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交通安全月」計畫書
交通部公路總局111.7.15

一、計畫背景
(一)聯合國為加強全球道路交通安全，由世界衛生組織（WHO）自2007

年起，首次開始推動其會員國體系內之「全球道路安全週」活動，

第二屆起固定每兩年均會於特定一週內，選定特定主題作為當年

度活動主軸，迄今已辦理了六屆。另「日本交通安全週」更可追

溯至1948年，推動至今已70餘年，其每年均會擇定特定主題，由

民間團體辦理全國共同性活動。辦理之模式乃透過各種管道，如

幼稚園及小學以交通安全教室的形式，舉辦步行與自行車安全宣

導及相關競賽；職場上則以禁止飲酒及危險駕駛等主要宣導事項

等。其交通安全週期間，目前約有超過一百個協辦團體，由下而

上地透過全民參與，營造社會大眾關注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二)108年 11月 29日，第232次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議委員提議訂定全

國交通安全週構想，全國同步推動交通安全教育；109年 8月 5日

第235次道安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期望可舉辦全國性跨單位、跨

部會之交通安全週系列性活動，以各種形式展出民眾所關切之交

通相關資訊及道安文宣，呼籲社會大眾重視交通安全；110年 6月

30日第238次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議主席指示，希望透過活動期的

延長，觸及更多國人，推廣交通安全，將交安週擴大為交通安全

月，並邀請更多企業團體等夥伴共襄盛舉。

(三)根據統計，交通事故發生地點計有近6成發生於路口（如圖1），

其中2成發生於無號誌路口，為降低路口事故，110年 12月 29日，

第243次道安委員會議主席指示，高風險路口改善為今年道安工

作重點，交通安全月「車輛慢看停、行人停看聽」，也請道安會

及相關單位繼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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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年事故發生地點統計圖(道安會統計數據)

二、計畫目的
(一) 安全意識覺醒

1. 引發全民對交通安全的意識
2. 認識交通事故的風險及後果

(二) 安全知能提升
1. 串接學校、駕駛與社會教育
2. 培育交通安全教育推廣師資

(三) 安全行為實踐
1. 建立標竿運動帶動社會學習
2. 推動安全行為帶動民眾學習

三、交安月活動主題
好的社會文化非一朝一夕就可養成，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亦是如此。為
降低路口事故，本年活動主軸仍聚焦在路口，延續以「路口安全」為主
題，對駕駛人著重於「無號誌路口/閃紅閃黃路口」優先權宣導及「禮
讓行人」，對行人著重於「勿任意穿越路口」，藉由交通安全月的活動，
強化民眾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今年交通安全月口號「車輛慢看停　行
人停看聽」呼籲駕駛人及行人。

四、績效衡量
本計畫目標在於交安月期間，藉由各種不同活動，加強推廣路口安全，
進而希能減少路口死傷人數，同時亦請警政署進行事前事後分別蒐集各
縣市「汽機車不停讓行人」、「車輛轉向不暫停讓行人優先通行」、
「汽機車闖紅燈及紅燈右轉」、「行人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及
「行人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手勢指揮穿越道路」違規件數，初
步訂定衡量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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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口事故件死傷數
(二) 行人路口事故件死傷數

五、 活動時間
訂於 111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間，藉由各單位於各週辦理各項亮
點活動，吸引新聞媒體報導，引發聲量，宣導民眾對於路口安全的重
視。

六、 主要活動項目與內容簡介（活動行事曆如附件 1）
(一)啟動記者會
初步規劃邀請所有響應夥伴共同參與，透過最高首長呼籲並帶動縣
市及全國民眾對於路口安全的重視。

(二)縣市政府響應
各地縣市政府以路口安全為主題辦理相關活動，或亦可因地制宜辦
理各類活動及宣傳，串起鄉、鎮、區各地對於路口安全的了解與重
視。

(三)企業團體響應
邀請企業團體共同加入參與，企業團體可結合其文化，規劃符合路
口安全主題之相關活動或進行員工交通安全教育。

(四)公路監理響應
鼓勵市區汽車客運業、公路汽車客運業響應交通安全月，著重於駕
駛端「無號誌路口/閃紅閃黃路口」特別宣導，同時透過行動監理
車深入全台各地鄉、鎮、區，以及各區監理所站辦理對民眾之路口
安全相關宣導活動。

