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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0100100100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222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5 月 31 日 16 時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Ａ棟 9 樓簡報室 

主席：胡市長志強                   記錄：交通局吳逸萩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壹壹壹、、、、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臺中市交通安全於二、三年前進步很大，A1 類交通事故死亡率

降低，一般車禍的數字亦降低，透過道安會報，對於交通設施之

改善及相關工作之加強，在此肯定同仁的努力。我非常重視 A1

類交通事故，惟於去年 A1 類交通事故增加，各類交通事故亦遞

增，我特別與交通局長及警察局長溝通，必須研擬對策降低事故

率，故今天主持道安會報會議，冀能提升臺中市的交安與道安。 

 

貳貳貳貳、、、、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主席裁上次會議主席裁上次會議主席裁上次會議主席裁（（（（指指指指））））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摘錄摘錄摘錄摘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案號案號案號案號 100100100100----05050505----01010101 及案號及案號及案號及案號 100100100100----05050505----02020202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同意秘書單位意見解除列管。 

◎◎◎◎案號案號案號案號 100100100100----05050505----00003333    

黃秘書長黃秘書長黃秘書長黃秘書長：：：：    

本案為公安會報會議，金委員文森建議事項，應通知金委

員對於市政府警察局、建設局之處置情況，道安會報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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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建議解除列管，由警察局與建設局自行列管，建議詢

問金委員意見。 

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    

本案目前警察局已加強相關取締作業，建設局亦已與交通

部公路總局協調，秘書單位研析本案需長期追蹤辦理，故

建議由警察局與建設局長期追蹤並自行列管，於道安會報

解除列管。 

顏顏顏顏顧問顧問顧問顧問秀吉秀吉秀吉秀吉：：：：    

本案基本上，為載重車輛行駛於混凝土橋時，若其饒度超

過橋梁設計，因長期振動，拉力使混凝土脫落，一旦混凝

土脫落，鋼筋會腐鏽，以致無法承受張力。因此有兩個方

法可以解決，如同秘書單位建議，第一，請執法單位-警

察局加強取締超載砂石車輛，第二，請公路總局研議補強

脫落之處，以免造成危橋之可能性。 

建設局建設局建設局建設局：：：：    

大里橋為省道橋梁，因此未列入 122 座危橋中。會後將針

對大里橋案函請公路總局檢測，並特別注意橋梁晃動情形

及混凝土裂化的部分。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公安會報後，建設局應完成所報告事項。臺中市橋梁計兩

千零三十座，數量為全國五直轄市之最，颱風季節將至，

請建設局密切注意，原台中縣 115 座危橋，原臺中市 7座

危橋，需嚴格規定監測水位。原臺中市這幾年相當注意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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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每年皆檢測，原本需特別注意之橋梁為 7座，依比例，

原臺中縣危橋占總數比例百分之三十二，故原臺中縣橋梁

需加強注意，這次金委員意見，有關省道管轄之橋梁，請

建設局代表將本次會議意見與建設局局長研議，各區公所

亦請加強注意，於必要時提請交通部研究。    

二二二二、、、、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4444 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

告告告告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參參參參、、、、各工作小組執行院各工作小組執行院各工作小組執行院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頒頒頒事項業務檢討報告事項業務檢討報告事項業務檢討報告事項業務檢討報告    

一一一一、、、、執法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執法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執法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執法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二二二二、、、、工務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工務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工務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工務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三三三三、、、、監理小組業務檢討報告監理小組業務檢討報告監理小組業務檢討報告監理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四四四四、、、、教育小組業務檢討報告教育小組業務檢討報告教育小組業務檢討報告教育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五五五五、、、、宣導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宣導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宣導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宣導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六六六六、、、、管考小組業務檢討報告管考小組業務檢討報告管考小組業務檢討報告管考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直至四月份均按照進度或超前，秘書單位感謝各小

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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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洽悉。 

 

肆肆肆肆、、、、專案檢討報告專案檢討報告專案檢討報告專案檢討報告    

一一一一、、、、西區區公所西區區公所西區區公所西區區公所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西區區公所補充西區區公所補充西區區公所補充西區區公所補充：：：：轄區內向上市場，每日購物人潮達三千人

次，常接獲人民的陳情案件為購物民眾的

停車秩序混亂，影響交通順暢，希望相關

單位協助。 

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按照過去拖吊案件比例，中區占所有拖吊案件百分

之 9，西區占百分之 12，拖吊案件平均為百分之 7

至百分之 26，拖吊方式通常以民眾通報為主，若

各區欲加強拖吊案件，可通報警察局，交通局將配

合辦理。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准予備查。 

二二二二、、、、豐原區公所豐原區公所豐原區公所豐原區公所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豐原豐原豐原豐原區公所補充區公所補充區公所補充區公所補充：：：：    

