 公車、中正路有 50 公車，這三條都是幹線公車，所以我們到時候就
可以把輕軌還有這個東西向的公車到台鐵形成一個轉乘的路網，讓大家在
這邊轉程非常的方便。以上是我跟大家報告交通部分的說明。
(3)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謝謝交通局王科長的補充，接下來請台灣世曦顧問公司的張經理來做其它
沒有講到的部分的補充。
(4) 顧問公司：
各位里民大家好，現在我針對剛剛有民眾提到說，他要從憲政路如何走到
C30，他怕有一些遮陰的問題，也同時回應第一個民眾提到說路樹的問題，
現在從我們這張圖很明確就是說，憲政路大概在這個位置，我要走到 C30，
事實上我們人行道兩側的路樹目前都是維持著的，會保留，不會把路樹移
植，我先回答這個問題。然後是不是有提到未來輕軌怎麼跟橘線轉乘，我
們的橘線應該是在中正路上 O7、O8，未來可能 C32 站會在這裡，C32 周邊
會有設置一些轉乘設施，轉乘設施首先我們會優先採用腳踏車的方式，O7、
O8 距離 C32 大概 400 多公尺，這 400 多公尺其實是屬於一個轉程的範圍
內，因此我們會在這個公園內設一些轉乘站，就是 ubike 之類的或者是一
般的自行車，未來我們會劃設騎腳踏車的路徑，這是目前我們暫時的草案
規劃是這樣。然後有一個民眾提到島式月台，如果我沒有誤解里民的意見，
他是不是說希望搬到這個位置?剛剛那個民眾的意思如果他是希望把車站
放在這個地方然後變成一個島式月台，我這邊說明一下就是說，這裡的長
度是不夠的，因為我們的列車長度有 35 米，整個輕軌的列車長度就有 35
米，我的月台不會小於 35 米，我的月台一定比 35 米長，接下來因為我們

會設無障礙空間，所以我們的月台，如果我是雙向進出這個月台，我會有
一個無障礙坡道，這個無障礙坡道因為我們友善無障礙的話我們會用 1
比 20，所以整個長度是 7 米，因此這樣加起來整個長度，這個月台的長
度最起碼要有 63 米，以剛剛我看了一下這個圖說上面，這個位置目前大
概只有 45 米長而已，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設置一塊月台。我們
目前在這個兩個路口各設置一塊月台，事實上是不會影響到 309 巷的通行，
剛剛有里民關心說是不是我們的月台設置後會影響整個巷道的通行，我們
用這張圖來表達現在所有的巷道都是不會被阻隔的，也就是說我們輕軌加
入設置月台之後，是不會阻隔這些巷道的通行。目前我這邊的議題除了剛
剛長官們已經回答的會比較是交通的議題之外，其它的問題就先回答到這
邊，如果有回答不夠的地方請民眾再做發言，我再補充回答，謝謝。
(5) 賴文泰教授：
兩位議員、各位鄉親大家午安，我站來這裡站在這個發言台，我就覺得我
的身分不要坐在那邊就是說好像是在幫這一線的市政府的長官，我是來跟
大家分享我的經驗，我先就第一位黃小姐，黃小姐有說歷次意見到底怎麼
樣?因為我大概每場公聽會，這次應該是第六場，我稍微跟黃小姐歸納一
下，歷次的問題最主要是怕壅塞、停車的問題、建盟議員說的沿線生計的
問題，我說先把這些問題先歸納一下，我先來跟大家講說，益政議員算是
我很熟悉的朋友，他知道我從念書開始唸交通管理，然後畢業開始的第一
份工作就在高雄，簡單說大概 40 年，我就覺得做交通是一個很有趣很有
趣的問題，回到我們今天的議題，我先舉幾個例子，像是停車，你們有沒
有發現路上的紅線越畫越多?你們有沒有發現紅線越畫越多?你們走在路
上，你有沒有發現紅綠燈越做越多?紅線越畫越多對用路人有什麼影響?
