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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4 5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01月 06日 10時 00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主席：林市長佳龍                                   記錄：陳品岑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道路的交通安全，是市民的基本人權」，雖本府同仁均相當努力

致力於改善本市交通相關問題，但本市交通肇事率仍居高不下，希望

透過本人親自主持道安會議，將市民所遇到的交通問題視為切身問題，

提供安全用路環境是市府最基本的工作，並在 1 年內改善 5 大瓶頸路

段，4年內完成至少 100處易肇事路口改善，徹底改善臺中市交通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是行動市府最重視的政策之一，臺中市內所發生之肇事

率偏高及死傷人數較多，部分並非因為市民較不遵守交通規則，而是

缺乏較為妥善之大眾運輸系統，致市民透過開車、騎車或搭乘公車方

式，造成路況不佳等惡性循環。希望透過建置軌道運輸為主，公車路

網為輔之大眾運輸系統基礎建設與交通管理之改善方式，配合執法從

道路交通安全問題根源進行改善。於執法方面，透過增加義交人員協

助警察進行交通指揮之勤務，減少警察人員之業務負擔，但仍需透過

預防事故發生之方式才能有效減低警察人員疲於奔波之狀況。另事故

發生部分原因係因路不平所造成，透過各轄區分局員警舉報權管道路

鋪面狀況，徹底改善本市路平問題。 

有關道安會報定位並非解決「小路小巷」的問題，而是如何有效

地設定目標與管理，核心目標為降低交通事故肇事率及傷亡人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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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每月考核及獎懲分明的方式落實執行，並徹底落實用路環境的改善，

讓市民有感。未來顧問除聘請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外，應該也要納入

公民團體、機汽車族、公車族等代表，讓實際用路人的意見能夠進到

這個機制來，共同參與討論並共同解決臺中市的交通安全問題。在 1

年內要改善 5大瓶頸路段，包括高速公路交流道壅塞問題，及中清路、

環中路、臺灣大道、文心路、五權西路等路口交叉處易發生車禍問題，

另外 4 年內完成至少 100 處的易肇事路口改善，並請交通局、警察局

針對瓶頸路段、易肇事路口每月進行專案報告，配合義交的擴編，務

必使道路瓶頸得以打通，解決市民塞車之苦。 

另有關路平專案的問題，責成建設局加速及加強路平專案的推動，

包括共同管溝、統一挖補及道路的回填要確實，並把挖路成本內部化，

由挖補國營或企業單位本身吸收，例如挖的時間乘以面積作為計費標

準，並請建設局研擬。讓臺中市的道路，脫離「騎車像騎馬」、「坐車

像坐船」的痛苦。 

此外，文心路的捷運施工圍籬，在道路安全前提前下，請交通局

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協調，儘可能拆除目前不必要的圍籬，配合

建設局的路平專案，還路於機車族與汽車族。 

貳、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摘錄）報告： 

103年 1月份至 12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44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41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3件： 

列管案號：103-12-01、02、03。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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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號 103-12-01： 

資料詳參書面資料，洽悉，本案繼續列管。 

(二)案號 103-12-02： 

資料詳參書面資料，洽悉，本案繼續列管。 

(三)案號 103-12-03： 

資料詳參書面資料，洽悉，本案繼續列管。 

二、 103年 12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告 

執法小組: 

103年 12月發生交通事故 8,901件、死亡 13人、總受傷 6,687

人，由肇事時間來看，以 16時至 18時發生件數最多，18時至 20

時發生件數次之；肇事原因以未依規定讓車 1,160件為最多。103

年 12月份 A1類交通事故件數較 102年同期比較，死亡人數減少 3

人；以東勢分局績效最好，共計減少 3 件 3 人，第四分局減少 2

人次之，第三、第五、霧峰及清水分局各減少 1 人再次之；第六、

大甲及和平分局無增減，惟烏日分局本月份發生 2 件 2 人最高，

第一、第二、豐原及太平分局各增加 1 件 1 人次之，請各分局持

續加強事故防制。烏日分局發生 3 件，造成 3 人死亡最高；豐原

分局發生 2 件，造成 2 人死亡次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六、

清水、大甲、太平及東勢分局各發生 1 件，各造成 1 人死亡再次

之；請以上各分局持續加強規劃防制勤務，並督屬落實執行。 

本月份重點工作報告內容著重於臺灣大道 BRT 沿線路口交通

疏導作為及執行 2015 臺中市跨年晚會活動交通疏導管制，於目前

BRT 沿線計有 60 處號誌路口，其中 25 處路口(含火車站)派有員警

25 名、義交 19 名交通疏導，加強上下班車流疏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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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市 BRT自 103年 7月 28日全線通車以來，於 103年 8月

