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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台灣地區101年度機車事故(A1類)死亡1201人，所佔比
率為58.87%。機車是二輪車輛，穩定性不如汽車，外在環
境容易影響駕駛人的騎乘狀況。而且機車沒有保護乘員的
外殼，一旦發生意外，往往會造成嚴重後果。因此在騎乘
機車時，除了遵守交通規則，也要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
才能避免悲劇發生。 



相約考駕照 2青年遭撞死 

 時間: 2012年10月19日  

 經過: 兩高中生相約考駕照，卻命喪
黃泉！基隆市OO高職汽車修護科三年
級學生黃OO（18歲），昨上午從八斗
子住家騎機車，前往新北市瑞芳區鼻
頭附近搭載同學王OO（18歲），相約
一起到監理站考機車駕照，行經新北
市瑞芳區台二線濱海公路員山子分洪
道出口處時，卻遭廖OO駕駛的曳引車
跨越雙黃線撞上。兩人被猛烈撞擊彈
飛，黃當場慘死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曳引車跨越雙黃線超車 



二、 騎乘機車準備事項 

2-1 機車用安全帽(參考影片) 

騎乘機車應選用帽體黏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
格標識之機車用安全帽，市面上可選用的帽型可分四種，
即半罩式、半露臉式、露臉式、全面式四種要正確配戴。 

請正確配戴安全帽 並繫好安全帽帶 

未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500元罰鍰 



2-2 騎士的穿著(參考影片) 

 服裝:上半身應穿著鮮明的顏色 

 手套:方便手指活動，且具有摩擦力，讓手部可以準  

       確的控制油門與煞車，絕對不要在手把上加裝 

       固定式的防風套，以免妨礙雙手對機車的控制。 

 鞋子:穿著有防滑功能及包覆整個腳部的鞋子，避免 

       腳部受傷或因為腳底滑溜而發生危險。 



2-3 行駛前安全檢查 

機車除了要做定期的保養與檢查之外，在每次騎車前，
要先確認油量是否足夠使用，並檢查後視鏡、煞車、
燈光與輪胎等直接影響行駛安全的部分。行駛中最好
是全天候開啟大燈可以更安全。 

燈光的檢查 
(包含前後燈光檢查) 

煞車的檢查 檢查胎壓、胎紋 



2-4 良好的騎乘姿勢 

良好的騎乘姿勢是 
騎乘安全的保障 

眼睛--注意四周 肩膀--放輕鬆 手肘--向身體靠攏 

手--約一指幅寬 上身--保持輕鬆 膝蓋—自然彎曲 

腳掌—平放踏板上 腳尖—朝前向內靠 



2-5 載物的規定 

不
可
載
運
梯
子 

附載物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10公分 



2-6 騎乘機車必備的證件 

駕照      行照     保險卡 



 
 
 
 
3-1 一般煞車方式(參考影片) 
 
1. 放鬆油門，讓引擎煞車發生作用， 

2. 前後輪同時煞車，逐漸加大煞車力直到車輛停止。 

3. 轉彎時不可緊急煞車，以免車輪鎖死失去平衡(犁田)。 

轉彎時煞車 
容易失去平衡造成失控 

三、煞車之操作及反應三部曲 



3-2 緊急煞車方式(參考影片) 
 

應立即放鬆油門，並同時使用前後煞車，一次完成
煞車動作，但切記不可以用力過猛而鎖死輪胎，否
則會摔車，轉彎不可緊急煞車以避免摔車。 

控制後輪煞車 控制前輪煞車 

放鬆油門 



3-3 行車反應三步驟(參考影片) 
 

看、想、做 
進退得宜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3-4 行車煞車距離的關係(參考影片) 
 

註:雨天煞車距離會增大一倍 

騎士看到車前狀況時 由視覺神經反應到機車煞停之過程 

(反應距離) 



3-5 行車速度與間距的控制 

 行車速度 

1. 沒有速限標誌或標線: 

      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 

2. 狹窄道路及慢車道: 