你騎車越來越難找車位。號誌越設越多對用路人有什麼影響?你走在幹道
你會怎麼樣?你越走越慢。大家想一想，這個道理這麼簡單，你看紅線為
什麼越畫越多?為什麼號誌越做越多?因為什麼，你畫紅線就是原來畫停車
格，在家，有些停車格畫在你家門口，你要做生意或畫在你的車庫擋住你
了，所以說紅線可能就要做點協商。紅綠燈呢?有些巷道要出道路你出不
去了，為了你的出入的便利安全，就開始要增做紅綠燈，這些意思就是說
交通建設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站在這個觀點，紅線多號誌多好像
不合理，可是另外一個私人的觀點這個好像又需要做。回到這個整個大順
路，我再問一個問題，大家知道在北邊一點，現在大家知道大順路有好市
多，你知道北邊義大要做義享天地，再過去一點點博愛路跟大順路富邦要
開發，想一想那個停車位是要做多還是做少?這些開發案停車位是要做多
還是做少?做太少，去那邊你沒辦法停車，做太多，是不是每個都開車去?
道路呢?就擁擠了，所以說我說這個交通如果說你靜下心來是一個，因為
都是我們日常在生活，是個很有趣很有趣的問題。回到今天的主題，因為
今天副座說今天，如果待會大家還有第二次發言，我有點時間，所以我跟

大家分享一下這些折衷的觀念的經驗，因為有點時間，我應該以前大概都
沒有辦法逐條，所以我今天我會逐條來跟每個人做經驗上的分享，我們一
起來討論看看。我先說壅塞好了，大家想一想，這個是我從昨天開始的道
具，大順路大家都擔心它塞車，這杯水裝滿了這麼大的杯，輕軌引進來會
怎麼樣?中間 10 公尺不能開車了，我把水比喻成車子，10 公尺不能開車
了，瓶子變多少?變這麼小，原來的水倒進來，很滿的水倒進來這個瓶子
這麼小，水會怎麼辦?一定會溢出來。簡單說，交通就會越來越擁擠，這
道理應該很簡單，對不對?你道路面積，你容量變小了一定會越來越塞車，
大家想一想，這個道理這麼簡單，這邊的人不知道嗎?或是說我們長期唸
了 40 年交通，我們會不知道嗎?你畫掉之後停車格位越來越難停，剛剛民
眾也有問停車問題怎麼辦，可是大家想想為什麼，為什麼說這麼簡單的道
理為什麼還要再做輕軌?為什麼還要再做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在念書的時
候，老師因為這個例子全世界在教書他告訴我們，你們有沒有聽過沸水煮
青蛙的理論?簡單說這杯水如果是熱的，你青蛙把它放下去，青蛙會馬上
怎麼樣?跳出來。假設你一開始這杯水是冷的，青蛙把它放在裡面，你慢
慢慢慢把它加熱，這隻青蛙會怎麼樣?它會死掉。其實台灣的交通問題就
跟沸水煮青蛙是一樣的，我們一開始的時候，譬如說這個一開始的道路，
瓶子這麼大，可是我們水也比較少，可是水會怎麼樣?慢慢慢慢慢慢變多。
我跟大家說個數字，我把水當作是我們的汽車跟機車好了，這 50 年來台
灣，汽車總共增加了 827 倍，機車增加了 427 倍，這 50 年增加了 1,000
多倍的車子，大家猜一猜這個瓶子增加幾倍?水增加了，瓶子也會增加，
增加幾倍?總共增加了 2.9 倍，你想一想，水一直增加，瓶子只能增加 2.9
倍，所以你今天說的壅塞的問題，今天說的停車的問題，今天說的空污的
問題，神仙來都沒有用。因為瓶子就是這麼大，這個東西當然就是很多很
多長年來的歷史，就是說我從唸交通到現在，事實上可能也有些心痛有些
體會，就是怎麼樣?我們這水我們沒有想辦法，這不只是台灣，全世界很
多的都市都一樣，我們沒有辦法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讓這個水是熱的，讓它
不要跳進去，然後慢慢慢慢就演變成大家的問題，所以第一個問題事實上，
這些問題就是要解決治本，再回來說現在比較簡單的問題，大家都說塞了，
大順路這麼塞，瓶子，對不起，大家知道沿線發展起來不可能再增加了，
就是 30 公尺寬，怎麼辦?車子會不會越來越多?會不會?按照道理，應該會，
如果在北邊一點，義大世界來了，富邦世界來了，車子會不會越來越多?
