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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新加坡交通警察局在管理道路过程

中采用的执法、合作和教育三种策略。介绍了“巡逻

队”和“事故调查与违法报告处”两个执法部门的职

责及采用的先进设备。分析了新加坡交通警察局的

合作伙伴如陆路交通管理局、汽车协会、媒体等机构

在道路管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展示了新加坡开

展的各种道路礼仪教育活动，如公路安全宣传、反酒

后驾车运动等。通过三种策略的实施，新加坡道路

死亡率有所下降。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ree strategies for

road management, i.e., enforcement, corporation, and

education, implemented by Traffic Police (TP) in Sin-

gapore, also included are the TP’s Patrol Unit and In-

vestigation & Violation Reports Branch, as well a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advanced equipment. The pa-

per then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s played by the

TPD’s partners, such as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au-

to association, and the media, and showcases various

road and travel related events in courtesy education,

for instance, road safety outreach, anti-drunken driving

campaig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strategies

has led to a decline of road fatality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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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路管理机构包括陆路交通管理局和交

通警察局。交通警察局是内政部下属新加坡警察局

的一个部门，负责采取措施让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

法规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通过对道路使用者的行

为和技术施加影响保障道路安全，同时负责调查道

路交通事故，为驾驶人颁发执照并对道路使用者进

行道路安全教育。交通警察局为了做好道路生命的

保护者、道路安全的捍卫者，采取了保障道路安全

与畅通的3种平行策略：执法、合作和教育。

1 执法

交通警察局的执法部门包括巡逻队 (Patrol

Unit)和事故调查与违法报告处 (Investigation &

Violation Reports Branch, IVRB)，负责审查道路中

所有交通违章和失误，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执法。

1) 巡逻队。

巡逻队的警员在道路上执行日常巡逻，确保汽

车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巡逻队的主要职责是发现

和阻止交通违法事件并报告事故，交通警员配备了

最新的设备和先进的车辆。高速巡逻队(EPU)对新

加坡的高速公路进行巡逻，使用的高速巡逻车色彩

明亮并配有超便携式蓝色 LED 灯和超亮的横杠

灯，便于其他汽车识别。同时，还配有可以移动的

动态信息系统(VMS)，用于显示道路警示信息。

除了使用先进的车辆外，巡逻队还配有最先进

的设备打击交通违法。例如，为了发现和阻止闯红

灯的行为，在信号控制交叉口安装了摄像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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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检测超速车辆使用下列多样化的设备：

