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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6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時00分 

貳、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席：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黃婉婷 

伍、提案討論 

一、 第一案：臺中市高肇事路口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 案由：潭子區環中路與中山路口 

(二) 討論：(略) 

(三) 各單位意見： 

1. 林委員良泰: 

(1) 迴轉道欲併入環中路車流程，應注意車道淨空設計，以確保車

流之安全匯入。 

(2) 中山路往北方向於環中路口應管制後方車流停等，高架橋下方

車流可待5-10秒後再予以紅燈管制。 

2. 蘇委員昭銘: 

(1) 考量左轉車流行經迴轉道後，會有由內側變換到外側車道之右

轉行為，建議宜審慎評估迴轉道到路口之交織區段長度是否足

夠?同時建議宜能夠配合上游號誌管制，減少車輛產生交織行

為。 

(2) 考量使用者可能涵蓋非台中市民，建議宜再檢視上游導引資訊

標誌牌面設置之完整性，並加強宣導。 

3. 吳委員昆峯: 

(1) 建議提前因應汽車右轉與直行機車之交織衝突。 

(2) 建議於路口增設轉彎導引線。 

4. 林委員志盈: 

(1) 本案路口車流量大外加台74上下匝道車流動線複雜，為改善尖

峰時間車流壅堵問題，簡化路口車流動線與號誌時相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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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贊同短期以北向禁左方式改善目前南向壅堵的問題，但請觀察

西向車道的儲車空間是否足夠？避免新闢迴轉道車流堵塞。 

(3) 長期而言，可以研議本案路口的東向與西向一併納入禁左，所

有左轉車流均利用台74下方之迴轉道轉左，如此大幅提升路口

號誌去化的總車流量。 

5. 艾委員嘉銘: 

(1) 中山路往北方向禁止左轉，改由迴轉道左轉，原則可行，惟須

注意: 

a. 迴轉車輛須穿越3個車道才達最外車道，需要考慮其安全問

題。 

b. 車輛直行後迴轉，該路口之時制計畫應重整，包括週期、

時相減少、右轉時段增加等請說明。 

c. 本案未調整前，上、下午尖峰時段之轉向交通量特性不同

原尖峰週期相同，亦值得檢討。 

d. 右轉車輛需求大，可慮設置右轉轉用車道有其必要性。 

(2) 未來國四與台74連接全線通車後，台74線將更擁擠，潭子區附

近路口之交通特性亦將改變，應及早規劃因應。 

6. 鍾委員慧諭: 

(1) 認同禁左簡化時相及增加右轉車道增加路口紓解量。 

(2) 北向禁止左轉，改採右轉環中路後，迴轉直行環中路方案，此

舉將造汽車右轉與直行機車的衝突，建議開放直行機車行駛內

二車道，並於中山路往北路口前方引導左轉汽車右轉環中路。 

(3) 北向左轉量高達1300pcu/時，改為於環中路迴轉，交通量變化

大，因此，號誌時誌需重新評估。 

7. 車鑑會: 簡化時相應可減少衝突問題、增加紓解效率。另提供下

列看法供參: 

(1) 有關中山路南下因故無法再增加車道部分，依車流量調查資料

顯示，上、下午尖峰流量有明顯方向性，上午尖峰呈現北上車

流量較大，下午尖峰則相反，但時制計劃上、下午尖峰時間時

制計畫相同，建議依據上、下午特性調整，將中山路下午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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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的綠燈時比增加，應可減輕南向車流回堵問題 

。 

(2) 本案交工科簡報偏重在改善交通壅塞，所提方案是否可同步改

善交通事故的問題？建議工程單位對事故態樣能持續分析 

、追縱。 

8. 交工科: 

