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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講義 

交通控制 講義一  

壹、講解內容 

一、交通控制導論 

二、交通資料特性分析 

三、交通車流理論分析   

四、先進交通調查技術 

五、交通控制設施概論 

六、路口號誌化的基本原理 

七、號誌設計與時制概論 

八、路口設計與配置要素 

九、觸動式號誌與偵測系統 

十、號誌路口容量分析 

十一、幹道與路網之號誌連鎖      

十二、運輸系統管理 

資料來源:  

   1.陳惠國、邱裕鈞、朱致遠 著，交通工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09 

2.交通部，交通工程手冊，民國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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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導論 

1.1 交通工程的主要目標 

1.2 交通工程的重要內涵 

1.3 路口控制的層級  

1.4 基本用路法則的適用性 

1.5 評估設置號誌的需要性 

1.6 「停」與「讓」管制 

1.7 駕駛行為的重要過程 

1.8 視距 

1.9 行人步行速率 

1.10 速率、旅行時間與延誤分析概要 

1.11 速率分析 

1.12 現點速率分析 

1.13 旅行時間調查 

1.14 路口延誤分析 

 

1.1 交通工程的主要目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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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通工程與設計之目標： 

(1)安全 

(2)快速: 易行性(mobility): 指快速的將人與貨物從起點運送至迄點 

(3)方便: 可及性(Accessibility): 指及戶運輸的便利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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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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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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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環保: 節能減碳 

 

1.2 交通工程的重要內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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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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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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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4. 車流可由不同的臨近路段進入交叉路口，並由路口的有限空間進行左轉、直  進或右轉；除

車輛流動之外，尚有行人亦利用此相同的空間穿越路口；由於這些人、車複雜的轉向流動與

相互間的影響，致使平面交叉路口成為公路系統最複雜的地點。 

 

5. 路口相關問題： 

  (1) 各轉向流動競相佔用相同的道路空間。 

  (2) 為數甚多的潛在與實際衝突點。 

 

6. 交通工程師的重要職責：妥善管制路口衝突，以提供人車更安全有效的路口  轉向運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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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駕駛人與行人)的特性，了解用路人的需求與

習慣，適當地引導用路人以安全及效率的方式，正確使用道路。 

 

1.3 路口控制的層級 (Hierarchy of Intersection Control) 

      三種主要的路口控制等級為『基本用路法則』、『停與讓管制』、以及『號誌管制』，

分列如下： 

 

1.層級一：被動式控制－基本用路法則，含 

(1)無管制 (No control) 

(2)指示標誌 (Guide signs) 

(3)警告標誌 (Warning signs w/ or w/o guide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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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交叉路口不由交通號誌、『停』或『讓』標誌管制的方式，其為道路交通法規

所明訂，且為道路駕駛人所應知悉的規範。此規範明訂『在無任何交通控制設施的路口，位

於左方臨進路段的駕駛人必須將通行路權優先讓給位於右方臨進路段的駕駛人』，因此左方

臨進路段的駕駛人有責任避免任何可能的衝突。 

         法規大都認為直進車相對於左轉或右轉車有絕對的優先通行權；而雖然前置警告或指

示標誌可誘引駕駛人對路口可能狀況的注意力，但因他們本身都不是控制設施，故不會影響

基本用路法則。 

 

2.層級二：依序路權指派法則，含 

(1)『讓』管制(YIELD signs) 

(2) 雙向『停』管制 (Two-way STOP signs) 

(3) 多向『停』管制 (All-way STOP signs) 

 

 最常被採用的『停』或『讓』標誌是雙向式管制，前者要求在次要道路兩行車方向的

駕駛人應完全停車，並讓出路權給主要道路的車流；後者要求次要道路的駕駛人應減速至10 

mph（有些州甚至規定8 mph）以下。路口設有雙向『停』或『讓』標誌管制者，本規範明訂

次要道路的駕駛人有責任避免穿越路口時的一切衝突。 

 『讓』標誌不能佈設在路口所有的行進方向。多向『停』標誌常運用於不易區分主、

次要道路，且採用基本用路法則又有潛在危險顧慮的路口，此種路口要求所有駕駛人應完全

停車，再以右方車輛優先通行的方式運行；當路口所有臨進路段都有來車時，各車輛則以順

時針方向依序通過路口。 

 

 3.層級三：專用路權交替指派法則，含 

    (1) 交通號誌 (Traffic signals) 

    (2) 二時相 (Two-phase) 

    (3) 多時相 (Multiphase) 

    (4) 交通管制單位與員警執勤 (Traffic control agent/officer) 

 

        路口號誌化是一種最極端的管制方式，通常運用於道路車輛與行人流量水準高到幾乎

無法讓衝突方向的人車找到適當的間隙以便安全穿越的地點。在最基本的二時相號誌控制

中，左轉車必須先讓出路權給對向來車，再等待適當的間隙完成轉向；多時相號誌則賦予左

轉車保護時段，此時段禁止對向來車通行，以避免發生衝突。 

1.4 基本用路法則的適用性 

1. 基本用路法則的主要設計前提是駕駛人能夠看到並評量臨進路段因車輛流動  所帶來的危險

性；在這項前提之下，路口的視距必須夠長，以便駕駛人有充裕的反應時間來避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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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口視距常受限於附近建築或街角的障礙物，圖 顯示某一路口街角的視界三角形 (Visibility 

triangle)。 

 

