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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交通安全」宣導           
 
1. 何謂高雄式左轉?  

 

 

 

 

 

 

                                         

電子四甲 

高雄式左轉又稱「逆二段式待轉」。是機車在道路上行駛時的一種待轉

方式。以右側通行道路來說，當機慢車直行時而要左轉時，若路口須遵

行機慢車二段式左轉的規定，則在交通號誌綠燈的時候，先行駛至待轉

區，等待紅燈。 

電機四甲 

很多是先跑到同方向直接離開不用再等待二次時間。直接接斑馬線，直

切要直行的方向。紅燈直接左側方向穿越直線綠燈通行少等一個紅綠

燈。 

工管四甲 逆二段是待轉。 

機械四甲 
機車族左轉不想等紅燈，先騎斑馬線到對向、綠燈後再逆向，被稱作是

「高雄式左轉」。 

建築四甲 反方向待轉。 

企管四乙 直接略過待轉區走人行道，省略待轉時間。 

企管四丙 
逆二段是待轉，是機慢車在道路上行駛時的一轉待轉方式，在直行紅燈

時逆向行駛至同側的對向路口，等待紅燈，綠燈時在逆向直行並左轉。 

幼保四甲 
所謂「高雄式左轉」係指逆二段式待轉是機慢車在道路行駛時的一種待

轉方式。 

資管四甲 等紅燈時騎到左邊斑馬線等綠燈直接左轉。 

應外四甲 
往北左轉往西為例，紅綠燈先向西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等南北向綠燈

時，再向北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到對面，然後繼續向西騎。 

金融四甲 不二段式待轉而直接左轉。 

資工四甲 逆向二段式左轉。 

觀光四甲 綠燈打方向燈左轉，直接轉不待轉，有些人會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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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四乙 
未依規定二次迴轉，紅燈時先向西跟行人過斑馬線，等紅燈再跟行人過

馬路再行左轉 

觀光四丙 未兩段式待轉，直接左轉。 

妝彩四乙 

所謂「高雄式左轉」就是「逆向兩段式左轉」、「反方向待轉」，一般的

兩段式左轉可能要等兩次紅燈，許多騎士在直行時遇到紅燈，就會跟著

橫向車流左轉，等綠燈時再逆向直行並左轉，這樣就可以省去一次等紅

燈的時間。 

時尚四甲 沒有經過待轉就直接切入左方車道。 

餐飲四乙 沒有在待轉區待轉。 

土木三甲 
不待轉直接左轉，高雄人特有技能。斑馬線騎至對向行人道，待綠燈後

騎出，即可少一次等紅燈時間。 

電子三甲 
即是在直行紅燈時，行駛至同側的對向車道等待路燈，綠燈時，在逆向

直行並左轉。 

機械三甲 不兩段式左轉直接穿越馬路。 

電機三乙 逆向並未二段式左轉。 

建築三甲 逆向二段式左轉，反方向待轉。 

企管三乙 直行的摩托車要左轉時並沒有至待轉區待轉，而是直接左轉再左轉。 

企管三丙 先逆向騎至左方人行道，等綠燈時在逆向騎斑馬線左轉。 

幼保三甲 為「逆向二段式左轉」省略正常待轉步驟，為違規方式。 

資管三乙 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應外三甲 

逆二段式待轉，又稱「高雄式左轉」，是指機車在道路上行駛時的一種

待轉方式。在直行紅燈時，逆向行駛至同側對向路口等待紅燈，綠燈時

再逆向直行並左轉。 

休運三甲 
只有高雄人會不待轉，直接少停一個紅燈，甚至叫逆向二段式左轉或反

方向待轉。 

休運三乙 未兩段式左轉。 

資工三乙 這叫逆向二段式左轉、反方向待轉。 

觀光三甲 

高雄式左轉不限於高雄，各地區都有類似狀況，所以稱作高雄式左轉其

實不妥!意思大意就是不想待轉，以往北轉往西為例子，紅燈先向西跟

著行人一起過馬路到對面，然後繼續自西騎就是「逆向二段式左轉」。 

觀光三丙 
以往北左轉往西為例，紅燈時先向西跟行人一起過馬路，等南北向綠燈

時再往北跟行人一起過馬路到對面，向西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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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彩三乙 逆向二段式待轉。 

