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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25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9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3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 主席：盧市長兼召集人秀燕(陳副市長兼副召集人子敬代)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邱雅琳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專案報告： 

交通事件裁決處-「交通違規擴大記點修法進度」專案報告：(略) 

一、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對於慣性違規的不良用路人，除吊(扣)銷駕照方

式，建議規範使其後續無法再取得駕照。 

二、 艾委員嘉銘：慣性違規用路人雖可規範使其無法取得駕照，但實際情

形是這些人仍然會無駕照駕駛，而且常與交通事故肇事有關，建議透

過違規及肇事資料勾稽這類族群加強道安講習或宣導。 

三、 鍾委員慧諭： 

(一) 以日本規定為例，吊銷駕照會禁考 1至 3年，以加重違規記點對於駕

駛人規範，如為維持駕駛人生計而取消吊銷駕照禁考之加重規定，則

更難遏止慣性違規行為，建議參考日本做法從立法精神討論；目前職

業駕駛人可透過接受道安講習以扣抵違規點數，已提供相當緩衝空間，

如果立法對於違規者過於寬容，後續就需加重更多管理人力。 

(二) 無照駕駛形同酒駕違規，建議亦應一併討論是否加重處罰。 

(三) 目前大部分國家規定違規記點累計時間為 2年，考慮本國情形故先前

多數單位建議由 6 個月延長至 1 年，但現在修正草案卻改為 1 年後

可取消吊銷駕照，似乎過於寬鬆且背離當時提案修法之立法精神。 

四、 交通事件裁決處： 

(一) 有關慣性違規用路人及無照駕駛加重處罰，目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草案仍在修法中，將彙整各單位意見提供交通部參考。 

(二) 目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針對肇事均已額外處罰，如：酒駕肇事加

重處罰、一般違規肇事致人受傷會多記違規點數 3點。 

(三) 交通部此次修法取消吊銷駕照部分，僅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條例第

63 條一年內因違規記點連續吊扣兩次駕照再有違規需吊銷之情形，

其餘違規吊銷規定並無修正。 

(四)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針對吊銷駕照亦有禁考規定，依據違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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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輕重規範禁考 1至 3年，禁考滿 6年就轉換為永久禁考。 

(五) 此次處罰條例關於違規記點部分，相對現行法令已從嚴修正，一般駕

駛人累計記點時間延長為 2年、職業駕駛人延長為 1年，考量職業駕

駛人道路行駛曝光量不同於一般駕駛人，故累計時間有所區別；現行

處罰條例第 63 條記點規定係採正面列舉式，修法後將規定於子法內

且記點項目更多、範圍更廣。 

五、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本局將持續關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方向

及對於駕駛人規範之嚴謹程度，並彙整各方意見聚焦修法建議，提供

交通部做為修法參考。 

 

主席裁示： 

(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是最易與民眾有切身關係的法令，其相關條文

亦常因環境變遷或社會期待而進行修法。本市道安會報對於相關法令

修法進度也能持續追蹤，並配合現行法令進行宣導，以強化用路人遵

循。 

(二) 目前各行各業多因疫情因素造成衝擊，但交通仍是市民日常生活不可

或缺的基本需求，而交通秩序的維護需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本次交

通部研擬交通違規記點制度修法，即是希望能藉此提高駕駛人對自身

行為重視，也期許市府團隊透過各職能專業及通力合作，運用教育、

宣導、執法及工程等方式一起來努力，讓市民朋友有個安全且便利的

交通環境。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10年 8月份，列管件數計 6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0件。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6件。 

列管案號：110-02-01、110-09-01、110-09-02 

          110-09-03、110-09-04、110-09-05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松寅：案號 110-09-01，有關台灣大道英才

路口行人違規研議規劃提高該處見警一節，查轄區第一分局已每日

編排 16 至 18 時巡邏兼路檢勤務加強該路口行人違規取締，以防制

行人交通事故，自 110年 8月 1日至 9月 23日止，統計該路口違規

取締共 201 件，次查該路口週一至週五上、下班時間均派遣義交加

強該路口行人違規勸導與協助管制車輛禮讓行人優先通行，防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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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事故並建立行人安全觀念，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案號 110-09-01 可解除列管，但臺灣大道與英才路口行

