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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暨防衛駕駛
觀念宣導 

大華派出所 方啓明 



大學生的最大敵人：姓摩、名托車 

依統計每週平均全台有3.5個大學生因為車禍「消失了」，
每年因車禍造成170餘位大學生喪生，其中八成五肇因於機
車事故，機車已成大學生最大的「殺手」。

交通大學運管系副教授吳宗修說，18至24歲國人每年車禍死
傷數以萬計，絕大多數是未登錄的「黑數」，「肉包鐵」
的機車是致死最大禍首，事故率遠高於溺水、自殺，為少
子化的台灣埋下沉重的國安危機。

吳宗修分析，大學生機車車禍死亡主因，包括騎乘人口眾多、
超速、不守規定等，其中「疲勞駕駛」是最好發的意外型
態，主因大學生常深夜打工、揪團夜衝，夜間視線不佳，
倘若路況不佳、路線不熟，或熬夜爆肝後早晨精神不繼，
騎車特別容易出事。在他眼中，搶快形同玩命，提醒「小
心」，學生當耳邊風，乾脆訓斥兼恐嚇：「不急不急，天
堂會等你！」



機車安全駕駛方法—保護自身 

 穿著鮮明且容易判別的服裝

 晚間使用反光材料為宜

 務必配戴安全帽

 不要急、慢慢騎 (提早出門)

 檢查整理要充份作好

 改裝或不必要的裝備盡量避免

 喝酒對騎乘安全的影響是很大的

 太過自信和不小心是致命傷之原因

 風險概念：如果可以選擇能不騎就不騎，
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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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學習理由(1/2) 

要每天都能安全回家，其實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只要有一人不遵守規則或

  不小心，就會有事故發生。 

道路使用者的視野受到限制，而人總

犯錯。

交通事故之發生，很多都不是意外，

不要心存僥倖，學習道路生存方法，

  才是正確、認真的態度。 



推動交通安全成效(3E)： 

工程(Engineerung)10%

執法(Enforcement)20%

教育(Education)70%

交通安全教育學習理由(2/2) 



守護終身交通安全之好觀念 
 交通安全第一守則 

「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交通安全第二守則 

「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交通安全第三守則  

「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交通安全第四守則  

「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 

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資料來源：交通大學運管系 張新立教授  2014年第11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簡報 



交通安全基本認知 
 交通往來是人類終其一生之必要經濟與社會活動 

保障國民交通安全是政府最基本之行政責任 

共同維護交通安全是國民應盡之義務與責任 

 國民之交通安全素養與核心技能 

反映出一個國家之交通文明 

決定了國家的交通事故風險 

 交通事故是一種社會的流行病 

病毒的多寡決定於工程設施、交通管理與用路人之素質 

如何減少病毒？如何增強國民之免疫力？ 

 我國交通事故死亡率約為交通安全先進國家之三倍 

我國102年計1,928人死亡(逐年減)、362,562人受傷(逐年增) 

每10萬人口每年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瑞典4.3人、英國4.3
人、日本4.7人、瑞士4.7人、德國5.5人、台灣15.0人。 



我國道路交通事故之類型與特性 

 我國道路交通事故之發展趨勢 

近五年，死亡人數(24hr)減少13.3%，受傷人數卻增加59.4% 

死亡：機車(64%)、行人(13%)、小客車(11%)、自行車(7%) 

受傷：機車(83%)、小客車(6%)、行人(4%)、自行車(4%) 

 每年約造成新台幣4500億元之損失(約占GDP之4%) 

 我國道路交通事故之特性與類型 

死亡風險以65歲以上之年長者為最高 

受傷風險以16-25歲之年輕族群為最高 

機車交通事故為最為嚴重之交通安全問題  

• 青少年無照駕駛機車、缺乏駕駛教育訓練、機車交通安全設
施不足。 

行人、老人、自行車、酒後駕車等交通事故，亦值關心重視。 

 



國民交通安全態度--風險認知  

 全球每年約有13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 

 認識我國之交通事故風險 
◦ 平均每天約有10人死於交通事故 

◦ 平均每天有864人因交通事故受傷 

◦ 每天約有300人因交通事故留下終身傷殘 

◦每41人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死亡 

◦ 終其一生中有2/3次機會因交通事故送醫  

◦ 交通事故是一種無法完全剷除之社會流行病 

資料來源：交通大學運管系張新立教授 2012年第9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簡報及衛福部統計數據 



用路道德及守法情操(1/2) 

 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都因「交通事故」 

◦ 誰的傷、誰的痛？ --- 王曉民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fD6RDQ5Ew)  

◦ 車禍奪愛子命，傷心母盼刺青永伴—王媽媽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0DIEAIP3c ) 

◦ 汽車強制責任險的推手 --- 柯媽媽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2PRXuBSguU ) 

◦ 我儘量不想他 --- 伯軒媽媽的故事 

   (http://mypaper.pchome.com.tw/157263j/post/1321759351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fD6RDQ5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0DIEAIP3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2PRXuBSguU
http://mypaper.pchome.com.tw/157263j/post/1321759351


用路道德及守法情操(2/2) 

