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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基隆港西岸整體港區細部規劃」意見回應表 

會議名稱 工作執行座談會 

會議日期與時間 109年 08月 13日(四)上午 9時整 

陳述意見單位 回應說明 

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1. 請港公司主要考量船舶到港所有作業

應能迅速完成。 

船舶到港作業之效率關鍵，除呈現於裝卸

作業、進出倉作業、提領貨作業外，港區

交通實為本次研究重點。 

而針對交通以外之其他面向，港務公司除

持續與業者積極簽訂支援協議，充分運用

港口船席及儲位資源外，並刻正辦理商港

通行證 2.0 計畫及載貨車輛通行單整併

案，以提升人、車、貨進出港區流程效率，

未來將再向業界先進宣導與說明。 

2. 就顧問公司所提 APP通知改道部分，運

輸業者至櫃場提貨傴有一條路徑，哪有

改道之可能，爰請考量實際作業面，再

提有效之改善方案。 

本計畫另提出建議開放中山一路、中山二

路供貨櫃車行駛之交通管理措施，可作為

目前台 2已前往各管制站的替代道路。 

3. 本規劃案未提及基市府發展西岸觀光

(白米甕炮台及仙洞巖)其衍生人潮所

帶來之交通衝擊，因該區域道路除 CY

櫃進儲車輛外，還有 24 小時船邊作業

之運輸車輛通行，而貨運交領櫃作業基

本上為配合貨主要求及海關上班時間

(周一~周五)，即便是塞車仍得前往，

且在考量西 27 倉庫及西 29-32 碼頭之

散雜貨車流流量，就算沒有東櫃西遷，

於西 29 管制站周邊就已有很大的交通

瓶頸。 

意見知悉，本計畫將納入西岸觀光衍生人

潮所帶來之衍生交通量，以反映目標年西

岸交通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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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者，陽明櫃場區域，每逢周四周五大

結關即有壅塞現象，台 2己匝道往北櫃

場路徑不長，倘再加上東櫃西遷之車

流，其壅塞情形便會更加嚴峻，甚至衝

擊該區船邊作業進出車輛，因船邊作業

車輛由司機直接拿進口條憑通行證即

可直接進出管制站，倘受 CY 櫃排隊車

輛之影響，則會延誤船邊作業之時間，

雖有建議管制站車道數增加到 10 道，

惟西岸聯絡道下來之匝口就那麼短，有

無調整之可能?此部分之影響請港公司

及顧問公司應再審慎評估。 

意見知悉。本計畫擬透過改善管制站軟、

硬體設施策略，例如交領櫃預約機制與管

制站智慧化等方式，減少管制站作業時

間，避免ＣＹ櫃排隊影響船邊作業車輛進

出。此外，本計畫另建議調整匝道配置，

將原有之 2上 2下車道調整為 1上 3下，

新增一條車道供陽明與北櫃排隊使用。 

5. 德安交流道北上南下各 2車道，如今天

從臺 2己線匝口開始塞的話，一定會往

後回堵讓貨運車輛進不來港區，則船要

幾點才能作業完?基本上 CY櫃 5點後場

站不收還可以避免耽誤作業，倘船邊作

業車輛遇到此一壅塞情形，車輛要如何

調撥?匝道就 2 車道而已，倘沒有替代

道路，那就只能花時間等待。以目前來

講，除非今天碰到壅塞時，用無線電向

船邊作業司機喊有替代道路，大家均往

中山一-三路走，才有解決的可能，但

中山一~三路之行駛不能限制時間，惟

按往例設定時段通行也是單向開放某

時段而已。 

意見知悉。開放國 1、中山一路、中山二

路為本計畫改善對策之一，目標以開放國

1 和中山一、二路作為西岸港區之替代道

路。 

6. 建議 APP 功能不能傴提供旅客遊玩需

求，應以貨運司機之角度來提供其所需

之資訊。 

遵照辦理，本計畫於 109年已召開與貨櫃

運輸業者拜會，取得貨運司機對於 App功

能之需求。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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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誠如主席所講，顧問公司應該是國內數

