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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駕駛五個要訣安全駕駛五個要訣安全駕駛五個要訣安全駕駛五個要訣

• 1.抬頭遠看抬頭遠看抬頭遠看抬頭遠看，，，，增大安全距離增大安全距離增大安全距離增大安全距離。。。。

• 2.放寬視野放寬視野放寬視野放寬視野，，，，掌握兩側動態掌握兩側動態掌握兩側動態掌握兩側動態。。。。

• 3.雙眼游動雙眼游動雙眼游動雙眼游動，，，，熟識四周環境熟識四周環境熟識四周環境熟識四周環境。。。。

• 4.衡量環境衡量環境衡量環境衡量環境，，，，預留安全出路預留安全出路預留安全出路預留安全出路。。。。

• 5.適時示警適時示警適時示警適時示警，，，，預告行車動向預告行車動向預告行車動向預告行車動向。。。。



一般道路安全駕駛要領一般道路安全駕駛要領一般道路安全駕駛要領一般道路安全駕駛要領
1.做好行車前檢查，切忌在不佳的精神狀況下上路。。。。

2.調整後視鏡，以不影響方向操作靈敏度為原則。
3.遵守交通規則，集中精神專心駕駛。
4.變換車道前要確實觀察左右來車；於巷口或轉角處應該減速慢行。



轉彎

•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

•右轉彎時，應在距離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
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慢車道
或右轉車道，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

•左轉彎時，應在距離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
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
道，行駛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再行左轉，不
可占用直行車道或來車道搶先左轉。



轉彎
•設有分隔島劃分快、
慢車道，除另有規定
外，不可在慢車道上
左轉彎或在快車道上
右轉彎。

•設有左、右轉彎專用
車道的交岔路口，直
行車不可佔用最內側
或最外側或專用車
道。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
行。



路口停、聽、看



男子遭拖行男子遭拖行男子遭拖行男子遭拖行又被輾斃示意圖又被輾斃示意圖又被輾斃示意圖又被輾斃示意圖
騎士李繼賢遭李欣道駕駛的轎車撞上後，被拖行約

175公尺。



男子被甩開車底後男子被甩開車底後男子被甩開車底後男子被甩開車底後，，，，又遭後方貨又遭後方貨又遭後方貨又遭後方貨
車輾過斃命車輾過斃命車輾過斃命車輾過斃命。。。。

本資料取自
於爽報



騎士摔車騎士摔車騎士摔車騎士摔車腳架插臀腳架插臀腳架插臀腳架插臀18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臺南柳營18歲男學生蔡 XX摔車倒在郵筒下，被自己的機車腳架戳

進屁股。

本資料取自
於爽報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XX的女婿黃的女婿黃的女婿黃的女婿黃XX騎乘的綠色川崎騎乘的綠色川崎騎乘的綠色川崎騎乘的綠色川崎600c.c.大大大大

型重機車型重機車型重機車型重機車，，，，摔得車殼破裂摔得車殼破裂摔得車殼破裂摔得車殼破裂，，，，安全帽也有擦撞痕安全帽也有擦撞痕安全帽也有擦撞痕安全帽也有擦撞痕。。。。楊永盛攝楊永盛攝楊永盛攝楊永盛攝

本資料取自
於蘋果日報
報



黃黃黃黃XX出事的臺三線省道
苗栗三灣鄉下坡彎道。楊永盛攝

本資料取自
於蘋果日報
報



專家經驗專家經驗專家經驗專家經驗
重型摩托車運動協會重型摩托車運動協會重型摩托車運動協會重型摩托車運動協會副理事長李步競李步競李步競李步競表示大型重型機車，除
安全帽、防摔衣、手套、賽車靴外，還要有正確騎乘觀念，
才能確保安全，「「「「特別是彎曲的山路特別是彎曲的山路特別是彎曲的山路特別是彎曲的山路，，，，切勿與汽車並行切勿與汽車並行切勿與汽車並行切勿與汽車並行。」。」。」。」

