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9年9月份聯繫會議

日期:10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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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

二、主席裁(指)示事項分辦執行情形

三、本縣108、109年道路設施列管改善工程執行情形

四、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報告

五、109年中秋節及雙十節連續假期花蓮市區

交通疏導管制作為

六、各小組(工程、監理、教育、宣導)工作報告

七、臺灣觀光學院交通安全教育報告

八、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九、主席結論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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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分辦執行情形表

編號 日期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主辦單位 目前辦理或規劃情形 管考建議

1-1 109.1 108年工程列管案件

執行情形案。
本會報 本縣108年各單位工程

會勘案件共計376件，
其中359件已改善完成

，達成率為 95.48%；
另尚有17件未完成(臚
列如後)，本會報將持
續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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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工作摘要 執行情形

1 108/8
花蓮市北興路與府前路口增設行人指示號
誌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2 108/8
玉里鎮仁愛路二段與博愛路口增設「三色
號誌」

納入110年度工程施作

3 108/9
新城鄉嘉新路與華西路口增設南北雙向左
轉保護燈號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4 108/10
慈濟科技大學校園周邊交通安全設施改善
案

納入110年度工程施作

5 108/11
玉里鎮仁愛路二段與民權街口增設「三色
號誌」 納入110年度工程施作

6 108/11
玉里鎮中山路一段與忠勇路口增設「三色
號誌」 納入110年度工程施作

ㄧ、縣政府建設處(交通科)共計117件，已完成104件，
109年可完成8件，5件納入110年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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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108、109年道路設施列管改善工程執行情形



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工作摘要 執行情形

7 108/11
吉安鄉仁里一街與仁里一街131巷
口增設「閃光」號誌

納入110年度工程施作

8 108/12
花蓮市建國路與明智街、建國路75
巷16弄口增設3色號誌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9 108/12
花蓮市建國路與建國路95巷雙黃線
沿伸至明智街口旁增繪停止線等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10 108/12
花蓮市中華路與自由街口增設3色
號誌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11 108/12
花蓮市中華路與明義街口增設3色
號誌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12 108/12
花蓮市中華路與博愛街口增設3色
號誌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13 108/12
吉安鄉中正路二段107巷花蓮監理
站前增設3色號誌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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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工作摘要 執行情形

1 108/12
吉安鄉中正路二段107巷花蓮
監理站前增繪停止線及塗銷黃
網線

待縣府增設號誌燈後，塗銷黃
網線，停止線已劃設

二、吉安鄉公所共計40件，已完成39件，109年可完成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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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壽豐鄉公所共計9件，已完成8件，109年可完成1件。

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工作摘要 執行情形

1 108/6
壽豐鄉三農場與農墾二街交岔
路口增繪「黃網線」

已納入前瞻計畫(花39線)道路
改善內施作，因配合管線下地，
預計109/10/15前完成改善



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工作摘要 執行情形

1 108/12
鳳林鎮中正路2段與公園路口
補繪「行人穿越線」、「機車
停等區」

由於本案工程採購金額甚低，
影響廠商投標意願，視本所標
線標誌案件數量一併辦理發包
作業。

四、鳳林鎮公所共計4件，已完成3件，109年可完成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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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玉里鎮公所共計13件，已完成12件，109年可完成1
件。

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工作摘要 執行情形

1 108/11
玉里鎮中華、自強路口拆除
「讓」標誌，重繪機車停止線、
行車分向限制線

納入109年度工程施作，目前規
畫設計中，預計 109/10/31完成



花蓮縣道安會報109年1-8月列管案件執行情形管制表

序號 單位 總件數 完成(件) 持續列管件數 達成率%

1 建設處交通科 78 40 38 51.28%

2 建設處土木科 10 6 4 60.00%

3 觀光處產業科 1 0 1 0.00%

4 縣政府社會處 1 0 1 0.00%

5 花蓮工務段 38 32 6 84.21%

6 太魯閣工務段 3 3 0 100.00%

7 南澳工務段 14 11 3 78.57%

8 玉里工務段 7 5 2 71.43%

9 和平工務段 1 1 0 100.00%

10 金岳工務段 2 2 0 100.00%

11 花蓮市 45 27 18 60.00%

12 吉安鄉 68 58 10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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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道安會報109年1-8月列管案件執行情形管制表

