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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95次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3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主席：盧市長秀燕(陳副市長子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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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主席致詞 

貳、 專案報告 

建設局-「臺中市道路障礙執行原則施行成效」專案報告：(略) 

交通警察大隊郭大隊長士傑： 

1. 有關道路障礙取締屬本局權責部分，本局局長非常重視，也指示各

單位列為重點事項嚴格取締執行，目前由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及各分

局每月編排 2次清道專案執行，另外員警在各項勤務中也全面加強

交通稽查嚴格取締占用騎樓、人行道各類障礙物及違規停車，107

年取締騎樓、人行道之道路障礙計 4,053件、違規停車共計 53,989

件，108年至 2月底取締計 732件、違規停車共計 7,831件。 

2. 另外 107年文心路人行道拓寬全面完工後，經本局局長指示經過加

強宣導後開始全面取締，違停取締共 2萬多件；截至 108年 2月底

共計 3,990件，目前文心路人行道沿線店家、住戶都清楚瞭解文心

路人行道不能隨意停放汽、機車，已達預期效果，本局將持續嚴格

執行。 

林委員志盈： 

1. 道路障礙的執行對於城市非常重要，展現成果用件數(點)的方式仍

不夠，建議以線、面的方式整理出各區主要道路後繼續執行。 

2. 各區應排定執行的優先次序，建議以人潮較多或有安全疑慮的部分

優先執行，例如學童走路上學的沿線或常舉辦活動的公共空間，民

眾聚集或疏散過程經過的路線等。持續積極的取締或可漸漸獲得民

眾的認同，將推動的阻力轉化為助力，進而逐步分段整理，如此城

市的市容及風貌必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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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委員慧諭：執行巷道內的改善是最貼近人民的地方，雖然繁瑣但卻

必須，這也是臺北市執行鄰里交通改善的原因，以臺北市作法是如果

有鄰里願意改善，就由交通局主責邀集警察局、工務局、建設局、建

管處及里長一同會勘並針對里整體規劃，且以線、面的方式規劃除成

效較顯著也可減少紅、黃線需會勘的次數，所以如果有里長願意整個

里推動，府方應結合各局處的力量積極推動，除藉以減輕相關局處會

勘或執行上的壓力，也能讓民眾感受執行的成效。 

主席裁示： 

1. 有關本市道路障礙執行部分，感謝建設局及警察局辛苦的同仁。依

過去服務經驗，目前大概只有臺北市因民眾水準較高較易推動，其

他縣市如要推行尚需很多努力，因為目前仍有許多民眾認為騎樓地

是屬於私人而隨意占用擺攤或堆放障礙物。雖然要推行還有很長一

段路，但隨著世代交替，新世代的民眾也會漸漸擁有新思維而支持

政府政策，期勉大家推動時不要因為阻礙而氣餒。 

2. 本府一向重視市民用路安全，為有效執行道路障礙物的排除，針對

道路障礙之態樣及執行排除方式建立標準作業原則，從法規面著手

繼而執行，以提升用路安全。 

3. 請建設局於車流量大且為市民反映的熱點路段，計畫性辦理改善，

並持續為市民打造更為優質的道路及人行環境。 

參、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8年 2月份，列管件數計 7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3 件：  

列管案號：108-03-01、108-03-04、108-03-05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4件： 

列管案號：108-02-04、108-03-02、108-03-03、

108-03-06 

公共運輸處：有關案號 108-03-03，依據 228連假期間試行的情形，

清明連假不再實施國道客運行駛優化公車專用道。 

主席裁示： 

1. 清明連假因市區公車並未減班，實際效果恐不如春節連假，故不開

放國道客運行駛優化公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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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號 108-03-01：因應清明連假與花博所帶來的人潮，請轄內有交

流道行經之分局，比照春節及 228連假與相關單位配合，機動調派

警力疏導車潮。 

3. 照案通過。 

肆、 A1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8年 1月份，列管件數計 13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7件：  

列管案號：108-02-01、108-02-04、108-02-08、

108-02-09、108-02-10、108-03-02、 

108-03-05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4件： 

列管案號：108-01-10、108-02-05、108-03-01、

108-03-03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一、 烏日分局：(略) 

主席裁示：大甲媽祖繞境為一年一度在地宗教聖事，湧入大量人

潮帶動當地觀光發展，所以大甲媽祖繞境沿線如清水、烏日等相

關分局都相當辛苦，遶境期間也曾發生搶轎的暴力情形，加上近

年來鞭炮數量越來越多等，請繞境行經的各分局注意執勤同仁及

鑾轎步行人員的安全，並儘量避免警民糾紛及注意鞭炮燃放的安

全問題。 

二、 清水分局：(略) 

