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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路權 行的安全

 交通安全實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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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1.前言 

2.肇事責任 

3.尊重路權行的安全 

汽車、機車、 慢車、

行人路權 

4.防禦駕駛 



前言--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1件車禍發生的時間要多久？ 

 車禍發生的原因，有人說是業障、運途差、抓
交替、也有人說看到鬼..。其實是未注意、未
禮讓、未遵守交通規則、超速、酒後駕車…？ 

 行人、汽車(機車)、慢車如何上路？相關交通
規則你確定都清楚嗎? 

 發生車禍，肇事責任如何認定？撞人與被撞都
有肇事責任嗎？路邊停車被撞有沒有責任？ 

 古諺「行船走馬三分險」，每天出門面對複雜
的交通環境，身為用路人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
。 

 

 

案例新聞影片 

案例：想停就停 

1010426新聞.竹縣電動代步車與機車.wmv
預備-1000730.屏東市建國路(撿飲料).wmv
預備-1000730.屏東市建國路(撿飲料).wmv


機車騎哪裡？速限多少？腳踏車騎哪
裡？行人走哪裡？ 



機車騎哪裡？速限多少？腳踏車騎哪
裡？行人走哪裡？ 



機車騎哪裡？速限多少？腳踏車騎哪
裡？行人走哪裡？ 

速
限 

？ 



腳踏車騎哪裡？ 



幾個車道？速限？機車騎哪裡？腳踏
車騎哪裡？行人走哪裡？ 

10cm快慢車道
分隔線 

15cm

路面邊
線 



騎車上路一
定要看對標
線，走對車
道。 



這是什麼標線？速限多少？ 



肇事責任 

 多數用路人認為大車撞小車，大車錯；撞人
的車錯，被撞的車對；車禍雙方一定都有
錯…等等似是而非的不正確觀念，應先釐清 。 

 當事人常說：『對方來撞我、對方速度很快、
對方忽然衝出來…沒有人會說我速度很快、
我去撞他….』。 

 肇事責任係依據交通法規中有關路權規定之
停、讓、注意、減速慢行、不得違反…等相
關交通法規規定來區分。 

 



交通事故之法律責任 

 行政責任─交通故發生過程中，肇事人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規定之行為，依法應受吊照、罰鍰、記點、講
習。 

  行政責任係事故當事人因交通行為違反行政法規—如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規定之用路應
遵守義務，而造成交通事故發生，由行政官署所科之處罰。 

 刑事責任─交通故發生過程中，肇事人有故意或過失的行
為或事實，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 

  刑事責任係追訴行為人之行為，對公法益造成侵害所應負
擔責任。 

1.過失致死(刑法第276條) 

2.過失傷害(刑法第284條) 
以上均包括一般過失與業務過失。 



 民事責任─交通故發生過程中，肇事人有不當
的原因行為或事實，致生損害時，負有民事損
賠償責任。 

  民事責任係追訴行為人之行為，對民事法規中
規範的私法益造成侵害，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1.侵害生命權(民法第192條) 
2.侵害身體、健康之財產上損害(民法第193條) 
3.侵害生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民法第194條) 
4.侵害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
(民法第195條) 

5.物之毀損(民法第196條) 
  (民事賠償以民法侵權行為規定為基礎，法院係
按過失比例判給，自己之過失自己吸收。)  

交通事故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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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道路、在道路上通行的優先順序…。
是人或車使用(通過)道路當時短暫取得的權
利。 

行人、慢車、機車、汽車各有規則規範。 
舉凡未獲此權利者，在該時空下使用或通過
該道路，其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法益，將不
受法律之相關保障，於發生事故時，亦需受
到法律之責罰。 

