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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104年度初評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年 1月 27日下午 2時 10分 

開會地點：本府 7樓第 3會議室 

主席兼評審委員：賴秘書長振溝                    記錄：陳秋萍 

評審委員：楊教授介仙、邱副教授祈豪、林副教授村基、邱主任三銘、

謝處長昌達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104年度定期視導自評辦理情形業務單位工作報告：（略） 

參、「院頒 104年度工作執行計畫」評審委員考評： 

一、 彰化監理站： 

優點： 

1. 敦聘地檢署觀護人擔任青少年交通行為探討及法制教育宣導，值得肯

定，惟應再聘請對交通有研究之人員。 

2. 赴鄉考照推廣值得肯定，惟次數應再增加。 

3. 殘障人士考照值得肯定，但應細分殘障類別。 

4. 70 至 75 歲以上老人繳回駕照之推廣及每兩年重新考試制度，值得肯

定。 

5. 選定 70 歲以上為宣導對象，主動寄發宣導通知，除配合其他機關為

長者辦理交通安全或行車安全講座等，並提供誘因鼓勵不適合開車長

者將駕照繳回。 

6. 在人力不是很充裕的情況下，能落實執行多項方案值得肯定。 

7. 在站內辦理交通安全講習及赴機關、學校、公司交通安全宣導的場次

及參加人數，皆能維持一定水平，對於推廣交通安全有很大的助益，

建議能持續辦理。 

8. 不定期辦理交通法令巡迴講習。 

9. 於比試場地外播放交通安全宣導影片，可加強駕駛人之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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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 

10.增設車檢數位無紙化暨線上即時銷號系統，可達便民服務之效。 

11.加強載運學童車輛稽查，以確保學童安全。 

12.對陸運特定人員實施不定期尿液篩檢，保障行車安全。 

13.落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公路法等案件之清

理與裁罰計畫。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計畫編號：彰縣 42302，（1）實施問卷回收 4,161 份，建議將問卷調查

結果，擇重點整理列入報告。（2）建議將去(104)年辦理駕訓班評鑑的

成果納入報告。（3）除辦理駕訓班班主任座談會之外，針對辦理駕訓

班講師(含汽車構造與交通法規)及教練等從業人員定期辦理講習或座

談會，以宣導交通法規修正內容。（4）駕訓班普遍反映缺乏教材、掛

圖、漫畫等交通安全文宣資料，建議可將新聞單位製作的文宣品轉發

給駕訓班運用。 (5) 不定期無預警抽查考核轄區駕訓班、辦理考驗人

員在職訓練與「強化駕駛人養成教育」似乎未有直接關係，宜應建立

駕駛人取得駕照與上路前再加強宣導之機制，較易直接強化駕駛人養

成教育。(6) 比較往年績效分析以直條圖表現方式不佳，建議刪除。(7)

建議相片說明不需加框及色塊。 

2. 計畫編號：彰縣 41101，(1) 輔導外籍配偶及不識字民眾考駕照全年 9

場，為擴大為民服務，建議增加場次，至少每月一次。(2)針對汽車及

機車違規駕駛人辦理道安講習，建議放置於比較往年績效分析。 (3) 

主動與各機關團體配合輔導在台外籍配偶交通法令及不識字民眾機車

考照，建議放置於計畫編號：彰縣 42302 內。(4) 輔導在台外籍配偶

及不識字民眾考照與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無直接關聯性，宜應加強

其對中華民國(台灣)道路交通安全之認知，並對其實施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5) 對酒駕的人更應加強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建議增加強制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次數，以杜絕其再犯之可能性。 