3. 視界三角形必須夠大，以避免位於衝突路徑的兩車在當時的位置與速率下，因無法互視與及

時採取行動所導致的肇事。 

 

4. 兩項規則：以視距必須足夠讓兩車避開危險衝突為前提。 

(1) 規則一：當兩車首度能夠互視時，彼此距離路口碰撞點尚有一段最短安全停車距離 

  

a. 若dB (act)  >=  dB (min)，則視距夠長，可在基本用路法則下安全執行。 

若dB (act) < dB (min)，則視距不足，在基本用路法則之下較不安全。 

 

圖1-1 路口的視界三角形 

 

 

(2) 規則二：由兩車首度能夠互視起，在相同的時間內，A 車能行駛並超越碰撞點18 英呎，

而B 車僅能行駛至距碰撞點前12 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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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法則二示意圖 

 

5. 夠長的視距是使用基本用路法則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高交通量與高行駛速率常導致路

口運行的不確定性，在此種狀況下使用基本用路法則不一定能保證確實、安全。 

 

1.5 評估設置號誌的需要性 

      1988 年版MUTCD 研訂11 種因應各種路口狀況的號誌設置要件，其中大多數要件都是

經由長期經驗、多年實務與專業判斷的結論，而有些新訂要件則採自聯邦贊助專案研究的建議，

所有要件均經實地驗證，而非概略理論。 

 

1. 號誌設置前的審視作業 

(1) 研判該路口在整個道路系統中的功能。 

(2) 蒐集分析路口現有的交通與幾何特性。 

(3) 研判幾何實質改善或研訂法規是否比裝設號誌更有助於解決運行安全與效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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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考號誌設置要件來決定路口的管制方式。 

 

2. 資料蒐集要項 

     MUTCD 建議提供研判號誌設置需求的重要調查資料如下： 

(1) 交叉路口在一般日最高連續16 小時中，各臨進路段每一小時的交通量。 

(2) 上午與下午尖峰各二小時依交叉路口的臨進路段、轉向、車種、15 分鐘時段分類統計的

最高交通量。 

(3) 與上述2) 同時的各行人穿越道的行人流量，以及最高的小時行人流量；在特殊狀況下，

行人可分為年齡在13 歲以下、13 ~ 60 歲，與60 歲以上等三類，以便研擬對年幼與年

長行人的因應措施。 

(4) 路口各無管制的臨進路段所有車輛第85 百分位速率。 

(5) 路口幾何現況圖（Condition diagram）。 

(6) 路口碰撞肇事資料圖（Collision diagram）。 

(7) 與上述2) 同時的路口各臨進路段車輛延誤時間（車－秒）。 

(8) 與上述2) 同時的路口主要道路各臨進路段車流間距個數與分配。 

(9) 與上述2) 同時的路口各個受管制的臨進路段上，位於不受管制影響的街廓處的第85 百

分位速率。 

(10) 與上述2) 同時的路口在一般日尖峰至少二個30 分鐘時段或週末（週六或週日）類似時

段的行人延誤時間。 

 

3. 現行的號誌設置要件 

      上述資料主要涵蓋『行人與車輛的小時流量』、『路口幾何型態』、『臨進路段百分位

速率』、『肇事紀錄』、『行人與車輛的延誤時間』以及『車輛的間距分配』等，因此下列各

要件大都以反映這些資料的最低水準為基礎。 

(1) 要件一: 最低交通量 

        一般日中任何八小時中每一小時的交通量，滿足表1-1 所列的最低條件者。當路口座

落於都市或鄉村地區、或居民人數在10,000 人以下獨立社區，且所在處的主要道路第85 百

分位速率超過40 mph 時，最低交通量要件可取以上附表A 各數值的70%。 

表1-1 最低交通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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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件二: 連續車流的阻擾 

         適用於因幹道高交通量致使支道人車在穿越路口時可能產生嚴重延誤或危險的狀

況。一般日中任何八小時中每一小時的交通需求，滿足表1-2 所列的最低條件者。 

 

 

 

表1-2 連續車流阻擾的最低交通量要件 

 

     當路口座落於都市或鄉村地區、或居民人數在10,000 人以下獨立社區，且所在處的主要道

路第85 百分位速率超過40 mph 時，最低交通量要件可取以上附表B 各數值的70%。 

 

(3) 要件三: 最低行人交通量（1988 年修正） 

      一般日八小時的人車交通需求滿足： 

a. 幹道雙向交通合計在600 vph 以上，若設有4 ft 以上的分向島，則增為雙向合計1,000 vph 

以上。 

b. 在上述相同的八小時內，平均每小時有150 人以上由較高流量的人行道穿越路口時，得考

慮設置半觸動號誌以及按鈕式獨立號誌。 

 