一數二，就是說排前幾名的道路規劃公

司，各位看到他們所做的資料竟可以寫

出 34 頁，這個不容易，經仔細研讀五

次感言，就是:「麻煩再講清楚一點」，

整個感覺好像是，我們需要一個籃球教

練來教大家打球，但是教練什麼都不

會，反而要我們先教教練運球、投籃技

巧，俟教練學成後再教我們打球一樣，

大家把顧問公司(即教練)教會之後，再

由顧問公司教大家規劃，看一下第 8

頁，是怎麼寫的，「因應東櫃西遷，前

期規劃提出什麼交通優化措施?」這句

話有誰可以說明?另第 10頁「港區道路

交通改善評估構想」這句話是何意?是

「港區道路交通改善的評估」還是「改

善的構想」抑或「評估的構想」，要怎

麼評估？這些誰看得懂?還有那 PART 2

的小字，第 2點「模擬評估方案說明」

及第 4 點誰可以唸一下，「模擬方案評

估方法」稱為「模擬評估方案」與「模

擬方案評估」，一個是「說明」一個是

「方法」，這篇從頭看到尾，感覺好像

是再審碩士論文，這篇 34 頁扣掉前後

2頁，32頁，裡面有很多數據是要我們

提供。儼然顧問公司是外行人，不會打

籃球，讓我們先教顧問公司怎麼運球，

再經由其技術分析左手運、單手運、雙

手運、轉身運球啦、胯下運球等運球方

式後，再予以文字化、數字化、書面化

謝謝指教，意見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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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傳授我們怎麼運球，這很累。要知道

寫一篇碩士論文要蒐集多少資料，蒐集

完之後要剪剪貼貼合理化，今天這篇

32 頁的資料如果有參考資料的話，可

能要增列 4-8 頁，對不對?有可能吧!

各位，誰可以告訴我，其所謂的第 11

頁，西岸分區的優化措施，優化在哪裡?

第 12 頁，西岸 1~8 號碼頭劃為整區，

在交通改善工程，改善在哪裡都還不知

道，就先確立優化措施。交通改善工程

應該是這個交通應該哪裡要改善，先把

他提出來，這部分是要先做的，在顧問

公司所提資料裡面其告訴自己也告訴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對不

對?前期要做什麼?評估要幹什麼?分析

要幹什麼?還要結論要怎麼樣、導向要

怎麼樣?這些我們寫過碩士論文、博士

論文的人都很熟，今天從頭到尾看下

來，顧問公司是在這個方向著手進行。

好，可是呢?從頭到尾真想說一句話「請

講人話」，就如剛剛所講的，「模擬評估

方案」、「模擬方案評估」混淆不清，以

生活在港區這塊區域生活 47 年的在地

專業告訴顧問公司說，麻煩講專業一點

的話，顧問公司規劃西岸 1-8碼頭交通

改善工程，請問有寫出入口在哪裡沒

有，這個區塊是 1個出口、2個出口還

是 3 個進出口?沒有，我帶你去看這個

地方原來有幾個出入口，我們再研究需

要變更成幾個出入口，再來連西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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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到 20 號碼頭切成一塊，都把中國貨

櫃攔腰斬掉了，中國貨櫃要經營的碼頭

是西 19~21 碼頭，把它 20 碼頭攔腰斬

掉了，有專業嗎?21~28什麼意思?其涵

蓋中櫃碼頭、北櫃碼頭，將來如果東櫃

過來，加上 27、28，28 碼頭不見了，

27 號雜貨碼頭，28 號本來是工程碼

頭、修造碼頭，有這樣子混雜再一起?

整篇文章都是這樣子掰出來的，我們需

要的不是圖文並茂掰出來的，完全沒有

意義，完全是研究生寫給教授看，被丟

回來的資料，錢可以賺，可是規劃建設

一步錯，可能造就別人的危害而不自

知，各位，我們西岸交通即使沒有東櫃

西遷也要優化，為了港區作業的順暢，

為了交通安全，西岸交通優化一定要即

刻進行，鼎漢公司，很謝謝你們，從頭

到尾看到你講到的，有一件事情應該立

即可行的，剛剛被主席否決掉的，就是

管制站車道加多一點，像公路局、鐵路

局人潮多的時候加班，人潮少的時候減

班，如果車道多一點是可以調整增減靈

活運用，可是你們寫到好像車道加多一

點就 OK 了，對不起這樣也無法發揮他

的功能，車流量現在有多少，車流量爆

多的話，這條路能夠優化什麼?交通部

長告訴各位，國道 5號、雪隧，各位不

要去塞車，要當個聰明的用路人，這條

路規劃、優化多久了，花多少錢了，各

位看到影像提供、APP提供，每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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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看到有紅色路段、綠色路段對不對，