3. 計畫編號：彰縣 43404， (1) 本計畫為「推動年長者用路安全計畫」，

因此重點應在用路安全，而不在於回收多少人的駕駛執照。(2) 長者

繳回駕照是否可為提高年長者用路安全之指標，仍值得商榷，宜應建



 -3- 

立年長者用路之友善環境，如年長者大眾運輸、騎樓路平及障礙物清

除等。 

4. 計畫編號：彰縣 45105，（1）辦理代檢廠檢驗員訓練全年 2 次，參訓

298 人，場次太少，且平均 149 人訓練，恐效果不彰(大班制效果較差)，

建議增加辦理次數。（2）砂石車及遊覽車逾期檢驗情況仍很嚴重，分

別有 74 及 106 輛，建議改由主管運輸業管理股主動聯繫，促請業者參

加定期檢驗，不必等到逾期舉發。(3) 舊有設備已老舊希望上級增加

補助金額，建議先確認設備項目及其使用年限是否已達到更換年限。 

(4) 宜實質加強車輛檢驗，而非僅改善檢驗線動線或流程，並加強檢

驗線之查核，以杜絕不堪駕駛之危險車輛上路。(5)比較往年績效分析

以直條圖表現方式不佳，建議刪除。(6)建議相片說明不需加框及色

塊。 

5. 計畫編號：彰縣 45106， (1) 第 14 頁表格顯示，攔檢車輛數從 103

年的 14,256 輛，到 104 年降為 12,327 輛，減少 13.5%，建議應敘述減

少的原因，並提出 105 年改善之具體作法。(2) 監警聯合路邊車輛安

全檢查小組及監警聯合稽查小組之績效建議分開統計及分析。 (3) 對

載運學童車輛宜實施不定時稽查，確實管制乘坐人數，以杜僥倖心理。

(4)備註建議不需加框，前面加「註：」字。(5)建議相片說明不需加框。 

6.計畫編號：彰縣 47107， (1) 第 17 頁的建議改進事項不要空白，只要

用心思考，必然還有尚待改進之事項。例如，客運路線多年未調整，

是否需要配合社經環境的改變，重新思考調整營運路線，頗值得主管

單位思考。(2) 據 18 頁顯示，受理乘客申訴 56 件，此 56 件申訴內

容為何?建議應分類整理，以作為督導查核客運業者之依據。同時，

據敘述，督導查核客運業者 8 次，似乎不應該每家業者平均 4 次，而

應該對於乘客申訴案件數較多的業者增加督導查核次數。(3) 汽車運

輸公司包括客運公司及貨運公司、計程車業者，對於客運業以外之業

者辦理活動及進行查核較為不足，建議加強。 (4) 建議對各汽車運

輸公司加強管理才能確實有效提升行車安全。(5)相片太大及變形，

說明不需加框。 

7.計畫編號：彰縣 47112， (1) 大戶每月以 10 戶為目標，執行成果 165

戶、案件 14,401件，建議應該列出執行金額。(2) 催繳結案率僅 71.9%，



 -4- 

未結案件後續如何處理?建議應予說明。 (3)落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公路法等案件之清理與裁罰計畫。(4) 比

較往年績效分析之備註建議不需加框，前面加「註：」字。直條圖表

現方式不佳建議刪除。(5)相片無意義建議刪除。 

8.監理站仍有黃牛(代辦業者)，可見服務流程不夠暢順，讓黃牛有機可

乘。 

9.監警聯合路邊車輛安全檢查，104 年度攔檢車輛數及舉發件數低落，原

因為何？ 

10.書面資料呈現的方式不是很理想，建議改善。 

11.優點、缺點與問題發現，建議分類陳述。 

12.警、監聯合稽查，對違規大客車及大貨車，採舉發裁罰及列管追蹤，

惟其列管追蹤方式為何？是否有令其限期改善之稽查追蹤方法。 

 

二、 本縣警察局： 

優點： 

1. 辦理情形及績效分析紀錄詳實。 

2. 優點陳述完整。 

3.酒駕及超速取締績效良好，值得肯定。加強取締易發生酒駕之路段，

可遏止民眾僥倖心態。 

4.交通隊員取締不守交通規則之駕駛人態度良好。交通法規及執法品質

與態度之研習計畫可避免員警與民眾衝突，提升執勤品質與公信力及

民眾滿意度。 

5.提報多處不合理道路交通工程設施，減少車禍發生，值得肯定。 

6.有效提升道安會報組織功能，強化各單位執行，提升交通安全。 

7.對本縣易肇事路(段)口，進行交通工程改善，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並提升交通安全。 

8.正確規劃交通號誌、標誌及標線等措施，可減少事故，提高行車安全。 

9.強化幹道號誌連鎖功能、加裝 GPS 對時系統及 LED 號誌燈，可提升

用路品質與安全。 

10.主要幹道與觀光地區交通流暢與安全維護計畫，可確保主要幹道與觀



 -5- 

光地區交通安全，以利旅遊發展。 

11.「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專案」可防制 A1類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數，

