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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講義 

壹、重點分析 

用路人特性分析 

交通及車輛運作特性分析 

交通調查與車流特性分析 

交通車流理論分析 

道路設計程序及準則 

交通設施的功能定位與管理 

交叉路口幾何設計與車道佈設 

交通島佈設原則 

易肇事地點分析及改善方式 

標線與標誌之規畫設計 

交通號誌之規劃設計 

機車、自行車及行人設施 

道路照明 

路邊停車管理 

路外停車管理 

公路容量分析方法 

交通影響評估 

交通維持計畫 

運輸系統管理 

一、用路人特性分析 

停車視距（98普） 

視距（sight distance）的種類有那幾種？請分別詳細說明其內容。（99普） 

在一平面道路上，ㄧ位汽車駕駛人因為地形的因素，發現前方有一靜止障礙物橫擋車道

上，只剩距離 50公尺遠。在設計速率 50 km/hr的情況下，駕駛反應時間為 2.0秒，道路

的縱向摩擦係數為 0.35，請問該輛汽車可否安全停車避免碰撞？（102普） 

動態視覺敏銳度（Dynamic visual acuity）（102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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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及車輛運作特性分析 

何謂設計車輛（design vehicle）？請說明車輛最小轉向軌跡（minimum turning radii）在道

路設計上之用途與重要性。（99普） 

三、交通調查與車流特性分析 

請說明下列名詞： 

平均每日交通量（Average Daily Traffic, ADT）（100高考） 

年平均每日交通量（Annual Average Daily Traffic, AADT）（100高考） 

 K係數（K Factor）（100高考） 

 D係數（D Factor）（100高考） 

小客車當量值（98普） 

第 30高小時交通量（30HV）（103普考） 

間程（Spacing）（103普考） 

行駛速率（Running Speed）（100普） 

周界交通量調查（Cordon Counts）（100普） 

五分鐘尖峰小時因子（PHF5, peak hour factor）（102普） 

平均車位小時轉換率（Average Turn-over Rate）（100普） 

平均停車車位使用率（Average parking space occupancy）（102普） 

請繪圖說明浮動車調查法（floating car procedure or moving observer method）的作業方式，

並說明如何蒐集車流特性參數。（99高考） 

請說明「交叉路口轉向交通量調查」之調查目的、步驟及方法。（103普考） 

請說明下列各種速率的意義及應用時機：旅行速率（Travel Speed），行駛速率（Running 

Speed），設計速率（Design Speed），運行速率（Operating Speed），瞬時點速率（Spot 

Speed）。（104普考） 

四、交通車流理論分析 

請說明通用汽車（General Motors）實驗室所發展出來的微觀車流模式，也就是刺激反應

模式，說明 GM五代模式發展及其變數意義。（102高考） 

道路車流可以巨觀（Macroscopic）或微觀（Microscopic）方式描述，並據以建立車流模

式。試定義前述兩種方式使用之參數，並說明各參數間之關係；巨觀參數與微觀參數間

之關係請一併推導說明（103地考三等） 

五、道路設計程序及準則 

路側清除區（Clear Zone）（103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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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坡臨界長（103高考） 

緩和曲線（103高考） 

請說明道路設計內容可包括那些？（102高考） 

請說明公路為什麼要設置爬坡車道？什麼狀況需要設置爬坡車道？而爬坡車道的設置又

有那些應注意事項？（103高考） 

若給定公路設計速率為 Vd（公里／小時），最大超高率為 e max，而側向摩擦係數為 fs，

試利用車輛在彎道行駛時之力平衡概念，繪製力平衡圖，並推導公路最小曲率半徑公

式。（103高考） 

在公路幾何設計的平曲線設計中，設置介曲線（Transition Curve）之目的為何？最短介曲

線長度如何決定？試推導並說明之（103地考三等） 

六、交通設施的功能定位與管理 

請說明道路之無障礙設施之組成元素以及其設計規定。（99高考） 

碰撞緩衝設施導入我國高快速公路已有多年歷史，也已被認為具相當安全防護功效，惟

全球生產者眾多，而緩衝消能機制各異且屬商業機密，請問選用碰撞緩衝設施時主要應

考慮那些事項？（103高考） 

試闡述「完整街道（Complete Streets）」之理念，並說明其設計原則與作法。（103地考

三等） 

交通寧靜區（Traffic Calming Zone）的定義為何？其中在路段中用來控制速率的方法有那

些？並請說明這些方法的優缺點。（104高考） 

七、交叉路口幾何設計與車道佈設 


「設計小時交通量」、「設計速率」及「車種組成」三個因素在公路幾何設計中各有何作

用﹖試簡要說明之。（98普） 

八、交通島佈設原則 

�請說明交通島設置之主要功能為何？（100高考） 

�何謂槽化設計？並請輔以簡圖，列出六種槽化設計之原則。（98高考） 

請說明在路口設置庇護島之條件以及原則為何？（102普） 

九、易肇事地點分析及改善方式 

�交通安全之確保為交通工程師所努力達成之目標，以公路系統而言，請分別針對曝光量

（exposure）控制、事故風險控制及事故嚴重性控制等三種策略，提出對應之執行方案。

（101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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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曝光量（exposure-based）之觀念來衡量肇事率，則其計算之單位為何？另請說明交

