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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學會有效預防車禍觀念, 將來能救自己與家人一命

今天課程, 有一人聽到一個重點, 未來也救了他一命

今天課程所花的心血, 就值得了



486機車預防車禍影片



《茶里小動畫》我在台灣出車禍的那天



AI與車禍預防



現場舉手詢問

1 曾經歷過車禍? 車禍可以預防嗎?

2 汽機車白天開大燈, 能減少車禍?

3 路面白線有細白線, 及粗白線(15公分), 粗白線右邊可以行駛?? 

4 對方機車閃避, 2車沒撞到彼此, 對方自己摔倒受傷, 不甘我的事, 我可以離開車禍現場?

5 被飆車族撞傷, 對方已逃走也找不到, 受傷醫療費用花5萬元, 可理賠??

6 車禍時, 對方阿伯受傷住院, 出院時打電話請你來醫院付醫藥費, 請問要如何處理?

7 檢舉魔人對改善交通有無幫助？







車禍的恐怖感覺



台灣的交通



道安資訊查詢網



台灣18~24歲年輕人, 每周因車禍身故平均有4.8人

4.8





再好才華, 一次車禍就沒了



2023/1/5

● 地點 : 塩行

● 原因:

女機車騎士為閃前方停靠路邊載客的

統聯客運，遭後方曳引車擦撞倒地

注意前方,前前方，提早決定，

或乾脆停車等安全再騎



18-24歲機車死傷

每周4.9年輕人因機車車禍身故



老人車禍(65歲以上)

每周平均22老人車禍身故



秒懂的懶人包
(一頁一重點)



綠燈請慢2秒再起步



時間調快十分鐘, 就不需用生命趕路

手錶, 時鐘調快十分鐘



小心猴子闖紅燈



2大風險—上班時段, 平交道都是高風險



煞車不是說停就停--(帶個量尺, 現場量測)

● 車速為五十公里，煞停反應距離高達28公尺



紅綠燈小常識

● 左紅, 右綠

● 2邊紅綠燈約2秒同時紅燈

● 唯一例外: 機車要2段式左轉



閃紅, 閃黃

● 閃紅: 類紅燈, 停車再開

● 閃黃: 類黃燈, 減速慢行



騎車遇黃燈怎麼辦? 衝或停? 自行判斷

● 黃燈：通行時間即將結束，需視情況決定. 停止或通過。

● 車子速度

● 車子位置

● 路口的長度



車禍有2種--自摔自撞案例



車子不要隨便借人騎



與前車保持安全車距



白天也開大燈

● 夜間, 雨天也要開

● 減少車禍發生



無號誌路口或巷口, 減速或停車



無號誌路口或巷口, 減速或停車



路面有“禁行機車”不要騎



不要騎路肩
● 一般道路有路肩, 只是你不知道

● 鞋無法”蓋滿”=15公分”路面邊線”

● “路面邊線”的右邊=路肩, 不可騎



機車二段式左轉

●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說三次

● 看到下面左圖或右圖, 機車都要2段式左轉

(路口沒劃”機慢車待轉區”白框, 仍要2段式左轉)





車縫有猴子會竄出(一)



車縫有猴子會竄出(二)



不可酒駕或無照

● 冬令進補酒精濃度會超標

● 車險不賠的2大天條



車子健康狀況要注意



行車記錄器很重要
(機車車前, 車尾都要裝)



行車記錄器很重要



顏色可視度, 綠>白>黃

● 衣服, 安全帽, 車後飾物



機車保險要買好

● 凡事做最壞的打算

● 請加購第三人責任險, 

保險公司會協助處理車禍

● 車險2大重點, 要有且要夠
○ 第三人責任險

○ 自撞自摔保險

上網問車禍的網友, 都是沒保第三人責任險



外送工作的機車險, 要買營業用機車險

● 買一般的機車險, 不會賠

● 必須買營業用的機車險

● 保費較貴



不要租汽機車

● 發生車禍, 您就GG了

● 民間租車都不會保第三人責任保險

● iRent 或Goshare 大品牌租車, 

有附第三人責任險, 才考慮租



機車不要裝防風手套



戴緊安全帽, 保護顏面(影片14 1:41)

臉部受傷疤痕



遠離老人與計程車



車子速度越快, 視野越小(影片12 0: 45)



小心轉彎車



小心廻轉車



遠離大車—大車後方也不要靠近



小心路邊汽車突開車門



不要鑽車縫



小心堆高機



台灣人暴躁體質(機車前方行車記錄器)



台灣人暴躁體質(機車後方行車記錄器)



轉念, 就不會怒氣—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所有發生的, 就是最好的安排



不要移動受傷者



沒撞上害自摔不理直接開走變成“肇事逃逸“ (影片15  1:27)



防止二次車禍, 車後100公尺放好警告物



防止二次車禍, 車後100公尺放好警告物



防止二次車禍, 車後100公尺放好警告物



遇警請配合, 不要妨礙公務





車禍撞死人賠多少



車禍如何和解..



