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制機車肇事安全宣導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二、安全的騎乘機車的方式：

貳、乘車安全篇：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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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安全騎車win-3分鐘.wmv、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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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騎車應戴安全帽

你應該穿戴一頂全罩式的安全帽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1-1	機車用安全帽(參考影片)



1-1	機車用安全帽：動物造型安全帽 將罰500元

o 根據警政署最新公文指出，安全帽外殼必須是平滑性的
若在安全帽上做文章，像是裝上獅子或是黑人頭的造型
，若是駕駛倒地，而有了這些裝飾的話，這些造型會增
加安全帽的摩擦力，一旦發生意外容易使脖子受傷。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o 安全帽吸收衝擊能
（力）之負戴值，
並不是無限大。

o 一般使用之安全帽
可承受之衝擊值，
如以較通俗方式標
示，則為衝擊時之
車速應在25km/h以
下之程度。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1-1	機車用安全帽(參考影片)



1-2	騎士的穿著(參考影片)
l服裝:上半身應穿著鮮明的顏色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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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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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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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1-3	行駛前安全檢查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基本安全配備

1-3	行駛前安全檢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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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二、安全的騎乘機車的方式：



機器腳踏附載人員或物品未依規定處罰〈第31條$300~600〉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二、安全的騎乘機車的方式：



兒童機車事故死亡是成人1.25倍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昨天指出，台灣每天有一百六十萬名兒童
暴露在乘坐機車的風險中，呼籲家長盡量不要以機車接送兒童上下
學，若不得以需騎乘機車，也一定要作好正確防範措施。

中國時報
【朱芳瑤╱台北報導】
不少家長騎機車時，習慣
讓小朋友站在車前踏板，
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孩子
首遭衝擊，猶如「人肉安
全氣囊」，相當危險。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二、安全的騎乘機車的方式：

mt=1393434875&mv=m



1. 載重:

輕型不得超過-------
重型不得超過--------

2.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
3.寬度:不得超過車把手外緣
4.長度:自座位後部起不得向前超伸，伸出車尾部分，自後輪

軸起不得超過
5. 機器腳踏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_____ 。

10公分

肩部
80公斤

50公斤

半公尺〈50公分〉
一人

2-2機車裝載貨物超過規定之長度、寬度、高度

車輛裝載勿超載或超重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二、安全的騎乘機車的方式：



處罰條例第29條第1項第1款

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壹、騎乘機車應注意事項：
二、安全的騎乘機車的方式：



貳、乘車安全篇：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及小型車後座乘客
未繫安全帶〈第31條$1500~3000	〉A安全帶保護.avi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上駕駛人，前座及小
型車後座乘客未繫安全帶〈第31條$3000	~6000	〉、
幼童未依規定使用使用專用座椅〈第31條1500~3000〉
駕駛機器腳踏車未戴安全帽〈第31條$500〉安全帽防護.mpeg
☆上下車開啟車門應注意車外狀況，不可冒然開門導致意
外發生，對於六歲以下或需特別看護之兒童，單獨留置
車內者，處駕駛人新台幣三千元並施以四小時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華視新聞亂開車門肇事MP4.mp4 、機車-未熄火.wm
☆汽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撥接、
〈第31-1條$3000〉如是機械腳踏車駕駛人〈第31-1條
$1000〉開車不專心打手機Good	Drivers	just	Drive.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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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使用安全帶肩帶繫法：
(安全帶之腰帶應舒適跨於
小朋友的臀骨上，肩帶應
跨於肩部，而非頸部。)

◎遇交通事故或緊急煞車
等突發狀況後，應立即查
看乘坐之幼童及安全椅是
否穩固並作必要之調整
幼童未繫安全帶.WMV

其它規定請參考下列說明

貳、乘車安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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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安全座椅之繫法：
(年齡在四歲以下且體
重在十至十八公斤之幼
童，應放置於車輛後座
之幼童用座椅。)

◎裝置安全椅之座位不
可搭配使用安全氣囊。

貳、乘車安全篇
幼童安置於安全椅應注意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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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安全帶肩帶繫法

(腰帶應調整至臀部位置，避免腹部受力。)

貳、乘車安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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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安全帶肩帶繫法

(肩帶應橫越過胸部並橫跨過肩部，而非頸部。)

貳、乘車安全篇



1.查看照後鏡有無
來車

2.將身體朝前傾,使照
後鏡角度範圍更大



一般習慣下車開法 正確下車開法



左手拉握把 右手拉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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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每年因車禍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約4000餘人