怎麼辦?假設我們沒有想到方法，沒有想到方法，水越來越多，它滿出去
就越來越大，這個思考，我剛講說都有兩方面聲音，你今天擔心水變多容
器變小了是不是越來越壅塞，可是想一想，如果沒有想到方法怎麼辦?這
大概是第一個我們說，我常說交通是很有趣的問題，你在不同的觀點就會
看到不同的答案，再回到，其實我常跟大家舉例，因為建盟議員跟益政議
員都是我很久熟悉的朋友，我常舉例，你想一想，我們說選擇交通工具十

個字而已，哪十個字?經濟，你要便宜，迅速，你要快，舒適，便利，安
全。我常請問這十個字你覺得什麼最重要?這十個字你先從心裡面想想看
什麼最重要，因為我在不同地方有演講，我應該問過一萬多個人，問到你
當事人，很多人就會講說迅速。問到年輕的朋友就會講說我要便宜。可是
我換個主題問，今天假設你的小孩子要選擇交通工具的時候，你最重視什
麼?我問到現在沒有第二個答案，都說安全。我們交通工具什麼最不安全?
我們交通工具什麼最不安全?機車。當然我說這個，有些朋友會選交通評
選，這個當然就是我說兩難的地方，機車，大家知道說為什麼我說，我站
來這裡第一個是說，除了身份之外是說，我覺得，我把口罩摘掉隔離我覺
得比較好講話，大家想一想你為什麼要戴口罩，大家想一想你為什麼要戴
口罩?因為什麼?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到目前為止台灣死掉多少人?7 個人，
7 個人政府就要叫你幹什麼?戴口罩。再多一個數字，在建盟議員跟益政
議員的選區北邊一點點，2014 年氣爆，大家知道氣爆死掉多少人嗎?32
個人，我印象中是 32 個人，受傷 321 個人，全國皆知。再早一點點，921
地震死掉多少人?2,400 多人，全世界皆知。可是大家知道我們每一年的
交通事故死掉多少人嗎?去年一整年交通事故死掉 2,800 多人，簡單說今
天我們到晚上我們台灣同胞一天 8 個人死掉，受傷 44 萬人，白話說你今
天站在這一天，台灣同胞有 1,250 人因為車禍受傷，加起來就是說台灣每
一天經過車禍受傷跟死亡的人有 1,000 多個人，1,000 多個家庭，所以我
說你再想一想，7 個人，政府就有責任，每一天，這是每一天，氣爆跟 921
是突發事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蓋這些大眾運輸，政府有責任，民意代
表有責任，我們唸交通的有責任，我說這些觀念是說，我在時間底下我跟
大家分享，回到這些觀念回到今天大家關心的議題，剛剛黃小姐說路樹問
題，剛剛副局長有說以站就樹，這些補償的問題大概基本上也有說，回到
謝葉女士說到底對商家的影響有多少，這個我想我就要跳到建盟議員說的
議題，建盟議員事實上說的也很有趣，台灣很多交通建設一直開發，包括
鐵路地下化，前後的影響事實上很多的做過研究，包括地下化完了之後這
些捷運車站做完之後地價可能都會做研究，可是真的還沒有像您說的在開
工前、施工中、營運後怎麼來做一個完整的調查，這個是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也覺得捷運局應該，不過技術上可能有一點點需要研究，譬如說到底怎
麼樣知道它經濟上，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這個我覺得應該是
併同我們這次的研究裡面按照建盟議員的建議，我覺得應該很，這個是個
很有趣的議題，以前很多人做，可是基本上的觀念沒有這樣。再回到大家
關心對商家影響的問題，我說很多都是經驗很多都是數字，去過台北你會
發現每個房地產都會打出什麼廣告?我家在捷運車站旁邊，我家離捷運車
站多少公尺，簡單說，你家在捷運車站的附近房地產是應該增加的，這個
經驗經過調查，我跟大家分享個數字，台北捷運如果從開工到營運至少增
加 2 倍，大部分的在 50%到 1 成 5，可是你會說那是台北，高雄呢?大家有

空去 google 一下，在今年的 5 月份蘋果日報委託永慶房屋做個調查，針
對我們輕軌 9 個站，9 個站裡面平均的地價上漲率是 8%，有 8 個站的地價
上漲，只有 1 個站大概降了 0.5%，就是凱旋那個站。所以說，當然這些
理論跟經驗是要跟大家分享說，如果做對的，基本上它的地價是應該上漲
的。回到地價上漲之後，施工期間的交通維持，這個剛剛交通局的科長有