交通警察大隊郭大隊長士傑： 

1. 有關向上路長下坡設置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已於 3月 14日邀

請交通局、工務段等路權單位辦理會勘，顏副議長也到場關注

表示支持與肯定，整個設備預定在今年 7 月或 8 月份架設完

成。 

2. 有關委員建議向上路取締速限適度放寬部分將再與交通局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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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研議。 

林委員志盈：向上路六段為長下坡路段，其道路設計速度可能不

低，如速限過低可能導致用路人很容易就超速，建議瞭解大多數

用路人的情形，再斟酌適度放寬速限。 

顏委員秀吉：向上路從國 3交流道下往沙鹿、龍井方向，因緊鄰

一處熱鬧社區曾發生幾次重大車禍，經現勘後才決議該處路段限

速為 50 公里；從長下坡起點開始就算一路點煞，時速還是容易

超過 70 公里，要經過跳動路面處才能減速直到測速照相機的位

置降到時速 50 公里，始能安全在第一個路口停等，且向上路南

側周圍皆為高地住宅與高樓林立，進出人、車眾多，因此交通警

察大隊設定平均速率為 60公里應屬合理。 

主席裁示：請交通局與交通警察大隊參酌委員意見研議檢討速限。 

三、 神岡區公所：(略) 

交通局交通工程科： 

1. 有關問題一，交通局於每年 2 月都會調查各區公所交管設施

需求後納入來年度先期計畫，各區公所提報的預算金額交通

局皆不會刪減，經彙整後再提報重大計畫至市府審查，市府審

定後再依核定金額按比例分配予各區公所。108 年 2 月 20 日

神岡區公所提 300萬經費已全數彙整提報爭取預算。 

2. 另有關聯絡道管養涉及市府內分工問題，目前聯絡道部分由

交通局進行交管設施委管，另聯絡道一直以來都有辦理相關

會勘及討論，針對其交通環境將持續滾動式檢討，交通局後續

會與公所保持密切聯繫以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四、 西區區公所：(略) 

交通局交通工程科：有關評估民生路與中興街口設置行車管制

號誌的部分，因設置號誌需達一定條件與標準，目前已調閱相關

交通流量與肇事分析，該路口未達設置號誌的標準，但為增加路

口辨識性與安全性，行穿線已改為彩鋪加上照明，經過的用路人

可容易辨識該處為路口，另該路口與東、西側之美村路及英才路

距離亦不長，交通局將持續觀察。 

五、 警察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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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葉局長昭甫： 

1. 請交通局(交通工程科)持續與交大保持聯繫，進一步瞭解高

肇事路口，如南區國光路復興路口是否為常態性肇事問題、是

否因為告示或指示不清楚而造成等，請交通局同仁瞭解後進

行相關交通工程改善。 

2. 針對大型車事故部分，請公運處召集相關業者針對近日大型

車轉彎內輪差導致的交通事故提出策進作法，如有成效也可

提至道安會報討論。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湯儒彥組長： 

1. 道安委員會分析全國 107年及 108年 1、2月的車禍死亡事故

都有持續增加的現象，道安委員會非常重視也請臺中市政府

相關單位加強注意處理。 

2. 近來道安委員會已建立道安資訊平台提供全國道安相關單位

使用，可進行查詢及統計分析，包括各區及鄉鎮的事故特性或

特定事故行為，甚至可能進而發現國人尚未改善的事故特性

行為；例如過去臺灣機車事故未戴安全帽占七成，只要養成戴

安全帽的習慣即可減少車禍死亡，所以只要找到影響事故的

環境因素就可能減少交通事故，希望各地方政府善用資訊分

析平台進行事故分析對症下藥，期今年度交通事故能夠下降。 

顏委員秀吉：有關南區國光路復興路的肇事問題，主因為從地

下道上來往中興大學之小客車是禁止右轉復興路，先前因交通

流量沒那麼大所以並未禁止右轉，現在因車流量大右轉車輛容

易與機車碰撞所以禁止右轉，建議第三分局規劃以照相取締違

規右轉車輛的方式來防止事故的發生。另建議於復興路上鐵路

高架下方先設置警告標誌，以讓駕駛人提前注意。 

第三分局陳分局長仕諺：有關前十大高肇事路口編號 4屬第三

分局轄內之南區國光路復興路口，肇事頻率最高為下班時段，

主要係因此路口為地下道出入口有高、低差的問題，另此路段

亦為臺中市往大里區及霧峰區的主要大動脈，下班時間車流量

非常大，且委員提及從林森路經地下道上來至國光路，因高、

低落差而有視覺差的問題，另有的小客車違規右轉至復興路，

會與地下道旁平行小路的直行機車衝突，也有部分衛星導航導

引導此處可右轉而發生交通問題，針對此處其實已辦理多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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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研議。三分局共轄內有五個地下道從建成路、國光路、五權

