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3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5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3時 

貳、 地點：採視訊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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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市今年第一季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及酒駕人數皆有增加，引起社會各

界關心，請各單位了解事故增加原因並進行檢討。 

二、 本市為全國第二大城，車輛數全國第一，道路使用和停車需求特別大，

市府投入預算、人力及物力增闢停車場，近期議員反映停車場建置後

即取消路邊車格，造成當地民眾認為停車空間不增反減。請交通局及

相關局處思考如何在滿足民眾停車需求和維持總體交通發展間取得

平衡。 

陸、 專案報告： 

警察局-「臺中市交通科技執法現況與展望」專案報告(略) 

一、 鍾委員慧諭： 

(一) 科技執法在交通安全和道路擁擠改善皆有顯著效果，建議警察局後續

於宣導過程中，效益部分除呈現違規率的降低和事故的減少，也可和

交通局合作一併呈現道路旅行速率變化，彰顯科技執法效果。 

(二) 目前科技執法內容包含公車停靠區違停、高鐵旅客接送區違停及台 8

線跨越雙黃線，未來 19處的科技執法項目包含哪些類別? 

(三) 民眾易質疑科技執法會侵犯個資，建議警察局應該說明科技執法是針

對部分場域處理而非廣設。另建議警察局可思考利用類似技術，辨識

違規逕舉，減少人力負荷。 

二、 艾委員嘉銘： 

(一) 科技執法提高用路人守法性，效果不錯，建議可再研議調整崇德路往

三民路及五權路口之尖峰時間綠燈秒數，避免車輛回堵至五義街至錦

中街口。  

(二) 簡報 P22，東區建成路、振興路、大興街、忠孝路及進德路七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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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複雜，建議執法前應先進行動線及執法原則規劃，應於決定執法

手段前，辦理現場會勘及錄影，避免民怨。 

三、 吳委員昆峯：科技執法設置地點應為高事故和高違規，倘能減少違規

行為發生，則可降低事故。建議建立科技執法設置地點和執法方式的

準則機制。 

四、 交通警察大隊徐大隊長坤隆： 

(一) 有關委員建議，本局會再和相關單位進行聯繫和改進。 

(二) 未來 19 處路口科技執法取締項目，每處建置經費約 300 萬元，目前

規劃執法項目包含對闖紅燈、跨越雙白線、不依規定車道行駛及不遵

守標誌標線號誌行駛等易違規行為進行科技執法取締。 

(三) 本局已規劃使用中央補助經費於文心/崇德及文心/中清路口試辦不禮

讓行人的科技執法設備，後續經費許可再對其餘違規行為辨識增設設

備。 

(四) 北區五岔路口崇德路往三民路方向綠燈秒數，先前配合交通局、建設

局及第二分局進行多次現場會勘，發現綠燈秒數過短，未能有效紓解

上、下班時間車流，交通局及建設局除號誌調整外，也已提出後續道

路工程設施改善方案。另因應北區五岔路口設置經驗，未來東區七岔

路口科技執法正式啟用前，會先邀集相關局處進行討論，釐清交通動

線，避免民怨。 

(五) 針對路口科技執法之路口特性和事故樣態精準執法，可更有效的降低

交通事故發生，未來建置科技執法時會朝委員建議方向規劃，並提前

和交通局及轄區分局進行討論，精進分析數據，達到防制交通事故目

的。 

五、 交通局江副局長俊良：有關崇德路往三民路口綠燈秒數延長部分，後

續交通局會配合至現場觀察車流狀況適時調整綠燈秒數。 

 

主席裁示： 

(一) 請交通局配合會勘，研議調整五岔路口綠燈秒數。 

(二) 「治安」與「交通」是警察兩大工作主軸，其中交通執法占整個交通

工作很重要的一環，如何透過執法來預防及嚇阻違規行為，進而降低

事故發生率及傷亡，是很重要的課題。 

(三) 科技設備 24小時不間斷偵測違規，有效節省警力資源，更能遏阻駕

駛人僥倖心態，但是要提醒警察局，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警方在執

法前應該與相關單位確認現場交通動線規劃是否理，避免民眾在未標



3 

示清楚的狀況下遭受處罰，辜負市府交通改善的美意。 

(四) 今年本市配合全國政策也規劃在 20處易肇事路口建置科技執法設備，

請警察局依照規劃辦理，亦請交通局、建設局等相關單位全力協助，

市府共同努力，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五) 科技執法設置目的並非取締，而是在於防止事故發生，應持續透過各