(1) 有關林委員良泰的第一個問題，迴轉道的部份，目前由養工處

正在施工中，現階段採二個車道單向迴轉方式規劃，未來在銜

接環中東路路口，交通局會設置紅綠燈，目前已在施工階段，

另第二個問題，針對號誌管制的部份，俟後續禁止管制措施較

為完善後，將一併檢討與改進。 

(2) 針對蘇委員昭銘的第一個問題，有關環中東路往西的方向，車

輛迴轉長度，未來會搭配路口號誌管制的方式，使後方的紅燈

先開啟，前方路口綠燈續行，減少迴轉車流回堵，讓車流不至

於受到影響。另第二個問題，有關引導牌面，將加強檢視，並

逐步針對現場檢討與增設。另經養工處與地方代表到現場會勘

確認，人行道削除的方式不可行，養工處目前是朝向將中央分

隔島削除50公分的方式來規劃。 

(3) 針對迴轉道的部份，經觀察環中東路往西行方向直行車流量回

堵車流的情況並不嚴重，未來參酌林良泰老師所提出的建議，

針對前方路口號誌時差觀察並調整。 

(4) 針對吳委員昆峯的問題，關於環中東路下匝道的路口可左轉，

及中山路直行與汽、機車右轉事故型態，目前中山路的部分尚

無調整車道配置規劃，另最外側車為混合車道，針對直行、右

轉的事故，將評估改善方案。 

(5) 針對林委員志盈所提的問題，有關環中東路禁左的提議，為下

個階段努力的方向，透過階段性的處理，先從中山路實施禁左 

，若大家接受度較高，後續再評估環中東路雙向禁左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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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針對艾委員嘉銘所提和平路的部份，之前有思考過改單行道的

可能性，但此部份屬於區域性的道路，並未有替代道路，另地

方的接受度並不高，後續再與地方溝通、說明，並評估現場車

流的狀況，及研議可行改善方案。 

(7) 針對鍾委員慧諭提議左轉車道是否可設立避車彎相關建議，因

考量左轉車子轉向的軌跡會壓到中間雙黃線或分隔島，會持續

納入檢討。 

(8) 針對車鑑會所提出的問題，針對環中東路時比的問題，將針對

上、下的交通特性、方向性等研議不同的時比或時制的調整。

另事故樣態部分會持續做碰撞構圖的討論，如有新的事故形態 

，交工科會持續的追縱及更新。 

9. 二工處: 

(1) 針對南下路口部分與養工處討論削減中央分隔島0.5公尺及增

加右轉專用道(人行道)，經討論後6/13已發文同意，由養工處

依照二工處相關的規定來辦理施工。另北上的部分，經過一連

串的會勘包含工務段的同仁及議員利用早上尖峰時間查看車流

量，經現場討論，透過迴轉的方式可有效紓解回堵的情形。 

(2) 有關鍾委員慧諭提議南下車道的寬度調整，即使將南下3個車

道寬度調整為3米，還是無法多配置出一個車道，因此，仍需

以削減分隔島或者人行道，才能配置4個車道。 

 

結論： 

請依委員所提出相關的車道動線配置意見，研議方案後，再送出

席的委員進行審閱定案，據以施作完成，後續請二工處、交通局

及警察局大雅分局等各單位，持續改善及滾動檢討。 

 

二、 第二案：臺中市高肇事路口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 案由：中興路一段272巷/中興路一段/里科街 

(二) 討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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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單位意見： 

1. 鍾委員慧諭: 

(1) 認同行穿線設置在行人穿越需求量處。若因基於安全考量，封

閉主要行人穿越處分隔島，因行人繞路遠比車輛繞路不容易，

反而造成行人容易違規穿越道路，仍未能達到安全道路的理念 

。 

(2) 認同封閉財政部印刷廠的分隔島。台3線為主要幹道，理應減

少分隔島開口，降低路段中車輛進出的風險。 

(3) 請評估封閉財政部印刷廠分隔島後，大型車的行車路徑。 

(4) 認同吳昆峯委員意見，建議調整車道寬度，提供2.5m 以上分隔

島，提供左轉避車彎。 

(5) 該路段位於聚落區，需要人行空間保護行人，建議調整路肩功

能，兼具提供標線型人行空間。 

2. 艾委員嘉銘: 

(1) 無號誌之十字路口與丁字路口潛在衝突點有顯著差異，十字路

口潛在衝突點32點(如下圖)，丁字路口潛在衝突點9點，丁字

路口可以減少23個潛在衝突點。打除中央分隔島，將里科街 

與272巷貫通，使路口寬度擴大、增加潛在衝突。並不適當。 

(2) 建議中央分隔島應延長23公尺至中興路一段272巷前。 

(3) 中央印製廠路口號誌拆除，未來貨櫃車進出該路口的安全如何

維護，應三思。 

(4) 如果封閉272巷缺口無法達成共識，可先協調採用交通桿漸進

式調整用路人習慣再封閉。 

(5) 經檢視交通安全設施運作正常，尚未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226條行車管制號誌設置條件之說，可考慮參閱

下列方式: 

a. 幹道連鎖市區幹道交岔路口間距超過二百公尺，其中間之交

岔路口有必要設置號誌以配合相鄰號誌運轉而構成連鎖號誌

系統者。 

b. 路網管制 市區交岔路口為納入區域交通路網之號誌管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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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確有需要設置者。 

 

   

 

 

 

 

 

 

 

3. 林委員志盈: 