熟悉基本路權法規、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之意義，依規定通行才有保障。 

一定要知道道路上的速限？一定要會分辨道
路上的標誌、標線、號誌(燈號)… 

路權 



人體生理反應所需的時間 

看到並理解危險：0.75秒 

（查覺延滯） 

採取反應動作：0.75秒 

（反應時間） 

反應距離約需要1.5秒 

案例1 

案例2 

1061004闖紅燈.mp4
1061004闖紅燈.mp4
1050411.長治鄉南二高平面道路與建興路口(闖紅燈V.S未注意.視野死角).wmv
1050411.長治鄉南二高平面道路與建興路口(闖紅燈V.S未注意.視野死角).wmv


影片 

反應加煞車距離120秒.wmv


影響肇事責任比例-速限 
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85條

後段及第179條：速線標誌或標字，設於

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

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 

最高速限標誌「限5」 



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依下列規定(§93-1-1) 

(一)快車道或一般車道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 

(二)在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

的道路，或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10公分)之

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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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肇事責任主要歸責參考— 
動靜之間  

 「動」與「靜」責任區分：有關動態行為如
直行、變換車道、轉向、倒車等，靜態則為
停車，合乎交通法規規定之「靜」態停車(等)
行為，與動態車輛發生事故發生事故，責任
在動態車輛。 

 違反交通法規規定之「靜」態停車(等)行為，
將視其是否具備足夠之安全警示措施，並考
量當時光線、能見度、空間阻隔…等因素，
其責任將隨安全警示程度是否達安全標準或
合乎規範而加重或減輕。 



交通事故碰撞主要路權歸責參考--基本原則 

 路段之路權： 

  於道路中行駛，直行車享有較大之優先通行權，
起駛、改變方向之變換車道、左右轉彎、迴車、
超車、倒車等有轉向或變換角度、車道之駕駛行
為均有應暫停、禮讓、 注意等義務。 

 前後-同車道前車與後車：由於「後車有注意車前
狀況之義務」，不論路段或接近路口，前車比後
車擁有優先通行權，因此前車以正常行駛行為往
前行駛，後車與其發生事故，後車責任大。 

 違反特定標誌、標線、號誌禁制之行為。 

案例1路邊起駛 案例3迴車 案例2超車 

案例.騎機車看手機 

1021029.屏東市復興南路(汽車起駛vs超速.os你沒打方向燈).wmv
1021029.屏東市復興南路(汽車起駛vs超速.os你沒打方向燈).wmv
1060316內埔光明路.雙黃迴車.mp4
1060316內埔光明路.雙黃迴車.mp4
1060316內埔光明路.雙黃迴車.mp4
1060314萬巒大橋.超車.mp4
1060314萬巒大橋.超車.mp4
1060314萬巒大橋.超車.mp4
1060201東港中正路.單手騎機車使用手機.mp4
1060201東港中正路.單手騎機車使用手機.mp4
1060201東港中正路.單手騎機車使用手機.mp4


交岔路口路權 
有行車管制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路口 

(一) 燈光號誌與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以指揮為準
(§102-1-1) 

(二)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102-1-7)     

 

   

 

 

案例號誌
故障 

影片最強
的闖紅燈 

影片份量不
夠別闖紅燈 

1040219.里港鄉舊鐵道與載南路(號誌故障VS綠燈.號誌故障難得案例).wmv
1040219.里港鄉舊鐵道與載南路(號誌故障VS綠燈.號誌故障難得案例).wmv
A史上最幸運的闖紅燈.wmv
A史上最幸運的闖紅燈.wmv
B千萬不要闖紅燈.mpg
B千萬不要闖紅燈.mpg


交岔路口路權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路口 

路口

幹道

幹道與支道:依標誌、
標線或號誌區分

1.支道車讓幹道車先行，
無論幹道車直行或轉
彎，支道車均應讓行

2.同一道路之轉彎車應讓
對向直行車先行

Y

讓

車道數

N

車輛
行向

少 相同

車道數多者視同幹道

多

車道數:進入路口方向之
車道數，包含快車道、
慢車道、一般車道、車
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
道、調撥車道、左右轉
車道