數位三甲 
以往北左轉往西為例，紅燈時先向西跟行人一起過馬路，等南北向綠燈

時再往北跟行人一起過馬路到對面，向西騎。 

數位三乙 未二段式左轉。 

餐飲三乙 就是指機車沒有到指定待轉區內等待，直接在十字路口左轉。 

電子二甲 對向紅燈，先左轉斑馬線，綠燈後直接左轉減少等待紅燈時間。 

機械二甲 違規左轉。 

建築二甲 
機車不依號誌駛和行人，一同騎斑馬線。汽車併排情況，騎車也要小心，

避免機車行駛到汽車道發生危險。 

企管二甲 
又稱「逆二段式待轉」，是逆向行駛至同側對向路口等紅燈，綠燈再逆

向直行並左轉，可節省一次等紅燈的時間。 

資管二甲 就是違規準備收紅單的意思。 

幼保二甲 

就是高雄市人特有的「高雄式左轉」，也就是以前往北左轉往西為倒紅

綠燈先向西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等南北向綠燈時，再向北跟著行人一

起過馬路到對面，然後繼續向西騎。正確的是二段式左轉。 

金融二甲 紅燈沿著斑馬線左轉。 

休運二甲 
往北左轉往西為例，紅燈先向西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等南北向綠燈

時，再向北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到對面，然後繼續向西騎。 

觀光二甲 逆二段式左轉，反方向待轉。 

妝彩二甲 不待轉，直接騎到左邊，等綠燈。 

餐飲二乙 未兩段式左轉。 

機械一甲 無二段式左轉。 

機械一乙 
是機慢車在道路上行駛時的一種待轉方式。以右側通行道路來說，當機

慢車直行時而要左轉時，若路口須遵行機慢車二段式左轉。 

機械一丙 是一種危險的行為，也是違規的事情，簡單來講就是直接左轉。 

電機一甲 未待轉。 

電機一乙 
逆二段式待轉，再直行紅燈時逆向行駛至同側的對向路口等待紅燈，綠

燈時再逆向直行並左轉，可以節省一次等紅燈的時間。 

工管一甲 
因高雄式左轉可省下一次紅綠燈的時間，所以大家開始有樣學樣。但是

強烈的告訴大家別這樣做!別讓罰單找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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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一甲 
逆兩段式待轉，在直行紅燈時，逆向行駛同側的對向路口等待紅燈，綠

燈再逆向直行並左轉。 

企管一乙 
大多以機車為主，停等紅綠燈時，避免綠燈後還要兩段式左轉再等一次

紅燈，就先行前方人行道左轉至左向車道，再綠燈時直接轉過去。 

資管一乙 

高雄市非常多位有為的三寶機車騎士，常常在高雄的大路上，一直不待

轉，而是直接在馬路左轉，所以才被稱為高雄式左轉，而這個轉彎造成

很多車禍。 

金融一甲 

不同於「二段式左轉」可能得等二次紅燈。高雄式左轉，是逆二段式左

轉。是在直行紅燈時，逆向行駛騎過去最左邊的對向車道，然後等綠燈

就順勢騎過去左轉，也有人說是自由切換機車，行人模式。 

休運一甲 人行道騎車並未遵守規定。 

休運一乙 沒有二段式左轉。 

觀光一甲 
以往北左轉往西例子，紅燈時先向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等南北向綠燈

時，再向北跟著行人一起過馬路到對面，然後繼續向西騎。 

觀光一丙 高雄市三寶特產，不經過待轉區隨心所欲的轉，不管有沒有車就是轉。 

餐飲一甲 
是違規者不耐紅燈久候為貪圖方便而來用危險的行駛式，機慢車在道路

上行駛時的一種待轉式。 

妝彩一甲 沒有待轉，直接跟著車子轉。 

妝彩一乙 逆向二段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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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式左轉」為什麼特別危險? 