• 最好隨車隊出遊最好隨車隊出遊最好隨車隊出遊最好隨車隊出遊
李步競李步競李步競李步競說，很多重機騎士超車都還是以一般機車的一般機車的一般機車的一般機車的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從右側超車從右側超車從右側超車從右側超車，往往會受到汽車碰撞造成意
外，剛入門的重機騎士須改變觀念，「「「「超車時應從超車時應從超車時應從超車時應從
左側超車左側超車左側超車左側超車，，，，且不可跨越雙黃線且不可跨越雙黃線且不可跨越雙黃線且不可跨越雙黃線。」。」。」。」
重機車玩家賢哥重機車玩家賢哥重機車玩家賢哥重機車玩家賢哥說，騎乘重機車除裝備齊全外，上路
前也要檢查車況，另外，喜歡騎山路的車友，建議更
換抓地力較好的輪胎，「而且最好跟著車隊出遊，因
為車隊會配有無線電，隨時相互照應通報路況，避免
因臨時狀況發生意外。」



車翻躺國道車翻躺國道車翻躺國道車翻躺國道
凌晨行經中山高南下凌晨行經中山高南下凌晨行經中山高南下凌晨行經中山高南下126公里公里公里公里、、、、苗栗頭屋路段時苗栗頭屋路段時苗栗頭屋路段時苗栗頭屋路段時，，，，左前輪爆左前輪爆左前輪爆左前輪爆
胎胎胎胎，，，，車子失控衝破中央護欄車子失控衝破中央護欄車子失控衝破中央護欄車子失控衝破中央護欄、、、、橫跨橫跨橫跨橫跨5個車道後個車道後個車道後個車道後，，，，橫躺在北上橫躺在北上橫躺在北上橫躺在北上

的外線兩車道的外線兩車道的外線兩車道的外線兩車道

本資料取自
於蘋果日報
報



槽車爆炸槽車爆炸槽車爆炸槽車爆炸駕駛成焦屍駕駛成焦屍駕駛成焦屍駕駛成焦屍
一部滿載化學溶劑的槽車一部滿載化學溶劑的槽車一部滿載化學溶劑的槽車一部滿載化學溶劑的槽車，，，，疑因爆胎失控疑因爆胎失控疑因爆胎失控疑因爆胎失控，，，，先撞斷兩根電線桿先撞斷兩根電線桿先撞斷兩根電線桿先撞斷兩根電線桿，，，，

再衝入對向車道翻覆爆炸起火再衝入對向車道翻覆爆炸起火再衝入對向車道翻覆爆炸起火再衝入對向車道翻覆爆炸起火

本資料取自
於蘋果日報
報



高速甩尾鏟飛高速甩尾鏟飛高速甩尾鏟飛高速甩尾鏟飛 3車疊羅漢車疊羅漢車疊羅漢車疊羅漢

本資料取自
於蘋果日報
報



機車及機車駕駛人之特性機車及機車駕駛人之特性機車及機車駕駛人之特性機車及機車駕駛人之特性

•機車之車體較小機車之車體較小機車之車體較小機車之車體較小，，，，汽車駕駛不易發覺汽車駕駛不易發覺汽車駕駛不易發覺汽車駕駛不易發覺。。。。

•機車之穩定度不佳機車之穩定度不佳機車之穩定度不佳機車之穩定度不佳。。。。

•前後輪煞車裝置是分別由不同的兩個系統前後輪煞車裝置是分別由不同的兩個系統前後輪煞車裝置是分別由不同的兩個系統前後輪煞車裝置是分別由不同的兩個系統
操作控制操作控制操作控制操作控制。。。。兩者操作不當時易發生意外兩者操作不當時易發生意外兩者操作不當時易發生意外兩者操作不當時易發生意外。。。。

•肉包鐵肉包鐵肉包鐵肉包鐵。。。。

•騎乘機車駕駛者遠方及橫向路況較不清騎乘機車駕駛者遠方及橫向路況較不清騎乘機車駕駛者遠方及橫向路況較不清騎乘機車駕駛者遠方及橫向路況較不清
楚楚楚楚，，，，不易掌握行車安全不易掌握行車安全不易掌握行車安全不易掌握行車安全。。。。



機車安全

•注意穿越道路之行人注意穿越道路之行人注意穿越道路之行人注意穿越道路之行人

•保持足夠間隔保持足夠間隔保持足夠間隔保持足夠間隔、、、、距離距離距離距離

•信號是駕駛之語言信號是駕駛之語言信號是駕駛之語言信號是駕駛之語言

•違規左轉車輛違規左轉車輛違規左轉車輛違規左轉車輛

•車門突然開啟車門突然開啟車門突然開啟車門突然開啟

•四輪車之內輪差四輪車之內輪差四輪車之內輪差四輪車之內輪差

•行駛位置的選擇行駛位置的選擇行駛位置的選擇行駛位置的選擇，，，，保持良好的視野保持良好的視野保持良好的視野保持良好的視野



•機車是肉包鐵的交通工具機車是肉包鐵的交通工具機車是肉包鐵的交通工具機車是肉包鐵的交通工具，危險因子高，基於安全考
量騎乘機車及附載人應戴安全帽，保護頭部保護頭部保護頭部保護頭部、、、、降低意降低意降低意降低意
外傷害外傷害外傷害外傷害。。。。