7日在沙鹿區發生第 1件 BRT交通事故，迄今共計發生 26件，其

中 A2交通事故 6件、A3類交通事故 20件，造成 10人受傷。 

BRT車輛駕駛人肇事紀錄分析：本市 26件 BRT交通事故，BRT

駕駛人有肇事責任者占 8件（占 30.7%）；有鑑於 8月 29日以前 7

件 BRT交通事故中，BRT駕駛人有肇事責任者占 3件（占 42.8%），

比例偏高，爰此，警察局於 103 年 8 月 29 日以中市警交字第

1030076004 號函函請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加強 BRT駕駛員

交通安全教育訓練，8月 29日以後 19件 BRT交通事故中，BRT駕

駛人有肇事責任者占 5件（占 26.3%），顯見肇事率已明顯降低。 

BRT交通事故防制策進作為：綜觀前揭各項分析，本市 BRT車

輛交通事故多發生於路口或缺口處，路段上除有車輛違規進入 BRT

專用道情形外，一般車輛與 BRT 車輛交織情形較為不常見，因此

事故較少見；爰此，應採取防制作為將分別從交通執法、交通教

育、交通工程及人因工程面等四大面向進行改善。 

交通局: 

現有A1計畫內容為A1事故發生後由警方先行判定初步肇因分

析，並針對不同肇因類別於分別辦理會勘後進入道安會報進行列

管，檢討各方面是否有須改善部分，確認改善後，方能辦理結案。

透過 A1類事故平台建置，102年度與 101年度同期比較上，A1類

死亡人數減少46人，但在A1+A2類中受傷人數卻增加了7,434人，

分別於機車族部分增加 6,361 人、高齡者部分增加 398 人、行人

部分增加 33人以及自行車部分增加 194人，酒駕部分因本市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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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與交通警察大隊強力執法下受傷人數減少 424人。 

為此希望能比照現有之A1事故防制平台增加A2類事故防制平

台，透過警察局與交通局的合作之下，找出 A2類十大易肇事路段

(口)，並會勘研議改善辦法，將受傷人數有效減少。於短期防制

作為上，A2 類事故前十大易肇事路段(口)前設置「前方易肇事路

段，請小心駕駛慢行」之活動式告示牌，該路段(口)若於下個月

份退出十大易肇事路口之排名，則拆除牌面。另外為推行智慧城

市之運作，本市希望能將 A1 類及 A2 類事故相關資訊擬透過手機

系統進行推播，主動通知行駛於本市地區之用路人，系統透過大

數據演算以及交通安全方法論進行分析後，透過手機提醒用路人

正行駛於本市易肇事路段(口)，請注意行駛。 

希望此類推動方式能透過賞罰分明之方式，鼓勵同仁積極辦理

改善易肇事路段(口)。 

主席提問： 

有關 BRT 啟用之後臺灣大道沿線路段事故與去年同期相比數

據變化原因及建議改善方式，請警察局與交通局補充說明，另有

關為因應 BRT 與其他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臺灣大道沿線轄管分局

與派出所有事故發生後 5 分鐘內需到場協助恢復交通順暢，此策

略是否於選後持續辦理，是否造成龐大警力於此部分待命之狀況

發生，請警察局協助說明。 

警察局補充說明： 

臺灣大道交通流量龐大，因此交通事故處理時間越長越容易造

成臺灣大道部分路段壅塞等狀況發生，為此成立事故儘速處理機



第 6 頁，共 9 頁 

制，值勤員警於線上待命，巡邏同時若接獲事故發生通報，立即

到場處理，透過幹部指揮現場事故處理運作，於事故發生 10分鐘

內排除障礙，減輕道路壅塞之狀況。另 BRT 於臺灣大道上所造成

的問題如外來旅客不清楚BRT車道為專用道以致有誤闖之事發生，

員警必須多次宣導勸導，以及快慢車道切換下必須與 BRT 專用道

發生交織之現象是較為嚴重的問題，事故發生約有八成為因車流

交織造成事故發生之狀況，須儘速克服或調整。 

於執法方面本局將持續配合辦理，於臺灣大道路段上，優先派

員沿途取締甚至拖吊慢車道違規停車之車輛，希望有效改善慢車

道壅塞之狀況。 

主席提問： 

透過執法或宣導之管理手段亦可改善交通狀況部分程度，但如

何達到治標且治本之改變，交通局目前正成立 BRT 體檢小組，透

過何種改善方式能有效改善臺灣大道肇事率偏高之情形。 

交通局王局長補充說明： 

BRT 自 103 年 7 月 28 日全線通車以來，於 103 年 8 月 7 日在

沙鹿區發生第 1 件 BRT 交通事故，迄今共計發生 26 件，其中 A2

交通事故 6 件，與 BRT 發生事故之主要原因以快慢車道變換車道

中與 BRT 車輛發生交織衝突以致事故發生。就交通工程面判斷，

目前快慢車道變換現有視距明顯不足，導致無法判別欲切入車道

部分後方是否有來車。經與警察局局長討論過後，希望短期內透

過於快慢車道分隔島上設置反射鏡，提供給車道切換之用路人足

夠的視距，以減低事故發生機率。本局相關業務單位已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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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短期內將裝設相關設施改善現有交通工程缺失。 