電子四甲 

高雄市每年開出的「高雄式左轉」紅單就高達五萬多件，因為這種違規

造成的車禍意外就占了三千多件，有多嚴重、數據會說話。老話一句，

別為了搶快釀成車禍意外，得不償失。 

電機四甲 會被撞、危機重重、直接正面撞對面車。別人直行而未注意逆向切進來。 

工管四甲 因為這項違規造成的車禍意外就占了三千多件比例很高。 

電機四乙 因逆向行駛，且綠燈右轉車輛往往不會注意。 

機械四甲 「高雄式左轉」的機車，可能會與右邊的汽車發生車禍。 

建築四甲 逆向且多半在斑馬線上，行人也多。 

企管四乙 
容易跟對向或同向撞上，橫向的左、右轉車的死角很危險也容易和汽車

爭道易擦撞! 

企管四丙 經常造成車禍，會和對向來車相撞，造成交通堵塞。 

幼保四甲 

因為機車騎士在路口一遇到紅燈，就直接騎到斑馬線，但同時騎士得不

斷閃過右轉車輛，還要避免撞到馬路的行人，所以特別危險，又因罰緩

只有 600 元，騎士根本不怕，事故持續發生，「高雄式左轉」最容易釀

成車禍，導致受傷案件居高不下，數量還年年攀升，而高雄市交通大隊

也只能加強宣導取締。 

資管四甲 
10/21 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執法，未依兩段式左轉依法可罰 600 元以上

1800以下罰款。 

應外四甲 會撞到行人，因為是危險的阿，自己死，不要把別人拖下去一起死阿。 

金融四甲 會使得直行的車，閃避不及，容易發生事故。 

觀光四甲 因為對方來車，速度快容易被撞，搞不好命會沒有。 

觀光四乙 
因為一時搶快，不僅影響行人走斑馬線。還讓左向的右轉車危險增加以

致交通阻礙或是釀成車禍。 

觀光四丙 對向車道不易看見，容易造成危險。 

妝彩四乙 
以「高雄式左轉」橫越馬路，燈號往往剛好轉換成綠燈，因此容易與另

外一輛剛起步的車輛發生擦撞。 

時尚四甲 
容易被後方車輛追撞，造成受傷或死亡車禍。應先待轉至轉入車道，在

依燈號行駛。 

土木三甲 因為轉彎車無法察覺以致事故發生。 

電子三甲 如果未注意兩側車輛，極有可能發生危險，甚至導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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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甲 汽車會有死角剛好看到，逆向通行。 