項管道多元宣導，讓用路人了解並熟悉相關的法規，違規減少，事故

降低，道路順暢，才是交通改善的目標，也期盼市府團隊持續強化橫

向整合與共同合作，ㄧ同為市民打造良好的用路環境。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11年 4月份，列管件數計 6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件。 

列管案號：111-05-03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5件。 

列管案號：111-05-01、111-05-02、111-05-04 

111-05-05、111-05-06 

一、 艾委員嘉銘： 

(一) 案號 111-05-02，建議未來製作外送員宣導教材時，可和警察局交通

警察大隊合作，利用外送員事故影片配合實境體驗宣導，教導安全駕

駛觀念，提升事故防制成效。另建議再思考宣導對象族群，除對大專

院校學生進行宣導外，亦可一併加強社會人士宣導。 

(二) 案號 111-05-03，路幅寬度應有明確定義，建議建設局或交通局應訂

定設置準則，以利後續增設庇護島上人行號誌。 

二、 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邱處長怡川：本局會依委員建議，參考外送員交通

事故資料並製作教材，提醒外送員注意安全，避免事故及災害發生。 

主席裁示： 

(一) 請主辦單位勞工局向交通警察大隊索取外送員事故相關資料，以利製

作宣導資料和教材。 

(二) 請建設局和交通局商討後於下個月回應辦理情形，路幅寬度應有明確

定義，案號 111-05-03繼續列管。 

(三) 照案通過。 

捌、 A1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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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4月份，列管件數計 38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2件：  

列管案號：110-01-16、110-10-07、111-01-11 

111-02-05、111-03-05、111-03-12 

111-04-05、111-04-07、111-04-09 

111-04-10、111-04-17、111-04-19 

111-04-21、111-04-24、111-05-01 

111-05-02、111-05-04、111-05-05 

111-05-06、111-05-07、111-05-08 

111-05-09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6件： 

列管案號：110-03-12、110-07-10、111-02-14 

111-03-03、111-03-04、111-03-07 

111-04-03、111-04-11、111-04-12 

111-04-18、111-04-20、111-04-22 

111-05-03、111-05-10、111-05-11 

111-05-12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東勢分局：(略) 

(一) 吳委員昆峯： 

1. 簡報 P24，兩段式左轉牌面設置於中央分隔島，但機車族群通常行駛

於道路最外側，須到路口才會知道要兩段式左轉，建議分局可以轉請

道路權管單位進行全面性檢討。 

2. 簡報 P24，研究顯示告示牌面字數過多，用路人常來不及閱讀資訊，

可影響用路人行為的效果有限，建議再思考以其他方式提示用路人。 

(二) 鍾委員慧諭： 

1. 目前設置爆閃燈及反光鏡等交通工程設施時，多係做為彎道警示，彎

道上可能會有超速、交通違規、違規停車及動態肇因違規等違規行為，

對於上述違規行為改善處理內容說明較少。另設置爆閃燈及反光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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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設施時之考量方式為何? 

2. 山區道路違停且車輛速度快，較容易肇事，請問如何處理車輛違停? 

3. 爆閃燈對於駕駛人行車視線易有影響，請問設置過程中是否有考量? 

4. 東勢、石岡區假日遊客多，假日肇事件數是否有較多?建議加強風景

區停車管理和取締違停，維持當地民眾生活品質和改善交通秩序及安

全。 

(三) 東勢分局陳分局長松寅： 

1. 本分局將採納委員意見進行改進。 

2. 簡報內已呈現三項交通違規取締績效，今年 1-4月與去年同期比較，

取締件數都有增加。 

3. 石岡和新社區道路狹小，違規停車或併排違規停車都是執法重點項目。 

4. 本分局轄區道路狹小、彎道多且交叉路口紅綠燈很少，故自撞案件多，

因此希望藉由爆閃燈、反光鏡提醒用路人小心，降低事故發生。 

主席裁示： 

1. 請分局參考委員意見，和工程單位討論調整牌面位置和內容，如減少

牌面字數、放大字體，俾供駕駛人一目了然。 

2. 提醒各分局爆閃燈設置數量及位置應有效放置，如於郊區、彎道多、

急轉彎或道路路幅突然縮減地點，提醒駕駛人注意安全，且應避免浮

濫，提升設置成效。 

二、 和平分局：(略) 