序號 單位 總件數 完成(件) 持續列管 達成率%

13 新城鄉 5 4 1 80.00%

14 秀林鄉 3 1 2 33.33%

15 壽豐鄉 5 0 5 0.00%

16 鳳林鎮 2 1 1 50.00%

17 光復鄉 2 1 1 50.00%

18 瑞穗鄉 2 0 2 0.00%

19 玉里鎮 5 0 5 0.00%

20 萬榮鄉 2 0 2 0.00%

21 豐濱鄉 1 0 1 0.00%

合計 295 193 102 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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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件超連結

109年列管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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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A1類事故件數比較
月份

分
局

109年
8月

109年
7月

108年
8月

與上
月比
較

與去
年同
期比
較

花蓮 1 0 1 +1 0

吉安 3 2 2 +1 +1

新城 1 0 1 +1 0

鳳林 2 1 2 +1 0

玉里 2 1 1 +1 +1

合計 9 4 7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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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時間 件數/鄉鎮別 道路型態

00-02
1/花蓮市
1/壽豐鄉

市區直路(陰天、夜間)
省道彎道(陰天、夜間)

02-04

08-10
1/富里鄉
1/光復鄉

省道直路(晴天、日間)
省道直路(晴天、日間)

10-12 1/吉安鄉 縣道岔路(晴天、日間)

12-14

14-16 1/玉里鎮 省道岔路(晴天、日間)

16-18

18-20
1/光復鄉
1/吉安鄉
1/秀林鄉

省道岔路(陰天、夜間)
縣道岔路(陰天、夜間)
省道岔路(陰天、夜間)

20-22

合 計 9

一、肇事時間、鄉鎮別、道路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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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車種 件數

自小客車 2

普重機車 6

行人 1

自小客貨車 0

合 計 9

二、肇事車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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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年齡/性別 人 數 居住地

0-10歲

10-20歲 1/男性 外地人

21-30歲
2/女性
1/女性

本地人
外地人

31-40歲 1/男性 泰籍人士

41-50歲

51-60歲 1/男性 本地人

61-70歲 1/女性 本地人

71-99歲 2/男性 本地人

合 計 9

三、事故年齡、性別、居住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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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 發生時間：109年8月3日00時02分
發生地點：花蓮市美工六街、精美路口

腳踏車行向

自小客車行向

天候、光線：陰天、夜間

行車管制：無號誌

肇事車種：自小客車、腳踏自行車

肇事原因：未注意車前狀態、超速-主因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自小客車行向

腳踏車行向



編號2 發生時間：109年8月8日00時10分
發生地點：臺11線27.5公里北向

普重機車行向

天候、光線：陰天、夜間

行車管制：無號誌

肇事車種：普重機車(自撞)

肇事原因：未注意車前狀態-主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普重機車行向



編號3 發生時間：109年8月9日19時55分
發生地點：臺9線240.9公里

普重機車行向

自小貨車行向

天候、光線：陰天、夜間

行車管制：閃光號誌

肇事車種：普重機車、自小貨車

肇事原因：未依規定讓車-主因

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態-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普重機車行向
自小貨車行向



編號4 發生時間：109年8月10日10時19分
發生地點：南濱路一段、知卡宣大道一段(193線20.6公里)

普重機車行向

自大貨車行向

天候、光線：晴天、日間 工程改善建議：無。

行車管制：普通二時向

肇事車種：普重機車、自大貨車

肇事原因：未注意車前狀態、違規行駛路肩-主因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次因

普重機車行向
自大貨車行向



編號5 發生時間：109年8月24日14時54分
發生地點：臺9線277.8公里處

普重機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

天候、光線：晴天、日間

行車管制：普通二時向

肇事車種：普重機車、自小客貨車

肇事原因：未依規定兩段式待轉-主因

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態-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普重機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



編號6 發生時間：109年8月25日18時57分
發生地點：南濱路一段、華工三路(193線21.6公里)