達到彰化縣警察局的目標值。 

12.加強對大型客車、貨車違規之全面取締，可降低其肇事機率。 

13.修正、校正執法裝備可降低誤差及民怨。 

14.急迫性交通執法裝備器材購置可提高執法品質及安全及公信力。 

15.落實交通執法與事故防制宣導及正確的交通安全常識與觀念，可創造

更優質的用路環境。 

16.建置道安宣導團平台系統計畫可整合各級單位人員，對不同對象施以

適合之宣導，以提升交通安全觀念。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計畫編號：彰縣 31101，建議參考肇事之相關數據，並匯集用路人真

實的意見與經驗，列出優先路段改善順序。 

2. 計畫編號：彰縣 31102， (1) 各項改善工作一覽表暨成果照片建議於

改善處用紅色線條圈起來，以方便確認。(2) 建議加強調查事故發生

之具體原因，以提升改善方案之正確性。(3) 照片變形、改善前後拍

照位置角度及距離不一致，建議改善。(4) 另第 39 頁改善後之相片看

來，似乎沒甚麼改善。 

3. 計畫編號：彰縣 33403，(1) 建議強化各幹道之路況監控，即時處理

行車問題。(2)成果相片增加說明會更好。建議改善處用紅色線條圈起

來，以方便確認。 

4. 計畫編號：彰縣 33906，(1)應確實稽核各施工路段是否確實遵守安全

措施規範。(2)第 56 頁建議進一步將 92 件施工缺失整理分析，可以得

知哪一類缺失最常發生?哪一個鄉鎮最多施工缺失?以作為改進之參

考。(3) 道安會報成果相片放在 72 頁似不太適當。 

5. 計畫編號：彰縣 51101，(1)旅遊旺季及尖峰時段應加強車流疏導，並

引導車流至替代道路。(2)第 73 頁所列優點過於空洞，似乎沒有甚麼

優點。(3) 第 73 頁敘述有 43 個重要路口，但 74-75 頁只列出 39 個，

資料似乎不符。 

6. 計畫編號：彰縣 52102，(1) 執行績效建議增加總表。(2) 保持執法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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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精準，並嚴格執行「嚴懲惡性交通違規」。(3) 第 78 頁處罰條例第

43 條規定，超速分為未達 60 公里及 60 公里以上，於表格內不必再分

一般公路、快速公路。(4) 第 78頁蛇行、惡意逼車法令規定是處罰

條例第 43條規定，不是 33條，條文有誤，請更正。 

7. 計畫編號：彰縣 52104，(1) 執行檢討建議納入執行績效內。(2) 持續

密集進行攔檢，以維用路人安全。(3) 建議比較往年酒駕取締之數據

資料與攔檢密度的關係，並比較期間的關係(含月份比較)，建立科學

化的分析機制，以確實找到問題。(4) 第 82 頁的表格請列出全年(而

非 12 月 20 日)。(5) 第 83 頁僅為執行過程之佐證相片，似乎不能算

是成果，所謂成果應該是執法後減少事故件數，減少死亡人數，減少

受傷人數。 

8. 計畫編號：彰縣 52105，(1)請確實了解大型客車、貨車之動線，密集

稽查。建議比較往年各式大型車違規之數據資料與稽查密度的關係，

並比較期關係(含月份比較)，建立科學化的分析機制，以確實找到問

題。(2) 從第 85 頁看來，大型車闖紅燈 1,429 件，可見闖紅燈情形非

常嚴重，除取締外，有無其他有效之防制措施，頗值道安人員深思。 

9. 計畫編號：彰縣 52806，辦理後之效果驗收也應完整、確實，建議應

建立民眾申訴(抱怨及事實應確實區分，為免打擊執勤員警士氣)之資

料，以利交通法規及執法品質與態度之改善。 

10. 計畫編號：彰縣 52907，(1)建議可請具公信力單位校正及檢定交通執

法裝備器材，以利降低民怨。(2) 從第 89 頁表格看來，似乎是購置，

而非檢定，請再查明，如果是檢定，請敘明如何檢定?委託何單位檢

定? 