(4) 要件四: 學童的安全穿越考量 

     為保障學童安全穿越幹道進出學校而設。 

間距Gap = 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 ( W / 3.5 ) + 2 ( N - 1 ) 

 

當大於間距Gap 的「車間隙數」少於學童穿越時段內的「總分鐘數」時應設之。 

 

(5) 要件五:車輛續進流動的考量 

        考慮促使主要幹道車流能安全而連續通過一個以上的路口時，得考慮依據行車速率（以

第85 百分位速率為基礎），路口的間隔（必須大於1,000 英呎）與綠燈時差等要素而設置遞

亮式號誌系統。 

 

(6) 要件六: 肇事紀錄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9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視肇事次數與嚴重性而定，當同時滿足： 

a. 經嚐試些微改善或執法均無法減少肇事時。 

b. 平均一年內發生五次以上可由號誌設施避免的肇事（每件肇事包括人員受傷與US$100 

元以上的財物損失）。 

c. 現有人車流量不少於要件一、二、三的80%。 

d. 設置號誌將不致嚴重影響車流續進者。 

 

路口單純以肇事經驗為考量而設置交通號誌時，其通常為半觸動式（甚至應配合所在

的路網予以連鎖）；而當其為一獨立路口時，則可考慮設為全觸動式。 

 

(7) 要件七: 道路系統功能的考量 

        主要是在促進交通路網的集中化與結構化；當需同時考慮相交叉的兩主要道路，但卻

又無法滿足任何要件時，號誌系統純粹是因為路口的重要性而設。適用於： 

a. 一般上班日路口尖峰小時現有或預計總通過交通量至少為1,000 輛，且由工程研究顯示路

口未來五年內在一般上班日的交通量可滿足要件一、二、八、九、或十一。 

b. 週末或例假日任何五小時中每一小時總通過路口交通量至少為1,000 vph。 

 

(8) 要件八: 要件的組合 

        路口現行的交通狀況無法滿足上述任一條件，但卻能同時滿足要件一、二、三的80% 

時。 

 

(9) 要件九: 四小時流量條件 

         路口在一般上班日中，任何四小時的每一小時交通量指標點落於圖相對曲線的右上方

時，即滿足號誌設置的要件。當路口所在處的主要道路第85 百分位速率超過40 mph，或路

口座落於或居民人數在10,000 人以下獨立社區時，以圖為決策參考。 

 

(10) 要件十: 尖峰小時延誤 

    本要件須同時滿足： 

(a) 尖峰小時由『停』管制的支道交通總延誤D 

         D >= 4.0 車-時（單車道臨進路段） 

         D >= 5.0 車-時（雙車道臨進路段） 

(b) 尖峰小時支道的交通量q 

         q >= 100 vph（單車道臨進路段） 

         q >= 150 vph（雙車道臨進路段） 

(c) 尖峰小時通過路口的總交通量Q 

         Q >= 800 vph（四條以上的臨進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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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 650 vph（三條臨進路段） 

 

(11) 要件十一: 尖峰小時流量 

         路口在一般上班日中的尖峰小時交通量指標點落於圖相對曲線的右上方時，即滿足本

號誌設置要件。當路口所在處的主要道路第85 百分位速率超過40 mph，或路口座落於居民

人數在10,000 人以下獨立社區時，以圖為依據。 

          要件九、十、十一等三項係於1985 年加入，適用於當調查資料不足8 小時的交通狀

況。在很多地點，光是上、下午的尖峰交通資料即足以用來決定路口的設計與控制的方式；

當路口的交通負荷狀況很嚴重時，不管是否滿足8 小時的要件，設置號誌可能是唯一解，況

且這些新要件可簡化設置號誌所需的小時交通資料，因此漸有以之取代要件一、二、與八之

議。 

 

4. 未來可能考量的要件 

(1) 近來經由以上要件的檢討，已漸有廢除要件一、二，進而增加考量『接受間距現況』與

（或）次要道路『車輛平均延誤』要件之議。 

(2) 1985 年Neudorff 在「間距準則下的號誌設置要件」研究中，建議以調查日任何四個尖峰

小時中每一小時次要道路平均每車延誤達25 秒為號誌設置的最低門檻，惟截至1997 年

止，此建議要件尚未被正式引用。 

(3) 另一建議要件是以主要道路車流的間距（以秒為單位）分配為依據，探討究竟有多少次

要道路單一方向車輛可從中穿越（如表1-3），此一總穿越車輛數稱為主要道路的「間距

有效性參數」(Gap Availability Parameter, GAP)。 

表1-3 橫向道路穿越車輛的間距使用表 

 

 

(4) 圖1-3 為此建議設置要件圖之一，其中蹤軸為次要道路單一車道流量，橫軸為主要道路

的GAP 值；以調查的次要道路每車最高延誤所對應的參考線為依據，若次要道路四個尖

峰小時流量點均落於參考線上方，則建議應設置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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