普重機車行向

營貨曳引車行向

普重機車行向

營貨曳引車行向

天候、光線：陰天、夜間

行車管制：普通二時向

肇事車種：普重機車、營貨曳引車

肇事原因：未注意車前狀態、違規行駛路肩-主因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增加施工路段警示照明。



編號7 發生時間：109年8月26日19時45分
發生地點：臺9線167.6公里處

自小客貨車行向

行人倒臥處

自小客車行向

自小客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

行人倒臥處

天候、光線：陰天、夜間

行車管制：普通二時向

肇事車種：行人、自小客車、自小貨車

肇事原因：酒醉任意躺臥車道阻礙交通-主因

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態-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編號8 發生時間：109年8月29日10時00分
發生地點：臺9線285.5公里處

自用曳引車行向

普重機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

自用曳引車行向

普重機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天候、光線：晴天、日間

行車管制：無號誌

肇事車種：普重機車、自用曳引車、自小貨車

肇事原因：操控車輛不當-主因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次因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編號9 發生時間：109年8月31日09時35分
發生地點：臺9線239.1公里處

自小客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

自小客車行向

自小客貨車行向

天候、光線：晴天、日間

行車管制：無號誌

肇事車種：自小客車、自小客貨車

肇事原因：變換車道不當-主因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次因

工程改善建議：無。



貳、A2類事故件數比較
月份

分
局

109年
8月

109年
7月

108年
8月

與上
月比
較

與去
年同
期比
較

花蓮 298 314 224 -16 +74

吉安 180 202 130 -22 +50

新城 53 61 48 -8 +5

鳳林 45 36 28 +9 +17

玉里 21 25 30 -4 -9

合計 597 638 460 -4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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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2類肇因分析
月份

肇因
109年
8月

109年
7月

酒醉駕車 8 9

未減慢行 5 3

轉彎不當 48 65

未保持安距 33 51

未依規定讓車 214 216

違反號、標誌管制 19 20

違規超車 4 2

未注意車前狀況 95 91

逆向行駛 2 6

倒車未依規定 12 10

其他(含不明原因) 157 165

合 計 597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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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時段

109年
8月

109年
7月

00-02 10 11
02-04 10 7
04-06 15 14
06-08 38 58
08-10 91 78
10-12 89 70
12-14 83 68
14-16 63 89
16-18 82 102

18-20 55 70

20-22 33 39

22-24 28 32

合 計 597 638

二、A2類肇事時間分析

2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9年8月

109年7月

8-10時最多



月份
車種

109年
8月

109年
7月

大貨車 14 16

小貨車 47 49

大客車 9 9

營小客車 27 22

自小客車 164 186

機車 250 289

自行車 64 46

其他 22 21

合 計 597 638

三、 A2類肇事車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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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年齡

109/8
人數

109/7
人數

0-20歲 72 69

21-30歲 212 240

31-40歲 131 146

41-50歲 145 141

51-60歲 113 126

61-70歲 97 101

71-99歲 45 45

合 計 815 868

四、 A2類受傷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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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A3類事故件數比較

月份

分局

109年
8月

109年
7月

增減

花蓮 394 336 +58

吉安 213 255 -42

新城 104 98 +6

鳳林 48 43 +5

玉里 38 33 +5

合計 797 76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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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30天內死亡人數比較
期間

年齡
109年
1-7月

108年
1-7月

增減

0-10歲 1 0 +1

11-20歲 2 2 0

21-30歲 4 1 +3

31-40歲 5 2 +3

41-50歲 5 3 +2

51-60歲 7 2 +5

61-70歲 13 4 +9

71-99歲 8 10 -2

合 計 45 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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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中秋節、國慶日
連續假期花蓮市區交通

疏導管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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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蓮市中正路與中山路口至中正路與中華
路口區間路段，「彈性」實施「中正路禁
止左轉」管制措施。

109年中秋節(109年10月1日至10月4日)、國
慶日(109年10月9日至10月11日)等連續假期

花蓮市區交通疏導管制作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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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市一心街、大禹街、博愛街等道路東向西行

駛車輛及博愛街、新港街等道路西向東行駛車輛，

以上道路與中正路交會處「彈性」實施「禁止左

轉」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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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避免車輛於花蓮市中正路與明義街口及中華路與