11. 計畫編號：彰縣 52908，(1) 建議依年度經費建立急迫性購置與汰換

交通執法裝備器材之優先順序及其機制，以確實有效改進道路交通秩

序與交通安全。(2) 相片大小不一，並請增加文字說明。(3)第 90 頁

表格上方加上表格的編號及名稱。 

12. 計畫編號：彰縣 55109，(1) 建議對常未遵守交通安全法規者更強力

宣導。(2)第 93 頁、94 頁及 96 頁圖片應加上圖片的編號及文字說明。 

13. 計畫編號：彰縣 74207，(1) 網站設規劃內容：三色交通號誌，顏色

排列由左至右應為 紅、黃、綠。(2) 網頁圖檔載入速度慢，請了解並

改善。(3) 建議建立民眾使用後之訊息回饋機制，並強化與民眾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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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4) 第 95 頁看起來是辦理情形，不是優點。 

14. 彰縣 11101，建議持續增強各局處間資訊交流便利性與速度，並提出

確實增進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善之相關數據，以彰道安會報之

效率與效果。 

15. 據報告警察單位有事故之影片，建議將相關影片製成光碟，透過監理

站轉發駕訓班作為駕駛人訓練的教材。 

16. 據敘全年取締酒駕 4,485 件，平均每天取締 12.6 件，酒駕而未受到警

方攔檢取締者，更不知多少，可見轄區民眾酒駕情形非常嚴重，除取

締外，有無其他有效之防制措施，頗值道安人員深思。 

17. 路權(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使用，因本縣尚無殯儀館，如喪事使用道路

無可厚非，但婚禮不應許可。 

18. 電線桿反光貼紙值得肯定。但建議全面地下化(與電力公司協調)。 

19. 員林重劃區路名尚未建立，應請公所儘速建立，以維道路交通安全。 

20. 修路時應要求該工程單位，左右兩端各置保全人員一名以維護交通。 

21. 優點陳述完整，但在各項的方案中，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都「無」，

建議可更深入的探討。 

22. 附掛式警示燈設置，確有其功效性，惟設置懸掛要注意用路人安全。 

     

三、 本府教育處： 

優點： 

1. 安排交通講習與志工交流，值得肯定。績優導護志工表揚暨輔導研習

及志工培訓計畫，可激勵導護志工參與意願，並令參與者經由輔導研

習及培訓等，獲得更多相關專業知識。 

2. 結合監理處、公司(美利達)辦理交通常識，值得肯定。 

3. 成果相片及說明完整，可供其他單位參考。 

4.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廣播劇甄選比賽計畫，可藉由活動，達到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之效果。 

5. 執行各校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可更落實宣導交通安全相關常識、法令

等。 

6. 加強學生上下學安全維護暨保護營研習計畫，可增進學員交通安全相

關知識，避免學生不必要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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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私立幼兒園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車駕駛(隨車)人員安全教育訓練

計畫，可藉由完善之幼童車事故處理機制，並實地訓練，增進處理能

力，防患事故、降低傷害。 

8. 宣導道安作為皆能與時俱進，運用多媒體宣傳，可強化宣傳成效。 

9. 運用比賽方式，使學生參與學習，利於做中學，可有效傳輸道安知識。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計畫編號：彰縣 62201，(1) 參加廣播劇比賽錄音之學校請修正為 30

所。(2) 比較往年績效分析表格，建議增加學校數、參加率、與去年

比較值。(3) 建議以增加誘因吸引各校參加，特別是國小。 

2. 計畫編號：彰縣 64102，建議增加殘障車位標示、雨天交通管制等之

評鑑分數比重，以利改善問題。 

3. 計畫編號：彰縣 64104，(1)出現腳踏車、自行車、單車等不同名稱，

請統一。(2)比較往年績效分析表請增加老師及學生之參與學員數、與

去年比較值。 

4. 計畫編號：彰縣 65204，建議學校對參訓學員提出相對義務，如種子

老師等，將所學推廣至各校，以提升研習效果。 

5. 計畫編號：彰縣 65305，建議除一般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等輔導

研習及培訓外，宜包含有關導護志工人身安全等議題之課程。 

6. 計畫編號：彰縣 68207，(1) 比較往年績效分析，10 年期間太長了，

且只有統計並未比較分析。 (2) 建議增加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車

駕駛(隨車)人員應接受安全教育訓練之評鑑項目，以杜絕上開人員因

種種原因而無法參與訓練。(3) 直條圖太簡單了，建議可以目標人數、

報名人數及研習人數來顯示或用折線圖(二圖合併為一圖)。(4) 成果

相片標題建議刪除，說明字體太大、建議不用加框，彰化「監理所」

誤植請修正為「監理站」。 

7. 教育處應與警察局配合，針對高中職生無照駕駛問題提出改善對策。

(尤其夜校生無照駕駛問題嚴重)。 

8. 志工培訓及運用值得肯定，建議按志願服務法規之給予證明書，使其

進出公營之休閒中心能享有優待。 

9. 學校校車包括直接(自有)、間接(外包)，駕駛訓練亦有車外車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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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駕駛人對車內學生亦應有基本法治及教育情操。 