（一）有關本區太平洋百貨附近交通，因商業活動頻繁，造

成交通壅塞，為維持順暢，建議警察單位協助並處理

本區違規招牌。 

（二）本區重要路口監視器，建議警察單位能統一規劃裝置

及管理。 

（三）有關公園旁違規攤販，建議警察單位協助處理。 

（四）本區舊市區傳統市場、第一市場、批發市場及圓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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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地下道旁，周邊商業活動頻繁，因道路狹窄，造成

交通壅塞，建議警察單位協助處理。 

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針對舊市區傳統市場部分，已於 4月 26 日辦理會

勘，5 月 13 日圖說已送區公所。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一）有關監視器部分，今年編列 5千萬預算，明年再增加

5千萬，總金額為一億，以警察同仁意見作為裝設監

視器依據。 

（二）取締攤販問題須見微知著，零星攤販擺攤即須取締，

若讓攤販數量增加，將大增取締困難度，請警察同仁

配合辦理。 

（三）有關開闢道路及興建停車場並非一蹴可幾，請與建設

局及交通局研究。 

三三三三、、、、警察局豐原分局警察局豐原分局警察局豐原分局警察局豐原分局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豐原分局豐原分局豐原分局豐原分局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一）本局於交通疏導部分，已勘查本轄區並選定 15 個重

要路口，於尖峰時段加強疏導措施，使交通更加流

暢，尤其於春節期間對於廟東之交通疏導部分，深獲

民眾肯定。 

（二）關於傳統市場部分，於元月開始至今每日 6:00至

10:00 加強管理整頓市場周遭及道路交通，使民眾購

物更為便利安全，例如第一市場，現今比以往交通更

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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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交通事故防制，本局於轄區重要路段執行路檢勤

務並加強危險駕駛取締，今年 1至 4月份發生 A1 類

交通事故 5件 5 人，較去年 9件 9 人減少 4 件 4人，

顯著進步。 

（四）交通改善建議，本項建議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

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參考研議：本轄大雅區中清路為

重要幹道，全長 4公里，經勘查本路段開設缺口達

27處，其中 8處未設號誌。另其中 5 處缺口鄰近路

口距離短，建議封閉此 5 處中央分隔島缺口，可大幅

增加行車安全及交通順暢。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    

本段同意豐原分局提議，原則上先以紐澤西護欄封閉建議

之 5 處缺口，將視交通及民眾反映情況再作調整。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謝謝臺中工務段幫忙，另請交通局亦注意本案之交通安

全。 

四四四四、、、、警察局烏日分局警察局烏日分局警察局烏日分局警察局烏日分局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烏日分局烏日分局烏日分局烏日分局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一）本局已訂定端午節轄內道路疏導計畫，特別對高鐵臺

中站區，就本局於 228 假期及清明節交通疏導經驗，

預定派遣 63 人次警力從 100 年 6 月 3 日（假期前 1

日）16:00起至 100 年 6 月 6 日 12:00止持續落實執

行交通疏導及違規取締，以維站區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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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已對高鐵臺中站區採交通分流政策，效果頗佳，惟

只採取簡易措施及標誌，這部分已請交通局與臺灣高

鐵公司協商樹立標誌牌面以利民眾遵循，惟臺灣高鐵

公司仍有意見，這部分請交通局與臺灣高鐵公司再行

研議。 

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交通局：：：：本局現正與臺灣高鐵公司研議中，將積極進行。 

葉葉葉葉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名山名山名山名山：：：：    

建議高鐵臺中站區 2 樓採取車輛分流措施，查臺灣高鐵公

司已採取停車半小時免收停車費政策，可考慮將迎接旅客

部分之車輛引導至停車場，送行旅客之車輛可通行 2 樓道

路，紓解車流。高鐵臺中站區旅次量大且為臺中市門面，

建議壅塞問題儘速改善。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同意葉顧問看法，本案請交通局積極與臺灣高鐵公司溝

通，以解決交通壅塞問題。 

伍伍伍伍、、、、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案號案號案號案號 100100100100----05050505----00004444（（（（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有關本局查處「民眾於車道上販賣物品，妨害交通安全秩

序」乙案，請社會局針對該些經濟上弱勢民眾主動介入關

懷，提供社會救助暨協助轉業，俾徹底解決本案交通問題。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請社會局主動介入關懷本案弱勢家庭，提供社會救助，暨

協助轉業，俾徹底解決本案妨害交通問題。 

權責單位意見權責單位意見權責單位意見權責單位意見（（（（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    