      時速不可以超過40公里。 

 行車間距 

1. 前後車距:與前車應保持隨時可
以煞停距離。 

2. 左右間距:與其他車輛會車時，
也必須保持50公分以上的間隔。 

3. 特別注意:經過路邊臨停之車輛
會突然打開車門應保持1公尺以
上距離。 

保持50公分間距 



3-6 機車轉彎與傾斜 

轉彎時車身超過安全的傾斜角度，就會滑倒或衝入對向車
道，造成嚴重車禍。 
 



3-7 通過彎道的操作要領 
1. 進入彎道前：先減速，以免過彎時離心力太大而失控。 
2. 通過彎道中：不要急加速、急減速，人車向彎道內側傾斜 
               ，減少離心力，以免發生危險。 
3. 駛出彎道後：將車頭轉正，再逐漸加速朝直線前進。 
4. 特別提醒  ：避免兩車併行或任意超車。 
 

轉彎時請保持安全速度 



3-8 轉彎時的潛在危險 

 

1 路上的坑洞、碎石等都有可能讓車輪打滑，造成意外發生 

2 在彎道中有山壁或建築物擋住視線，無法看到前方的來車 

  而發生危險。 

3 對向來車在轉彎時可能會越過中線，也可能在彎道上有車 

  輛違規停放，這些都很危險。要善用彎道反射鏡注意對向 

  來車，並減速行駛。 



四、 危機四伏--防禦駕駛 

4-1「防禦駕駛」的觀念 

 

       1. 看不到的路況，可能藏有危機。 

      2. 應假設其他用路人可能會違規。 

      3. 遵守交通規則就是保障自己生命安全。 



4-2 視覺的危險因子 
汽車突然右轉彎 對向來車左轉彎看不到 

右方來車看不到 突然開車門，保持1公尺以上間隔 



行車速度越快，視野越狹小。 

 

4-3 速度與視線的關係 



4-4 危險路面 

1.路面凹凸不平。 

2.路面有標線、砂石、泥濘、積水、段差、水溝蓋，以及  

  其他異物與障礙物等不良情形。 

  上述路況都很容易降低機車的穩定性，應減速慢行，確保 

  機車的穩定性。 



3.雨天的危險因子 
 
下雨天的時候 
 
 路面濕滑 
 標線、橋樑伸縮縫、鐵軌 
 人孔蓋及工地覆蓋鐵板 
 積水路面 

 
 



4-5 交岔路口潛在危機 

1. 衝突點多。 

2. 闖紅燈、搶黃燈的車輛與行人。 

3. 突然衝出的人、車或動物。 

4. 到路口突然轉向的車輛 

5. 臨時停車載客的計程車。 

 

 

轉彎時請先打方向燈 擺頭確認後視鏡狀況 

車流量較小的路口 車流量相差較大支幹線 深夜或清晨時段 

注意紅綠燈 



 

4-6 大型車輛的潛在危險(參考影片) 

 

機車易受大型車產生的強力氣流吸力與推力影響 



機車應與大型車保持安全間距 
避免因內輪差而被輾入輪下 

大型車視野死角 看不到車身旁的機車 

4-7 大型車輛的潛在危險(參考影片) 
 

1. 大型車的內輪差 
2. 大型車的視野死角 

視野死角 內輪差 

大貨車 



五、路權優先順序 

5-1行人優先通行(參考影片) 
 
 



5-2 避讓執行任務特種車輛 
 

1. 消防車 
2. 救護車 
3. 警備車 
4. 工程救險車 



5-3 機車應依規定二段式左轉(參考影片) 
 
 

1.先直行至右方路口 
  的待轉區 
 
2.等待號誌顯示直行 
  時再行駛 
 
3.完成左轉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8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處新臺幣600元以
上1,800元以下罰鍰 
 



六、 嚴格禁止行為 

6-1 禁止喝酒、吸毒或K他命 
 

喝酒吸毒會讓人神智不清，造 
成駕駛人對週遭事物判斷力降低、 
應變能力減弱，大大增加意外發生
的可能。 

駕駛人的酒精濃度若超過規定，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類
似的管制藥品，將被處以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 
 
駕駛人如果於5年內酒駕2次以上，除處以9萬元罰鍰之外，車輛將被
當場移置保管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駕駛人拒絕接受酒測檢定，將處9萬元罰鍰、車輛被移置保管、吊銷
駕照，還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6-2 服用藥物或身體不適 
 