10. 比較往年績效分析，比較項目太簡單，建議改善。 

11. 辦理各項研習，建議可附上課程表。 

12. 對於道安教育宣導，宜採分齡教育方式，依不同年齡層別，設計適宜

教材，以有效推展道安教育。 

 

四、 本府新聞處： 

優點： 

1. 垃圾車等懸掛交通安全帆布，頗具特色。 

2. 藉由遊戲、舞台、壁報、宣導多元化，值得肯定。 

3. 運用有線電視傳播影音，透過高收視率之地方有線頻道全面宣導，讓

不同年齡層觀眾都能獲得訊息。 

4. 以輕鬆活潑的生活短劇深入民眾日常生活習慣，使生硬的交通安全宣

導轉為柔性訴求，以提升民眾接受度，並增加宣傳效益。 

5. 運用報紙宣導，可經由報紙閱讀，強化交通安全常識之認知。 

6. 運用戶外 LED刊登交通安全標語，有效宣導「汽、機車安全」、「高齡

者及行人用路安全」、「自行車騎乘安全」、「酒後不開車及安全回家方

式」等法令常識，達到宣傳與教育之效果。 

7. 運用客運車後 LED燈、站內燈箱，及轉運站出入口帆布製作交通安全

廣告等，達到宣導效果。 

8. 製作交通安全主題的貼圖，透過「彰化縣政府官方 LINE帳號」發送

粉絲，達到宣導效果。另發送宣導圖文、發送 DM及海報，亦可達到

宣導效果。 

9. 運用火車站之人潮，設置交通安全燈箱廣告，達到宣導效果。 

10.結合各項活動，進行交通安全宣導，俾使更落實交通安全重要性於民

眾心裡。 

11.道安宣導設計活潑生動，便於民眾學習。 

12.利用多元媒體廣告，有效宣導道安。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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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編號：彰縣 73101，無法由數據得知其對改善交通安全之效果，

建議應隨機問卷調查民眾是否知道宣導之內容等。 

2. 計畫編號：彰縣 73102，(1) 委播之廣播公司建議增加國聲廣播。(2) 

無法由數據得知其對改善交通安全之效果，建議應隨機問卷調查民眾

是否知道宣導之內容等。 

3. 計畫編號：彰縣 73403，(1) 文宣寄送地點建議以實際遞送名單及數

量做為附件。(2) 摺頁設計稿建議騎乘機車戴安全帽、騎自行車戴頭

盔。(3) 建議強化美工設計，提高辨識度。(4)無法由數據得知其對改

善交通安全之效果，建議應隨機問卷調查民眾是否知道宣導之內容等。

(5)車後 LED 廣告僅 52 輛公車，似乎太少，且為期僅 4 個月，似乎

太短，建議增加車輛數並延長期間，以擴大宣導效果。 

4. 計畫編號：彰縣 73404，(1) 無法由數據得知其對改善交通安全之效

果，建議應隨機問卷調查民眾是否知道宣導之內容等。(2) 戶外 LED

須注意是否過亮或色調過度鮮豔而影響行車安全。 

5. 計畫編號：彰縣 73405，(1) 內容必須精簡扼要且易記。(2) 無法由

數據得知其對改善交通安全之效果，建議應隨機問卷調查民眾是否知

道宣導之內容等。 

6. 計畫編號：彰縣 74206，(1) 可持續擴大宣導之處所與範圍。(2) 無

法由數據得知其對改善交通安全之效果，建議應隨機問卷調查民眾是

否知道宣導之內容等。(3) 函文機關單位協助宣傳表建議增加各單位

統計數值。(4)比較往年績效分析表預估人次，建議修改為參加人次。

(5)成果相片海報騎乘機車戴安全帽，建議以鮮艷顏色表現。 

7. 新聞處製作了很多海報，建議將海報透過監理站轉發轄區駕訓班運

用。 

8. 新聞處目前的宣導非常努力，建議可再對本縣 5所大專院校擴大宣導，

以降低大學生事故次數、死傷人數。 

9. 火車站燈箱宣導僅一個月似乎太少，建議增加。 

10. 宣導電台未見教育廣播電台，實為可惜。 

11. 宣導建議酌增英語，因外籍人士愈來愈多，第一外語之宣導日益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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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比較往年績效分析表建議新增「頻道數」與「播出次數」做比較。 