 透過省思讓國人之態度質變 

◦ 如果您或家人再也無法回來了，今後家裏將會如何？ 

◦ 瞬間奪走他人的心肝寶貝與一生希望是何等的殘忍？ 

◦ 稚幼的孤兒，誰來彌補他們永遠失去的親情與關愛？ 

◦ 多少幸福美滿的家庭，都在你我的縱容下被摧殘怠盡？ 

◦ 殘酷故事每天都在重演，我們怎能無動於衷、麻木不仁？ 

◦ 不要讓「別人都這麼作」成為我們「跟著作」的藉口！ 

◦ 其實我們都知道不該作，但為何都無法讓良知戰勝貪婪？ 

◦ 只要有一個人不遵守交通規則，全民之交通安全都不保！ 

◦ 不願自己成為「受害者」，更不要讓自己成為「加害者」 

◦ 法規不足，警力不逮，出自內心的道德才是安全守護神 



尊重路權與奉守交通法規之習慣 

 瞭解路權(Right of way)之意義與權威性 

為排解交通衝突、維護交通安全，對用路優先順序所作規範 

 路權之傳遞方式 

透過交通號誌(Signal)、標誌(Sign)、標線/字(Marking)、
及一般通則加以執行 

樹立「紅、黃、綠、白」諸色及「實、虛」兩線之公權力 

 路權之規劃與設計通常隱藏著 

交通運行效率、保護弱勢及維護安全等因素的考量 

 交通法規之制訂在保護用路人之安全 

違規處罰係不得已之必要鞭策 

遵守法規是自保之行為，不是給警察看的表演 

 

 



201
8/1
2/2
6 



201
8/1
2/2
6 



交通意外事故的特性 

1.不可預測 

2.不能重來 

3.無法挽回 

※唯一的對策方式就是不讓交通意 

  外發生。 
 

※交通事故之痛【來不及說再見】，別讓【錯誤的用
車與用路習性】奪走寶貴生命。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那一個會先來?沒有危機是最大危
機，生命不能從來! 

 



何謂防衛駕駛? 

 是一種預測危險、進而遠離危險的一種
駕駛/用路哲學。 

 防衛是指(1)避免進入不安全的空間，
(2)防範他人分心與疏忽之傷害。 

 提醒除了注意週遭狀況（如路口？雨
天？）、勿違規侵犯他人外，更應從 
目視/耳聽的察覺，進一步認知並預測
接下來可能發生意外之情境。 



防衛駕駛原則 

擴大視野 

顯露自己 

保持緩衝空間 

預想他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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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大學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執行長  吳宗修教授  2014年第11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簡報 



防衛、防禦(Defensive) 

vs. 

侵略、攻擊(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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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視野 

往前看 

經常環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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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露自己 

開頭燈、大燈 

使用方向燈 

避開他車的死角 

適時使用喇叭 

穿著色彩鮮豔衣服(明亮安
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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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緩衝空間 

總停車距離=反應距離+煞
車距離 

遵守安全距離 

兩秒鐘原則 
※速度會殺人：50km/h，80%死亡率 

                         30km/h，10%死亡率 
21 



預想他人動作(IPDE) 

辨識 (Identify) 

預測 (Predict) 

決定 (Decide) 

執行 (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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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想他人動作(SMOG) 

發信號 (Signal) 

察看照後鏡 (Mirror) 

餘光查看兩側死角 (Over-

the-shoulder) 

轉動方向盤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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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一) 

沒有甚麼不可能。 

永遠不會想太多。 

 
※避免判斷錯誤：只要心中猶豫不決時
就NO →降低風險 

※瞬間決定生死，不能確定就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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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二) 

我們無法糾正他人，但絕
對可以改變自己。 

我們要改進的不是開車技
術，而是駕駛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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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項重要的應用或提醒 

不要進入汽車的視線死角 

駕駛人務必注意視線死角 

路旁起駛未注意來往車輛 

路側停車開啟車門要注意 

綠燈起步千萬不要衝第一 

一般用路人務必遠離大車 

山區公路要打開車頭大燈 

等一等!就算一秒鐘結果就會不一樣 



圖文來源：淡江大學運管系教授  張勝雄  2013年第10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簡報 



不要讓自己-- 
發生交通事故時的理由是： 

來不及 

煞不住 

沒注意 
 

※警察對交通事故肇因最常寫的是： 「未
注意車前狀況」 



正確配戴安全帽! 
 安全帽可降低事故發生後的傷害程度 

 正確的佩戴方式： 

   大小：不會前後、左右搖晃 

   頤帶分在耳朵前後，相交於耳朵下方 

   頤帶在下顎下方，離下顎約兩指幅。頤帶不要有顎杯(有
脫落危險) 

 選用帽體黏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格標識之安 

  全帽，使用期限為製造日起開始算起五年。安全帽如遭受 

  撞擊後請換新，勿繼續使用。 

 不選用暗色系安全帽(如穿著暗色系衣服時明亮色系安全
帽可增加被視性) 

 不選用半罩式安全帽(俗稱西瓜帽)，全罩式最佳：1萬2
的機車安全帽，貴不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111kEB9y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111kEB9yY


機車防禦駕駛影片連結： 

(請耐心看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

C_OyKa-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C_OyKa-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C_OyKa-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C_OyKa-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C_OyKa-TQ


結  語 
您在用生命趕路嗎？ 

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 

   心若改變 態度跟著改變 
態度改變    作法跟著改變 
作法改變 習慣跟著改變 
習慣改變 性格跟著改變 
性格改變 人生跟著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