說明過，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做交通一開始它有個交通維持計畫，圍
籬要怎麼圍?車輛要怎麼引導?它有個計畫，它也需要來辦這個里民說明會，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關心一下你到底是要怎麼圍，岔開來一下，我說輕軌
一定會有影響，可是相對於其它捷運這些車站，輕軌的影響相對其它捷運
車站是比較小，因為它通常是圍在中間，所以它相對的影響比較小，可是
交通維持計畫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我在提醒說你關心的地方，在施工交
維的時候你就需要來觀察這個地方，車禍的問題，中正大順路大家都知道，
中正大順是易肇事路口因為它是五岔口，交通也不順暢，所以這個問題可
能就是說，我覺得隨著輕軌的引進，大家車輛減少可能就會做點舒緩。回
到黃先生說的專業的問題，黃先生你剛講那個 C32，C32 跟五塊厝的轉乘
很清楚，憲政路跟科工館站就比較清楚，橘線，C32 站就是我們說的凱旋
公園那個站到我們的橘線五塊厝的車站剛好 390 公尺，到文化中心站剛好
500 公尺，你說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些部分其實交通局都有在研商，到底
用什麼方式，因為它最小的空間就 1.5 公尺人行寬度，這個部分事實上可
能就是坐在這裡的單位你要怎麼去克服，當然以後很多方式，譬如說自駕
車，能不能這個地方做個接駁，這個可能就要大家去傷腦筋。里長講的那
個店家的問題我剛剛說明過，其實這個是值得，剛剛建盟議員說的你需要
去調查然後去關心，如果當然說從歷史的數據裡面，它事實上是有機會。
另外林先生說那個島式的問題，剛才有講到，我用白話說的比較簡單，他
剛剛說島式跟側式，島式就是這個車站這邊可以搭車這一邊也可以搭車，
所以它會變怎樣?它會比較寬。側式呢?這個方向在這邊，那個方向的在那
邊，會比較窄，占用道路空間比較小。看起來各有利弊有好處，可是島式
月台的長度就比較短，側式的長度就比較長，所以我就說交通其實很有趣，
它都是一些相互的關係，是要比較寬的還是要比較長的，這些東西都是選
擇。回到鄭先生，你問的問題事實上很專業，他問一個硬鋪面，我分享一
下，我們現在的路是什麼鋪面?柏油。你有經過過高速公路的收費站嗎?
經過高速公路以前的收費站是什麼鋪面?水泥鋪面。硬鋪面，譬如說德國
他的硬鋪面是石頭，其實各有利弊，硬鋪面最好的好處是說它不需要維護，
那為什麼那麼少用?因為開車的上去一直摳摳摳也會產生噪音，這個都是
很專業的問題，我最主要是要回答你說那個停車資訊，鄭同學應該說對了，
以前都是看路口的顯示，這個停車場還剩幾個車位?現在有沒有車子要出
來?現在怎樣?都希望怎麼樣?你用手機用 app，這個應該是交通局最主要
做的事情。最後我回答那個建盟議員那個，回到剛剛講的那個交通需要來

做清查的問題，我覺得，其實這件是我自己的建議，我覺得局裡面應該針
對建盟議員的提問在技術上做個研討，至於說周邊服務道路，我一分鐘跟
大家分享，我們現在高雄市的穿越道路，從西到東，中華路、自立路、中
博、大順，都很會塞，大家注意，應該從 2、3 個月前，多了哪條路?自由
復興，在自由復興的穿越量，大順路這條路大概佔了 13%的穿越比例，中
博大概佔了 16%，所以建盟議員說對了，如果大順路的路口施工跟中博施
工，加起來就將近 30%的穿越量，一定要做給這個，基本上是時間上要做
安排，這點意見事實上也是我覺得建盟議員說對了，這個時間上要做點安
排。這些是我針對幾個問題來跟大家做點交流，最後一句話，我每次在最
後一句話我都跟大家講，這邊都是專家，可是他們沒有生活在這裡，因為
大家有生活在這裡，你一定會了解說你到底有什麼需求，你的貨車要不要
裝卸，你前面的出入口要不要進出，只有你最清楚的知道，所以我常說你
來參加公聽會除了知道之外，我每次都說，站在講桌上，我是一個所謂在
教書的身分，我要告訴大家，你有責任你應該有義務了解整個規劃的過程，
不知道的就找他們，把你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可能受到的影響，交通維持
的影響，你應該了解清楚，然後來跟他們講，我常跟學生說，你沒有講沒
有人會知道你的問題，所以你生活在這裡，我說你有責任跟有義務有權利