各位，交通部長自己在上面塞了幾個小

時所以，不到一定程度，什麼叫優化，

我們現場的人告訴你，什麼改變一下，

就會改善很多，這邊強烈建議幾千萬留

給建設用，不要留給規劃用，幾十年港

區的經驗告訴你，建設比規劃還有意

義，你所謂的陽櫃北移中山四路，告訴

你，你只學到單手運球，把左手加進來

你還不熟，錯誤還是很多，我剛剛講的

話，我完全負責，如果有任何不一樣的

意見，我隨時可以接受挑戰，希望你們

提出來問我 

2. 我之前跟林市長反應過很多次了，市府

能使用的土地、海岸線多到不行，麻煩

市府的手離開基隆港，我跟林市長當面

講過很多次，我相信他都清楚，都很

熟。請市府的手離開基隆港，因為這個

港是要做生意的，不是拿來規劃休閒使

用的，麻煩為基隆人考慮一下，基隆需

要商機，不是只需要休閒而已，除了港

之外，外面海岸線還很多；除了碼頭以

外，外面的土地還很多，把港好好建設

經營起來，對基隆絕對有 2000/100 的

好處，至於鼎漢這邊，還是這句話，雖

然標到的案子很多，但這個案子，拜託

不要誤入於茫，你們真的不懂，但為了

要賺這個錢沒有辦法，還會執意去做，

錯對這個港對後代影響將會很大，我說

的影響是負面的，所謂的千金散盡還復

謝謝指教，意見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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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是呢，時代責任真的很重要，應

秉持良心辦事。另以手機 APP提供用路

者交通資料，我們常務理事就講了，就

只有一條路要去領貨櫃；就這樣一條

路，貨車出了港區，到貨主那邊就只有

一條路，用 APP 能夠改時間嗎?我能夠

有去別的替代道路嗎?NO WAY，在座的

每個人經驗值應都優於你們，但在學術

上你們可能學術值較高，什麼叫學術

值?就是看資料、做資料嘛，做的很漂

亮，資料看很多嘛!一次看不懂看三次

嘛!對不對，學術值或許你們蠻優的，

但是經驗值對你們來講，真的很薄弱，

當然啦!你們不可能放棄，對不對，但

是，需再強調一點，建議你們千萬不要

誤入於茫，謝謝!! 

基隆市船舶貨物裝卸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1. 請港公司針對本專案設立一聯繫窗

口，因這個案子後續，一定會有很多人

至現場評估，顧問公司所提之方案對每

家公司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要有窗口

能去反應，因業者不會直接去找顧問公

司，所以必頇要有港公司的專案窗口，

使受影響之單位能夠反應意見。 

有關港公司本案聯繫窗口為「港務處 港

務行政科 林高級事務員婕茹」(電話: 

02-2420-6345; 

E-mail:chiehju@twport.com.tw),倘有

任何建議事項或想法,煩請各相關單位不

吝分享提供,以利本案研究計畫進行。 

2. 臺灣今年上半年貨櫃量衰退4.92%，惟

基隆港成長3.12%，這對基隆港而言是

值得驕傲的事，但相對的，於本案設計

規劃上，劃分4~5個區域中，台基、中

櫃、陽明、聯興的作業量為何?基隆港

之櫃量不可能持續成長或衰退，因此在

本計畫車流量預測依據「臺灣國際商港未

來發展與建設計畫 111~115年」之數據，

並以該計畫中預測 125年貨櫃裝卸貨量和

散雜貨貨運量作為本案目標年各櫃場衍

生車流預測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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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上需請顧問公司留意，因每