1. 根據醫學統計，騎乘機車發生車禍者，每十人即有
九人因未戴安全帽，腦部重創。

2.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1條規定機器腳踏車
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
人新台幣五百元罰鍰。

安全帽的重要性



1.戴安全帽

3.一個指頭穿入

2.將扣環扣上

4.一切檢查妥當後才出發



安全帽應為乘坐機器腳踏車專用之安全帽，經<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於帽體貼有檢驗合
格標誌或梅花型Ｓ產品安全標誌。



雨天騎車注意事項雨天騎車注意事項雨天騎車注意事項雨天騎車注意事項
1.遇下雨視線不良，應開車燈，提醒來車注意
2.應使用合格合格合格合格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帽帽帽帽，並按規定佩戴
3.天雨路滑，應減速慢行並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4.若雨勢過大，可於路邊暫停，以策安全
資料來源：屏東縣警局交通隊

西瓜皮安全帽



常發生的危險駕駛行為

• 啟動時啟動時啟動時啟動時急加速急加速急加速急加速、、、、

• 開車時經常喜歡超速行駛開車時經常喜歡超速行駛開車時經常喜歡超速行駛開車時經常喜歡超速行駛

• 駕駛時不專心駕駛時不專心駕駛時不專心駕駛時不專心

• 操作不安全的設備操作不安全的設備操作不安全的設備操作不安全的設備，，，，刻意忽視危險刻意忽視危險刻意忽視危險刻意忽視危險



初學駕車的交通行為特性

•初學駕車的青少年初學駕車的青少年初學駕車的青少年初學駕車的青少年，，，，通常僅會通常僅會通常僅會通常僅會全神貫注於在它全神貫注於在它全神貫注於在它全神貫注於在它
前方的那些車輛前方的那些車輛前方的那些車輛前方的那些車輛，，，，而少於注意車道環境內的其而少於注意車道環境內的其而少於注意車道環境內的其而少於注意車道環境內的其
他車輛他車輛他車輛他車輛，，，，因此比有經驗司機在道路上駕駛發生因此比有經驗司機在道路上駕駛發生因此比有經驗司機在道路上駕駛發生因此比有經驗司機在道路上駕駛發生
事故的危險性較高事故的危險性較高事故的危險性較高事故的危險性較高。。。。

•青少年開車青少年開車青少年開車青少年開車喜歡呼朋引伴喜歡呼朋引伴喜歡呼朋引伴喜歡呼朋引伴，，，，邀朋友參加尤其是邀朋友參加尤其是邀朋友參加尤其是邀朋友參加尤其是
異性異性異性異性，，，，且當事故發生時且當事故發生時且當事故發生時且當事故發生時，，，，許多青少年乘客死在許多青少年乘客死在許多青少年乘客死在許多青少年乘客死在
碰撞發生碰撞發生碰撞發生碰撞發生時時時時。。。。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喜歡周末喜歡周末喜歡周末喜歡周末、、、、夜晚夜晚夜晚夜晚，，，，甚至於深夜開車甚至於深夜開車甚至於深夜開車甚至於深夜開車。。。。

•很大比例的事故是很大比例的事故是很大比例的事故是很大比例的事故是衝出路外衝出路外衝出路外衝出路外，，，，或單一車輛的或單一車輛的或單一車輛的或單一車輛的碰碰碰碰
撞事故撞事故撞事故撞事故。。。。



騎機車忽略的安全問題

忽略忽略忽略忽略視野死角視野死角視野死角視野死角或或或或內輪差內輪差內輪差內輪差

騎車在彎道未減速騎車在彎道未減速騎車在彎道未減速騎車在彎道未減速，，，，

以以以以壓車壓車壓車壓車過彎道過彎道過彎道過彎道；；；；在在在在彎道未減速彎道未減速彎道未減速彎道未減速，，，，以跨越中以跨越中以跨越中以跨越中
央分向線方式過彎道央分向線方式過彎道央分向線方式過彎道央分向線方式過彎道；；；；