南路與忠明南路兩端，列在十大高肇事路口的就有兩處，當地

居民及里長都建議地下道仍需儘速填平才能改善事故情形，交

通事故改善需從工程、教育、執法 3E 政策來執行，而非只靠

執法執行改善。 

第六分局陳分局長武康：有關第六分局有五處路口列入前十大

高肇事路口，其中三個在臺灣大道，因臺灣大道有快、慢速車

道且車流量大，肇事時間多在上、下班時段，107年本分局已

配合交通局實施禁左措施，另因車流量大相對機車肇事比率也

較高。第二處為市政路與環中路口，為下匝道進入市區及上臺

74線處，因為交通複雜較多汽、機車交織，針對此處將加強交

通指揮與預防性取締稽查。最後一處為西屯路逢甲路口，最主

要是因屬老舊道路又地處逢甲商圈，學生進出頻繁機車事故較

高，將強化路暢及併排停車等執法作為。 

陸、各工作小組執行 108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准予備查。 

柒、 臨時動議 

顏委員秀吉：有關第三分局提及復興路國光路口處鐵路高架化地下道

填平的部分，例如建成路、國光路及忠明南路等處仍保留地下道可能

係因臨近複雜路口而有號誌連鎖及交通衝突等問題，故建議交通局考

慮建國北路及建國南路的部分路段改為單向通行以減輕其複雜度。 

艾委員嘉銘： 

1. 有關繼續列管案件 108-03-01匝道儀控的部分，因國道的匝道儀控

與平面道路號誌互有衝突，建議交通局及高速公路局建立交控平台

共同合作，透過平台處理交控問題較能減輕警力負擔。 

2. 水湳經貿園區的道路已陸續開放，但部分道路的設計其實並不適合

大型車輛行駛，現況為許多機車在大型車行經的道路只能騎在水溝

蓋上，先前亦曾發生機車遭大型車輛捲入的交通事故，故建議提前

規劃水湳經貿園區的相關交通管制。 

3. 有關道路上的 LED廣告物常因亮度過亮又接近路口，導致用路人混

淆的問題，雖有廣告物管制辦法，但卻未規範燈光亮度，建議研議

相關改善作為以增加行車安全。 

交通局交通規劃科：有關交流道儀控的部分交通局皆持續與中央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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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積極的溝通，目前交通局與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及交通

警察大隊係透過 Line 群組積極溝通協調，於上、下班尖峰時段或連

假期間調整放寬匝道儀控時間，日前亦與高速公路局討論合作平面道

路協控，預計於清明連假後檢視合作成果。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有關水湳經貿園區相關道路請交通局(交通工程

科)再與交通警察大隊檢討，因當時該區道路設計不寬，加上彎道設

計並非為容納大量車流，現因道路開放後使經流車輛藉由園區內的凱

旋路或中科路移動，特別是大型車輛或砂石車，也間接提高機車騎乘

的風險性，請交通局(交通工程科)研議相關交通動線或大型車輛行駛

路線等，以因應未來隨著經貿園區開發車流量變大而衍生之問題。 

臺中區監理所劉所長英標：國道 3 號 3 月 9 日在和美路段發生遊覽

車翻車事故，造成 1名人員死亡，經事後調查發現很多重傷及死亡的

人員是因為未繫安全帶，故請貴府協助於各級學校的校外教學或新生

訓練時加強宣導搭乘遊覽車時要繫安全帶。 

許委員澤善：建議事故易肇事地點可比照工程，訂定辦法辨識專業災

因，災因應符合無因性、整體性、全面性等三大原則，探討出專業災

因後才能進行合理改善。 

主席裁示：道安會報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事故發生及用路人傷亡，並

讓用路更順暢，最後請警察局、各分局及交通警察大隊持續加強酒駕

取締，並提醒同仁千萬不能知法犯法。 

捌、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