人違規部分，早上 7 至-8 時上班時間尚有零星違規穿越道路情形，

仍請第一分局仍持續不定期派員守望取締；其餘照案通過。 

捌、 A1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10年 8月份，列管件數計 24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1件：  

列管案號：110-01-16、110-03-12、110-07-10 

110-08-06、110-08-13、110-08-18 

110-08-20、110-09-02、110-09-03 

110-09-05、110-09-06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3件： 

列管案號：110-01-18、110-05-11、110-08-04 

110-08-09、110-08-11、110-08-15 

110-08-16、110-08-23、110-09-01 

110-09-04、110-09-07、110-09-08 

110-09-09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太平分局：(略) 

(一)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1. 我們持續強調 18 至 22 歲為高風險族群，但事實上 13 至 17 歲年齡

層隨著學區變遠、通學距離變長，使用自行車、電動自行車或不同私

人載具比率也可能上升，故事故傷亡從高中開始往上攀升，所以建議

考照年齡提早且可由警政系統進行交通安全宣導，並應加強學生自行

車或常用載具之安全駕駛訓練。 

2. 有關事故年齡分析部分，不論是臺中或全臺各地都有 ibike共享運具

使用，使用年齡層一定會下降，建議加強國中至考照年齡前之用路人

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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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姓鄉太平之間通行道路目前以長龍路為主，如有用路人於該路段進

行特殊操駕行為，可能造成當地居民及警方困擾，本協會深有同感，

故先前持續與公路總局與高速公路局溝通協調，希望減少大型重機於

聯外道路禁駛管制，增加大型重機用路選擇，避免大型重機被迫行駛

於較危險路段。經本協會觀察，因臺中市使用私人四輪載具特別多，

或可將機車視為交通效率之解方而非毒藥，也希望交通局於機車路權

團體爭取停車或路線選擇問題時予以支持；先增加機車道路選擇，再

集思廣益提供更好路政服務，最好再討論保護問題，才能建立完整安

全的交通體制。 

4. 交通安全講習部分，建議參考日本以交通警察部門為主，對國小學童

開始進行安全駕駛訓練，安排警務人員運用大型重機，加強機車或自

行車安全駕駛宣導，更能達到深化教育及推廣作用。 

5. 高中以下交通安全宣導，建議可規劃於段考後下午或隔日等較無課業

壓力時段辦理。另肇事路段部分，相信於商業活動密集路段加上車道

設計較寬，都容易產生併排違停情形，建議交通局研議道路瘦身管制，

於商業活動密集路段增設車格提升週轉率並達到疏導效果。 

(二) 林志盈委員： 

1. 太平分局前次報告曾針對長龍路事故情形進行分析，但此次報告中前

十大肇事及舉發路段已無長龍路，請分局再補充說明。 

2. 有關勤益科大交安宣導部分已於本(110)年 3、4 月辦理，但因 18 至

19 歲學生肇事情形較多，加上開學後可能常有騎乘機車需求，建議

於開學後即入校加強對新生教育宣導。 

(三) 鍾委員慧諭： 

1. 簡報第 10 頁事故年齡分析可看出剛考領駕照的年輕人用生命在學習，

雖然目前也在違規記點改革及機車駕訓補助，但如果考照制度並未同

步加嚴仍無法改善事故情形，所以一直以來多次建議希望加嚴機車考

照制度，第一階段先做好駕駛人品管，第二階段再透過違規記點找出

不良駕駛進行回訓。 

2. 簡報第 15 頁中前十大肇事路段及舉發路段有很強關聯性，如：中山

路 2至 4段，可能因接近市區交通量高故違規相對也高，是否這些違

規舉發多為違規停車?若肇事資料與違規型態可明顯類比，可能代表

違規狀況與肇事有相當關係，建議加強違規及併排停車取締以改善事

故發生情形。 

3. 建議太平地區檢討車道寬度後，研議劃設合法停車格位並收費以改善

周邊停車秩序，相信對於停車週轉率及警方執法亦有相當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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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太平分局葉分局長志誠： 