鍾委員慧諭：認同和平分局所建議對於花季期間加強車輛管理做法，

建議各遊憩風景區周邊過境道路可以設置車輛停車進離場偵測系統，

並配合收取差別費率等強制停車管理做法或規劃收費接駁車停車轉

乘，減少道路壅塞。 

三、 大甲區公所：(略) 

(一) 吳委員昆峯：建議辦理路平專案時，一併檢視現有車道及人行道配置，

亦可邀集交通局參加會勘。 

(二) 鍾委員慧諭：前瞻計畫著重人本空間改善和公眾參與，大甲鎮瀾宮至

火車站周邊為重要公共空間，建議路平改善時可透過公眾參與，讓地

方民眾提出建議並改善行人環境空間，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三) 大甲區公所李主任秘書政文：相關交通工程改善進度皆會視情況邀請

交通局、建設局和當地里長等相關單位進行會勘，並適時採納民眾建



6 

議和 1999陳情意見，後續會採納委員意見進行辦理。  

主席裁示：進行交通工程設施改善時，除區公所外，可適時請交通局、

建設局、公路總局、當地里長等相關單位共同參加討論。 

四、 東勢區公所：(略) 

五、 警察局：(略) 

(一) 艾委員嘉銘：酒測勤務和酒駕肇事時間是否有關聯? 

(二) 鍾委員慧諭： 

1. 建議再向交通部反映加嚴機車考照制度和落實交通違規記點。 

2. 建議警察局思考建置違規逕舉辨識系統，減少重複舉發、人力負荷和

民怨發生。 

(三) 吳委員昆峯：A1事故中，多數為 25歲以下年輕機車族群，主要肇因 

為自撞自摔及路口左轉側撞等兩大樣態，建議交通警察大隊可至高中

(職)校及大專院校加強宣導。 

(四) 交通警察大隊徐大隊長坤隆： 

1. 今年截至 5月 30日，本市 A1交通事故發生 82件造成 83人死亡，

較去年同期增加 10件、死亡人數增加 7人。 

2. 酒駕發生時間以深夜 23 時至凌晨 1 時最多，本局自今年 3 月 31 日

至 5月 31日已編排掃除醉犯 2.0專案，由第一期定點式封閉取締方

式改為第二期不定時、不定點機動式全面巡守，藉由機動取締期可嚇

阻存有僥倖心態駕駛人，全面防制酒駕事件發生。 

3. 校園宣導部分，交大每周配合警察局週報及主題剪輯三分鐘交通事故

影片，發送給各轄區分局供學校使用，除實體宣導外，亦期透過社群

媒體加強影片宣導廣度及深度，並促使青少年和一般民眾心生警惕，

避免違規行為和交通事故發生。 

4. 有關違規逕舉科技執法建置，待後續有經費時納入未來規劃方案。 

主席裁示： 

1. 後續簡報內容請補充詳細 A1資料至最新數據，應更新到前一個月，

並與去年同期比較，以利各單位掌握狀況，研議防制對策。 

2. 請監理單位透過監理系統再向交通部建議調整機車考照制度。 

拾、各工作小組執行 111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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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拾壹、臨時動議： 

一、 鍾委員慧諭提案：建議交通局建置停車場時，應於建設完成前先向當

地民眾說明後續路邊停車格位規劃。期待透過公共建設改善道路效率、

減少路邊停車和改善交通安全。 

二、 交通局江副局長俊良回應：本府之停車政策係以路外為主、路邊為輔，

並因地制宜。後續路外停車場完工後之周邊路邊停車格規劃，本局會

再收集當地民眾意見並實際調查周邊停車供需，進行滾動式檢討，解

決市民停車需求。 

決議：請交通局確實參辦。 

拾貳、結論： 

一、 本市今年酒駕事故較去年增加，酒駕取締請警察局再思考部署時段、

路段，達到有效嚇阻效果。另宣導部分，請有提供酒類飲品的餐廳，

加強酒後代駕宣導及勸導。 

二、 端午連假將至，轄內有交流道、風景區景點的分局，應隨時掌握交通

狀況，加強疏導措施，避免發生交通壅塞、回堵，並請交通局及交通

警察大隊協助。 

拾參、散會（下午 5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