(五)教育推廣活動
鼓勵各級學校運用交通安全月活動網站及 168網站中的交通安全教
材，進行交通安全教育，包含幼兒園、國小至高中，大專院校則鼓
勵辦理機車交通安全講習。

(六)交安月南部記者會
預計於交安月最後一週於中南部辦理記者會，初步選定無號誌路口
較多的非都會縣市，如：嘉義縣，搭配重陽節前夕議題，提醒長輩
在參加活動時，要注意路口安全。

七、 中央各部會、縣市政府及民間企業團體共同響應宣導
(一)運用統一視覺識別文宣素材參與響應
(二)辦理各類交安月主題活動

八、 車輛慢看停、行人停看聽宣導內容
(一)車輛：

 「慢」-路口放慢速度
 「看」-注意周圍人車
 「停」-停讓行人通過

(二)行人：
 「停」-在安全地點停等
 「看」-過馬路盯著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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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注意車輛警示音
九、 車輛於無號誌路口/閃紅閃黃路口宣導內容

(一)設有停讓標誌或標線之無號誌路口：臨近路口設有「停」「讓」標
誌&標線時，為支道車要停下或禮讓幹道車輛先行

(二)閃紅閃黃路口：閃紅燈(支道)要停下讓閃黃燈(幹道)車優先通行，
閃光黃燈(幹道)雖有優先通行權，但仍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
心通過

十、 行人勿任意穿越路口宣導內容
(一)行人應走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道路，不任意從
路段穿越

(二)行人依號誌穿越道路，不闖紅燈
(三)路口若無行人穿越設施，則應注意左右來車，小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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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1年交安月活動行事曆(持續更新中)

期間(暫列) 活動項目 說明 備註
網站建置與素材製作
8/29-8/31 專屬網站上線，交安月形象指引影片及

文宣露出

1. 交安月主題網站上線
2. 部長形象指引影片
3. 主視覺文宣素材上網站（主題曲、文
宣模板）

 於網站放置交安月宣傳素材，並
透過影片使國人了解明確路口指
引。

 文宣品將於8月初製作完畢並提供
給各單位，惟網站上線時間為8月
底，並非文宣品8月才製作完成。

交安月實體活動規劃
9/1 啟動記者會 1. 邀請部長出席

2. 預計邀請所有響應夥伴
3. 揭露路口安全主題，並透過交通大
隊長說明「無號誌路口/閃紅閃黃路
口」指引

本部辦理記者會，由最高首長呼
籲並帶動縣市首長及全國民眾響
應

9/4 英熊聯盟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1. 熊平安與泰迪熊大冒險的凱絲&迪
克組成英雄聯盟至台北市兒童新樂
園宣導路口安全

交通部道安會主導舉辦亮點活動

9/19 機車駕訓進校園活動 1. 邀請交通部與教育部二部部長出席
2. 宣傳大專院校機車講習

日期與活動內容為暫定

9/30 南部記者會 1. 邀請交通部長官至中南部出席記者
會，體現「全國性運動」意涵

2. 結合重陽節前夕，加強對長輩的交
通安全宣導(機車騎士/行人)

預計邀請當地縣市首長出席

9/1-9/30 全民參與響應 1. 辦理交安月主題歌曲舞蹈徵件競賽
活動

2. 藉由歌曲競賽活動，吸引民眾參
加，透過歌詞記住路口安全之指
引、交通安全月意涵，擴及全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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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的
公部門機關響應交通安全月：運用機關版位、社群媒體宣傳交通安全月，並辦理相關活動
9/1-9/30 (一) 道安會

1. 請「交通安全熊平安」發布交
安月相關貼文。

2. 請與相關NG O 協調辦理相關主
題活動教育推廣活動。

3. 於 168交通安全入口網/粉絲專
頁協助辦理相關主題活動。

4. 請協調教育部/警政署配合辦理
相關主題活動。

5. 請「吉祥物-熊平安」出席交安
月相關活動。

建議可搭配開學時節進行宣導

(二) 教育部
1. 於教育部粉專發布交安月貼文
2. 建請教育電台播放交通安全月
主題曲、製作「路口安全宣
導」口播稿、節目置入等等

3. 響應交安月辦理主題相關活動

(三) 內政部警政署
1. 於交安月期間加強執法
2. 於 N PA  署長室粉專發布交安月
貼文

3. 建請警察廣播電台播放交通安
全月主題曲、製作「路口安全
宣導」口播稿、節目置入等等

4. 響應交安月辦理主題相關活動

1.執法項目：汽機車不停讓行人、車輛
轉向不暫停讓行人優先通行、汽機車
闖紅燈及紅燈右轉、行人(含高齡者)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及行人(含
高齡者)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或手勢指揮穿越道路等項目

