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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4 9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5月 5日 9時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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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發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專案報告 

一、 警察局-沙鹿區重大交通事故專案報告專案簡報 

警察局報告(略) 

何顧問國榮：迄今車禍皆與大型車有關，交通工程施作部份有其

必要性，惟主要肇事車種皆為特定車種，請加強教育宣導。 

李顧問克聰：人（操作駕駛）、車（車輛設備）、路（道路條件）

乃是交通改善系統的三項基本元素；在工程面部分：建議透過建

立實體分隔島區分快慢車道，將機車車流匯入至慢車道即可大幅

降低機車傷亡率，亦請預先考量設置快慢分隔島位置之風險；在

教育面部分：請監理單位加強檢測大型車車輛設備安全，另大型

車所屬公司之教育訓練與檢核制度務必落實辦理。為有效防制鮮

少發生卻非常嚴重之事故，請考量是否管制大型車實施禁行時段，

並另尋替代道路以避免尖峰時間駛入該路段。 

許顧問澤善：建議下坡路段設置車速顯示器以提醒駕駛人，並可

使後面車輛留意行駛車速，交通安全倫理尤須持續宣導。 

中區工程處：建議從車種車道分流方面著手，限制大型車行駛外

側車道以避免車速過快也易控制前方狀況。 

何顧問國榮：實體分隔島為車道分流之基本條件，建議仍需設置



第 2 頁，共 10 頁 

快慢車道分隔島。 

警察局：甲方聯結車行駛於臺中市沙鹿區向上路直行往沙鹿方向，

於 17 時 28 分先追撞前方乙方貨櫃車，致生 A3 交通事故；於 17

時 58分，丙方貨櫃車行駛至事故現場，追撞現場停等紅燈之自小

客車及機車，續往前追撞發生事故之聯結車與貨櫃車，共波及 15

輛自小客車及 7輛機車，造成 3死 5傷重大交通事故。 

許澤善：建請從路面工程改善，下坡路段道路鋪面應較為粗糙，

透過道路路面工程手段加強下坡道路鋪面摩擦係數，車速爰得以

降低。 

林副市長：立即成立專案會議召集顧問與相關單位針對此路段進

行檢視，以求道路設施更臻完善，避免再次發生重大事故。 

主席裁示： 

（一） 請交通警察大隊調查該轄內是否有業務上疏失，進行檢討與

改善。 

（二） 該路段為危險路段請交通警察大隊列為重點改善路段，並提

報道安會報進行列管，高風險地區亦應納入易肇事路口(段)

加以改善管理。 

（三） 請林副市長立即組成專案小組辦理改善，並提出確實可行之

方案，另道路工程改善部份除增設告示牌、分隔島外，跳動

路面設置等相關改善措施是否會影響轄內工業區高科技精密

物品運送之品質，宜請慎重規劃之。 

二、 教育局-公車如校車 

教育局報告(略) 

李顧問克聰：交通管理社區化(調查校園師生運具別與旅次起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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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合 DRTS(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和習慣

來設計彈性路線及彈性班次，亦可決定起、迄點，提供使用者量身

訂做的運輸服務。  

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一） 建請將公車路網延伸至學生常去之公共設施，如圖書館、科

博館等公共設施，增加學生使用公共運輸之意願。 

（二） 請教育局或交通局協助提供公車預約窗口，藉此讓學生學習

搭乘公車，二則老師在選擇交通運具上較為簡易。 

（三） 教育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時，容易面臨交通工具之選擇，能否

協調客運業者提供運輸工具，減少選擇交通工具之行政作業

程序。 

李顧問克聰：探討如何讓學生更願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透過 DRTS

平台整合各校學生經常使用之路線與時段(上下學)，適當的彎繞更

能讓學生減少步行距離，進而提高搭乘意願，建議公運處研討規劃

彈性班次讓公共運輸的發展更貼近人性，營造綠色交通之目標。 

許顧問澤善：增加搭乘大眾運輸比例尚有進步空間，就教育局簡

報中得知，搭公車人數為何未持續上升?是否有其他潛在因素? 

交通局長：將與教育局洽談更加詳盡之分析比例(私人運具轉換成

搭乘公共運輸比例)，搭乘公車人數應以比例方式呈現，另社區與

學校之間串連，目前本局公運處已規劃重整全臺中公車路網、學校

專用路線並與醫療院所合作研商所需行駛路徑，刻正辦理中。 

主席裁示： 

（一） 請交通局協助規劃建立公車預約窗口或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式，

惟教育單位特定需求之派車作業請視情況判斷為宜，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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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了解需求並提供協助。 

（二） 由簡報中分析，搭公車成長人數趨緩，市府刻正規劃優化公

車與全新路網，服務對象主要為通勤族，希望路網重整與免

費公車延伸至 10公里後，搭乘大眾運輸效益能更加彰顯，請

業務單位將李顧問意見納入未來規劃之目標。 

（三） 沙鹿區公明國中調整公車站牌乙案，請交通局協助辦理。 

（四） 請教育局檢討搭乘公車人數為何未持續上升之原因，將未使

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族群潛在需求調整後，再配合社會福

利之推動，將可裨益本市市民。 

三、 交通局-臺中市五大易壅塞路段改善計畫第一期 

交通局報告(略) 

