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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81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月 8日(星期一)下午 4時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主席：林市長佳龍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記錄：邱雅琳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專案報告 

警察局-「臺中市執行酒駕執法成果及 106 年度道路交通事故分

析：(略) 

李顧問克聰：  

1.建議從更人性化及問題導向管理的方式著手，例如酒駕累犯、

高齡者不適當駕駛或身心狀況不佳駕駛的問題等，可透過社區

關懷的人性化方法來執行，以提升防制的效果。 

2.專案報告中提及夜間閃燈號誌的交通工程改善方式，建議利用

多時段號誌的彈性設計來反映道路交通實際需求，例如交通量

需求較低的時段採用彈性的號誌取代，改以需求導向設計號誌

較具說服力。 

3.宣導部分，建議透過社區做宣導教育效果會更好，可招募志工

在社區內關懷如酒駕等不適當的駕駛行為。 

4 另外執法部分，建議藉著民眾檢舉交通違規的趨勢，由社區民

眾或志工協助交通執法，可立即消除違規事項達到交通改善的

目的。 

5.最後酒駕的問題，雖然部分媒體報導可從源頭如八大行業加強

取締，但還是要考慮到警力不足的問題，所以建議可透過代客

泊車系統，在飲酒的駕駛人取車時進行勸導，也可研議針對勸

導機制給予獎勵。 

巫顧問哲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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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肯定交通警察大隊的努力，簡報中量化的數據皆有明顯的改      

善。 

2.簡報中的交通事故分析，機車部分以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肇因為

最高，19-29歲的機車事故比例超過一半，以事故鑑定的經驗

來看，機車超速的件數也很多，建議加強機車超速的取締。 

盧顧問勇誌： 

1.從統計數據中可看出臺中市在死傷人數及事故的件數都逐年

降低，值得肯定，但近來酒駕的部分引起媒體關注，建議從中

央及地方雙管齊下進行。中央部分，目前酒駕重罰已完成三讀，

還是需借助地方力量協助中央儘速完成三讀。 

2.除三讀之外，仍有需要補充的部分，如酒駕累犯強制治療目前

付之闕如，建議可向中央提議。 

3.有關法院判決與民意落差部分，可透過新聞媒體、輿論或地方

需求等力量提出建議。 

4.報告提及臺中市曾研議訂定自治條例，但中央回應事涉全國一

致性問題，不宜訂定。惟雖然地方不能與中央牴觸訂定自治條

例，但能補充不足之相關規定，又如酒駕違法除罰金外，仍有

社會勞動制度的設計，許多地方縣市與地檢署及法院都有相當

默契，對於酒駕者改處以易服勞役或車禍植物人服務及酒駕宣

導等社會性質的勞動服務，建議警察局可與法院及地檢署進一

步協商，對於酒駕案件除易科罰金外，是否盡量改處易服勞役

及社會勞動，提高酒駕嚇阻作用及正面社會觀感，以彌補中央

立法不足的情況。 

5.有關數據上的統計，目前皆仰賴警政署及衛福部的統計資料，

但警政署的酒駕統計，有部分肇因是酒駕失控引起，但卻歸類

為未注意車前狀態及未保安全間距，或超速與違反號誌等為主

要肇因，主要是為因應中央考核酒駕件死傷件數，建議地方適

時向中央反映修正考核方式，或是地方自行內部分類統計，以

呈現酒駕真實數據。 

6.另外幾個實務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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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分析來看前五大肇因依舊為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