一區域之作業量與車流量有高度相關

性。 

3. 有關第6頁，顧問公司所提車流量數

據，似乎傴估計進站流量，出站流量亦

應考量，且車流之估算是否包含本港散

雜貨作業車量?應將散雜貨之衍生車流

併入考量。 

本計畫車流模擬考量櫃場進、出站車流，

此外，除考量貨櫃裝卸貨外，亦根據「臺

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與建設計畫 111~115

年」之散雜貨貨運量納入估算。 

4. 再者，各方案構想之可行性為何?相對

之評估成果亦應呈現，例如:陽櫃移設

管制站連結中山四路之方案，與基隆市

政府欲於中山四路發展仙洞地區與白

米甕地區之觀光競合，屆時倘遇居民抗

議，又會像中山一、二路一樣都不能

走，要可行性評估能做的，始能執行，

倘遇有障礙要克服，如克服不了的方案

就不要提了。 

意見知悉。本計畫亦根據市政府與當地居

民需求，提出車流分流、人行空間改善、

觀光導引等不同面向之改善，以減少西岸

港區活動與觀光活動間的競合關係。 

5. 建議瓶頸點部分應再增加南櫃場之評

估，因為東櫃西遷後，港公司之櫃量移

往南櫃，其與中櫃之衍生車流所帶來之

影響是要整體一起評估的，所有櫃場區

域具有連動影響性。 

意見知悉。本計畫方案評估為西岸整體區

域，基於西岸瓶頸與衝突點區域，提出改

善與評估，並呈現於報告書中，南櫃場之

評估亦有包含在內。 

6. 本案用路人是拖車公司，爰相關公會亦

應加入討論，其次，顧問公司需瞭解碼

頭動態是隨時在變化的，所以於研究過

程中，亦應將尖峰情境或特殊情境納入

(例如:颱風、事故、連續假期、場站設

備故障等)，分析其對車輛壅塞情形的

影響，因有時情境會是常態的。 

事故和場站設備故障等特殊情境若為常

態發生，建議應就發生原因及課題進行改

善，因此特殊狀況將不額外納入車流模擬

情境。本計畫車流模擬情境設定為以目標

年尖峰情境為基礎，並根據目標年情境相

對應提出需進行改善之部分。本計畫亦提

出開放替代路線、路口改善、管制站智慧

化等措施，以減輕遇特殊事故而發生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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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壅塞情形。 