原本騎在汽車後方的機車原本騎在汽車後方的機車原本騎在汽車後方的機車原本騎在汽車後方的機車，，，，會利用過會利用過會利用過會利用過彎道彎道彎道彎道
時加速時加速時加速時加速，，，，騎到汽車前方騎到汽車前方騎到汽車前方騎到汽車前方；；；；

因因因因路邊停車路邊停車路邊停車路邊停車，，，，機車機車機車機車騎到汽車道上騎到汽車道上騎到汽車道上騎到汽車道上等的危險等的危險等的危險等的危險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三高中生共乘機車三高中生共乘機車三高中生共乘機車三高中生共乘機車遭砂石車撞斃遭砂石車撞斃遭砂石車撞斃遭砂石車撞斃

2007/10/27 21:59

雲林縣發生一起死亡車禍，一口氣奪走三條年輕的生
命！三個高中生，無照三貼騎機車機車機車機車，逆向行駛，迎面撞
上砂石車，摩托車被撞得面目全非，三個人通通不幸慘
死。這輛摩托車，車身支離破碎、完全扭曲，成了一團
廢鐵，碎片凌亂四處飛散。



駕駛人之視覺盲點



青少年開車時通常有乘客青少年開車時通常有乘客青少年開車時通常有乘客青少年開車時通常有乘客
• 青少年開車時車上通常有乘青少年開車時車上通常有乘青少年開車時車上通常有乘青少年開車時車上通常有乘
客客客客，，，，9/199/199/199/19日上午又有一起車日上午又有一起車日上午又有一起車日上午又有一起車
禍意外禍意外禍意外禍意外，，，，兩名東華大學運動兩名東華大學運動兩名東華大學運動兩名東華大學運動
休閒管理系的學生休閒管理系的學生休閒管理系的學生休閒管理系的學生，，，，騎機車騎機車騎機車騎機車
互載往學校途中互載往學校途中互載往學校途中互載往學校途中，，，，疑似因為疑似因為疑似因為疑似因為
車速過快車速過快車速過快車速過快，，，，失控撞上路樹失控撞上路樹失控撞上路樹失控撞上路樹，，，，
載人的男學生臉部直接撞擊載人的男學生臉部直接撞擊載人的男學生臉部直接撞擊載人的男學生臉部直接撞擊
樹木樹木樹木樹木，，，，送醫急救後已經沒有送醫急救後已經沒有送醫急救後已經沒有送醫急救後已經沒有
生命跡象生命跡象生命跡象生命跡象，，，，後座的女同學經後座的女同學經後座的女同學經後座的女同學經
過搶救撿回一命過搶救撿回一命過搶救撿回一命過搶救撿回一命。。。。人行道大人行道大人行道大人行道大
片血跡片血跡片血跡片血跡，，，，就連一旁路樹都染就連一旁路樹都染就連一旁路樹都染就連一旁路樹都染
上鮮血上鮮血上鮮血上鮮血，，，，可見當時衝撞力道可見當時衝撞力道可見當時衝撞力道可見當時衝撞力道
之強勁之強勁之強勁之強勁。。。。



經驗

• 天空下著天空下著天空下著天空下著大雨大雨大雨大雨，，，，路上不但有積水路上不但有積水路上不但有積水路上不但有積水，，，，馬路馬路馬路馬路
上的斑馬線更是濕滑上的斑馬線更是濕滑上的斑馬線更是濕滑上的斑馬線更是濕滑，，，，每台經過的機車每台經過的機車每台經過的機車每台經過的機車
都得小心翼翼都得小心翼翼都得小心翼翼都得小心翼翼，，，，深怕車輪打滑深怕車輪打滑深怕車輪打滑深怕車輪打滑、、、、摔車摔車摔車摔車。。。。

• 怎麼騎才安全怎麼騎才安全怎麼騎才安全怎麼騎才安全，，，，在下雨天通過標線時在下雨天通過標線時在下雨天通過標線時在下雨天通過標線時，，，，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分成二段式煞車分成二段式煞車分成二段式煞車分成二段式煞車，，，，先煞後輪再煞先煞後輪再煞先煞後輪再煞先煞後輪再煞
前輪前輪前輪前輪，，，，分散衝擊力道分散衝擊力道分散衝擊力道分散衝擊力道，，，，才不會重心不才不會重心不才不會重心不才不會重心不
穩穩穩穩，，，，摔車受傷摔車受傷摔車受傷摔車受傷，，，，路面標線的材質尚未改路面標線的材質尚未改路面標線的材質尚未改路面標線的材質尚未改
進前進前進前進前，，，，民眾得學會聰明騎車民眾得學會聰明騎車民眾得學會聰明騎車民眾得學會聰明騎車，，，，才能保護才能保護才能保護才能保護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危險駕駛行為：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