無行車管制號誌路口路權判斷流程圖

1.轉彎車讓直行車先行
2.同為直行或轉彎，左
方車讓右方車先行

路權影片 

路權幹支道.wmv


幹道與支道 

無號誌交岔路口(§102-1-2) 

 (一)幹道與支道 

1.設有「停」、「讓」標誌、標線或閃光

號誌劃分幹、支道者，支道車應讓幹道

車先行。 

2.無論幹道車轉彎或直行，支道車均應禮

讓。 



交叉路口幹、支道劃分(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案例：讓
路標誌 

1020909.萬丹鄉廣惠東路與維新路(讓路標誌).wmv
1020909.萬丹鄉廣惠東路與維新路(讓路標誌).wmv


案例閃
光號誌 

安全駕駛/1.4.1010124.竹田鄉大新路(兒童穿越道路).wmv
1040805.里港鄉塔樓路與產業道路(閃紅+未繫安全帶VS未減速).wmv
1040805.里港鄉塔樓路與產業道路(閃紅+未繫安全帶VS未減速).wmv


多車道優先 
(二)路口車道數(判斷幹支道) 

1.未以標誌、標線或閃光號誌劃分幹、支道之無號
誌交岔路口，以車道數較多者為幹道，車道數少
者為支道。 

2.車道數：以進入交岔路口之車道計算，含快車道、
慢車道、左、右轉車道、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
先道及調撥車道。(§102-2) 

 



交岔路口路權 

車道數:N=1、E=2， 
所以N車應讓E車優
先通行。 







車道使用 
    汽車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優先順序如下：(§98-1-4) 

1.直行車道之車輛優先通行。 

2.無直行車道者，外車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車輛先行。 

3.在交通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逐
車交互輪流行駛，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直
行
車
先
行 

內
側
車
道
車
先
行 

內
外
車
道
交
互
通
行 



禁止臨時停車規定 



禁止停車規定 



亂停車釀死亡車禍 判刑喊冤 

 謝姓男子下車買早點，因貪圖一時方便並排停車，致
張姓騎機車被迫變換進內側車道，不幸遭後方砂石車
撞死，桃園地院依過失致死罪判謝六月徒刑。  

 桃園地院調查，謝0開車到桃園縣龜山鄉自強東路一
家豆漿店買早餐；因早餐店前已停了機車，他把轎車
並排停在機車旁，占用了內側車道。騎機車要去上班
的張0經過早餐店前，因遭謝的轎車擋道，便左切變
換進內側車道行駛；為後方同向砂石車駕駛0閃避不
及，撞倒張女機車並輾過，張女當場死亡。  

 桃園地院審理認定停車處距路口僅七公尺，因路幅僅
七公尺，並排停車占用外側道，造成張女被迫往內側
車道偏行。法官認為，張女死亡與謝0的違規並排停
車有因果關係判刑六月。 





案例:開車門
未注意 

1041221.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開啟車門VS機車VS公車).wmv
1041221.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開啟車門VS機車VS公車).wmv
1041221.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開啟車門VS機車VS公車).wmv
1041221.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開啟車門VS機車VS公車).wmv


 

開啟車門未注意 

開車門傷人.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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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規則外.還要有防禦駕駛概念 

‧防禦駕駛是一種預測危險、進而遠離危險

的一種駕駛或是用路的方法。 

‧對於人、車密度極度壅擠的國內交通而言

，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除了可減少本身

所引起的危險之外，對於他人造成的危害

也能因事先預測而達到預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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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駕駛概念 

‧所謂防禦駕駛，就是在開車的時候，先推

測可能發生意外的各種狀況，儘早做出適

當的反應，以減少意外的發生。 

案例2 

宣導影片 

案例1 

安全駕駛/1.5裝行車紀錄器的好處.wmv
安全駕駛/強化員警駕駛安全訓練課程/1.防禦駕駛的意義.mp4
安全駕駛/1.4.1010124.竹田鄉大新路(兒童穿越道路).wmv


小黃變換.小白急煞.機
車跟太近就GG．．了 



防衛駕駛(機車) 
案例1 

案例2 

安全駕駛/1030201.內埔鄉光明路(起駛VS未注意).wmv
安全駕駛/1030201.內埔鄉光明路(起駛VS未注意).wmv
1020318.枋寮鄉中山路(違停.閃避.大客車).wmv
1020318.枋寮鄉中山路(違停.閃避.大客車).wmv


注意車前狀況 保持安全距離… 



超車.該
怎麼超.. 