自由街口左（右）轉導致生交通壅塞，「彈性」實

施封閉該二路口，禁止車輛進入該路段，以維交通

安全與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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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避免明義街西向東行駛車輛於中正路右轉，而與
中正路南北向車輛爭道行駛，造成交通壅塞，故將
中正路與明義街口封閉，禁止車輛通行，並於中正
路與明義街，運用交通錐擺設形成迴轉道，引導明
義街西向東行駛車輛，於該路口迴轉至自由街離開。
(本案請縣政府交通科協調國雲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

明義街

設置迴轉道

明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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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避免軒轅路(西往東)往東大門夜市車輛回堵

，「彈性」實施軒轅路(軒轅路與中山路至軒轅

路與復興街口區間路段)改為單向道(禁止車輛

往東通行)並將往東大門夜市車輛疏導往五權街

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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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花蓮市中正路、中華路口及林森路段，為有效

疏導車流避免車輛回堵，「彈性」實施中正路

與仁愛路口、中華路與仁愛路口、中正路與明

義街口、林森路與復興街口及林森路與三民街

口等處之三色號誌改為閃光號誌。



七、東大門夜市六期重劃區之停車場約19時左右即已

停滿車輛，致許多車輛為停等進入停車場停放，

造成中山路與重慶路口交通壅塞，除派員加強交

通疏導外，並於停車場停滿車輛時，在路口擺放

交通錐與連桿設置引道，禁止車輛進入停車場及

引導停車場內車輛右轉中山路往海濱街方向離開

之「彈性」預防措施。



八、若南濱路段(南往北)往花蓮市中山路段及東大門

夜市周邊道路大量車輛回堵塞車時，將在中山路

與海濱路口「彈性」實施管制擺放交通錐，南濱

路車輛禁止左轉中山路，將南濱路南往北之車輛

疏導直行往北行駛。



九、花蓮火車站前若大量車輛回堵塞車時，實施彈性

「進站、出站分流制度」，國聯一路左轉國聯四

路開始分流措施，第1、2車道為「乘車旅客專用

道」、第3、4車道為「出站旅客專用車道」，遊

覽車及國道客運公車走第3、4車道。另車站前區

分：第1車道為「乘車旅客專用道」、第2、3車

道為「出站旅客專用車道」、第4、5車道為一般

遊覽車車道、第6車道為國道客運公車專用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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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已核准未完工之各道路施工主管機關，應管制施工
地區配合109年中秋節(109年10月1日至10月4日)、
國慶日(109年10月9日至10月11日)連假疏運，於假
期前1天(9月30日、10月8日)停止施工、工地整理道
路整平、鋪設AC、標線施繪完成，開放道路全面通
行，請各道路施工主管機關督促施工廠商確實遵照
停工期程辦理。

十一、蘇花公路於109年10月1日5時至17時(南下)、5時
至15時(北上)、10月2日7時至13時(雙向)、10月
3日至4日12時至16時(雙向)，10月9日5時至17時
(南下)、5時至15時(北上)、10月10日7時至13時
(雙向)、10月11日12時至16時(雙向)，禁止21
噸以上大型貨車(含砂石車)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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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小
組
報
告

報告單位:
建設處交通科

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9年9月份工程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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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度開口契約進度

1. 109年度花蓮縣道路設施(標誌、標線)整修工程(開口契約)

✓ 刻正辦理第二批派工作業。

2. 109年度花蓮縣交通號誌養護及汰換工程(含代養省道交通

號誌)(開口契約)

✓ 已完成擴充派工作業。

3. 109年度花蓮縣交通號誌災害搶險搶修工程(開口契約)

✓ 已完成訂約。

4. 109年度花蓮縣交通號誌感應式號誌工程(開口契約)

✓ 刻正辦理派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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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勘地點及建議改善事項

※9月份自辦及各單位辦理會勘約40個地點，相關建

議改善事項，由各路權單位及本處列入年度開口契約

辦理施作。

會勘地點包括有:

花蓮市中美路與東興二街、花蓮市明恥國小前、花蓮

市中山路與商校街、新城鄉康樂三街與三街29巷、吉

安鄉中央路二段與吉興一街、玉里火車站前、鳳林鎮

台9線223k+500處、吉安鄉台11線海岸路與南海7街、

10街、秀林鄉台9丙慕谷慕魚遊客中心前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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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

一、9月2日花蓮市「國民八街與國盛四街」(中

華國小門口前):

該路口已開設三色號誌，為避免車輛閃避國民八街紅燈，

自中華國小停車場橫越往三號橋行駛，造成危險，與會

單位決議:

➢ 將紐澤西護欄移設置停車場近國民八街出入口，並加

強紐澤西護欄反光性能，由中華國小協助辦理。

➢ 紐澤西護欄放置位置增設交通桿，設置範圍：自路口

停止線經轉角至人行道，由本府改善辦理。

➢ 停車場標線依行車動線改善施作，由花蓮市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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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

一、 9月2日花蓮市「國民八街與國盛四街」(中

華國小門口前):

48



參、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

二、9月8日鳳林鎮「台9-223K+300(信義路-仁

盛路)之預告號誌」:

里長反映該處之北上預告號誌設置於彎道，易造成車

禍事故，經會勘與會單位決議:

➢ 為加強彎道警示，請花蓮工務段增設「輔2」標誌3

面(第1面為太陽能LED標誌)。

➢ 為更有效預告用路人前方號誌燈號情形，由本府移

設預告號誌至彎道前，並請花蓮工務段加大「前方

路口預告號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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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月27日壽豐鄉台9線「中山路六段與中華

路一段」:

該路口為T字路型，台九線龐大車流至支道車輛進出困

難且危險，與會單位決議:

➢補繪支道轉角紅線，由壽豐鄉公所改善辦理。

➢開啟三色號誌管制(06時-23時)，由本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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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月17日花蓮市「中山路與商校街」:

該路型為非正交十字路口，為強化行人安全過馬口，

與會單位決議改善路口標線:

➢中山路口東西向劃設轉彎線、商校街北側口行穿線及

待轉區退縮，由花蓮市公所改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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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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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9年9月監理小組報告

臺北區監理所花蓮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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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鼓勵駕駛人登錄主要汽(機)車駕駛人

違規記點查詢方式與違規記點影響

大型車視野死角實地體驗與交安宣導

工時管理及疲勞駕駛的預防與管理

強化公路監理與運輸管理108
年度4項計畫執行績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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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駕駛人登錄主要汽(機)車駕駛人

未申請

99.80%

申請件數(機車)

0.05%(161件)

申請件數(汽車)

0.14%(430件)

其他

0.20%(591件)

登入率及申請件數概況

未申請

申請件數(機車)

申請件數(汽車)

車輛管轄數量296,960輛，申請件數591件。

登入率
0.2%

異動窗口2469人

56.1%

領牌窗口1890人

43.0%

下鄉服務31人

0.7%
專業粉絲8人

0.2%

汽車主要駕駛人8月份宣導人數概況

異動窗口2469人

領牌窗口1890人

下鄉服務31人

專業粉絲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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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規記點查詢方式與違規記點影響

➢違規記點，6個月內違規計點共達6點

以上應吊扣駕照1個月者（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63條第3項前段）。

違規滿點 裁決書
寄發

結案數

8月份 47件 47件 28件

年度

累計
229件 229件 14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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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視野死角實地體驗與交安宣導3

109年8月本站(含分站)於機車駕照初考領講習進行行
車視野死角之實地體驗交安宣導，共計42場516人參
與；赴吉安鄉稻香社區發展協會、月眉部落文化健康
站、瑞穗鄉富源社區發展協會、民生社區發展協會辦
理交安宣導共計4場共131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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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時管理及疲勞駕駛的預防與管理
(1)加強辦理駕駛員工時及安全管理，8月份配合勞檢單位

查核公路客運業2次、遊覽業4家次均無違規舉發件數。
(2)赴場站查核及輔導業者有效管理駕駛人疲勞駕駛預防。
(3)貨運三業：透過EIS資訊管理系統，針對預警業者實施