汽車駕駛人汽車駕駛人汽車駕駛人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處處處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6000-24000元罰鍰元罰鍰元罰鍰元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1、、、、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蛇行蛇行蛇行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或以其他危險方式或以其他危險方式或以其他危險方式
駕車者駕車者駕車者駕車者。。。。

2、、、、行車速度行車速度行車速度行車速度，，，，超超超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過規定之最高時過規定之最高時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速速速60公里公里公里公里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3、、、、拆除消音器拆除消音器拆除消音器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者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者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者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者。。。。

※※※※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 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路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路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路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路上蛇行蛇行蛇行蛇行，，，，或或或或
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或在道路上競駛或在道路上競駛或在道路上競駛或在道路上競駛、、、、
競技者競技者競技者競技者，，，，處處處處NT.$30000-90000元罰鍰元罰鍰元罰鍰元罰鍰，，，，並當並當並當並當
場禁止其駕駛及場禁止其駕駛及場禁止其駕駛及場禁止其駕駛及吊銷其駕駛執照吊銷其駕駛執照吊銷其駕駛執照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蛇行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蛇行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蛇行汽車駕駛人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或以其他危險或以其他危險或以其他危險
方式駕車方式駕車方式駕車方式駕車，，，，行車速度行車速度行車速度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超過規定之最高時超過規定之最高時超過規定之最高時
速速速速60公里以上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公里以上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公里以上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公里以上及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
路上蛇行路上蛇行路上蛇行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或在或在或在或在
道路上競駛道路上競駛道路上競駛道路上競駛、、、、競技者競技者競技者競技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並吊扣該汽車牌照
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
違反上述行為者違反上述行為者違反上述行為者違反上述行為者，，，，没没没没入該汽車入該汽車入該汽車入該汽車。。。。



離心力之大小是與車速的離心力之大小是與車速的離心力之大小是與車速的離心力之大小是與車速的平方成正比平方成正比平方成正比平方成正比
例如：車速增加為2倍時，則離心力會增加為4倍。

騎乘機車須適度傾斜車身傾斜車身傾斜車身傾斜車身以克服離心力離心力離心力離心力



酒精對操控車輛之影響

1. 反應遲鈍反應遲鈍反應遲鈍反應遲鈍。。。。
2. 駕駛能力受損駕駛能力受損駕駛能力受損駕駛能力受損。。。。
3. 遲而不決或決而不行遲而不決或決而不行遲而不決或決而不行遲而不決或決而不行。。。。

興奮0.05 -0.08%

1. 多數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不定多數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不定多數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不定多數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不定。。。。
2. 視覺與反應靈敏度減弱視覺與反應靈敏度減弱視覺與反應靈敏度減弱視覺與反應靈敏度減弱。。。。
3. 對速度及距離的判斷力差對速度及距離的判斷力差對速度及距離的判斷力差對速度及距離的判斷力差。。。。

陶醉感0.03 -0.05%

無明顯影響無明顯影響無明顯影響無明顯影響，，，，幾乎與未飲酒無異幾乎與未飲酒無異幾乎與未飲酒無異幾乎與未飲酒無異。。。。清醒0.03% 以下

對駕駛人能力之影響狀態狀態狀態狀態(BAC) 
血液中酒精含量血液中酒精含量血液中酒精含量血液中酒精含量



酒精對操控車輛之影響

已無法開車已無法開車已無法開車已無法開車。。。。昏睡超過 0.5%

1. 駕駛人視線模糊進入恍惚狀態駕駛人視線模糊進入恍惚狀態駕駛人視線模糊進入恍惚狀態駕駛人視線模糊進入恍惚狀態。。。。
2. 駕駛不穩定駕駛不穩定駕駛不穩定駕駛不穩定、、、、判斷力減弱判斷力減弱判斷力減弱判斷力減弱。。。。