汽車超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
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
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 

 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
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
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
狀況。 

 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
讓後，後行車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
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
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
線。  





可以迴車嗎？可以超車嗎？ 案例影片 

1060316內埔光明路.雙黃迴車.mp4


雙黃線是畫參考的嗎？ 案例超
越迴車 

機車超越迴車至對向被撞.wmv
機車超越迴車至對向被撞.wmv


防衛駕駛(機車) 
 兩段式左轉，避免直接左轉  

 注意停靠及右轉車輛 

 轉彎前30公尺打方向燈 

案例前
車右轉 

案例前
車左轉 

1060414.竹田信實路.前車右轉.機車未注意.mp4
1060414.竹田信實路.前車右轉.機車未注意.mp4
1060416內埔黎東路.前汽左轉後機超越.mp4
1060416內埔黎東路.前汽左轉後機超越.mp4


機車路口運行路權---兩段式左轉 

路權規範與法令依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1項4款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2項3款 

 

 依標誌指示（兩段式左轉標誌） 

 

 



機慢車路權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案例:二段左
轉衝過頭 

案例2:未二
段左轉對撞 

1060715東港分局前未二段左轉行穿線上臨停.mp4
1060715東港分局前未二段左轉行穿線上臨停.mp4
1060715東港分局前未二段左轉行穿線上臨停.mp4
1060715東港分局前未二段左轉行穿線上臨停.mp4
1020706.屏市自由與仁愛路(未兩段VS視野死角).wmv
1020706.屏市自由與仁愛路(未兩段VS視野死角).wmv
1020706.屏市自由與仁愛路(未兩段VS視野死角).wmv
1020706.屏市自由與仁愛路(未兩段VS視野死角).wmv


機車左轉彎正確運行軌跡（兩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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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左轉彎錯誤運行軌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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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左轉彎錯誤運行軌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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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側車道(禁行機車)或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者，
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彎，不得由內側車道或其他
車道左轉彎(§99-2-1)。 

機車轉彎規定 

禁行機車 禁行機車 

案例:未自動
二段左轉 

案例2:未自
動二段左轉 

案例3 

1060424中山蘭州.內快禁機未二段.mp4
1060424中山蘭州.內快禁機未二段.mp4
1060424中山蘭州.內快禁機未二段.mp4
1060424中山蘭州.內快禁機未二段.mp4
1060317自由林森.未二段.mp4
1040508.屏東市民族路與柳州街(未兩段VS未注意).wmv
1040508.屏東市民族路與柳州街(未兩段VS未注意).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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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對向來車 
  轉彎、上下坡時的對向來車.. 

‧車輛爬坡或行經彎道時，駕駛人視線容易

受阻，而且對向車有可能因為開太快，或

者其他原因侵入我方車道。所以當爬坡時

或行經彎道的時候，盡量減速、靠右行駛

比較安全。 

‧為提高被視性，行經山區道路時最好開頭

燈，並多經由反射鏡來注意是否有其他車

輛接近，可降低事故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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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對向來車 
 轉彎、上下坡時的對向來車 

宣導影片 

案例超速
過彎失控 

案例4 

案例3 

安全駕駛/強化員警駕駛安全訓練課程/4.注意對向來車.mp4
1040426.三地門鄉台24線29.5K(過彎超速失控入侵來車道).wmv
1060201福正巷.停車視野死角對撞.mp4
1060201福正巷.停車視野死角對撞.mp4
安全駕駛/1040110.潮州鎮綠溪路(未注意VS停車VS對向死角).wmv
安全駕駛/1040110.潮州鎮綠溪路(未注意VS停車VS對向死角).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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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大型車的特性 
  為什麼大型車的前後左右都是屬於危險區域？ 

