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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34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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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陸、 專案報告：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線上購買月票及主動退費」專案報告：(略) 

一、 林委員良泰： 

(一) 倘部分停車路段格位供不應求，月票可購買期間長度可能影響周轉率。 

(二) 交通局第四季將推動運具整合 MaaS 系統，有效整合幹線公車、觀光

公車和捷運，建議可將停管之友會員和 MaaS 會員資料介接交換，鼓

勵開車族多搭乘大眾運輸，大眾運輸的使用者也可加入停管之友享受

停車優惠，可作為後續資源整合時思考方向。 

(三) 有關主動退費尚須透過郵簡通知部分，建議未來可利用綁定車號掌握

溢繳狀況，並可即時通知會員使用預付款繳納停車費，同時減少人力

成本。 

(四) 建議簡報 P21 文字可改為客製化繳費條碼。 

二、 林委員志盈：目前機車月票可以無紙化方式進行，而汽車月票無法推

動無紙化的困難為何?  

三、 艾委員嘉銘： 

(一) 本市小客車車輛數為六都最多，建議可思考是否規劃改變發售月票的

原則，增加停車周轉率。若透過提高月票售價增加收入，亦可作為停

車場建設基金。 

(二) 重複繳費方面，根本原因是代收單位未能及時勾稽已繳費的車牌，請

教停管處是否有相關改善計畫，降低重複繳費情形，並減少人力成本。 

四、 停車管理處徐課長光前： 

(一) 目前是對於 105-109 年間重複繳費車輛進行退費，因考量車輛過戶部

分尚需和監理站確認詳細持有資料，有關委員建議主動退費綁定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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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後續評估辦理。 

(二) 現行手持式 PDA 在進行汽車車牌辨識時，尚有辨識率問題，已請廠

商精進改善，未來會持續討論推動汽車月票無紙化。 

(三) 現行已加強宣導民眾多使用行動支付或綁定金融電信代扣繳納停車

費，停車繳費單上亦有進行標示，以利進行主動退費。另中央已對重

複繳費問題進行會議討論，相關改善作為尚須持續研商。 

(四) 各委員建議本處將納入參考，後續研議辦理。 

五、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一) 已請停管處加強推動民眾使用行動支付方式繳納停車費比例，本局持

續推行行動支付優惠方案，以期提高行動支付比例。 

(二) 希望透過精準掌握本市各停車區段月票車輛停放情形，後續作為調整

月票販售方式基礎，請停管處加強智慧化推動，促使資訊透明化。 

(三) MaaS 跨運具整合係未來趨勢，包含思考調整停車費率、大眾運輸費

率或推出套票等方式，透過整合各類運具，以期降低汽機車使用。 

 

主席裁示： 

(一) 請妥善修正簡報文字表達方式。 

(二) 交通局以「簡政便民」為核心，不斷創新改革停車政策，自從推出線

上購買月票服務，讓民眾不受政府機關辦公時間限制，並省去排隊與

交通時間，在家即可透過交通局停車管理處網頁進入線上購票系統購

買月票，並因應疫情推出折扣優惠，民眾除可防疫更可省荷包；另為

解決本市一位難求問題，本局於高停車率、熱門商圈周邊車格建置地

磁設備，藉此提供民眾路邊即時資訊，大幅降低車輛繞行及違規停車

率，近期更運用地磁加值服務，結合開單作業，開立新式停車繳費單，

民眾車輛駛離停車格 15 分鐘後，可即時線上繳納停車費，試辦至今，

線上繳納停車費比例較去年同期成長 20%。 

(三) 臺中市停車費重複繳費案件累積眾多，交通局考量民眾權益，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推出重複繳費主動通知退費服務，車主收到退費通知

單後，可填妥退費申請書及領據，以郵寄、傳真方式辦理匯款退費，

也可至交通局三處櫃檯(新市政大樓、陽明市政大樓及交通局 1 樓)辦

理現金退費。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11 年 5 月份，列管件數計 11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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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號：111-06-08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0 件。 