痲痹超過 0.15%

1. 判斷力嚴重受到影響判斷力嚴重受到影響判斷力嚴重受到影響判斷力嚴重受到影響。。。。
2. 體能與精神協調受損體能與精神協調受損體能與精神協調受損體能與精神協調受損。。。。
3. 駕駛人之體能困難度增加駕駛人之體能困難度增加駕駛人之體能困難度增加駕駛人之體能困難度增加。。。。

錯亂0.08-0.15%

對駕駛人能力之影響狀態狀態狀態狀態(BAC) 
血液中酒精含量血液中酒精含量血液中酒精含量血液中酒精含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酒醉駕車對駕駛行為之分析研究



酒後駕車罰則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一年；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
駛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
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有前項應受吊
扣情形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觸犯刑法時加重其刑1/2。



酒後駕車罰則-1

•駕駛營業大客車因酒駕應受吊扣情形者駕駛營業大客車因酒駕應受吊扣情形者駕駛營業大客車因酒駕應受吊扣情形者駕駛營業大客車因酒駕應受吊扣情形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吊銷其駕駛執照吊銷其駕駛執照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經吊扣駕駛執照汽車駕駛人經吊扣駕駛執照汽車駕駛人經吊扣駕駛執照汽車駕駛人經吊扣駕駛執照，，，，並於吊扣期並於吊扣期並於吊扣期並於吊扣期
間再有酒後者間再有酒後者間再有酒後者間再有酒後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並並並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吊銷其駕駛執吊銷其駕駛執吊銷其駕駛執
照照照照，，，，並不得再考領並不得再考領並不得再考領並不得再考領（（（（均均均均3333年年年年）。）。）。）。



•代客叫車代客叫車代客叫車代客叫車LogoLogoLogoLogo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手勢代表國際間通用手語手勢代表國際間通用手語手勢代表國際間通用手語手勢代表國際間通用手語，，，，代表我愛妳的意思代表我愛妳的意思代表我愛妳的意思代表我愛妳的意思，，，，
食指與小指代表食指與小指代表食指與小指代表食指與小指代表UUUU，，，，食指與大拇指代表著食指與大拇指代表著食指與大拇指代表著食指與大拇指代表著LoveLoveLoveLove的的的的
LLLL，，，，對普羅大眾有關懷對普羅大眾有關懷對普羅大眾有關懷對普羅大眾有關懷、、、、關心之意涵關心之意涵關心之意涵關心之意涵。。。。外框以歪斜外框以歪斜外框以歪斜外框以歪斜
酒液形狀代表理性飲酒酒液形狀代表理性飲酒酒液形狀代表理性飲酒酒液形狀代表理性飲酒，，，，節制不過量節制不過量節制不過量節制不過量，，，，色彩採黃色彩採黃色彩採黃色彩採黃
黑二色黑二色黑二色黑二色，，，，其中黃色與計程車顏色相連結其中黃色與計程車顏色相連結其中黃色與計程車顏色相連結其中黃色與計程車顏色相連結，，，，KGKGKGKG----7529752975297529
表達開車請勿喝酒訊息表達開車請勿喝酒訊息表達開車請勿喝酒訊息表達開車請勿喝酒訊息。。。。

•酒測值檢定目前以抽血及酒測值檢定目前以抽血及酒測值檢定目前以抽血及酒測值檢定目前以抽血及
呼氣為主呼氣為主呼氣為主呼氣為主。



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交通事故處理原則



員警到達前

•放置警告標誌

事故發生後，首先要撒離車上乘客至安
全處所，並於適當距離處，放置車輛故障
標誌。（依速限區分，置於事故地點後方
30-100公尺處）



員警到達前

•無人傷亡事故

1.車輛尚能行駛，應速標繪車輛位置後，
將車輛移置路邊，避免妨礙交通並維護自
身安全。（違者600-1800）

2.如車輛毀損嚴重，無法行駛者，可不必
移置。



員警到達前

•無人傷亡事故

3.駕駛人可自行協調理賠事宜，如當場自行
和解，可不必報警處理；如無法達成和解或
需以保險理賠者，則報警處理並於5日內通
知保險公司。（處62-1：駕駛汽車肇事，無
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1000-
3000；逃逸者，吊扣駕照1-3個月）

4.報警處理，於現場等候，警方將儘速到場



撞上了，當事人應變處理原則

放放放放 放置警告標誌放置警告標誌放置警告標誌放置警告標誌

打開車輛閃光黃燈打開車輛閃光黃燈打開車輛閃光黃燈打開車輛閃光黃燈，，，，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

