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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28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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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曾琬歆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專案報告：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2022 年跨年活動交通疏運」專案報告：(略) 

一、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本次係為第一次開放民眾實體參與水湳中央公園

跨年活動，有關台 74快速道路及高速公路大雅交流道交通道路資訊，

再請本局同仁和公路總局及高速公路局對接、相互配合聯絡，掌握本

次活動大量人潮湧入後對於周邊交通衝擊和壓力。 

二、 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劉處長世桐： 

(一) 本處非常重視今年跨年活動，已於 12/6 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研擬，

並於 12/20 由本處臺中工務段邀集交通局等相關單位進行會商。結論

為後續將於台 74 的 3 處重要匝道(分別為青海路、凱旋路及中清路)

加強觀測，並視車流回堵情形，適時由上游端 CMS 啟動發布相關路

況資訊，另外也會和警廣聯繫在第一時間進行訊息推播宣導。 

(二) 本處長官已加入臺中市政府跨年緊急應變群組，當天會再依照實際情

形適時參與相關應變作為，後續本處會再依照臺中市政府相關應變作

為和交通管制措施配合辦理。 

 

主席裁示：提醒第一次移師至水湳中央公園舉辦跨年活動，且周邊鄰

近逢甲商圈，應會吸引大量人潮前來，交通局及警察局可加強彈性調

整管制措施和應變作為，以圓滿完成活動。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10 年 11 月份，列管件數計 8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4 件。 

列管案號：110-10-03、110-12-01、11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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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05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4 件。 

列管案號：110-12-02、110-12-03、110-12-06 

110-12-07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捌、 A1 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10 年 11 月份，列管件數計 39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9 件：  

列管案號：110-01-16、110-03-12、110-07-10 

110-10-07、110-11-06、110-11-08 

110-11-11、110-11-13、110-11-16 

110-11-19、110-12-01、110-12-05 

110-12-08、110-12-11、110-12-13 

110-12-14、110-12-16、110-12-17 

110-12-20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20 件： 

列管案號：110-09-06、110-10-08、110-10-09 

110-10-12、110-11-01、110-11-07 

110-11-09、110-11-10、110-11-15 

110-12-02、110-12-03、110-12-04 

110-12-06、110-12-07、110-12-09 

110-12-10、110-12-12、110-12-15 

10-12-18、110-12-19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第四分局：(略) 

二、 第五分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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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警察局蔡局長蒼柏： 

1. 分析第四、第五分局事故 A1 各增加 3 件，該二分局執法量能皆有增

加，整體事故發生件數普遍皆為下降，以第五分局 A1+A2 件數下降

12%最多。 

2. 本局於每周一、三、五，皆於晨報針對 A1、A2 發生件數、發生原因

進行檢討，及要求各分局須有執行作為；因 10 月份 A1 發生件數偏

高，本局已列管並要求業管副局長、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和各組組長

到各分局，依其特殊環境逐一檢討。本市整體 A1 資料統計至 12 月

23 日，已較去年同期下降 17 件、18 人，下降幅度約 10%。 

3. 有關立法院修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限縮民眾可檢舉的 46 種

違規態樣，應可降低檢舉違規量約 1/3(約 20 萬件)，除可降低員警負

擔亦可減少民怨。 

4. 有關修法中所表列 46 項目，皆已含對交通有影響之項目，本局於易

肇事路段及時段已嚴正執法，110 年迄今勤務開單約 70 萬件，加上

民眾檢舉取締計約 140 萬件，並將治安和交通警力配置，已由 7:3 調

整為 6:4，執法量能皆有提升。 

(二) 鍾委員慧諭： 

1. 由兩分局報告中發現年輕族群肇事皆為最高，若僅透過至校園宣導，

改善效果不佳，建議應向立法院反映改善機車考照制度。 

2. 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民眾可檢舉的交通違規事項，肇事

和違規停車有正比關係，明年肇事率可能會攀升。且修法使得違規停

車就地合法，建議應由制度面進行檢討，由民眾協助警察維持交通秩

序其實有幫助，後續可能會有公民團體負面回應，且會造成更多民怨。 

3. 贊成向上路部分中央分隔島縮減以增加轉向車道，另外植栽部分建議

再研議檢討，避免視距問題。 

(三) 林委員志盈： 

1. 轄區山區道路(含向上路五段、東山路一段及二段)肇事內容，除說明

時間外，建議可對山區道路另類專案檢視肇因、車種及年齡分析。 

2. 兩分局皆有加強執法力度，立法院修改法規可有效降低員警負擔，但

仍建議警察局往後可思考由員警對於肇事數偏高路段加強處理，呼應

公民團體回應，可視違規情形以開單或拖吊方式處理。如測速照相點

位，應和易肇事路段相互配合檢討。 

(四)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松寅： 

1. 併排停車及路口 10 公尺處違停為重大違停和事故主因，民眾若檢舉

仍會受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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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精實執法針對靜態違規執法，如併排停車及路口 10 公尺處違停