建議可搭配中秋連假出遊高峰期
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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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市政府交安月各項活動
1. 路口安全執法與教育宣導
2. 縣市首長代言
3.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4. 交安宣導團深入各地進行路口
安全宣導

5. 高齡輔導團進入社區宣導高齡
者路口安全

6. 外籍人士宣導
7. 其他因地制宜活動

1. 教育宣導可辦理主題相關活動，如深
入各地進行教育宣導路口安全

2. 縣市首長代言，例如：
 首長可於交安月期間到校擔任導護

志工，協助小朋友安全過路口，並
說明行人停看聽內涵

 首長拍攝宣導短片支持響應路口安
全-車輛慢看停 行人停看聽

 結合地方企業團體辦理主題相關活
動

3.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鼓勵各級學校舉辦實際體驗活動，

如幼兒園、國小年級可參觀交通公
園；國高中，或大專院校可參訪縣
市交控中心等。

 學習製作安全地圖：鼓勵國中小學
生及家長使用交通部「道安資訊查
詢網」（https://roadsafety.tw /）查詢
就讀的校園周邊交通事故熱點圖
表，並寫下 1-3處於聯絡簿

 鼓勵大專院校辦理機車安駕宣導活
動

縣市政府所辦活動，可於9月任一
天辦理，也可搭配9月社會脈動，
如開學、中秋連假出遊高峰期、
重陽節前夕等時節辦理相關主題
活動。

(五) 公路監理活動
1. 行動監理車巡迴啟程
2. 大型車視野死角及內輪差體驗
進校園活動

3. 監理所站規劃及辦理車輛慢看
停、行人停看聽等相關主題活

1. 行動監理車深入縣市鄉鎮區對民眾
宣傳路口安全的重要

行動監理車巡迴目前洽談與弘道
老人基金會合作，深入弘道服務
社區培育志工成為樂齡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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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民間企業團體響應交通安全月：藉與知名企業合作，公私合力，擴及其他企業團體跟進響應

8/30(開學日) 全聯超商-路口安全兒童宣導活動 1. 於開學日由「全聯福利熊小一新生
入學」作為議題切角，進入校園於
開學典禮、班級宣講傳遞路口安全
知識

2. 搭配全聯粉專(133萬粉絲)、福利熊
IG 擴大宣傳

於交安月前、開學前夕辦理活
動，為交安月暖身、創造聲量

9/12-9/16 統一超商-O pen 醬影音宣傳 1. 響應全民徵件活動，O pen 醬參賽、
拍攝示範dem o 影片，號召粉絲一
同參與

2. 於 O pen 醬粉專(70萬粉絲)擴大宣傳
9/26-9/30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樂齡小老師培訓 1. 培訓內容重點為長者機車與行人的

路口交通安全宣導
2. 於弘道基金會據點培訓高齡志工，

再透由高齡志工接觸高齡個案，落
實日常宣導之目的

3. 預計連結公路監理車、路老師資
源，於全國辦理3場培訓活動

搭配重陽敬老活動議題宣導

9/1-9/30 外送業者響應 1. U ber Eats, foodpanda, lalam ove, 全球
快遞等領導業者響應交通安全月，
向外送夥伴、消費者雙方宣導

運輸貨運業者響應 1. 九大運輸業者響應交通安全月，加
強司機教育宣導

建議於中秋前夕出貨高峰期、配
合電商免運出貨高峰期宣導

汽車租賃業者 1. 格上租車、中租租車、和運租車等
租賃業者響應交安月

2. 於門市放置交安月文宣品，同時於
租車時將文宣品交予消費者，即時
場景溝通

建議於中秋出遊前夕加強宣導

其他企業團體 1. 邀請交通相關、民生相關企業與民 將持續邀約民間企業團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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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共同響應交通安全月
2. 合作之企業團體於其內部進行員工
交安教育、對外辦理消費者響應活
動

註：灰底為預計亮點，盼串起成線，進而擴大成面，宣導更多民眾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