列管案號：111-05-03、111-06-01、111-06-02 

111-06-03、111-06-04、111-06-05 

111-06-06、111-06-07、111-06-09 

111-06-10 

一、 艾委員嘉銘：P35 案號 111-06-03，建議將宣導影片提供各委員確認。 

二、 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許副處長瀚丞：本局配合辦理。 

三、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相關宣導影片請勞工局提供本局交通行政科道安

會報秘書單位轉送各道安委員。 

主席裁示： 

(一) 請勞工局將宣導影片提供予交通局，以轉送各委員確認。 

(二) 照案通過。 

捌、 A1 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11 年 5 月份，列管件數計 36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0 件：  

列管案號：110-01-16、111-03-12、111-04-05 

111-04-07、111-04-10、111-05-02 

111-05-06、111-05-07、111-05-08 

111-06-01、111-06-03、111-06-05 

111-06-06、111-06-08、111-06-10 

111-06-11、111-06-13、111-06-14 

111-06-15、111-06-16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6 件： 

列管案號：111-02-05、111-03-05、111-04-09 

111-04-17、111-04-19、111-04-21 

111-04-24、111-05-01、111-05-04 

111-05-05、111-05-09、111-06-02 

111-06-04、111-06-07、11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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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12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第一分局：(略) 

(一) 艾委員嘉銘：有關簡報中加強移動式測速測照取締部分，警 52 測速

取締標誌跟速限標誌放置方式係為進行宣導用途，未來亦請留意放置

位置。 

(二) 林委員良泰：公益路(精誠路-忠明南路)施工內容是否有按照工程交通

維持計畫執行，建議交通局再行確認。 

(三) 交通局江副局長俊良：本局配合委員建議確認工程交通維持計畫內容，

並派員加強巡查。 

(四) 鍾委員慧諭： 

1. 有關道路交通工程設施改善中，透過增加植栽防止行人穿越和綠化環

境方式，可供交通局和建設局後續納入參考。 

2. 加強各類違規情形執法，可有效提升交通安全。 

主席裁示： 

1. 肯定第一分局各項執法取締和事故防制作為，值得各分局學習。 

2. 透過種植植栽防止行人穿越並配合員警執勤，對於交通事故改善有明

顯成效，相關交通工程設施改善方式，請建設局和交通局後續參考。 

二、 第二分局：(略) 

(一) 鍾委員慧諭： 

1. 不合理交通工程部分已提報 62 項，請問提報流程和改善方式為何?另

後續是否有彙整各類改善建議，可供交通局和建設局未來交通工程設

置時參酌?  

2. 五岔路口科技執法部分，以違反號誌管制情形最多，可再了解哪些號

誌設置方式易讓駕駛人不清楚，導致違規情形發生，作為後續號誌改

善精進參考。 

(二) 林委員良泰：有關進化路/興進路口及崇德路/進化北路口 2 件闖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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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事故，除透過增加黃燈或紅燈秒數方式改善，建議交通局可以增

加全紅秒數和紅燈倒數號誌，提升保護安全效果。 

(三) 林委員志盈：今年 1-5 月易肇事熱區皆有列出排行榜並加強執法，建

議第二分局可於下次工作報告時，將執法後的肇事情形變化進行說明。

另崇德路五岔路口科技執法，亦可於實施一定期間後，將肇事情形變

化進行分析說明，倘有成效，可作為未來選擇設置科技執法地點基礎。 

(四) 吳委員昆峯： 

1. 簡報 P19，五岔路口科技執法部分，請說明違反號誌管制比例較高的

原因。 

2. 簡報 P29，移動式超速取締執法是否有包含機車? 