況等，但並未與執法成效連結，所以無法看出二者間的積極

關聯性之防制作為，建議將肇事原因與執法成效製作對照表，

並強化事故原因及取締比例。 

(2) 簡報中提及延長夜間三色號誌的案例，個人認為夜間三色號

誌並非主要肇因，應為行人違規穿越及夜間視線不佳等因素，

且深夜延長號誌恐導致車輛延滯及怠速的空汙問題，故建議

夜間延長三色號誌仍應以科學統計而非僅以個案之發生認定。 

(3) 另外以數位測距儀保護處理員警部分，應予讚許。惟在日間

使用的效果不佳，警察局雖然立意良善，但重點仍應在於現

場以管制與警戒的手段及設備，保護處理員警的安全為第一

要務。 

(4) 有關報告提及路口追撞多部分，與調整號誌時制未必有絕對

關聯性，建議交通局及警察局再深入研究、探討 

(5) GIS 系統的介紹重點應非侷限於熱點、熱區及交通違規的分

布，應著重於策略的運用與執行。 

(6) 宣導部分一直以來都強調教育宣導的場次，事實上重點在於

宣導的成效也就是 CP 值。另 20-24 歲機車事故高達 32.7%，

建議強化年輕世代與大專學生的安全教育宣導，適時調整宣

導策略。 

(7) 交通局及警察局都相當認真，對於交通工程提出許多改善及

建議以防制事故。特別是車鑑會對於鑑定委員會中專家學者

提出交通事故的工程改善皆積極提報，值得鼓勵及表揚。建

議相關路權單位針對車鑑會提報工程改善部分深入研究，並

管控分析改善進度。 

許顧問澤善： 

1.建議檢討道路能更有效分級，研議主、次要道路連結標準的制

度，避免主要幹道與分隔島的缺口過多，造成交通事故。 

2.交通安全人人有責，家庭教育更是重要，建議加強家長的義務

責任等相關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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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安排易肇事、酒駕的年輕族群參與對於事故受害者之醫院照

護，增加年輕族群的責任感與同理心。 

郭大隊長士傑： 

1. 首先李顧問提到要利用社會關懷系統，針對酒駕累犯或高齡

者等勸導關懷部分，本局各分局、派出所每月、每週都固定

時間結合社區治安會議宣導酒駕肇事的嚴重性，對於社區高

齡者及家庭都非常踴躍參加，宣導對象非常多元，會將酒駕

被害者關懷融入社區服務治安一併宣導；另針對八大行業是

否利用泊車系統來進行勸導部分，本局將研議可行性。 

2. 巫顧問提到機車超速是肇事主因，加強機車超速執法部分，

各分局均配有機動式測速儀器，本年度將加強規劃測速儀器

執行超速取締勤務作為，去年在警察局大門口及向上路重要

路段，實施機車超速取締期間，機車事故確有明顯下降，今

年將在適當地點持續規劃取締勤務。 

3. 盧顧問建議，逐一報告如下： 

(1) 有關酒駕累犯或是強制治療及易服勞役建議部分，本局會積

極與地檢署聯繫，除涉中央立法事項外，如屬地檢署可以責

付部分，本局將主動建議地檢署對酒駕累犯易處社會勞動，

做更有意義的社會服務。 

(2) 肇事原因跟執法成效對照，針對每年重大肇因執法與肇因分

析，是否建議警政署調整執法作為部分，依研議辦理。 

(3) 針對事故現場對處理員警安全，關鍵在於現場警戒，本局每

天都透過各種機會提醒處理員警，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範，

因為事故處理往往易發生二次事故，本局持續要求員警做好

現場警戒。 

(4) 另外 GIS 今年的重點會放在策略的運用，不僅僅是架設平

台，更結合數據資料做策略運用。 

(5) 20-24歲的事故，機車族群占大宗是一個事實，故本局針對

大專院規劃分局主管進入校園宣導部分，各分局分局長亦每

月或每週親自面對大專院校生進行宣導，今年將會持續強化

宣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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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陵三： 

1. 關於餐廳有應盡到的責任，請警察局對於轄區分局之餐廳，勸

導業者設置酒測儀器，並對於有酒精濃度超標情況的顧客應進

行勸導。 

2. 斷源專案值得讚賞，建議研究不定時、不定點的封街執行酒駕

取締，以達到嚇阻酒駕作用。 

3. 另外道路分級問題，涉及教育宣導，會後將與交通局及警察局

研議幹道車先行、支線道車輛完全停止的停止標誌等相關執行

事宜。 

4. 春酒、尾牙期間為喝酒熱季，請警察局規劃加強取締，讓臺中

市民養成喝酒不開車的習慣。 

主席裁示： 

1. 酒駕為全國性問題需有一致性規範，但如何讓酒駕者心生畏懼，

除一致性的法律規定外，可思考採取勞動役或其他照顧傷患等

相關社會服務，較有生命教育的意義，請考量與法院或執行單

位深入探究針對法律外的部分如何積極進行，以達到酒駕防制

的目標。 

2. 酒駕肇事的數據高可能與臺中市為消費型城市有關，請社會局

及警察局等相關單位多加聽取酒駕受害者家屬的意見，在權限

範圍內自行參採，亦可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修法建議。 

3. 另有關宣導教育部分至關重要，可檢討較有成效的宣導方式，

針對潛在高風險族群進行精準的宣導，宣導應著重於成效而非

形式。 

4. 請中央在透過道路考照制度的過程中，加強教育完全停止的觀

念，讓教育宣導提升至生命層次，讓交通觀念徹底內化，促使

民眾自律，形成內化的法治精神。  

5. 請交通警察大隊或警察同仁協助瞭解酒駕肇事逃逸的比例及

處罰與執法情形等相關資料。 

6. 請警察局於過年及春安期間加強執法，但注意員警勤務排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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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分配，避免員警疲於奔命。 