來跟大家講說你可能會受到的影響。以上就是針對我自己長年來對交通的
了解跟大家的意見來跟大家做個交流，謝謝大家。
(6)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謝謝我們賴教授 40 年的交通專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幫大家加持灌頂，當然
剛剛賴教授有說不是來替我們捷運局這邊做說客，但是他是把宏觀的專業
的交通專業讓大家知道我們市府辦的這個說明會是希望說透過這樣的管
道，包括各位剛剛所提的意見，我們做的說明，如果經過大家的深思熟慮
之後覺得還需要再提什麼意見，沒關係，等下到登記台那邊都可以再做登
記或者是用書面的方式表達，我們市府這邊會再來做這部分的回應或者是
放入我們的政策裡面做討論，針對剛剛的說明我再做這樣的補充。
司儀：
謝謝，我們現在來進行第二輪的登記發言，邀請五福里邱瑞祥里長上台。
10. 苓雅區五福里里長邱瑞祥：
各位長官大家好，我是苓雅區五福里里長邱瑞祥，我們用剛剛 C30 那個圖，
就是說會妨礙到東西巷道的出入，先前我們大順路橋還在的時候，我們五福
里的大順三路 282 巷到民主里的大順三路 281 巷，這是非常容易暢通的路，
然後 366 巷跟 309 巷也是一樣是非常暢通的道路，大順路橋拆了以後，結果
很多里民要通過那邊都沒有辦法穿越，這代表是怎麼樣?因為交通局它把那個
大順路把它畫成雙黃線，所以是禁止左轉禁止穿越，只能順著大順路來右轉，
所以造成我們當地居民行動的不方便，到現在為止，經過我們長時間來反映，
現在交通局已經決定說要在這兩個路口來設置紅綠燈，你看，這是一個拆大

順路橋的經過的情況是這個樣子，所以這種里民的說明會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當初在拆大順路橋的時候你們並沒有透過說明會的方式來跟我們告知說以
後大順路橋拆了以後整個東西巷道里民的通行是怎麼樣，所以我希望說這次
的輕軌第二階段的部分，從我們 C30 到 C32 的部分，既然我們捷運局以各個
區塊的模式來檢討來思考，我想你們應該有一個更好的方案，而且拖了兩年
了，你們現在，我們所接觸到的模式，像這種側式的這種車站，這應該是一
個比較好的方案，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們希望趕快來做，做好了就以階
段做好的就先通車，好不好?這樣最好，謝謝。
司儀：
謝謝邱里長非常真誠精闢的表達，接下來邀請第二次發言的正文里莊文忠里
長。莊里長發言後再請府內機關來做個回答。
11. 苓雅區正文里里長莊文洲：
不好意思，我正文里里長莊文忠第二次發言，因為我看一看，我們第二階段
這段比較難做，這些長官比較辛苦，因為我看起來，因為這個公聽會已經開
很多次了，大家很辛苦，所以說我這樣來聽的感覺，因為我們這邊還有一些
是助理、工作人員就佔一半去了，感覺沒有很踴躍，我在這邊看了想了有一
點要跟大家建議一下，行不行得通我不知道，我的提議，像這樣精神用了這
麼多，排場這麼大，人卻沒有來幾個，好像效果不太好，因為我忽然想到的，
我們現在因為中秋節要到了，像剛剛寫的是 22 個里，因為我如果辦活動有 200
多人快 300 人，我希望說我們捷運局這邊輕軌這邊是不是說我辦活動的時候
可以補助一些經費贊助，然後派一個像司儀小姐這麼會講話的跟幾個主管一
起來，這樣在那邊，提供一些摸彩品，這樣來講一講，像剛剛，剛剛教授有
講到，這個路做下去以後是不是就有發展?我們這邊的房子會比較有價值?這
樣大家聽完可能心情會比較好，比較會忍耐，我希望說，像我們這裡只有 22
個里，也沒有很多，在後面這段可能很難做，因為大家意見很多，都是因為
有店面，為了要生活，為了車子，議員也講過了，這些人都是專業的畫起來
都很漂亮，但是以後做出來的，我看那個路弄的這麼漂亮，這都專業在做的，
希望說有關單位可以看看現在，中秋節要到了，每個里都會辦活動，希望說
可以來接觸看看什麼時間，你們如果有那個意思拿回去研究看看，因為有些
政見跟里民講，里民有感受到，譬如說像我們在座的做工的，像蓋房子的，
那些建設公司如果有影響到都會來贊助，這樣我做里長的可以幫他跟里民說
說這些工程本來就要做的，跟大家講一講大家就回去，大家比較能接受，希
望這點我們這邊的長官跟民意代表可以來爭取一下，專業的我不懂，就交給