第 8頁，共 11頁 

（一）本案所提 18 案將依所提供資訊主動核對是否領有福利津

貼，再行評估提供社會福利資源協助。 

（二）建議警察局依道路安全維護目標，維護用路人及販賣物品

之民眾安全，如疑為經濟弱勢，遇有是類民眾，可建議當

事人依自身需求向戶籍所在地公所申請相關社會福利補

助，或主動與社會局聯繫，由社工介入協助。 

（三）如警察局需社會福利資源手冊，本局可主動提供。 

警察局交通大隊補充意見警察局交通大隊補充意見警察局交通大隊補充意見警察局交通大隊補充意見：：：：    

本局已另提供新資料，總人數仍為 18人，第二及第三分局各增

加 1 人，豐原分局減少 2 人，18人中已有 11 人未再出現於車

道上販賣物品。本局將持續加強勸導取締，惟此為治標方式，

治本方式建請社會局主動介入關懷，提供協助。 

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    

關於警察局提供之資料，本局將請社工介入提供必要之社會福

利資源；另建議警察局處理是類案件仍以交通安全為優先考量。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檢視本案，於道路販賣之物品大部分為玉蘭花，建請警察局深

入瞭解玉蘭花來源，以免讓有心人士有利用空間。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本案有 4項原則： 

（一）在路口販賣物品者，未必為真正弱勢民眾。 

（二）若有利用民眾於道路上販賣物品情事，請警察局深入瞭解。 

（三）若經查真為弱勢民眾，請社會局積極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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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安全為最重要考量，請相關局處儘量採取不讓民眾再

於道路販賣物品之方法。 

上周召開治安會報，警察同仁主動幫助弱勢人士乙節，再一次

感謝警察同仁。惟於幫助弱勢民眾時，請同時與社會局橫向溝

通聯繫，即時請社會局幫忙。 

◎◎◎◎案案案案號號號號 100100100100----05050505----00005555（（（（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警察局和平分局警察局和平分局警察局和平分局警察局和平分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分局轄區省道臺 7甲線梨山至宜蘭縣轄(思源啞口)路

段，連續假期發生交通嚴重壅塞狀況，多年來且不斷發生

汽車財損事故，提議研擬交通工程拓寬路面方案，改善大

梨山地區交通狀況，減少民眾交通事故生命財產損失。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本分局轄區省道臺 7甲線梨山至宜蘭路段，比照臺 8線

0-22km規模拓寬路面，妥為改善大梨山地區交通狀況，減

少民眾交通事故生命財產損失。 

權責單位意見權責單位意見權責單位意見權責單位意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    

（一）本段轄管臺七甲線 45K-73K(思源啞口-梨山)段路面寬度

3.5M-8.0M，單線雙向通車。目前本段已針對部份路寬不

足路段辦理內側水溝加蓋增加路幅寬度，並加強外側護

欄施作，防止車輛翻落，以維交安。 

（二）有關本路段辦理全面拓寬案，因涉及拓寬經費和環境影響

評估議案，本段將以專案申請報請公路總局辦理。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一） 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參酌公路安全需要進行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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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路面拓寬乙案亦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儘量爭取早日推

動。 

    

陸陸陸陸、、、、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黃秘書長黃秘書長黃秘書長黃秘書長：：：：    

有關本月取締違規停車 19,355件，佔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格位

即為 368 件，以一個先進社會而言，不應佔如此之高比例，本

府是否可修法或訂定自治條例，以重罰嚇阻違規情形。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一）請研究是否提高罰金並優先取締。 

（二）優先拖吊違規佔用身心障礙停車格位車輛。 

蕭副市蕭副市蕭副市蕭副市長長長長：：：：    

會議資料第10頁事故統計報表99年12月份後之事故件數及受

傷人數數字突然飆高，雖為縣市合併後之數字，惟容易引起誤

解，這方面請相關單位特別注意。 

楊楊楊楊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宗璟宗璟宗璟宗璟：：：：    

因原臺中縣與原臺中市對受傷人數統計基礎及定義不同，故混

合資料方面，定義需清楚。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從各方面考量，為免引發不必要誤會，請業務單位刪除本表。 

楊楊楊楊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宗璟宗璟宗璟宗璟：：：：    

檢視事故發生時間均集中於 16:00至 20:00，肇事原因排名為

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態及違反號誌管制。未依規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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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為駕駛人交通安全觀念問題，惟未注意車前狀態，於某些狀

況則為他人違規造成當時駕駛人無法即時反應，故建議是否編

列相關經費加強宣導防衛及安全防禦駕駛。 

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市長裁示：：：：    

謝謝楊顧問意見，提供本府參考。 

 

柒柒柒柒、、、、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捌捌捌捌、、、、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7777 時時時時 11110000 分分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