距離處距離處距離處距離處，，，，放置車輛故障標誌放置車輛故障標誌放置車輛故障標誌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依事故道路的速限依事故道路的速限依事故道路的速限依事故道路的速限，，，，作為放置距離作為放置距離作為放置距離作為放置距離。。。。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在速限在速限在速限在速限50505050公里的道路公里的道路公里的道路公里的道路，，，，車輛故障標誌就車輛故障標誌就車輛故障標誌就車輛故障標誌就

放置於車後放置於車後放置於車後放置於車後50505050公尺處公尺處公尺處公尺處



撞上了，當事人應變處理原則

撥 撥打撥打撥打撥打110110110110（（（（報警報警報警報警））））與與與與119119119119（（（（救護救護救護救護））））

或或或或112112112112（（（（緊急求救緊急求救緊急求救緊急求救））））

或亦可通知保險公司協助處理或亦可通知保險公司協助處理或亦可通知保險公司協助處理或亦可通知保險公司協助處理

※※※※ 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車號車號車號車號、、、、車車車車

種種種種、、、、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



撞上了，當事人應變處理原則

劃 將事故雙方車輛位置劃線定

位

※「有人傷亡」事故，因屬刑案性質，應保持

現場完整，待救護人員前來處理，再標示定位



如何標繪事故現場

標繪事故現場標繪事故現場標繪事故現場標繪事故現場，，，，可利用蠟筆可利用蠟筆可利用蠟筆可利用蠟筆、、、、尖硬物尖硬物尖硬物尖硬物（（（（如石如石如石如石

頭頭頭頭、、、、角鐵角鐵角鐵角鐵、、、、鐵棒鐵棒鐵棒鐵棒））））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做做做做

為標繪工具為標繪工具為標繪工具為標繪工具

車角定位法車角定位法車角定位法車角定位法：：：：描繪汽車的四個車角描繪汽車的四個車角描繪汽車的四個車角描繪汽車的四個車角（（（（或輪或輪或輪或輪

胎胎胎胎））））並以並以並以並以△△△△標明車輛行進方向標明車輛行進方向標明車輛行進方向標明車輛行進方向

車胎定位法車胎定位法車胎定位法車胎定位法

△△ △△



如何標繪事故現場

標繪事故現場標繪事故現場標繪事故現場標繪事故現場，，，，可利用蠟筆可利用蠟筆可利用蠟筆可利用蠟筆、、、、尖硬物尖硬物尖硬物尖硬物（（（（如石如石如石如石

頭頭頭頭、、、、角鐵角鐵角鐵角鐵、、、、鐵棒鐵棒鐵棒鐵棒））））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做做做做

為標繪工具為標繪工具為標繪工具為標繪工具

機（慢）車：描繪機（慢）車兩個輪胎半圓與把手的

位置

行人：圈繪行人倒地的位置



撞上了，當事人應變處理原則

移 移開車輛移開車輛移開車輛移開車輛

※※※※「「「「無人傷亡無人傷亡無人傷亡無人傷亡」」」」事故事故事故事故，，，，車輛尚能行駛車輛尚能行駛車輛尚能行駛車輛尚能行駛，，，，應儘應儘應儘應儘

速將車輛位置標繪移置路邊速將車輛位置標繪移置路邊速將車輛位置標繪移置路邊速將車輛位置標繪移置路邊。。。。

動畫欣賞



員警到達前

•有人傷亡事故處理原則—先放警告標誌後

1.儘速救護傷患，並尋求他人協助，將傷
者送醫。

2.保持現場完整，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
及現場跡證。但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當事人均同意當事人均同意當事人均同意
時時時時，應將事故車輛標繪定位，移置不妨礙
交通處所。（亦可先觀察現場交通狀況亦可先觀察現場交通狀況亦可先觀察現場交通狀況亦可先觀察現場交通狀況）

3.報警處理：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車號車號車號車號、、、、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



注意事項

•處62-3：駕車肇事致人傷亡，應即採取救
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
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跡證，
違者3000-9000。

•發生交通事故無論有無肇事責任，均有義
務實施救護、報警，如未經當事人同意而
離去，可能會被認定為肇事逃逸案件而涉
及遺棄刑責。



員警到達前

•標繪事故現場方法

可利用蠟筆、噴漆、尖硬物（石頭、磚
塊、鐵器）等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做為
標繪工具。