另其餘小型事故均發生於慢車道上，如機慢車與汽車、公車發

生輕微擦撞，多數可能均未列入事故率統計範圍內，但此部分卻

對機車族具有高度潛在危險，BRT體檢小組將對此部分一同進行檢

討，但首要之務則是改善車道切換視距不足之問題。 

主席裁示： 

請警察局與交通局密切合作，並檢討與改善臺灣大道 BRT專用

道，警察局日前所呈報之報告中指出，基於交通安全考量並減低

臺灣大道肇事率，建議將 BRT 專用道改為公車專用道，此部分請

BRT體檢小組一併納入參考評估，透過雙方資料互相交換，達到改

善方案最大效益。另外請林副市長針對本市交通問題進行督導及

建議。 

林副市長發言： 

要達到道安交通安全唯一目標，必須從教育著手，現在家長更

聽小朋友的話，在小學及中學加強相關課程，讓小朋友發揮影響力，

比市府宣導更好有用；另外監理所則加強違規受訓、增加義交協助

指揮交通等，可望改善交通問題。 

希望於春節假期之前，文心路沿線捷運施工圍籬，在道路安全

前提前下，請交通局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協調，儘可能拆除目

前不必要的圍籬，提供較為順暢的機車待轉動線及設置汽車左轉車

道，改善整體文心路車流動線。謹透過積極教育、義交培訓及改善

交通工程等三方面進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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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事項業務檢討報告 

主席綜合裁示：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如書面資料，洽悉。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綜合裁示：各單位工作 104年 01月份道路交通工作報告詳如書面

資料，洽悉。 

伍、A1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3年 1-12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91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89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件： 

列管案號：103-10-05； 

103-11-03。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0件： 

(一) 案號 103-10-05： 

臺中工務段補充： 

本公司已依豐原區公所名義設計遷移，需待辦理停電施工作

業，即可拆除該電力桿，本案預計於 104年 2月底完成。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二) 案號 103-11-03： 

交通局補充： 

中平路部分標線模糊事宜，將納入 104年度工程案優先派工

補繪，預計於 104年 1月上旬前完成。另有關建議設置號誌乙節，

本局謹訂於 104年 1月 9日邀集警察局、里辦公處等相關單位會

勘，研商號誌設置事宜。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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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裁(指)示 

一、 道路交通安全是行動市府最重視之政策之一，提供安全的用路環

境為市府最基本之工作，未來每月一次之市府道安會報為市長之

法定職責，本人將親自主持，徹底改善臺中市之交通安全。 

二、 關於本市道安會報之顧問，除聘請學有專精之專家學者外，亦應

納入公民團體、機汽車族、公車族等代表，使實際用路人之意見

能進入道安機制內，共同參與討論並共同解決臺中市道路交通問

題。 

三、 於一年內改善五大瓶頸路段、四年內完成 100處易肇事路口改善，

未來請交通局與警察局針對瓶頸路段、易肇事路口，每月進行專

案報告，配合義交人力擴編，務必使道路瓶頸得以打通，解決市

民塞車之苦。 

四、 關於路平專案部分，請建設局加速推動路平專案，使臺中市脫離

讓臺中市的道路脫離「騎車像騎馬」、「坐車像坐船(臺語)」的痛

苦，提升交通安全。 

五、 關於文心路捷運綠線施工圍籬，請交通局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協調，儘可能拆除目前不必要設置之圍籬，亦配合建設局的路

平專案，還路於機車族與汽車族。 

六、 請交通局與警察局設定未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之具體目標，包含

降低事故率及減少傷亡人數部分，並請獎勵協助改善道路交通安

全之人員。 

七、 為打造智慧城市，請儘速建立智慧交通系統，此目標除善用大數

據，透過平台建置，使用路人透過網路資訊即時取得塞車路段，

改道至替代道路進而達到最佳通行路線；並即時更新辦公處所、

觀光景點及百貨公司周邊停車位供給，供尋找停車位之用路人能

減少繞尋車位之時間。 

捌、散會（17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