和解的最好作法

● 上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做調解

● 請保險理賠員或正派專業人士協助



調解委員的一天



總結



簡單總結

騎卡慢



用路人就是我的家人

● 母湯用生命趕路

● 路上行人皆親人







正派專業人士

(林志玲專線)

車禍危機處理24小時不關機:

洪基峰

0953-880-040





問題1 車速50公里, 煞車距離約多少公尺?

1. 28公尺

2. 10公尺

3. 5公尺



問題2 當旁邊有車陣, 機車直行要注意什麼?

1. 減速慢行, 防患車縫有車或行人竄出

2. 保持原速度



問題3 18-24歲年輕人因車禍身故4.8位, 指那個時間範
圍內 ?

1. 一周

2. 一月

3. 一年



問題4 趕時間容易發生車禍, 那些方法最簡單且可行

1. 平時調快時間(手錶, 時鐘)

2. 請同學開車載



問題5 車速越快時, 視野範圍為何

1. 越小

2. 越大

3. 不一定



問題6 遇到大車時要有何對策

1. 離遠點, 能閃就閃

2. 沒差啦, 只要不撞到我就好

3. 和大車並行



問題7 那些是車禍預防觀念

1. 貼近大車行駛

2. 不用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3. 機車依規定做2段式左轉



問題8 同學還沒考上駕照, 要跟我借機車, 基於同學之情

1. 借他騎沒關係, 不會剛好那麼倒楣出事

2. 不借他, 並勸他快去考照

3. 看心情, 可借可不借



問題9 小明發生車禍時, 對方下落不明, 醫藥費5萬元求助無門

1. 自認倒楣

2. 找黑道去協尋對方

3. 向特別補償基金會申請理賠



問題10 寒冬同學們相邀去吃薑母鴨, 何種作法最恰當

1. 騎機車去回

2. 開車去回

3. 坐計程車去回



問題11 最常見汽機車保險不理賠情況

1. 無照駕駛

2. 酒駕

3. 以上皆是



問題12 車禍後保險黃牛假好心幫忙, 如何分辨對方是否保險黃牛

1. 看外表

2. 聽談吐

3. 簽合約書



問題13 粗白線(15公分)的右側叫路肩, 可以行駛?

1. 不可行駛(除了起駛或停車) 

2. 可行駛

3. 看心情



問題14  閃紅燈代表意義?

1. 停車再開

2. 減速慢行

3. 以上皆可, 看心情



問題15  閃黃燈代表意義?

1. 停車再開

2. 減速慢行

3. 以上皆可, 看心情



問題16  機車何時要做2段式左轉?

1. 2段式標誌或內車道地上印”禁行機車”

2. 看左轉綠燈是否已亮



問題17  機車遇到綠燈, 可以直接左轉?

1. 2段式標誌或內車道地上印”禁行機車”, 則要做2段式左轉

2. 每個路口都可以直接左轉

3. 若趕時間則可以直接左轉



問題18  發生車禍時, 立刻報警, 要打那個號碼?

1. 110

2. 119

3. 父母親的手機號



問題19  發生車禍時有人受傷, 基於人道, 趕快去搬移受傷者?

1. 不行亂搬移, 避免造成2次傷害, 等救護車來, 交給專業醫護

2. 快去協助搬移, 不可讓受傷者躺在路上



問題20  發生輕微車禍時雙方看似沒什傷, 也沒什車損, 是否要報警

1. 一定要報警, 留下車禍記錄

2. 不用, 太麻煩了



問題21  發生輕微車禍時, 我自己瘀青沒流血, 所以不用就醫

1. 一定要立刻就醫, 最好去大醫院急診, 留下就醫記錄

2. 不用, 太麻煩了, 自己買藥塗一塗就好



問題22  發生車禍時, 機車躺在馬路中間, 如何處理

1. 怕造成交通阻塞, 趕快牽去路邊, 不用等警察來

2. 不能亂動, 要保持現場完整, 等警察來量測拍完照, 才能移動



問題23  發生車禍時, 雙方的肇事責任比, 如何判定

1. 警方初判表

2. 車禍鑑定

3. 以上皆是



問題24  發生車禍時, 對方哀求別報警(可能無照或酒駕), 要如
何處理?

1. 心軟, 就不報警, 放他一馬

2. 不行, 一定要報警, 留下車禍記錄



問題25  高速公路發生車禍時,警示三角架要放車後多遠?

1. 100公尺

2. 50公尺

3. 20公尺



問題26  夜間高速公路發生車禍時, 放置警示三角架路上, 要特
別注意那些?

1. 打開手機亮燈, 警告後方來車

2. 不用特別注意, 直接置放



問題27  高速公路發生車禍時, 人最好要在那位置?

1. 車後

2. 車內

3. 車子下游遠處或路肩護欄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