7. 有關聯外道路台2己線限速50公里部

分，能否有提高限速之可能。 

依據高公局說明，有關台 2己速限部分，

局內之前有研議過，惟囿於部分路段之設

計限制無法調整速限，爰暫不調整。 

台基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 建議顧問公司於各別拜會場站業者的

時間能久一些，以便瞭解各場站之作業

情況與車流動態。 

意見知悉。 

2. 有關例外管理部分，涉及櫃場設備故障

或事故情形，請顧問公司加強規劃。 

意見知悉。本計畫所提改善對策包含開放

國 1、中山一、二路，以作為西岸櫃場如

遇櫃場設備故障或事故發生之替代道路。 

3. 有關 LNG 施工車輛對光華路與港內場

站作業之衝擊，請顧問公司一併納入評

估。 

意見知悉。台電協和電廠施工車輛亦會納

入期中報告中進行評估。 

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1. 除評估交通問題外，請港公司一併考慮

場站管理問題，因東櫃西遷會移 60 萬

TEU之櫃量至西岸，即基隆港 150萬 TEU

之櫃量皆集中於西岸碼頭區，西岸場區

之作業能量能否負荷應納入考量，因倘

場內作業壅塞，就算增加管制站作業車

道也無法紓解壅塞情形，因此，儲區之

規劃該如何改善亦應納入評估，以滿足

西岸場站業者之作業能量，否則聯外交

通系統不論怎麼改善都沒有用。 

本計畫研究與交通分析範圍以港區貨運

車輛之通道為主。由於櫃場內部運作涉及

櫃場內部作業，非本計畫研究內容，故改

善儲區規劃方案，建議應諮詢相關顧問，

並考慮納入櫃場內部作業智慧化，以利提

升業者作業能量，減少外部交通系統壅

堵。 

2. 南櫃場與中櫃未來規劃似乎從西岸高

架連接中山一、二路進出，那請問市府

之態度是否願意開放?倘因居民抗議又

不開放的話，南櫃、中櫃又會受到影

響，因現行中山一、二路於拓寬完成開

意見知悉。本計畫研擬開放國 1、中山一

路、中山二路為改善方案之一，將會與市

政府進行溝通並提供說帖內容。 



10 

放時，即有發生不少交通事故，倘貨運

車流又進入，在中山一、二路非屬封閉

型道路之情形下，未來又會再限制貨運

車輛之行駛，屆時配套措施又要變動，

使 150萬 TEU之衍生車流又要集中於台

2己，因此，請港公司務必先與基隆市

政府先行溝通，確認中山一、二路開放

大貨車行駛之可行性及管理措施。 

3. 有關台 2己聯外道路遇有塞車情形，連

通往中櫃之匝道也是會被車流堵住

的，爰請將未來中、南櫃場之 60萬 TEU

之衍生車流影響納入考量。 

「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11~115 年」 125 年之貨櫃裝卸量為

1,730,500 TEU，本計畫取 180 萬 TEU 作

為目標年 125年之貨櫃裝卸量，以預測目

標年基隆港整體西岸之衍生車流。 

4. 再者，有關陽明櫃場管制站北移連接中

山四路之方案，只是將其與北櫃車流分

開，改與中櫃車流混合，而非建立獨立

之引道系統，讓各櫃場具有各自之出入

道路。中櫃也是大結關時會塞車，爰會

影響陽明櫃場部分，亦請顧問公司納入

考量。 

意見知悉。前期規劃中提出北移連接中山

四路之方案，經團隊評估後，初步認為效

益不大，故於期中報告中暫不將此方案納

入考慮。 

5. 有關交通評估部分，要評估運力達

150%之替代或彈性之方案，爰在數據評

估上應大於現有北櫃場之估計量，而非

傴滿足現況就好，如此，在未來遇有特

殊情境時，才有因應對策。 

「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11~115 年」 125 年之貨櫃裝卸量為

1,730,500 TEU，採保守估計，本計畫取

180 萬 TEU 作為目標年 125 年之貨櫃裝卸

量，以評估目標年基隆港整體西岸之衍生

車流，提出相對應的改善對策。 

6. 建議顧問公司可定期派員於場站駐點

現地觀察，而非傴用學術之角度研究，

以瞭解實務運作情形。 

意見知悉。本計畫於前期資料蒐集階段，

除進行現場調查外，亦派員於港區尖峰時

段進行場勘。此外，本計畫亦拜會各櫃場

和相關運輸業者、裝卸貨業者等，蒐集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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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實際運作情形資料。 

7. 請港公司就未來西岸交通議題超前部

屬，以評估交通優化作為，並調查用路

人(司機)之需求，並於東櫃西遷前，先

行改善，倘交通無疑慮再做搬遷，較能

說服各場站業者，使政策有推行之可

行。 

意見知悉。本計畫於前期資料蒐集階段，

亦拜會各櫃場和相關運輸業者、裝卸貨業

者、市政府等，蒐集櫃場實際運作情形資

料，以利改善方案之研擬。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1. 陽明公司向來是配合國家政策，就東櫃

西遷的議題，希望顧問公司能協助場站

業者們協商路權部分，因西岸空間有

限，甚難透過工程手段再改善交通動線

滿足業者訴求，爰建議港務公司邀集業

者再合理的範圍內，協調路權平分議

題。 

意見知悉。為因應未來東櫃西遷，陽明櫃

場與北櫃場前方匝道，本計畫提出進行車

道重新配置之建議，將原有 2下 2上車道

調整為 3下 1上，並劃分車道分別供陽明

櫃場及北櫃使用。 

2. 建議港公司於交通動線規劃上，能增加

動線即應再增加，如有不足再以合理分

配或用設備改善之方式處理，使車流不

用回堵於管制站，並由業者提出設備改

善建議。 

意見知悉。 

3. 每逢周二周五為陽明倉庫之壅塞期，其

衍生車流與中櫃交織，於現況即有改善

辦法，能與公務機關、港警、海關協商，

使 CFS 與 CY 車流分流，不用全集中於

同一出入口。 

由於現況中山四路為前往中櫃之必經道

路，並不適合額外開設陽明櫃場的出入

口。對此議題，本計畫另提出將陽明櫃場

前匝道車道進行重新配置，調整為 3 進 1

出，以增加匝道排隊空間。除此之外，由

於陽明櫃場管制站車道數少，且進出場動

線不佳，因此本計畫建議調整櫃場配置，

以梳理管制站進出動線與增加管制站車

道數。 

4. 建議於港區內適合之空間，設立立體停 西岸港區車輛回堵至匝道上，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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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場以滯留貨運車輛，可由大家一起來

發想解決方案。 

為櫃場前等候空間不足，設立立體停車場

或為解決櫃場前等候空間不足之可能方

案。然櫃場車輛以聯結貨櫃車為主，如設

立提供聯結貨櫃車使用之立體停車場所

需求空間大，實難於櫃場內挪出部分空間

興建立體停車場，且查西岸港區未有符合

標準之場址，故初步評估後，建議暫不考

慮興建立體停車場。 

5. 最後，倘東櫃西遷是無法避免之政策，

希望各業者能坐下來好好協調一下，並

請顧問公司藉由各別訪談，就管制站出

入口、動線詳加說明構想，再結合業者

之需求，找出較好的方案，進行統合與

協調。 

意見知悉。 

聯興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 有關尖峰時之交通流量依據請在補

充，並以實際化進行模擬，本案之數據

分析，將會是研究要點，需要再詳加驗

證，西岸場區交通能否吞吐吸納。 

意見知悉，尖峰時刻交通量將再補充於簡

報中說明。 

2. 船期對車流之影響至關重要，尖峰交通

流量與船期集中度具相關聯，此為交通

是否會打結的評估重點。 

意見知悉。 

3. 建議可以透過智慧化管理，像是整合高

速公路 ETC結合貨車之 GPS，於 APP中

整合顯示尖峰時段資訊，藉由科技化之

交通管理(例如:客戶預訂、預約提領)