‧大型車有著加、減速不易的特性，所以部

分駕駛人可能會有因為不耐等候或煞車煞

不住而搶黃燈或闖紅燈的行為。 

看到大型車＝看到危險 

案例 

砂石車撞機車.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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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駕駛人行車時常因行車速度、後視鏡以及

人體視覺的視界，而產生視野死角。簡單

來說，駕駛人從眼睛或車子後視鏡沒有辦

法看到的地方就是視野死角。 

宣導片 

安全駕駛/強化員警駕駛安全訓練課程/7-視野死角.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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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靜態死角與動態死角？ 

‧路口的障礙物如廣告看版、違規停放的車

輛、建築物、堆放的廢棄物所造成的視野

死角，就是靜態的死角。而車子的A柱、B

柱、C柱是屬於動態的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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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大客車乘客在下車時，貪圖方便而繞越車

頭，後方車輛或大客車司機常沒有注意。 

‧行人繞過大貨車車頭通過馬路，駕駛因視

野死角看不見所以就開動，造成悲劇。 

時時警覺：別人有看到我嗎？ 

案例影片 

楊梅老莊路事故.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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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3 超車、跟車的視野死角 

‧車子行進中，對超車及被超車二者來說，

視野死角都較多，尤其像機車體型小且常

常在車流中鑽來鑽去，常忽略了其他車輛

駕駛人視野死角及煞車反應時間。 

‧超車的視野死角： 

 從右側超車時，視野死角比較多，不易發現其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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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3 超車、跟車的視野死角 

‧跟車的視野死角： 

 當跟車距離太短，因前車的阻擋，視野死角就相對較大。 

案例天外
飛鴨 

安全駕駛/1-3-1041225.萬丹鄉大學路(未注意VS變換車道+撞鴨子VS左轉彎.難得3鏡).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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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4 交岔路口的視野死角 

‧通過路口時，左方車與右方車常互相看不

見對方，如果左方車不讓右方車，意外就

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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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4 交岔路口的視野死角 

‧在路口左轉時，常不容易發現對向車右後

方的車輛而發生危險。 

案例1 

案例2 

安全駕駛/1041212東港鎮環灣路(左轉VS超速.人撞擊拋飛).wmv
1020811.屏東市民生路與仁愛路(左轉彎.視野死角).wmv
1020811.屏東市民生路與仁愛路(左轉彎.視野死角).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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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5 如何避免視野死角？ 

‧駕駛人最好每4-5秒掃視後視鏡，看後視鏡

時身體前後移動一下；遇有死角時應減速

查看、預作準備，而車子啟動起步前，稍

停一下，查看一下四周狀況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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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6 調整後視鏡-左側後視鏡 

‧把水平線置於後視鏡的中線位置，然後再

把車身的邊緣調到佔據鏡面影像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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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6 調整後視鏡-右側後視鏡 

‧把水平線置於後視鏡的2/3位置，然後再把

車身的邊緣調到佔據鏡面影像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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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死角 
 6 調整後視鏡-中央後視鏡 

‧水平擺中間、耳際放左邊。遠方的水平線

橫置於中央後視鏡的中線位置，然後再移

動左右，把自己右耳的影像剛好放在在鏡

面的左緣。 





機車千萬別拆了後視鏡 
(超大後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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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軸距長、輪差大 輪差、內輪差？ 

‧車輛轉彎時，前後輪胎行徑軌跡的差距叫

做「輪差」。其中轉彎時內側後輪會向內

偏移，其軌跡與前輪偏移的距離叫做「內

輪差」。軸距越長內輪差越大，大型車車

身與軸距均較小型車長，內輪差也較大。 

宣導片內輪差 

安全駕駛/強化員警駕駛安全訓練課程/11.認識轉彎內輪差.wmv


73 

如何避免處於內輪差的險境？ 

‧機車駕駛人，左側有大型車時，應注意自

己是否停在危險區內。。 

‧如果是行人，等紅燈時遇到轉彎車輛應退

至人行道，或遠離轉彎車輛內側。 

超連結 

案例內輪差 

1011201.佳冬鄉佳和路與佳興路(大型車內輪差).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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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有視線死