(市長先行離席主持其他會議，後續由林副市長陵三繼續主持) 

參、報告事項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6年 12月份，列管件數計 11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3件： 

106-12-01；107-01-02；107-01-07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8件： 

列管案號：107-01-01；107-01-02；107-01-03；

107-01-04；107-01-05；107-01-06； 

          107-01-07；107-01-08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肆、 A1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6年 12月份，列管件數計 19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0件：  

列管案號： 106-11-04；106-11-05；106-11-09；

106-12-01；106-12-07；107-01-01 

107-01-03；107-01-04；107-01-06 

107-01-07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9件： 

列管案號：106-12-05；107-01-01；107-01-02；

107-01-03；107-01-04；107-01-05；

107-01-06；107-01-07；107-01-08 

主席裁示： 

1.繼續列管案件，請務必於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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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案通過。 

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大甲分局：(略) 

主席裁示： 

1. 花毯節於 106 年 12 月 23 日至 107 年 1 月 7 日圓滿完成，有

效疏導 173 萬 7 千人次，感謝警察局與交通局籌劃疏導計畫

以及大甲分局、交通局、交通警察大隊、民政局、環保局等單

位與義交同仁的通力合作，讓活動順利完成，請主辦單位對有

功人員提報敘獎以茲鼓勵。 

2. 綠川預計於農曆年間開放，請相關單位預先考量停車場數量並

規劃停車需求，以避免造成交通壅塞。 

二、太平分局：(略) 

    主席裁示： 

感謝太平分局以未懸掛號牌車輛占用道路執法做為此次工作報

告主題，足供其他分局借鏡及做為工作報告的觀摩參考。 

四、潭子區公所：(略) 

   王局長義川： 

    有關旱溪西路自行車道案，前經洪慈庸立委與建設局辦理會勘，

會勘結論詳如潭子區公所提建議結論，餘待建設局施作完畢。 

林主秘淑惠： 

本案於 106年 1月辦理會勘後尚無後續作為，故再於今日的工作

報告中提出。 

顏副局長煥義： 

已進行松竹路二號橋到豐原的道路拓寬可行性評估，工程部分尚

未發包辦理，係因本案為非都市計畫區的水防道路，將陸續進行

可行性評估。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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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旱溪西路自行車道案，請研考會列管，並請交通警察大隊、

交通局及分局協助潭子區公所處理，盡快執行完畢。 

五、龍井區公所：(略) 

主席裁示： 

請龍井區公所下次工作報告，提供完整問題與建議，以解決區域

內相關交通問題。 

六、警察局：(略) 

陸、 提案討論：無 

柒、 臨時動議： 

盧顧問勇誌： 

第 82 次道安會議 2 月份如來不及於農曆年前召開，提醒相關單

位連續假期過年期間的交通疏導應未雨綢繆，尤其大型活動之人

車疏導措施。又如武陵農場賞櫻人潮擁擠，近年實施總量管制後，

交通大幅精進改善，但仍有當地居民及民眾反映，宜蘭方向過來

的臺七甲線與 124線道往武陵路口，於賞櫻期間車輛大量湧出、

違停嚴重，提出建議如下： 

1. 總量管制後於臺七線與 124線道路口，許多車輛為求靠近武陵

農場，而選擇在該路口緊靠路邊停車，變成車道緊縮，影響通

行。建議警察局或交通局及路權單位，於臺七線與 124線路口

沿兩側擺放交通錐，減少違規停車，逐步引導車輛至停車場所。 

2. 建議於與宜蘭縣交界轄區部分，協調雙方提前增加管制牌面及

停車指引標誌，逐步引導車輛至停車場，避免武陵農場或梨山

市區交通壅塞。 

主席裁示： 

請公路總局二區工處轉達四區工程處，建立賞櫻期的合理疏運管

制措施。 

許顧問澤善： 

有關專案報告第 51至 53頁封閉中央分隔島缺口部分，建議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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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機全面掌握，檢討缺口開設的必要性並適時封閉，以降低發

生事故之風險。 

主席裁示： 

有關中央分隔島缺口封閉問題，過去由交通局馮副局長與交通警

察大隊郭大隊長帶隊瞭解狀況後已封閉一些不必要之缺口，日後

也請各分局如轄區內有不需要開設之缺口，提供交通局與警察局

一同會勘辦理。 

捌、散會（下午 6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