通事故之分類？於現行法規之規範下，如何精準反應事故傷亡嚴重程度?（101普考） 

一般評定易肇事路段之指標大致可歸納為五類，請說明這五類指標的意涵。（103普考） 

對於交通安全改善措施，一般可以簡化分成三類，亦即工程、教育、執法。若欲針對經

常出現超速車禍地點進行交通安全改善，請就工程方面分析可能的改善措施有那些？

（104普考） 

十、標線與標誌之規畫設計 

減速標線（98普） 

請說明「輔 2」標誌之功用、設置方式與配合措施。（101高考） 

指示標誌常視需要而設置，請舉例說明指示標誌的形狀有那幾種？並畫出國道、省道、

縣鄉道、省市界標誌以及縣市界標誌示意圖。（102普） 

行人穿越道線可分為枕木紋行人穿越道線、對角線行人穿越道線及斑馬紋行人穿越道線

等三種，請分別說明其劃設標準與時機。（101普） 

試說明交通控制設施標準化之重要性及達成標準化之方法。（98普） 

為了發揮設置標誌的功能，標誌設計的基本要求有那些？標誌牌面使用不同的顏色，採

用不同顏色之設計準則有那些？（104普） 

十一、交通號誌之規劃設計 

時制（Timing） 

猶豫區間（103高考） 

時差（Offset）（103普考） 

續進帶（103高考） 

過飽和延滯（Overflow delay）（102普） 

容量（103高考） 

若某一號誌化路口之臨近路段（approach）欲設計左轉保護時相，其相關資料如下：飽和

流率為 1800pcphpl、車輛平均長度及間距（gap）分別為 5 公尺及 1 公尺、週期之上下限

分別為 180秒及 150秒、黃燈與全紅分別為 3秒及 2秒、起動損失時間為 4秒、每週期平

均等候線長度為 6 輛車。請分別計算此臨近路段所需之左轉保護時相長度及左轉待轉區

最小長度。（101高考） 

試簡要說明集中式區域號誌系統控制（centralized area wide system control）之架構及其優

缺點。（98高考） 

若某幹道與支道之交通量相差懸殊，且支道交通量變化甚大，則應設置何種號誌系統？

請說明此系統可應用之範圍及控制參數。另請繪圖說明此系統之建置架構。（101普考） 

何謂有效綠燈時間（Effective Green Time）？請說明其與綠燈時間的關係及換算公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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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時制設計時所用的流率比（Flow Ratio）定義及用途為何？飽和程度（Degree of 

Saturation）的定義及用途為何？（104普考） 

號誌化交叉口飽和流量（Saturation Flow）的定義為何？有那三種基本的調查方法可用來

調查取得飽和流量？若要依據公路容量手冊方法去推估某一車道的飽和流量，請說明考

慮的調整因素有那些？（104高考） 

十二、機車、自行車及行人設施 

規劃自行車路網所應考慮的「友善性」因素有那幾種？請分別說明其內容。（99普考） 

人行穿越設施主要為那兩種設施？請問人行穿越設施的設置條件為何？（103普考） 

十三、道路照明 

輝度（Brightness）（103普考） 

請說明道路照明設置之目的為何？（100普） 

請說明道路照明規劃設計之基本要求為何？（103普考） 

十四、路邊停車管理 

在市區街道中，最常見的公車設站位置有交叉路口之前端站位（near-side stop）與後端站

位（far-side stop）兩種。試分別說明在那些情況下適合採用這兩種位置？（98高考） 

路邊停車有那些優缺點？（100普考） 

請問應如何進行路邊停車管制才能提升停車格位的使用效率？（99普考） 

十五、路外停車管理 

請說明設置路外停車場時，其位置之選擇必須要考慮那些因素？（103高考） 

若有一正方形之基地，其面積為 2400 平方公尺，在基地全部利用及合理設置之情況下，

請問其約可設置多少數量之小型車停車格位？另路外停車場車道之寬度、坡度、曲線半

徑之設計規定為何？（101高考） 

路外停車場車輛出入口之設置應考量那些限制？（100高考） 

十六、公路容量分析方法 

公路容量 

請說明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服務水準（Level of service）分析程序過程為何。（102高考） 

高速公路即將進行里程計費，請問於研議收費機制前，應蒐集何項資料？又此類資料之

蒐集可採用之方式為何？（101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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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交通影響評估 

請問實施交通影響評估（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TIA）之目的為何？而其內容應包括

那幾大部分？（102高考） 

十八、交通維持計畫 

當單向雙車道的道路因為施工而必須封閉外側車道時，請繪圖標示相關之交通管制設施

應如何布設。（99高考） 

都會地區常會因建設而實施交通維持計畫，請問於實施交通維持計畫時，須考量之因素

為何？（101普） 

道路施工交通管制通常分為那五個區段？作用為何？並請以圖表示之。（100普） 

十九、運輸系統管理 

抑制性收費（98普） 

在「綠色交通」之理念下，都市交通工程應有那些配合措施？（100高考） 

請詳細說明運輸系統管理（ transportation system management）、運輸需求管理

（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以及機動力管理（mobility management）的內容？