13. 高齡年長者請修正為年長者。 

14. 設計圖片皆具特色，惟圖文宜簡化易懂，以方便閱讀及利於記憶。 

15. 比較往年績效分析，呈現方式及比較項目太簡單，建議改善。 

16. 辦理大型活動，參與人數稍嫌不足，建議可請教育處協助宣導至各級

學校以達效益。 

17. 宣導物品(帆布廣告、DM等)，機車及自行車騎士的裝備及顏色請多加

注意其正確性。 

 

五、本府工務處： 

優點： 

1.改善許多路段(員鹿路、埔心芎蕉村)減少車禍，值得肯定。 

2. 溪湖-二林主幹道路的改善值得肯定。 

3. 許多路段機車兩段式左轉的改善工程，值得肯定。 

4. 以十大肇事路段進行分析，列為執行改善重點，並提出機車分流及交

通改善工程。 

5. 施工前、後照片對比清楚。 

6. 汽機車分流部分透過工程與執法手段，避免汽、機車在右轉或直行過

程，因互相爭道而發生碰撞。 

7. 持續於肇事路口辦理兩段式左轉、待轉區、停等區標誌標線改善等，

可提升行車用路環境安全。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1. 據 182 頁敘述，民族路路寬不足，則基於道路交通安全，應該取消停

車格的劃設，建議仍應辦理汽、機車分流。 

2. 為提升自行車使用率，規劃路段及路面應是最主要的工作。 

3. 十字路口樹木草、花如太高，應適時修剪，以維交通安全。 

4. 部分標線劃設的施工品質不是很理想，建議改善。 

5. 成果照片說明「和美鎮」誤植為「和每鎮」請修正。 

6. 建議道路標示應清楚，且前次之道路標示宜應確實刪除乾淨，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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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不知所措，反易造成交通事故，適得其反。  

 

肆、「全國道安扎根強化行動計畫」評審委員評核意見： 

一、交工小組： 

1.皆能達成目標值。 

2.建議對自行車路面及路段之規劃更完善，以提高民眾以自行車為代步工

具之意願。 

3.目標值偏低(有的項目僅 1處)。 

4.路口建置對角線行人穿越道，但警察局僅設置專用號誌及專用時制。衡

量指標是否設定有誤？ 

5.監控山區道路安全，目標為遊覽車，但執行單位辦理情形為砂石車。執

行方向是否有誤？ 

6.有關機慢車行車空間，改善機車專用道、優先道、慢車道等考評分項，

執行單位的目標植，可否確依道路檢討規劃，設定可達成的目標植，而

非採保守的預定。 

 

二、監理小組： 

1.皆能達成目標值。 

2.赴鄉考照建議增加次數。 

3.年長者用路安全應包括開車、走路及停車。 

4.部分工作尚有改善空間。 

 

三、教育小組： 

1.皆能達成目標值。  

2.高中職夜校生無照駕駛現象很多應予重視，並於取締後特別教育輔導。 

3.部分工作尚有改善空間。 

 

四、宣導小組： 

1.皆能達成目標值。 

2.宣導內容建議更活潑化、親民化，最好能使民眾朗朗上口，才能深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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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3.部分工作尚有改善空間。 

 

五、執法小組： 

1.皆能達成目標值。 

2.二段式左轉值得肯定。 

3.紅燈右轉是否放寬？建議依據各種肇事數據再研究。 

4.酒駕取締成果很好，值得肯定。 

5.部分工作尚有改善空間。 

 

伍、結論： 

感謝各位評審委員以最客觀的立場，針對本府 104 年度的執行績效提

出專業的意見，今天評審委員所提改進建議事項，請各受考單位就其業務部

分確實檢討改進，並將計畫內容修正後送計畫處彙整。 

有關道安初評會議的進行程序請主辦單位(計畫處)研議精進，檢討各單

位工作簡報的必要性，或採分委員分單位之方式進行評審等，期以較高的效

率完成初評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