作為分散車流之解決方案。 

謝謝指教。相關策略亦已納入本計畫對策

中說明。 

4. 期望以港區交通順暢、符合政策方針，

解決既有交通問題為願景，基隆港西岸

過去亦有 150萬 TEU之作業情形，雖有

意見知悉。本計畫經研究後發現，西岸交

通問題除配合交通工程改善外（如路口改

善、車道重新配置等），亦因透過現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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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堵塞之情形，但基隆港達 225 萬

TEU之情景也曾經克服過，現今科技是

進步的，有辦法解決交通問題。至於西

岸交通霎那間要達 150萬 TEU一起搬遷

是不太科學的作法，爰建請港公司與 0

顧問公司得思考分階段搬遷，分階段調

整交通措施與符合吞吐量，藉由逐步實

施之方式，亦會是解決方案之一，也可

驗證顧問公司所提之措施是否有效。 

技技術，將櫃場打造成為智慧港區，加速

貨櫃之處理速度與管制站作業效率，減少

貨櫃車停等時間，抑或為西岸作業量提升

後的重要解決方案。 

交通部高速公路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1. 有關涉及高公局議題部分，建議俟方案

更明確後再行協商，另有關台2己速限

部分，局內之前有研議過，惟囿於部分

路段之設計限制無法調整速限，爰暫不

調整。 

意見知悉。 

2. 有關 ETC 與 CCTV 介接使用部分，會再

帶回與局內單位研議，建議後續再一同

討論。 

意見知悉。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 

1. 建議有關簡報第6頁數據部分，請顧問

公司再與業者確認，並提出嚴謹的數據

依據，且東櫃西遷之80萬 TEU櫃量似乎

太保守，請再審慎評估。 

意見知悉。本計畫將修正目標年交通量，

以反映目標年之貨櫃量。 

2. 未來因應重大建設，西岸交通勢必會有

壅塞之情形，倘有確認之道路拓寬或改

善之相關工程，請評估納入五年整規計

畫，以爭取由航港建設基金支應。 

意見知悉。 

3. 請基隆市政府考量開放中山一、二路予

貨運車輛行駛，以因應短期之壅塞情

形。 

意見知悉。開放中山一、二路為本計畫研

擬對策之一，以因應西岸壅堵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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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4. 有關中山一、二路開放貨運車輛行駛議

題，需考量未來西4~6碼頭旅運複合商

業大樓及西7倉庫招商所衍生之車流衝

擊，倘西岸貨櫃車流再引導至前方(中

山一、二路)是否事宜，請再詳加評估，

且本府前於其他會議中有提議由於本

港貨運車流係跨越汐止段行駛，倘貨運

車輛走西岸高架還是會於汐止段遇有

壅塞情形 

意見知悉。本計畫將考量未來西 4~西 6碼

頭旅運復合商業大樓之衍生車流，以便評

估開放國 1、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之可行

性。 

5. 有關西岸歷史空間之交通整合研究，本

府亦有就西岸道路現況與指標系統優

化措施進行研析，以免外地民眾混淆衍

生交通事故，屆時可將研析資料提供予

港公司參考，併中山三、四路交通改善

方案同步考量 

意見知悉。 

6. 建議港公司於未來之座談會得找當地

里長或意見領袖參與，於有具體方案時

提出協商，以免受在地居民反彈而無法

推行 

意見知悉，將會與基隆港分公司研擬邀請

當地里長或意見領袖參與座談會之具體

方案與參與方式。 

7. 有關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於申請都

計變更時，台電公司有提供施工期間之

交通評估，建議港公司得將此部分一起

納入考量 

意見知悉，本計畫衍生交通量將納入協和

電廠更新改建計畫。 

8. 有關請助事項涉及府內他單位部分，將

會攜回協助妥處，至涉資訊系統介接部

分，查本府交控中心規劃亦為鼎漢公

司，建議於後續工作會議上得再行討論 

意見知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