又三者彼此之間的關係與差異性為何？（99高考） 

在市區中之道路建設，因受土地所限，常朝向高架發展。為了減輕高架道路上、下匝道

之大量車流對市區交通造成阻塞，有那些應對措施﹖試說明之。（98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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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與用路人特性分析 

1.1 交通工程的主要目標 

1.2 交通工程師的倫理與責任 

1.3 交通工程的重要內涵 

1.4 用路人行為 

1.5 視力特性 

1.6 感知反應時間 

1.7 視距 

1.8 側向偏移 

1.9 行人步行速率 

 

資料來源： 

陳惠國、邱裕鈞、朱致遠 著，交通工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09 

交通部，交通工程手冊，民國 99 年。 

 

交通工程旨在透過設計、工程與管理手段，創造優質的交通系統。 

交通系統之規劃者、設計者、建造者，以及營運者均須充分了解交通工程與設計之精神。 

美國運輸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ITE）認為交通工程屬於運輸工程的

一環。 

運輸工程：利用科技與科學原理進行各種運輸系統（包括公路、軌道、海運、空運、管道）之

規劃、功能設計及設施營運與管理，以提供一安全、快速、舒適、方便、經濟及環保的人、

貨運輸系統。 

交通工程：針對道路（市區街道及城際公路）之路網、場站、毗鄰土地，以及與其他運輸系統

間相互關係之規劃、幾何設計及交通管理。 

交通工程與設計的專業知識，涵括交通調查與車流特性分析、道路幾何設計、交通控制、停

車管理、公路容量分析以及交通影響評估。 

為因應運輸科技的快速發展，融入新的知識與應用，特別是交通數據收集、車輛性能以及運

輸系統營運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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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工程的主要目標 

透過交通工程技術提高道路交通系統之安全性，降低交通事故。 

交通工程與設計之目標： 

安全 

快速：易行性（mobility）：指快速的將人與貨物從起點運送至迄點 

方便：可及性（Accessibility）：指及戶運輸的便利性 

舒適：指用路人能充分享受道路交通設施的使用，諸如寬裕的行車空間、平整的道路鋪

面、平順的道路線形，以及合宜的交通管制措施等 

經濟：指道路交通系統的興建、管理及營運必須在有限資源中達成，不可浪費 

美觀：指道路交通系統必須相容於周遭環境，不致過於突兀而破壞當地環境之美感。經

由妥善設計之交通設施，甚至可以成為當地的觀光景點。 

環保：節能減碳 

1.2 交通工程師的倫理與責任 

工程人員之倫理守則（工程會, 2007）： 

善盡個人能力，強化專業形象。 

涵蘊創意思維，持續技術成長。 

發揮合作精神，共創團隊績效。 

維護雇主權益，嚴守公正誠信。 

體察業主需求，達成工作目標。 

公平對待包商，分工達成任務。 

落實安全環保，增進公眾福祉。 

重視自然生態，珍惜地球資源。 

交通工程師必須因應環境與技術的快速發展，時時更新自身的專業知識與規劃理念。 

1.3 交通工程的重要內涵 

交通為一個人、車、路三者間互動運作之系統（或將人、車、路與控制單元合稱為交通系

統的四個基本要素）。 

道路交通供需失衡時，應利用交通工程相關專業技術與能力，加以評估並研提改善策

略。 

道路交通系統之績效優劣，須透過服務水準評估技術加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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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用路人行為 

駕駛行為所包含的過程與動作。 

駕駛人的視力特性（包括視覺能力及視線範圍等）及其對駕駛行為的影響。 

用路人的感知反應時間之分佈及其影響因素。 

視距的種類，並說明煞車、應變及超車等駕駛行為所需視距之計算公式。 

駕駛人為避開障礙物的側向偏移行為。 

不同性別及年齡的行人步行速率分佈狀況，以供行人相關設施及號誌時制設計之參考。 

「人」是整個交通系統中最主要也最為複雜的主體。 

交通工程師無論在進行車輛或道路設計、交通管理措施規劃、交通管制設施配置，或事

故責任鑑定等工作時，均必須能夠充分掌握用路人（包括駕駛人及行人）的特性，適當地

引導用路人以安全及效率的方式，正確地使用道路。 

人為因素（human factors）相關研究成果係研擬相關道路交通工程設計規範之重要依據。

惟此類研究均相當耗力費時，因此我國許多設計規範大多係參採美國或日本等國家，較

缺乏本土化實驗數據之支持。 

不同國家的用路人的特性，極可能因生、心理狀態之不同，而存有相當程度之差異。實

有必要持續投入資源，進行道路交通人因工程之研究。 

交通為人、車、路三者間互動運作之系統，必須充分掌握用路人（road users）特性，方

能設計出優質的人-車及人-路界面。 

影響用路人特性的兩項關鍵因素： 

視力特性；感知反應時間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