1. 學生宣導部分首先訂於 10 月 5 日至大專院校加強宣導，將持續安排

規劃。 

2. 長龍路總事故數量不若市區道路多，故未列於肇事十大路口(段)，但

該路段係山路蜿蜒起伏，所以列為本分局事故防制重點，並單獨進行

事故分析比較。 

3. 前十大肇事路段及舉發路段之違規型態確實如鍾委員所說，以違規停

車居多，平均約佔每日舉發案件 75%，太平區轄內因大型停車空間不

多加上多為老舊街道，導致民眾常有違規停車及併排停車情形。 

(五)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1. 年輕族群教育宣導多針對大專生，但大專生通常已取得駕照也有機車，

宣導效果已經沒有這麼好，故交通局本(110)年度於疫情已與教育局

及警察局合作，利用學測後空檔時段進入高中對高中三年級學生進行

教育宣導，透過學校系統對尚未考照的學生建立正確駕駛觀念，後續

將持續請教育局協助道安宣導團隊進入高中職加強宣導。 

2. 太平地區為舊開發區，早期都市計畫並未完善規劃公共設施及停車用

地，目前交通局正盤點可供改建之公有廳舍或空間，配合規劃停車空

間。 

3. 太平區轄內多數道路狹窄，停車格位有限，僅新興重劃區邊道路較能

劃設停車格，所以目前針對幾個大型路外停車場已開始收費，希望透

過提供合法空間引導用路人及居民停放，未來交通局將持續規劃檢討

路側停車格與路外停車，並納入收費管理。 

主席裁示： 

(一) 太平分局重點工作報告長龍路機車、大重機壓車事故，很高興能夠有

效改善，希望持續有效勤務作為，不能形成違規熱區;中山路併排違

停，甚至於逆向行駛導致發生事故，應優先加強取締。 

(二) 惡性違規如：併排停車、路口違停、公車站牌、消防栓違停，甚至於

逆向行駛等容易導致交通事故發生之違規，應優先加強取締。 

(三) 太平地區因人口快速發展，都市計畫尚未跟上人口成長，現況停車空

間確實不足，也請交通局持續盤點可用空間規劃停車空間。 

(四) 交通安全宣導如由中央比照疫情宣導辦理，製作宣導廣告加強於電視

播放露出，一定較地方辦理來得效果更好、影響更廣泛，希望交通安

全協會有機會協助向中央提供建言。 

二、 東勢分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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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委員志盈：東勢分局轄內本(110)年 1 至 8 月 A1 事故較去年同期

增加 3件，其中福中所較去年同期增加 2件，請分局補充說明事故地

點是否需相關單位協助之策進作為。 

(二) 東勢分局劉分局長安杰：福中所 2件 A1 事故，一件為自撞電杆，另

一件為重機與迴轉貨車事故，福中所目前於臺 21 線重機朝聖路段，

已會同交通局會勘，增設回復式導桿、慢字標字以及加強取締測速等

改善措施。 

三、 大雅區公所：(略) 

四、 潭子區公所：(略) 

五、 警察局：(略) 

(一) 交通安全協會： 

1. 臺 10 線清水往沙鹿高架橋部分有實施禁行機車措施，可能影響外區

民眾進入市區行駛動線，建議進一步瞭解。 

2. 另建議臺 74線霧峰路段開放重機行駛，因為該路段筆直、安全足夠，

希望國道相關單位能研議開放通行。 

3. 請教臺中市大型重機巡邏頻率及其機動性。 

(二) 鍾委員慧諭：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依規定讓車兩類肇因應多與違規停

車有關，代表違規停車對交通安全影響很大。 

(三)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松寅： 

1. 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依規定讓車為警政署統一用語，未來會將此逐 

     一細分，大部分是駕駛恍神為主，並排停車應該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2. 警察局每週均針對望高寮及長龍路定期巡邏，另外針對文心路及臺灣

大道安排巡邏勤務取締重大違規。 

主席裁示：疫情趨緩，本市高美濕地等旅遊景點人潮爆滿，對於交通亦有

一定程度影響，請留意交通秩序維持相關問題。 

拾、各工作小組執行 110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准予備查。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散會（下午 5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