，是921大地震的兩倍，其所增加的社會成本支出極為

可觀，由此衍生出諸多社會問題。

雖然每年均投注鉅額經費在改善『交通安全』上，

然而成效卻極為有限。究其原因，在於交通事故發生

原因有99﹪是『人』的因素所造成。因此，如何教育

駕駛人具備『肇事預防』的觀念，即成為當務之急，

另提供『肇事處理』的原則，供諸位參考，並請不吝

指教，俾集思廣益，以完整處理車禍事件。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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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酒醉駕車酒駕(貨車撞連結車).wmv

v未注意車前狀況機車超前-怵目驚心20秒.avi

v未依規定讓車2機車超越砂石車_1.mpg

v違反號誌管制砂石車闖紅燈.mpg

v超速失控超速(衝便當店).wmv

v未保持安全距離跨雙黃線.wmv

v未依規定轉彎、超車危險駕駛--不讓我超車.wmv

v無照駕照偷開車5分鐘 2少年撞死 蘋果日報.mp4

馮姓少女撞擊後五官難辨，在地上留下大灘

血跡，殯葬人員覆上白布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肇事原因分析



13:46 26

o 行進間應注意各種易肇事突發事件

o 叉路口轉彎應注意大型車轉彎的內輪差.EXE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o 行進間應注意車輛之視覺死角跟大車視野死角撞到人.mp4

13:46 27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o 行經彎道應減速慢行

13:46 28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一)(二)(三)

減速
察看
小心通過

在正常天候下400公尺前
就能辨別行車管制號誌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注意交岔路口的潛在危險

綠燈時應有之防衛研判四周狀況
l 依照規定車道行駛或轉彎
l 注意行人車輛
l 注意死角
情境分析：
國內常有闖紅燈、
搶黃燈現象，在
深夜清晨或人車
少見之地區較常
發生。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注意交岔路口的潛在危險

2

紅燈停、綠燈行，且應注意違規闖紅
燈的行人或車輛。注意紅燈剩餘秒差

交通隊5分鐘簡報用.mpeg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肇事之處理
一、肇事處理程序

二、事故現場資料收集與保全

三、掌握拍照時機

四、拍攝要領

五、員警抵達後當事人注意事項

六、其它注意事項

肇事處理-3min.wmv



騎車要買保險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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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故發生時請務必記得要向警察備案。

ü未投保強制險經警方查獲罰鍰1500元
ü若肇事後被查獲無投保強制險罰6000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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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肇事之處理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肇事處理程序 •欲申報出險者須先報警處理

•保險車輛應於5日內申報出險

事
故
發
生

警
告
標
示

嚴重
程度

有人死亡

有人受傷

無人傷亡

當事人
同意

車輛尚
能行駛

否

是

否

是

自行
和解

保持現場

車輛定位
移置

保持現場

110

配合
警方
處理

離開
是

否
車輛定位
移置

110
119
112



事故發生後，應先打開危險警告燈，撤離
乘客至安全處所，並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事故地點 放置距離

高速公路 100公尺

快速公路 或 最低速限>60kph 80公尺

最高速限高於40kph 30-100公尺

最高速限低於40kph 5-30公尺

交通壅塞或車速≤10kph 5公尺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肇事處理程序



可利用蠟筆、噴漆、尖硬物(如石頭、磚塊
、鐵器)等物品做為標繪工具。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肇事處理程序

車角
定位法

車輪
定位法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拍攝要領

p自距離現場80~100公尺起，由遠而近每30
公尺拍1張。

p以標準鏡頭小光圈拍攝，力求真實清晰。

p鏡頭應與駕駛人眼睛同高，儘量平直，勿
一高一低。

p鏡頭應與道路平行或垂直，避免斜交。

p以鳥瞰式拍攝全景。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員警抵達後當事人注意事項

n應配合警員，說明事故發生經過

n應向警員說明相關跡證

n應主動向警員告知已被移動之車輛與傷亡者

n若聞有酒氣應確定警員是否實施酒測

n如有車輛、證件遭扣留，應索取收據

n製作筆錄時應據實回答

n應詳閱筆錄與現場圖；如有錯誤，應請警方更

正後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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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案注意事項：
使用手機報案，即使遭到鎖定或找不到網路，或尚
未插入SIM卡時，只要手機仍位於可使用之網路類
型涵蓋範圍內，仍可撥通119緊急求救系統。

當事人最好親自報案，或委託他人報案，此屬「自
首行為」，日後若須負擔刑事責任，依法得減刑。

※不得逕自離開現場，否則可能成為肇事逃逸案件：
發生交通事故無論有無肇事責任，均有義務實施救
護、報警處理等事項，如未經當事人同意而離去，
將可能成為肇事逃逸案件，而加重肇事責任。如現
場因遭受暴力威脅而避離者，應至最近之警察機關
主動說明。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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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叮嚀：
一、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二、彼此禮讓尊重他人。
三、自我防護注意安全。
四、按照車禍處理程序。
五、簽和解書時要注明民事刑事一併和解。
實踐履行，以期達到「人守法、車禮讓、
路安全」之目標，建立一個行車有序，溫
馨祥和的交通環境。

叄、肇事預防及肇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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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mp4

「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惟有遵循路權觀念及禮讓美德，則

行駛於任何道路方能趨吉避凶化險

為夷，確保用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