(1) 贊同路口合併的改善對策。 

(2) 改善對策中，請留意時向變換時，路口淨空所需時間。 

(3) 建議本路口加設行人號誌。 

4. 吳委員昆峯: 

(1) 單向三車道以上之道路基本上都不建議設置路段中缺口。但路

口之車道及時相配置應能妥善滿足左轉及迴轉之需求。 

(2) 此路段及此地點預期未來行人流量高，建議可取消路肩改為設

置人行道。 

5. 蘇委員昭銘: 

(1) 調整後之方案，可能產生因為路口過大造成行車或行人安全問

題，建議宜再審慎評估。 

(2) 考量附近有足夠替代動線，建議持續跟當地里民溝通，朝向封

閉中興路一段272巷路口目標努力。 

(3) 建議宜考量封閉財政部印刷廠後衍生之迴轉行車動線是否會造

成對向車輛產生行車視距問題，以減少大型車迴轉產生之交通

事故發生。未來若採封閉作為，建議財政部印刷廠可加強對進

出車輛盡量採「右進右出」之宣導。 

6. 林委員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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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穿線可考量以綠斑馬方式予以設置，並設行人號誌。 

(2) 可考量增設機動照相設備，以降低超速可行性。 

(3) 中興路一段與里科街口、中興路一段與272巷口，可考量以雙 T

方式設置並極小化路口寬度以有效降件車速。 

(4) 財政部印刷廠進出車輛宜標「右進右出」為原則，另鄰近之公

車停靠區可再行會勘調整。 

7. 二工處: 

(1) 針對鍾委員慧諭的問題，因272巷內有四棟的集合住宅，居住

人口量較多，大量的居民常會穿越黃網線到對向，如倒垃圾、

運動，不願意經由前、後路口走行穿線到對面，因此造成行人

事故變多，希望籍由將此路口規劃為號誌化路口，來解決此問

題，所以本案研議把印刷廠前方的缺口封閉，將原由印刷廠前

方的行穿線進出民眾引導到上游中湖路(青年高中)做行人穿越 

。 

(2) 有關艾委員嘉銘所提問題路口，針對省道開口規定，原則上，

開口依規定約300公尺才會開設一個缺口。 

(3) 有關林委員志盈所提出的意見，包含黃燈的秒數、衝突點、

272巷至里科街與對向車流的衝突點及加上行人燈的部分，後

續會進行妥善的規劃。 

(4) 至於吳委員昆峯所提出迴轉道的問題、路肩及路口行人道的統

一規劃，會持續檢討。 

(5) 蘇委員昭銘所提出272巷、迴轉道，會透過行車軌跡來做一個

妥善規劃。 

(6) 林委員良泰所提272巷封閉的問題，把兩個 T 字路口改成二個

路口，來降低衝突，後續會在評估研議。 

8. 財政部印刷廠:本廠所思考的方式都以大型車、連結車、客貨車行

車路徑，以統一發票銷售通道會作為替代路進出，則路寬較狹窄 

，對於大型車輛的通行較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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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依各委員意見，本案面臨兩難，第一是從道路現況，不宜短距開

缺口或設置路口號誌，但考量民眾的使用常以便利性為主，若是

可從短距離行走到達目的地，就不會特定繞ㄇ字型運行。第二是

對於272巷全面性做缺口封閉，可能引起地方上的壓力，若不處

理則就變成民眾常自主性的查看有無車流而穿越(從272巷到對向

里科街)，而導致事故發生。 

(2) 面對地方眾多不同的聲音，透過今天討論，讓委員們提出各方意

見，從專業上的判斷做出二害相權取其輕的適度方案，俾推動過

程有所依據，並兼顧各方的考量。 

(3) 委員相關建議是從當地人的通行、車流及路口複雜度的層面探討 

，各有優缺點，請二工處依委員的建議，尋找能夠提升地方民眾

安全，並考量週遭地區商業特性，持續精進目前所提出的方案，

以做為後續的推動參考。 

(4) 請財政部印刷廠針對改善方案的部分及委員的建議，透過內部協

調，律定進出印刷廠之大型車輛及客貨車能朝右進右出來運行，

如此可滿足印刷廠的進出需要，也可以符合地方民眾通行安全。 

(5) 本案俟整合地方意見後，予以推動。 

 

陸、 確認事項： 

(一) 110年及111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結論：本次會議提請解除列管案件5件，繼續列管案件7件,自行列

管案件1件，共計13件，照案通過。 

(二) 30日 A2類交通事故防制協調辦理情形 

結論：110年度5-12月及111年1月，提請解除列管案件16件，繼續

列管案件8件，共計24件，照案通過。 

 

柒、 散會(下午16時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