何顧問國榮： 

（一） 建議交通局透過廣播電台與計程車司機互動，蒐集基層提供

改善之意見，如環中路與永春路口，永春路方向之號誌燈號

秒數應增加秒數，以紓解下匝道車流。 

（二） 五大易壅塞路段經過觀察，目前還呈現壅塞的有環中路與福

科路交岔路口，交通局已提出相關的改善方案，建議可考慮

改採東向西禁止左轉、西向東設置遲閉時相以增加此路口之

紓解效率，也請交通局再針對此路口仔細觀察並研議更好之

改善措施；另外環中東路與德芳南路交岔路口目前也已規劃

周全，相信實施後對壅塞路口有所助益。 

（三） 感謝建設局於工程上協助，另外交通局於改善過程中相當地

盡責，建請市長予以獎勵；另目前臺中市幅員廣大，以交通

局現有的人力編制及業務繁雜度實在不足負荷，亦請主席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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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增加交通局人力編組。 

李顧問克聰：建議針對瓶頸路段整理一套改善調整之 SOP 制度，

交通量與各方向容量列表出來，改善方式例如：能否增加車道數、

改變車道配置或禁止左轉與號誌調整等；交通改善設計需經過通盤

檢討，以防連動性塞車；另外易肇事部份亦需全面評估，於交通改

善初期易滋事故，建議從上游路段建立整體且有效率之交通牌面宣

導。 

許顧問澤善：交通容量上限需作調查，經由上下游路口分散車流

或工程面設計，同時考量是否影響其他臨近路口。 

交通局長：施行替代路口左轉後，將衡量少部分左轉車輛旅行時

間的增加及整體車流旅行時間減少之比率時間，將與顧問深入分析

研討辦理。 

何顧問國榮：全臺中市應進行紅線繪設檢討，紅線常造成違規之

情事，建請於停車格附近規劃適當黃線供民眾合法於路邊上下車；

針對巷弄內、消防通道等狹小道路規劃標線型人行道，劃設後確實

可有效解決違停問題且行人通行安全性將有明顯提升。 

許顧問澤善：此次中捷工安事故需朝工程災因調查專業化方向著

手，構成要件有其唯一性、整體性與全面性，切勿人云亦云。 

主席裁示： 

（一） 感謝交通局及相關單位對於交通改善的付出，在此表達肯定。

長期交通問題之改善需要時間與預算，短期方案透過交通工

程改善，從交通標線、號誌時制計劃重整，交通順暢度已提

升 15%；長期方案透過交通基礎建設與大眾運輸系統的改善，

目前已有規劃與推動。另請交通局協調新聞局於廣播電台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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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宣導，交通局可嘗試規劃節目 call in 聆聽基層聲音與分

享交通問題。 

（二） 福科路與德芳南路建請相關單位持續加強辦理改善。第一期

改善計畫已明顯提升交通順暢度，第二期改善計畫請交通局

賡續辦理。 

（三） 交通改善初期易造成用路人之不適應，請交警人員安排人力

於尖峰時段協助交通維持與疏導作業。 

（四） 臺中市巷道公共安全與停車問題嚴重，請交通局將何顧問意

見納入辦理；亦請相關單位採納李顧問建議擬定 SOP 制度，

方便擴大針對各路段進行體檢並予以改進。本府凡基礎建設

皆期望以治標兼治本方式改善，進而朝人本交通時代邁進。  

（五） 針對此次工安意外，除對罹難者與其家屬致歉並負起責任外，

亦請持續與北捷局釐清其中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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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告事項 

一、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4年 1月份至 4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11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3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6件： 

列管案號：104-04-01、02、03、04、07、08。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3件： 

列管案號：103-09-02； 

104-04-05、06。 

(ㄧ)案號 103-09-02：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案號 104-04-01：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三)案號 104-04-02：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四)案號 104-04-03：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五)案號 104-04-04：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六)案號 104-04-05：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七)案號 104-04-06：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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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案號 104-04-07：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九)案號 104-04-08：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二、 104年 3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詳參書面資料，洽悉。 

三、 報載交通部公布 102本市五大易肇事路口辦理情形報告 

        交通局報告(略) 

 主席裁示： 

針對公布之五大易肇事路口，本府交通局已提出相關改善方

案，交通肇事情形目前已有下降趨勢，惟太原路與北屯路口

有待加強，請交通局持續觀察該路段狀況並追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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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A1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4年 1-4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32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16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0件：  

列管案號：103-11-03； 

          104-01-03、08、13； 

          104-02-02、03、04； 

          104-03-04、05； 

          104-04-02。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6件： 

列管案號：104-01-09、11； 

          104-03-01、02、03； 

          104-04-01。 

主席裁示：依列管情形建議照案通過。 

 

前 30大易肇事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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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3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6件：  

列管案號：103-01、03、05、06、07、10、14、16、18、19； 

          103-23、26、27、28、29、30。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1件： 

列管案號：103-02、04、09、11、12、13、15、17、21； 

          103-24、25。 

主席裁示：依列管情形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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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事項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如書面資料，洽悉。  

 

陸、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各單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洽悉。 

 

柒、 主席裁示： 

一、 會議議程經過調整後，能夠讓主席透過翔實之專案簡報清楚知悉

道安狀況，值得嘉許。 

二、 請交通局儘速安排沙鹿區向上路會勘，研討相關改善措施。 

 

 

捌、 臨時動議 

許顧問澤善：由北捷撰寫本次工安事故報告，並無真正災因，因缺公

正之第三方，建議朝專業災因構成要件(唯一性、整體性與全面性方向

調查)，才能有翔實之報告。 

 

玖、 散會（12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