① 静态的速度摄像头，安装在高速公路上，

尤其是易于发生超速事件的路段。

② 警速激光摄像机(PSLC)，在50个特殊的规

定地点执行操作，进行有规则地轮换。PSLC每秒

能拍摄2张照片，白天和夜晚都可以进行操作。

③ 警速激光枪，重约 1 kg，可以精确地测量

速度和距离，并且有瞄准目标的防眩光红点。

④ 跟踪双雷达系统，装在警用摩托和高速巡

逻车上，检测超速车辆，在静止和运动中都可以

使用。

除了常规巡逻，巡逻队的警员还进行有针对

性的执法，如对非法超速车辆的打击，处置不遵

守交通规则的行人等等，这些特殊的执法是基于

公众的反馈、媒体的报道以及网络上的讨论。巡

逻队特殊任务组的警员还为政府官员执行重要的

护卫任务。

2) 事故调查与违法报告处。

事故调查与违法报告处负责处理发出的传票

和违法驾驶人，还处理来自公众的上诉，每月多

达 7 000余例。同时，对道路交通事故展开调查。

IVRB中有不同的小组负责调查一般性和特殊性的

交通案件，后者包括酒后驾车、死亡事故、肇事

逃逸等。警员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系统协助其调

查，例如，交通事故管理系统(TIMS)用来跟踪调

查的状态，而电子测试和执照系统(ELITES)的数

据库包含了新加坡所有驾驶人及其违法记录。同

时，与私营企业合作，交通警察局可利用相关软

件重建死亡案件的事故现场。

2 合作

1) 陆路交通管理局。

陆路交通管理局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作为交通部的下属机构，从工程和物理方面

审视道路安全，主要负责道路系统的规划、设计

和控制，同时负责控制汽车的使用和制造、管理

公共交通系统。交通警察局与陆路交通管理局展

开十分密切的合作，如重型汽车管制和纠正违法

汽车。两个机构还在某些政策的审查上协同工

作，如审查道路限速、限速区域。在国庆节游

行、F1国际汽车大赛等重要活动中，交通警察局

和陆路交通管理局协作封闭道路，保证受影响区

域内交通畅通。陆路交通管理局事故管理组的官

员还会协助交通警察局警员进行事故现场调查和

清理事故现场，保证交通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2) 汽车协会。

新加坡汽车协会(AAS)是另一个与交通警察

局紧密合作的伙伴，共同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

高道路安全。负责道路安全的警员与公共交通公

司展开定期对话从而共享事故统计数据，更好地

规范驾驶行为、提供道路安全信息。交通警察局

还与重型汽车协会和调度公司的运营者和驾驶人

开展合作。例如，在2008年，AAS与交通警察局

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合作者一起推出了交通手

册，对事故多发地推行公众教育，指出在马来西

亚正确与错误的驾驶行为。

3) 保险协会。

保险协会(GIA)也是交通警察局的紧密合作伙

伴，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对无伤亡事故的调查。

1999年 5月以来，交通警察局已经停止了对无伤

亡事故的调查，与驾驶人有关的保险公司会进行

调查并解决事故中提出的要求。但是，涉及政府

车辆或者建筑物、行人、外国车辆的事故和任何

肇事逃逸事故除外。这些事故即使没有人受伤，

警察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查及报告。与GIA的合作

充分地减少了交通警察局警员的工作负荷。

4) 媒体。

媒体在传播道路安全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交通警察局充分利用了媒体的影响力。例

如，媒体经常突出交通警察局警员正确拘捕和拒

绝贿赂的行为。交通警察局还通过如“绳之以

法”等电视节目展示一些行动。道路安全广告也

频繁出现在电视上，报告特殊的道路安全信息。

2008年，交通警察局还与有关商业公司合作，推出

了一项教育公众酒后驾车危害的网络游戏。

5) 夜间娱乐场所。

交通警察局同诸如Zouk和St James等夜间场

所在反酒后驾车运动上已经有紧密的合作。有些

夜间娱乐场所对醉酒的顾客提供代驾车服务，有

些则提供出租汽车礼券，避免醉酒的顾客开车回

家。值得一提的是，各类赞助者为道路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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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供了一切必要的物质和资金支持。

3 教育

对公众进行道路礼仪教育有利于鼓励良好的

驾驶习惯。道路安全机构坚持不懈地联合各种团

体组织开展多样的道路安全运动和活动，提供更

加安全的驾车环境并倡导：道路安全，人人有责。

1) “婴儿座椅拯救幼小生命”计划。

“婴儿座椅拯救幼小生命”计划是由汤申医疗

中心提议，由沃尔沃汽车公司和交通警察局联合

推动的，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教育公众、特别是父

母们，使他们懂得使用合适的婴儿座椅的重要性

以及不遵守规则带来的后果。

2) 2008 SOXAL道路安全计划。

2008年 6月 2日，交通警察局和SOXAL公司

(Singapore Oxygen Air Liquid Pte Ltd)共同发起这

项重型汽车计划，这是特别针对重型汽车驾驶人

的第一个道路安全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交通警

察局希望更加强调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并且鼓励

驾驶人和承包商继续对自己以及道路上其他人的

安全负责。

3) 2008公路安全宣传。

2008年 6月 21日，在公路安全社区公园启动

了2008公路安全宣传活动，交通警察局加强了对

公路安全标语“保持警惕，注意安全”的宣传。

这个简单的标语提醒使用者在公路上要保持警

惕，同时要注意其他公路使用者。2008年公路安

全活动重点关注三类易受伤害的使用者：摩托车

使用者、老年步行者和自行车使用者。然而，活

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所有的公路使用者保持警惕。

4) 2008公路礼仪活动。

2008年公路礼仪活动是交通警察局一系列公

路安全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提高所有驾

驶人有礼驾驶、耐心等待和注意公路安全，同

时，在孩子中普及公路礼仪。

5) 2008摩托车安全活动。

武吉巴督驾驶中心和交通警察局于2008年10

月 25 日为摩托车使用者组织了一次道路安全活

动。这次活动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任命了11位摩托

车大使，倡导公路安全，利用他们在训练中获得

的知识影响同事和朋友，收集不安全实例的反馈

信息。

6) 向外国人和老年人加强宣传。

在2008道路安全宣传的指导下，针对如“老

年步行者”和“骑自行车的外国人”等易受伤害

的群体也定期开展了特殊的活动。在公寓内和展

览会上分发公路安全相关的产品、视频、宣传画

以及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宣传单。交通警察局和人

力部联合制作了正确的公路使用行为的视频，在

人力部宿舍、移民与关卡局和大型外国公寓内宣

传。交通警察局还协助兴都教基金管理局，利用

电视现场直播的公路安全展览和多样娱乐节目活

动，宣传公路安全信息、行人和骑车者应注意的

安全事项。

对于老年人，除了散发宣传产品、转播宣传

道路安全信息的节目外，像新加坡老年行动小组

(SAGE)这样的组织和不同的基层群众在社团活动

期间都会与老年人进行公路安全谈话。老年人也

会通过参加在公路安全社区公园里举行的仿真交

通比赛学习公路安全相关知识。

2009年 1月还宣布了一项针对老年步行者的

道路安全计划。一个新的公路安全光碟“Be seen,

be safe”将安全注意事项写进歌曲里，在老年人

所在的社区中心和居民委员会中放映。

7) 2008交通金奖。

12 家交通公司联合组织了交通金奖，作为

2008公路礼仪活动的一部分。交通警察局警员对

提前发出信号、让路和招手以示谢意等礼貌驾驶

行为的驾驶人进行褒奖，共向30位驾驶人颁发了

公路礼仪证书并给予相应奖励。

8) 2008反酒后驾车运动。

2008年的反酒后驾车运动于 12月 17日举行，

交通警察局与夜间娱乐场所经营者合作，传播反

酒后驾车的信息和提供如安排出租汽车送醉酒者

回家之类的服务。交通警察局还敦促经营者帮助

监视喝酒超过合法限制范围的顾客，并且建议其

不要开车。

9) 2009年度计划。

随着F1新加坡国际大奖赛、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会议、世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活动即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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