安全查核，8月份無告警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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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花國道客運推出
史上最大票價優惠

9月30日到10月11日中秋
雙十國慶連假，阿美麻糬
與縣府共同鼓勵遊客搭乘
北花國道客運的公共運輸
，期間遊客只要搭北花國
道客運往返花蓮，不但首
都、臺北及統聯客運請您
喝咖啡，花蓮縣政府加碼
請您吃阿美麻糬！



報告單位：教育處終教科

教育小組109年09月報告



教育小組報告

109年度9月份執行事項：
一、109/08/14-09/17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統計；

二、轄內國中小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



一、109/08/14-09/17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統計



一、109/08/14-109/09/17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統計

(一)交通事故描述:
109/08/30校園外意外事故係由崇德國小一名五年級學生由家人外出購物經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與他人汽車擦撞，經通報消防局後轉送慈濟醫院，輕
傷。

109/08/30校園外意外事故係由觀音國小一名二年級學生騎乘步行行經樂德
公路自摔，自行返家，輕傷。

109/09/07校園外意外事故係由宜昌國小附設幼兒園一名小班學生與家人駕
駛汽車旅遊，於玉里鎮與他人車輛撞擊，經通報消防局後轉送慈濟玉里醫
院，輕傷。

109/09/17校園外意外事故係由宜昌國中一名八年級學生騎乘自行車於吉安
鄉宜昌一街，與花蓮高中學生騎乘電動自行車擦撞，輕傷，由學校健康中
心處理。



(二)相關交通安全教育作為：
1.協請上述案例之學校輔導老師實施班級學生輔導

2.責成各級學校運用時間向全校師生加強交通安全教育：

(1)行人步行與騎乘自行車之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2)宣導未滿18歲不得騎機車，不可無照駕駛；

(3)強化電動自行車使用安全須知與道路安全駕馭觀念；

(4)持續宣導「路口安全大執法」，依交通號誌指示通行、
車輛路口停讓行人優先通行、行人穿越道路須走行人穿越
線，不違規闖越道路等。

3.請各級學校運用親職教育座談會、家長日或家庭聯絡簿
宣導安全駕馭、戴好安全帽與繫好安全帶等正確使用交通
工具作為。

4.持續掌握後續狀況。



二、轄內國中小辦理

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

教師研習 學生宣導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26 587 64 1,894



家庭（社區）宣導 學生安全穿越

路口教育宣導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22 647 64 1,894



交通安全
教學課程

急救教育
教學課程

駕駛人員隨車
人員安全訓練

場次 場次 場次

28 12 6



導護教師導護
志工教育訓練

家長宣導
預防酒駕

行人安全
教育宣導

場次 場次 場次

9 21 64



自 行 車
安全宣導

高齡長者
安全宣導

大眾運輸工具
安全教育宣導

場次 場次 場次

20 12 40



教育小組簡報完畢

報告單位：教育處終教科



宣導小組109年9月報告

報告單位:建設處交通科

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9年道安宣導執行摘要

➢運用各種媒體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年度宣導規劃

➢宣導成果



➢運用各種媒體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 協助露出9月交通新制大執法相關宣導資訊
(花蓮交通e點通、電視跑馬燈)

⚫ 交通安全影片及相關知識於電子媒體露出

(花蓮交通e點通網站)

⚫ 結合活動設置交安互動遊戲及標語



一、協助露出9月交通新制大執法相關宣導

資訊(花蓮交通e點通、電視跑馬燈)

花蓮交通e點通網站



A、快報!!~9月交通新制大執法-想省
荷包看這裡~相關宣導資訊

提醒用路人109/9/1起路口安全大執法
之重點項目，及相關罰款與用路規則
，以保障自身與他人安全。



B、109/9/1起路口安全大執法榛蔚報您知
宣導影片

提醒駕駛朋友如看到行人通過，應在
行穿線外停等行人通過，並在行人通
過後有一定安全距離後再駛離。

在沒有行穿線、行車號誌燈以及交通
指揮人員的路口，車輛也要禮讓行人。



c、電子媒體露出安全標語-
洄瀾電視台托播跑馬燈

宣導二則安全標語:

1. 「汽機車路口應停讓行人，9/1路口安全大執法。」，花蓮縣政府 關心您

（廣告）。

2.「行人應依規定走行人穿越道，9/1路口安全大執法。」，花蓮縣政府關心您

（廣告）。

托播期間：

109年9月1日~12月31日於洄瀾電視台播放頻道如下：
第19、28、29、31、36、38、51、53、62、69台
等十個頻道。



二、交通安全影片及相關知識於電子媒體
露出

花蓮交通e點通網站



A、你家的寶貝坐車安全嗎？
道安知識小漫畫

為提升兒童安全，規劃幼童乘坐後向式幼童用安全座椅由
1歲延長至2歲，並宣導優先選用後向式幼童用座椅的觀念。
該法規於9月1日正式上路，違者開罰1500元至3000元。



B、還在低頭過馬路？ 日本小學生過完馬路

，竟然做出「這樣」的舉動！
道安知識影片

提醒用路人，法令已明訂路權優先順序
供用路人遵行，惟有駕駛人與行人均抱
持互相尊重、彼此禮讓的正確停讓觀念
，才是交通更安全順暢的最佳法則。



C、路人即是家人 道安知識影片

藉由影片傳達「將心比心」的用路概念：
在路上，如果將路人當成是自己的家人您會更小心，我們會
更安心；藉此建立及導正所有駕駛人、乃至所有用路人正確
交通安全觀念，喚起大眾對道路安全的重視，改變大家的認
知及影響行為，進而降低交通意外事故帶來的遺憾。



三、活動行銷-109.8.22-23聯合豐年祭

道安宣導

宣導布條“穿越路口停看聽 左看右看才放心”

“步行靠路邊，乘車不爭先 車行快如風，莫走路當中”

互動遊戲“交通標誌闖關遊戲、機智問答”