角，盡量不要與

機慢車併行。 

大型車輛駕駛視線死角-機慢車遠離大型車 

他看的到你，

你看的到他

？ 

案例機車超車 

1060929潮州潮昇太平路口.同車道大貨右轉.機車直行.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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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有視線死角，應注意併行之汽車

與機車。 

他看的到你，你看的到他？ 

大型車輛  駕駛視線死角 視野死角影片 

宣導片視野死角 .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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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行進中有「

推」、「吸」的強

力氣流，會影響機

車騎士的穩定性。

騎車者受強力氣流

影響，容易失去平

衡、導致晃動而發

生危險。請小心前

後與兩側機慢車。  

大型車輛 駕駛視線死角-小心大車的行進氣流 

超連結 

1010303.恆春鎮省北路(大客車安全間隔).wmv


77 

‧大型車有視線死

角，隨時留意是

否有行人從車頭

前方視線死角通

過。 

他看的到你，你看的到他？ 

大型車輛駕駛視線死角-小心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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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駕車 

◎發生交通事故：達0.15移送法辦 

 刑法第185條之3重大違背義務交通危險罪 

 1.開立罰單、車輛當場移置、駕照吊扣一年的行政責任 

 2.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將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下的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3.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駕照吊扣期

間將延長到二年，如果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駕照將

被吊銷，並不得再考領。 

 4.強制責任險不理賠。  

酒駕者會面臨何種責任？ 

106車禍死傷比你想像的多很多.mp4


汽車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等執行緊急任
務車輛之警號時，應依下列規定避讓行駛： 

 

  一、聞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號時，不論來自何方，均應
立即避讓…..。  
  二、在同向或雙向僅有一車道之路段，應即減速慢行向右緊
靠道路右側避讓，並暫時停車於適當地點，供執行緊急任務車輛
超越。  
  三、在同向二車道以上路段，與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同車道之
前車，應即向相鄰車道或路側避讓，相鄰車道之車輛應減速配合
避讓，並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四、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得利用相鄰二車道間之車道線行駛，
而在車道線左右兩側車道之車輛，應即減速慢行分向左右兩側車
道避讓，並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五、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經交岔路口時，已進入路口之車輛
應駛離至不妨害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進動線之地點；同向以外未
進入路口車輛應減速暫停，不得搶快進入路口，以避讓執行緊急
任務車輛先行。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1060724鹽埔外環長壽路口.救護車鳴笛紅燈.mp4
1060724鹽埔外環長壽路口.救護車鳴笛紅燈.mp4
1041103.屏東市勝利路與長春街(未避讓VS未注意+救護車) (1).wmv
1041103.屏東市勝利路與長春街(未避讓VS未注意+救護車) (1).wmv
1060429忠孝路.未讓消防車.mp4
1060429忠孝路.未讓消防車.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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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安全帽

真的有用 
這樣的安全帽，難怪車毀人亡 

案例：安全
帽測試影片 

16影片-安全帽防護(外國).wmv
16影片-安全帽防護(外國).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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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騎士主要受傷部位與致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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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我都有戴安全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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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當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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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環保？ 



87 神~要不要戴安全帽？ 



選擇CNS國家標準安全帽 

１ ２ 

３ 



1.遵守交通標誌，服從交 

  通指揮人員指揮。 

2.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 
，應靠右側路邊行 

  駛。 

3.不得侵入快車道或在人
行道行駛，並不得在禁
止穿越地段穿越道路。 

4.夜間行車應開啟燈光。 
     

腳踏車路權 
(慢車) 