3. 簡報 P40，針對闖紅燈和未依號誌違規左轉，是否可補充說明未來執

行方式。 

(五) 第二分局陳分局長家銘： 

1. 超速取締有包含機車。 

2. 透過攝影設備遏阻取締闖紅燈和未依號誌左轉彎行為，係考量上下班

車流量大不易攔查舉發，主要作用為進行遏阻及警示用路人。 

3. 有關不合理交通工程設施改善方面，會由派出所報請分局彙整並行文

建議建設局、交通局和相關單位進行改善。另對於 A1 事故，會邀集

相關單位進行現地會勘，並研議改善作為。 

4. 五岔路口科技執法部分，皆持續對於民眾意見進行研究改善，經統計

111 年 1 月份發生 21 件交通事故、5 月份發生 9 件交通事故，顯示科

技執法已發揮遏阻及改善作用。 

5. 五岔路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目前已和相關單位進行研究，預計 7

月份完成增設左轉專用道。 

(六)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1. A1 事故發生後，相關單位皆會進行現地會勘，並確認策進作為改善。 

2. 三民路左轉崇德路方向，已和養工處聯絡進行中央分隔島偏心調整，

可增加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車道，預期可降低未依車道行駛的違規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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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通局交通工程科周科長志遠：對於兩項闖紅燈 A1 事故，已和相關

單位進行會勘，本局已依照會勘結論增加紅燈秒數和補繪路口標線；

另對於增設紅燈倒數號誌部分，會再至現場進行檢視確認。 

(八) 艾委員嘉銘：簡報 P19，「在多車道右(左)轉彎，未先駛入外(內)側車

道」違規情形是否已有改善，三民路往崇德路號誌時相建議再行研議

調整；另對於車輛自三民路左轉五權路部分，建議亦可一併納入考量。 

主席裁示：  

1. 請第二分局於 7 月份交通工程設施改善完成後，邀集交通局等相關單

位進行現地會勘，實際進行交通車流觀測，檢視效果。 

2. 對於大型路口，請各分局於上下班尖峰時間安排員警執勤，且應站在

路口明顯處，並適時進行交通指揮，達到事故防制和遏阻功能。另請

各幹部確實督導，避免在勤不值勤，造成民眾觀感不佳。 

3. 後續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將 A1 和 A2 事故數據分別呈現分析，勿將全

般事故數量合併統計。 

三、 西屯區公所：(略)  

(一) 鍾委員慧諭： 

1. 福雅路相關道路及交通改善工程，對於交通事故改善成效良好，可供

其他公所和各單位進行參考。 

2. 建議逢甲大學周邊如福星路，可加強標線型人行道和停車管理。 

(二) 林委員良泰：建議公所可與交通局協作，將各建案交通維持計畫導入

民政系統進行通報，有效落實交通維持計畫執行並改善交通。 

(三) 西屯區公所陳區長寶雲： 

1. 福雅路除道路改善外，亦對標線和車道標示進行規劃並增設左轉專用

道以及施作標線型分隔島。 

2. 有關各委員意見將參採辦理，可請交通局提供交通維持計畫相關資訊

予本公所，本公所再利用各類媒體管道或社群臉書宣導相關道路工程

及交維資訊；另有關福星路部分，將再向建設局反映，進行評估改善。 

(四)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多數建築工程並未達送審本局交通影響評估或交

通維持會議審查標準，係送至道路管養單位或分局審查，倘廠商未依

照交通維持計畫落實，易造成交通壅塞。各單位可於發現不合理交通

維持情形時，即時互助通報、聯繫施工單位落實交維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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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請西屯區公所可將相關道路及交通工程改善作為，提供

予其他公所進行參考學習。 

四、 太平區公所：(略) 

五、 警察局：(略) 