你們這些專業的去做就好，謝謝。
司儀：
謝謝莊里長對市府團隊所做的努力的肯定，接下來把時間交給我們主持人針
對兩位里長的意見做個回應。
市府單位回應：

（1）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謝謝兩位里長的肯定，剛剛講的意見我來做一些說明，針對大順三路 282
巷這幾條巷口開闢紅綠燈以後，後續當然如果說有設置，我們輕軌建設
之後，其實這些路口我們也研究了蠻多的方案，這些方案我們最後還是
會跟交通局，各位的意見也會放進去討論，討論之後應該會做出最佳的
方案，剛剛講的紅綠燈或是後續這部分，我們交通局這邊也幫大家再釋
疑一下。
(2) 交通局：
剛剛里長講到這兩個路口，這兩個路口之前都有提過來，我有去詢問過，
他是說現在是有在做準備作業，預定是在今年底之前，這兩座路口號誌
都會去安裝，可能之前是不是里長這邊沒有收到訊息，我想我請我們業
務科這邊再來跟里長做說明，讓里長了解到底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12. 苓雅區五福里里長邱瑞祥：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當初沒有開說明會，所以你們不知道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目前你們又要再來改，這樣不是整個都 delay 了嗎?對我們里民的生命安
全還有時間上的不方便，不就造成很大的困擾嗎?所以我的意思是說，設計一
定要設計好，重點在這裡，因為我知道這個紅綠燈已經準備要設了，這個我
了解，這是我去爭取的，謝謝。
司儀：
謝謝邱里長第二次，請主持人這邊繼續回應。
市府單位回應：
（1）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謝謝里長，我們交通局會再接續辦理後續紅綠燈設置的這部分，當然這
個設計，我們府內各局處互相之間當然我們後續，如果輕軌做下去，我
們也會針對這個議題會去做研究，謝謝里長的指教。
司儀：
我們今天現場登記發言的部分已經全數發言完畢了。接下來請主持人來做今
天里民說明會的結語。
八、主持人結語
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劉旺政：
非常感謝我們的民意代表，益政議員都還在場，我們里長跟里民大家，今天是禮
拜六，大家真的都很關心我們的地方建設，我們府裡面當然更關心，所以希望藉
這些機會大家多做溝通，各位這些意見我們一定會帶回去再做研究再做精進，我
們今天順利到這個地方把它完成，後續如果各位還有書面的意見，可以到我們登
記台那邊做登記，這些意見我們一樣會一併把它做整理把它蒐集起來，希望說透
過這樣的溝通，讓我們高雄市這部分的交通能夠更好，大家都知道台北的捷運做
的非常好，大家羨慕台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不會想說要去騎摩托車，大眾運輸
非常方便，我們如果有這種理想，我們就應該去做，何況這條輕軌 165 億全線中

央都核定了，當然我們就要思索怎麼樣做對我們市政府這邊的交通建設交通規劃
是最佳的，所以我們捷運局才來辦這五場的說明會，來聽取大家的意見，希望把
它納入，包括人本造街，整體希望說完成之後，透過輕軌這種綠色運具，節能減
碳綠色運具，在我們高雄市帶動交通應該會產生正面的效果，而且串聯起我們的
紅橘線、台鐵還有高鐵，一共有 9 個轉乘點，希望把它串成一個路網，當然我們
市政府這邊在研究的捷運路網有十幾條，包括現在正在用的或新設的或是黃線這
段，都是我們路網建設的一環，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做溝通，如果有什麼意見，我
們市政府的門是開著的，捷運局這邊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如果有別的路線的意見
也都可以，我們捷運局這邊隨時接受大家意見的指教，你們給的意見我們就會去
做研究去做處理，今天我們會議到這邊，謝謝大家熱情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