 
自由時報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自行車 

自行車宣導影片 

2自行車.wmv


案例：左右方.電
自行雙載 

1070107清進巷.左右方.電動自行車VS汽車.mp4
1070107清進巷.左右方.電動自行車VS汽車.mp4
1070107清進巷.左右方.電動自行車VS汽車.mp4
1070107清進巷.左右方.電動自行車VS汽車.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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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 

    慢車起駛前應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

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 人優先通行。  

    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之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 員之指揮。 

     慢車行駛之車道，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

駛；無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 列規定行駛： 

慢車較常見違反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自行車常見違規行為 
案例：慢車起駛 

1010805.屏市公成路(慢車起駛左轉).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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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 

 1.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序行駛，在未劃設慢

車道之道路，應靠右側路邊行駛。但公路主管機

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行駛 地區、

路線或時間有特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2.單行道道路應在最左、右側車道行駛。 

 3.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行道行駛。 

 4.不得在禁止穿越地段穿越道路。 

慢車較常見違反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自行車常見違規行為 



自行車夜間逆向未開啟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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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 

    慢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

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變 換車道時，應讓直

行車先行，並應注意安全之距離。 

    慢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與他

車行駛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 

慢車較常見違反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自行車常見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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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5條 

    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或轉彎，應依

標誌、標線或號誌之規定行駛 ，無標誌、標線或

號誌者，應依第一百零二條及下列規定行駛： 

 1.直行時，應順其遵行方向直線通過，不得蛇行搶

先。 

 2.右轉彎時，應靠右側路邊右轉。但行駛於二車道

以上之單行道左側車 道或左側慢車道者，應採兩

段方式右轉。 

慢車較常見違反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自行車常見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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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5條 

 3.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中心處左轉進入規定行駛車道

內行進。但行駛於同向二車道以上之單行道右側車道

或右側慢車道者，應依兩段方式 進行左轉。 

 4.在設有交通島劃分行車方向或快慢車道之道路行駛，

不得左轉。 

 5.應讓行人優先通行。 

    慢車迴車時，除應依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外，迴車

前並應暫停，看清無來往 車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

得迴轉。 

慢車較常見違反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自行車常見違規行為 
案例：慢
車左轉 

案例：慢
車迴車 

1010818.屏東市勝利路與大同北路(慢車左轉.wmv
1010818.屏東市勝利路與大同北路(慢車左轉.wmv
1010922.屏市公園西路(慢車迴轉).wmv
1010922.屏市公園西路(慢車迴轉).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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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6條 

    慢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

，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 誌指示，

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慢車行駛，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

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 慢車超車時，應在

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沿前車左邊超越

，再駛入原 行路線。 

慢車較常見違反的

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 



行人路權.(走在該走的地方才有保障) 

 行人應在劃設的人行道
行走，在未劃設人行道
的道路，應靠邊行走。 

 行人應經由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
道穿越道路，不可在以
上設施100公尺範圍內任
意穿越道路。(§134-1-
1) 

行人宣導片 

3行人.wmv


行人路權 

      在禁止穿越、 劃有分向限制線、 設有劃分
島(安全島)或護欄之路段或三車道以上之單
行道， 行人不得穿越道路。 

案例1 

安全駕駛/1.5裝行車紀錄器的好處.wmv
安全駕駛/1.5裝行車紀錄器的好處.wmv


行人路權 

未設有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道之交岔路 

口，行人穿越道路之範圍如下：(§134-1-2) 

應於人行道之延伸線內  



3.未設有人行道及劃設停止
線者，應於路緣延伸線往路
段起算三公尺以內。  

2.未設人行道，而有劃設停
止線者，應於停止線前至路
緣以內。 

行人路權 



交通安全敬思語 

 身為駕駛人參與交通行為，本應注
意相關交通設施及法律規定，無待
他人提醒(法院判決書摘錄) 。 

 95%以上交通事故都是人為因素，
懂法規及懂路權、不違規、不危駕，
就能預防車禍發生。 

 祝各位天天~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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