(一) 林委員良泰：111 年 1-5 月份 A1 較去年同期增加 6 人，酒駕同樣增

加 6 人，請交通警察大隊努力防制酒駕行為和事故發生。 

(二) 艾委員嘉銘： 

1. A1 事故中，超速為重要肇因，應加強超速取締。 

2. 違反號誌闖紅燈部分，建議應加強宣導號誌管制路口勿於全紅時段起

步進入路口、勿在全紅時段強行通過路口。 

(三) 鍾委員慧諭：本市汽機車數量持續成長，加強執法確實可改善交通安

全，各類道路及交通工程設施改善應一併加強，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四) 交通警察大隊徐大隊長坤隆： 

1. 今年持續推行取締酒駕勤務，依交通部統計資料，本市今年 1 月至 3

月取締及移送法辦件數為全台第二高，後續將持續規劃勤務執行。 

2. A1 事故中，超速為重要肇因，經統計今年 1 月至 6 月 12 日，本局

共取締 17 萬 5108 件超速違規，較去年同期增加 67.26%，本局將持

續落實執行。 

3. 有關委員建議勿違反號誌闖紅燈宣導內容，後續將參採委員意見辦理。 

4. 自今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實施 A1 易肇事原因精實執法，針

對酒後駕車、闖紅燈、超速、未依規定左轉彎、路口 10 公尺處違規

停車和併排停車、行人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及無照駕駛等 8 項重

要肇因進行取締，持續加強執法能量。 

主席裁示：疫情趨緩且暑假開始，各地車流量預期將增加，請交通警

察大隊和各分局可透過提升見警率並適時排除交通壅塞，維護交通安

全和順暢，酒駕部分則請強力執法。另勤務紀律部分亦請特別注意。 

拾、各工作小組執行 111 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准予備查。 

拾壹、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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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透過 3E 政策防制交通事故提請各機關配合事項案。(警察局提

案) 

二、 各單位說明： 

(一) 建設局廖副總工程司國雄：有關 6 處易肇事路口部分，本局會後再邀

集警察局、交通局等相關單位共同會勘，研議後續改善作為。 

(二) 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許副處長瀚丞： 

1. 倘警察局規劃安排道安訓練及宣導課程，可通知勞工局轉知外送平台

業者及外送職業工會，本局亦協助辦理相關訓練。 

2. 針對外籍移工部分，警察局若有相關交通事故宣導資料，可提供本局

於勞動檢查時進行宣導和發放。 

(三) 教育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案件管理系統已介接國高中、大專院校學

校學籍，因本局只能查詢市立及私立高中和國中小學校，有關學生所

屬學校，建議由警察局透過警政署介接系統，將查詢後學生姓名、學

校和身分證字號提供本局轉發校方。 

(四) 交通警察大隊徐大隊長坤隆： 

1. 有關外送員交通事故宣導資料部分，後續請勞工局配合宣導。 

2. 另有關刑事案件管理系統係對於刑事案件進行查詢，且有嚴格管制，

本局所取締之青少年無照駕駛非屬刑事案件，屬行政裁罰，無法至該

系統進行查詢。 

(五) 吳委員昆峯： 

1. 青少年無照駕駛情形嚴重，請教育局聯繫教育部索取雲科大所建置之

學籍系統，掌握學生學籍，請教育局通知校方和家長進行處理。 

2. 透過勞動檢查，給予外送員派送公司壓力，改善外送員交通事故。 

3. 建設局易肇事路口部分，可透過道路交通工程設施改善，進行時間和

空間動線區隔，避免事故發生和降低嚴重度。 

(六) 鍾委員慧諭：建議外送員部分，可朝納入職業駕駛管理方向規劃。 

主席裁示： 

1. 請警察局可提供宣導資料供教育局轉請學校進行宣導。 

2. 請教育局和勞工局應就業務範圍管轄部分，主動關心學生、外送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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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並應主動向警察局索取宣導資料。 

3. 有關外送員納入職業駕駛管理部分，可再和公路總局等相關單位進行

研究。 

4. 請各單位相互配合並依照委員意見參採辦理。 

拾貳、散會（下午 5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