➢年度宣導規劃
◼ 製作相關交通安全影片及結合活動宣導，提高用

路者交通安全知識認知度及普遍性。

◼ 刻正與警察廣播電台合作製作道路安全節目與廣告
短劇，露出交通安全相關資訊，藉由托播媒體的普
遍性，期許加深更多用路人對於交通知識的了解。

◼ 刻正與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站合作辦理道安宣講

場次，提供交安知識及推動「防禦駕駛」觀念，期

許透過宣講互動方式，協助用路人了解應注意之各

種事項，以守護權益及安全。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臺灣觀光學院執行交通安全現況

報告單位:臺灣觀光學院

報告人：江明修



• 一、前言

• 二、執行交通安全教育現況

• 三、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 四、校園周邊危險路段分析

• 五、建議事項

提報大綱



前言
交通安全教育，為本校長期以來推動之

重點工作項目。本校之交通安全教育由學生

事務處與行政服務中心共同辦理，執行交通

安全教育宣導，及各項人車路線整體規劃與

管理。亦融入通識課程、結合學生社團辦理

各項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等活動，使得本校交

通安全教育工作呈現多元面貌。



109學年度執行交通安全教育現況

課程日期 主題 參加人數

109/09/15 學期初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07

108/12/24 寒假前交通安全案例宣導 46

108/09/10 學期初交通安全道安講習 436



109學年度執行交通安全教育現況

(一)依本校環境特色，規劃各項校內交通教育。

(二)鼓勵教職員生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三)持續針對交通環境予以改善。

1.校園周邊路段檢視。

2.校內交通環境改善。

(四)對交通事故處理均依規定登錄校安通報，

資訊充分揭露並尋求持續改善方式。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學年度 交通事故件數

106 17

107 5

108 4

109 1

合計 27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機
車
事
故
現
場
情
況

遭後方車撞擊 1

未注意車前狀態﹙追撞前車﹚ 3

車輛失控跌倒(犁田) 5

未依規定讓車(含擦撞) 12

機械故障 1

其他﹙含自摔、自撞﹚ 5

合 計 27



校園周邊危險路段標示段
地 點：魚塘路、忠孝街、中興街路口
原因分析：溝渠無加蓋、無橋墩護欄
警示作為：宣導應注意左右來車，並減速慢行。

昏暗或夜間避行經該路段。



校園周邊危險路段標示
地 點：壽豐鄉豐山村山邊路
原因分析：盲彎多，路況濕滑
警示作為：宣導減速慢行。

雨天、昏暗或夜間避免行經該路段。



校園周邊危險路段標示
地 點：中興街、和平街 路口
原因分析：車速相對較快
警示作為：宣導應注意左右來車，並減速慢行。



營區

臺
灣
觀
光
學
院

校園週邊危險路段標示

豐
田
社
區

樹
湖
溪

大學交通宣導--學生篇-5.ppt


建議事項

無。

本校主要連外道路：漁塘路、忠孝街、
中興街，為主要事故好發地點，縣府
及相關部門持續增設反光鏡及路燈，
非常感謝。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及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1
「2020花蓮國際石雕藝
術季」活動

109年10月5日至11
月29日

花蓮縣文化局周
邊道路文苑路段
(鄰近海岸路)

花蓮縣文化局

2
「2020年臺灣自行車節-
臺灣登山王自行車挑戰」
活動

109年10月23日至6
時至13時

縣道193線、臺9
線、臺8線

中華民國自行
車騎士協會

3
「2020雲朗觀光太魯閣
峽谷馬拉松」活動

109年11月7日4時
至15時

臺8線東西橫貫公
路

花蓮縣馬拉松
路跑協會

說明：以上活動已於本隊召開交通維持計畫初審通過，請准予備查。

提案一 提案單位：警察局交通警察隊

98



花蓮市公所交通維持計畫書

「2020復客來遊尞─客家主題市
集活動」交通維持計畫書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活動時間：
109/10/16-10/18
15:00-21:00

一、活動概述

2020
復客來遊尞

活動地點：
花蓮市好客文化會館周邊

(復興街路段)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主辦單位：花蓮市公所

協辦單位：磐磯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內容
街頭藝人表演

客家服飾及日式浴衣體驗
闖關拿折抵券
復古親子電影院
懷舊童玩競賽

懷舊客家美食品嚐



二、活動地理位置

2020
復客來遊尞

活動地點：
花蓮市好客文化會館周邊

(復興街路段)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主辦單位：花蓮市公所

協辦單位：磐磯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內容
街頭藝人表演

客家服飾及日式浴衣體驗
闖關拿折抵券
復古親子電影院
懷舊童玩競賽

懷舊客家美食品嚐

本活動區域位於花蓮市復興街、
復興街98巷1號至8號旁，周邊鄰
近道路包含中山路、林森路、大
同街，地理位置如左圖1。



1.舞台(復興街戶政事務所前)
2.服務台及闖關區(復興街98巷)
3.攤商(復興街及復興街98巷)

活動區域位置規劃

三、活動區域位置規劃



交通管制時間
本活動擬申請交通管制時間如下：12:00-22:00

詳細規劃如下

四、交通管制時間及疏導措施

活動場地佈置作業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復原作業

109/10/17、109/10/18
12:00-15:00，共計6小時

109/10/17、109/10/18
15:00-21:00，共計12小時

109/10/17、109/10/18
21:00-22:00，共計2小時



行人改道路線
行人改由林森路244巷→林森路或大
同街復興街往三民街方向通行。(如
圖8行人改道動線圖)

五、預計管制範圍及交通現況分析

疏導措施

往北車流改行駛林森路→中山路→中正路等。
往南車流改行駛林森路→三民街。
往東車流改行駛林森路→復興街→明心街(炸
彈蔥油餅方向)。
往西車流改行駛林森路→三民街→大同街。

車輛改道路線



里民宣導 張貼公告

六、交通宣導措施

改道告示牌 其他

對活動300公尺區域內影
響之鄰近住戶、商家與所
停放車輛等進行說明及相
關宣傳，隨時做好敦親睦
鄰工作。

活動開始前1星期，將車
輛改道、道路管制等宣
導牌面設立完成，以提
早預告週知。

活動開始前3天前，於
鄰近周邊林森路、大同
街、復興街等受影響路
段地點張貼改道公告。

透過市公所臉書及Line
等網路平台宣傳交通管
制路線及改道路線，使
民眾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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