對交通安全及行車秩序影響甚大，列為任務重點，請同仁加強執法。 

主席裁示： 

(一) 併排停車相當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且影響交通安全，請各警察分局和

派出所應主動加強取締，例如路口、公車站、消防栓附近等各項惡性

違規情形。 

(二) 立法院修法後，確實有效降低警察壓力，但請警察局仍應主動出擊。

勤務安排需能產生功能和效果，而非僅有派員。 

(三) 台灣大道於英才路至大仁街段附近，有很多行人違規跨越平面道路

去搭乘公車，先前已請第一分局安排勤務，但執勤位置、時間和作為

應再檢討，以有效維護交通安全。 

(四) 希望各警察分局持續自我要求 A1 發生數量，須較去年同期下降至少

1 件，刑事治安和交通執勤警力可再安排調配配置。 

三、 北屯區公所：(略)  

四、 大安區公所：(略) 

(一)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1. 縣市合併後，各區特性不一，是否可請大安區公所多向長者、農民團

體及在地民眾宣導，務必依照號誌行駛，發揮號誌效用。 

2. 已請本局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研議明年度捷運站與大坑風景區公

車接駁連結規劃。 

3. 對於大坑地區，請本局停車管理處檢討提供平台，揭露停車格位資訊。 

(二) 大安區公所黃主秘順良：後續會再利用擴大區務會議等場合向里民加

強宣導。 

(三) 鍾委員慧諭：對於大坑風景區假日塞車問題，多數為違停影響，建議

周邊停車應進行收費，並善用捷運資源，建議交通局可以思考於捷運

北屯站加開至大坑風景區接駁車。 

(四) 第五分局林分局長沐弘： 

1. 本分局於假日均有編排大坑風景區相關交通疏導勤務，分別規劃在東

山路與經補路口、東山路與松竹路口，及東山路與環中東路口等 3處，

後續會再和周邊商家聯絡並加強執法量能協助。 

2. 另外北屯區公所亦建議建設局增闢外環道路。 

(五) 建設局廖副總工程司國雄：有關北屯區公所建議增闢外環道路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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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方意見不一，去年底有邀集交通局、都發局、北屯區公所和里

辦公室進行會勘，會勘結論短中期以交通工程手段進行，如增設牌面

和分流標誌及號誌調整方式進行；長期來說若地方意見可整合，本局

會再編列預算拓寬。 

五、 警察局：(略) 

(一) 林委員志盈： 

1. 交通事故每十萬人 30 日死亡人數，本市和六都相比進步最多，但相

較新北市和臺北市仍有可努力空間。 

2. 外送平台件數增加部分，警察局是否有機會可和外送平台合作連線，

若違規次數較多之外送員，則減少其派遣次數，以維護外送員安全，

減少超速、逆向和闖紅燈等違規行為。 

3. 有關自行車部分，肇事時段多為夜間，電動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燈光及

設備如何加強安裝率，建議可再進行思考如何溝通勸導及宣導，如未

成年者和外籍移工。 

(二) 鍾委員慧諭： 

1. 外送員及快遞等機車駕駛部分，建議可再思考職業駕駛規範作為，建

議監理所可再進行思考，加強規範力度。 

2. 電動自行車目前已有將車牌納管，日本目前已有電動自行車相關考照

機制，仍建議應該教好再上路。 

(三) 艾委員嘉銘： 

1. 外送員部分，建議可於宣導過程中，彙整常發生案例和原因，如逆向

等違規行為，避免犯同樣的錯。 

2. 電動自行車部分，雖速限 25 公里，但常有解速及超速行為，若後續

取締過程中有發現解速車輛，建議應有處罰作為。 

3. 各種自行車燈光設備亦應一併注意。 

4. 外籍移工宣導部分，建議加強基本道路規定認知教育，如快慢車道區

分。 

(四)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1. 請本局交通工程科再和微笑單車確認自行車保險內容及投保特性，分

析保險年齡層和肇事年齡層是否有符合，若無則建議加強宣導。 

2. 部分外送平台應可將事故資料和派遣次數進行串聯，問題在於現在外

送員是否有於事故發生時進行通報?可請監理單位和相關單位進行思

考。 

(五) 臺中區監理所：有關外送員職業駕駛相關議題會再思考並向總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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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映。 

主席裁示：有關外送員職業駕駛相關規劃，請監理所可再進行思考或

向總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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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假日、後續跨年及農曆新年連續假期，請高速公路匝道附近當地分局

和交通警察大隊要掌握交通狀況(如台灣大道及中清路等交流道)，並

請交通警察大隊再向高速公路局或國道公路警察局溝通高速公路匝

道儀控妥適性。 

(二) 天氣漸冷，請各警察分局向民眾及餐廳進行宣導(含商家道義責任、

代駕等)，並注意相關勤務作為，也請落實到各派出所執行。 

拾貳、散會（下午 5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