1.汽車：描繪汽車的四個車角（或輪
胎），並以三角形標明車輛行進方向。

2.機慢車：標繪兩輪胎半圓及把手位置。



注意事項-1

•與對方協商處理時，務必心平氣和，切勿
動手徒生事端。

•確認事故當事人，避免對方冒充頂替，逃
避責任。

•送傷者就醫，如無他車可用，必須使用肇
事車輛時，請先標繪車輛位置。



注意事項-2

•儘可能將現場概況、地面痕跡、散落物、
肇事車輛損壞情形，及傷亡者情形拍照存
證。

•設法尋找目擊證人，協助釐清案情。

•查看附近有無監視錄影設備，必要時可請
員警取證，以利釐清事故發生情形。



事故處理過程中

•配合警方，說明事故發生經過，車輛或傷
亡人員如已被移動過，應主動告訴處理人
員，以維護本身權益。

•現場重要跡證（如煞車痕、刮地痕等），
應請處理人員蒐證，並請其拍照存證。

•駕駛人若有飲酒徵狀，處理人員會對各造
駕駛人實施酒精濃度檢測，如果懷疑對造
駕駛人有酒後駕車，亦可向處理人員提出
要求檢測。



事故處理過程中

•現場圖及筆錄簽章前，應詳細閱讀，如發
現有誤或缺漏，應請處理人員補正。

•肇事車輛如因機件或車上痕跡證據還有檢
驗、鑑定或查證必要，處理單位可以暫時
扣留處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如係依
刑訴法扣押者，則依檢察官或法官裁定發
還，肇事車輛被扣留或扣押，處理機關均
應發給收據。



事故處理過程中

•現場調查訊問完畢，警方會開具「道路交
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給當事人，以利
後續處理事宜，如果警方未開具，可以主
動索取。

•事故車輛原則上由當事人或家屬自行處
理，無法行駛須拖吊時，可儘量利用原廠
或信用卡拖吊服務。



當事人權益

•申請事故資料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可於交通事故現場處
理完畢7日後，向處理單位查詢事故處理情
形，並可申請閱覽或核發「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與現場相片，另於事故發生30日
後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
表」。



當事人權益

•申請鑑定

1.對於警察機關所提供肇事原因分析研判有
異議時，可在事故發生當日起6個月內逕向
發生地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鑑定。

2.當事人對前項鑑定仍有異議時，得於收受
鑑定書翌日起30日內，敘明理由，以書面
向所轄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覆議。



當事人權益

•申請鑑定

3.已進入司法程序案件，應訴請法院囑託鑑
定或覆議。

4.當事人對鑑定結果仍有異議時，應自行舉
證具狀陳明，提供法院審理時參考。



當事人權益

•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1.因汽車交通事故致體傷、殘廢或死亡者，
除單一汽車交通事故之駕駛人，或受害人
之故意行為或從事犯罪行為（如酒後駕車
或逃避警方追捕）等所致外，受害人或其
繼承人均可依法申請強制責任險保險金或
補償金，且手續簡便，無須另支付費用委
託他人辦理。



當事人權益

•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2.強制保險辦理詳情可向各地產物保險公司
或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0800-565678）查詢。申請理賠應由被保
險人、受害人或其繼承人於事故發生5日
內，將事故發生的當事人、時間、地點及
經過情形等資料，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



當事人權益

•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理賠項目、額度：

（1）傷害醫療給付：毎人最高20202020萬萬萬萬元。

（2）殘廢給付：毎人最高150萬元。

（3）死亡給付：毎人150萬元。

＊毎人傷害死亡最高給付170萬元，毎一事
故無理賠人數限制。



當事人權益

•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3.車輛損毀或財物損失案件，應自行調解理
賠，或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聲請調解，或向地方法院民事庭訴請審理
（民事賠償警察機關不受理、不干涉）。



當事人權益

•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4.有人員受傷案件，刑事傷害責任部分，被
害人得於事故發生後6個月內，主動向肇事
地點轄區分局偵查隊或地方法院檢察署提
出告訴（得附帶民事訴訟）；民事賠償部
分得自行協調理賠，或向鄉、鎮、市、區
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向地方法院
民事庭訴請審理。



當事人權益

•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5.當事人對於肇事違規罰單舉發內容若有異
議，請逕向應到案之交通事件裁決所（監
理所、站）提出申訴或向法院聲明異議。



即將下課,放鬆心情

臺南監理站臺南監理站臺南監理站臺南監理站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行車平安行車平安行車平安行車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