服用藥物或感冒藥，騎車時可能昏昏欲睡精神不濟，因此
當身體不適或服用影響精神的藥物，應該避免騎車，以確
保安全。 



6-3 騎車蛇行、飆車及危險騎車 
 
騎車蛇行、飆車競技(尬車)及各種危險騎車的行為，最容易摔車造成傷亡。 
(將被處罰鍰及參加道安講習；罰鍰最高可能到9萬元 
 及吊銷駕照、吊扣牌照、沒入車輛。) 
 
 
 
 
 
 
 
 
 
 
 
 
 



6-4 任意改裝機車 
 

原廠對於機車的安全性有整體的設計，如果任意改裝，像引
擎、車燈、排氣管、消音器都不能任意改裝，更不可以拆掉
排氣管、消音器製造噪音。 

改裝排氣管罰款1,800元 
 

重大設備改裝最高罰款9,600元 



6-5 玩手機、3C產品--當低頭族 
 

千萬不要邊騎車邊使用行動電話，如果一定要使用，應該先將
車輛停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才是安全的作法。 

打手機 低頭族 



 

七、 騎車要買保險 
7-1 強制險 
 
  汽機車強制保險有『死亡或全殘給付200萬元』『傷害醫療給付20萬元』
的保障 
  強制險理賠不分道路責任或事故當事人造成的過失，皆可申請理賠，但
事故發生時請務必記得要向警察備案。 
 
 未投保強制險經警方查獲罰鍰1500元  
 若肇事後被查獲無投保強制險罰6000元 
 

7-2 任意險 
 
機車族建議加保「強制險附加駕駛人傷害險」、「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
以補足強制險之保障。騎乘機車風險較高，除了基本機車強制險外，建議
自己每年再加保任意險，彌補強制險的不足，便可提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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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理程序 

 
 
 
八、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G:/../大型車回訓/2肇事處理.wmv
G:/../教練班授課資料/肇事預防處理子檔/故障標誌設置位置.ppt#1. 設置故障標誌
G:/../教練班授課資料/肇事預防處理子檔/交通事故和解書.ppt
G:/../教練班授課資料/肇事預防處理子檔/車輛定位.ppt#1. 投影片 1
G:/../教練班授課資料/肇事預防處理子檔/報案應注意事項.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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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角 
定位法 

車輪 
定位法 

(二)定位方法 



(三)重要叮嚀 

確認車禍當事人：避免對造頂替冒充，逃避
責任。 

尋找目擊證人或監錄攝影設備：協助釐清案
情；必要時可請員警取證。 

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
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 明顯警告設施，
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  

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
關。  



九、機車基本保養 
 
良好的機車保養觀念 可讓您的行車更安全更有保障 
 
1.機油:四行程機車機油在正常使用狀況，可依照機油指示燈或1,000公里 
  更換( 1 機油尺 2 卸油螺絲) 
 
 
 
 
 
 
 
2. 齒輪油:更換兩次機油後再換一次齒輪油 
 
 
 
 
 
 
 
 
 



3.空氣濾清器:每5,000公里或半年更換一次 
 
 
 
 
 
 
  
        
    棉芯式空氣濾芯                        捲筒式空氣濾芯 

4.煞車油:每10,000公里換一次 
 
 
 
 
                          
           
        煞車油檢查                       更換火星塞 
 
5.煞車來另片:定時檢查，依照使用狀況適時更換。 
 
6.火星塞:1年或10,000公里時更換 
 
 
 



7. 輪胎的檢查 8.燈光的檢查 



9.電瓶:1年或20,000公里換一顆，一般電瓶壽命約1年~1年半。 
 
10.每星期固定檢查: 

  (1)輪胎(胎壓、纹路深淺)、大燈、方向燈、煞車燈、喇叭。 
  (2)發動後引擎或其他零件是否有異音。  
 

I-檢查 R-更換 C-清潔 

        機車使用說明保養表 

 

項目里程  
300km  每1000km  

 

每
2000km  

  

每5000km  
每

10000km  

機油  R  R    

齒輪油  R     R  

火星塞  I     I  R  

空氣濾清器 C     C  R    

煞車油         R 



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 
是每個機車騎士行車的願望， 
學會正確的駕駛觀念與行為， 
才能安全回到溫暖的家。 

十、結語 



十一、Q&A 
  小試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