電機三乙 妨礙正常車道之車輛行駛。 

電機三丙 

因機車騎士不想遵守機慢車二段式待轉的規定，先「逆向」至同側的對

向路口等待紅燈，等綠燈時再直行並左轉，所以常與對向來車發生交通

事故。 

建築三甲 

1. 容易撞上順向機車及汽車。 

2. 造成行人危險。 

3. 有高雄式左轉死亡之民眾，相對撞的人無罪不起訴案例。 

企管三乙 

1. 對向的直行車(北)，若未注意很容易發生擦撞。 

2. 容易被後方的直行車撞上。 

3. 容易阻礙西邊要右轉的車輛。 

企管三丙 一路上都逆向，容易撞上行人，容易被轉彎車撞到。 

幼保三甲 

1. 影響行人安全。 

2. 因個人方便影響其他合法用路人的權利。 

3. 車禍數極高。 

4. 逆向行駛。 

5. 違規車輛易與直行或是要右轉的汽機車輛發生車禍。 

資管三乙 逆向行駛容易發生意外，也容易與斑馬線上的行人發生碰撞。 

應外三甲 

因很容易沒看到車就直行，特別是在高速的撞擊下，很容易造成死亡，

車禍很容易發生。雖然高雄式左轉能節省到等一段紅線燈的時間，但往

往會因為逆向，而未看到對向來車，容易造成車禍而影響後方車輛的不

便、危險。 

金融三甲 逆向行駛，而且是在斑馬線上。 

休運三甲 
會對斑馬線上的行人造成危險。光去年一整年就有五萬起開單紀錄，三

千多件因為高雄式左轉造成的車禍，包含四人死亡。 

休運三乙 
如果未待轉很有可能與直行車跟右轉車輛相撞也有可能撞上在斑馬線

行走的路人。 

資工三乙 
因為如果沒有兩段式左轉會有死角，很危險。綠燈有些人會開很快，如

果不注意就會撞上。 

觀光三甲 
1.影響行人路權及安全。       2.綠燈右轉車輛可能會撞上。 

3.危及自身安全。             4.近年來死傷人數逐年攀升。 

觀光三丙 這樣的違規造成多起車禍意外，也讓無辜的用路人生命造成威脅。 

妝彩三乙 
去年曾發生過機車女騎士因高雄式左轉撞轎車騎士死亡，但汽車駕駛被

認定無過失不起訴，對於交通上偷吃步既危險又毫無安全保障。 

數位三甲 因為這是不遵守交通規則的方法，會被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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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三乙 容易跟對向車相撞，也容易被汽車道之汽車擦撞。 

餐飲三乙 

因為機車本就不該騎到內線車道，何況車子多擁塞的情況下，對向車道

車輛行駛時是非常容易發生事故的，所以呼籲各位機車騎士，寧可多花

幾秒鐘的等待也不要讓後悔莫及的事發生。 

電子二甲 會影響到過馬路的用路人。 

機械二甲 怕出車禍，危險。 

電機二乙 
無二段式左轉違法。1.斑馬線上的行人會撞到。2.會被對向前來將右轉

的汽車撞到，因有 A柱死角問題，產生意外。 

建築二甲 
行駛至對向車道時，右轉車或直行車容易撞到。高雄式左傳，停等時，

大卡車轉彎時會有死角及內輪差，容易捲入大卡車輪底。 

企管二甲 

高雄市每年開出的「高雄式左轉」紅單就高達五萬多件，其中這種違規

造成的車禍意外就占了三千多件，比例相當高，還包括 4人死亡。2016

年 6月蔡姓婦人直接高雄式左轉與來車車禍身亡。高雄地檢署判來車無

過失，檢方不起訴處分。 

資管二甲 因為逆向啊!容易被對面直行車衝撞。 

幼保二甲 

高雄式左轉是不正確的騎車行車規則，因違規易造成交通事故-車禍。

只因前方有車輛，後方有車輛行駛(逆向行駛)，稍有一閃失，則容易造

成車禍。尤其現代車流量超多，請大家務必遵守交通規則。 

金融二甲 沒有遵守交通規定。 

休運二甲 
不照規定二段式待轉，不想耽誤時間。高雄式左轉，發生車禍造成死亡，

但對方車不起訴的狀況，特別危險。 

休運二乙 如果不待轉，就會被直行汽車追撞。 

觀光二甲 
逆向行駛本就容易發生意外，何況反方向待轉。反方向待轉與橫向車道

容易有相撞的危險。 

妝彩二甲 會被撞、會受傷、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時尚二甲 這樣的偷吃步，既違法又危險，違反交通規則，對自身安全並無保障。 

餐飲二甲 

經常造成車禍。騎高雄式左轉的話，如果沒有注意到四周來車禍走在斑

馬線上的行人會釀成車禍。所以請大家遵守好行車規範，避免嚴重的事

情發生。 

餐飲二乙 會和對向直行車碰撞。 

土木一甲 
造成各方來車不便而增加車禍率。因秒數不夠而機車及汽車搶快而沒注

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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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一甲 被車撞。 

機械一乙 

機車族為了貪圖方便，容易與行人及轉彎車輛，發生事故，沒有按照兩

段式左轉，未注意前車狀況，違反號誌管制，屬於:(轉彎不依號誌、標

線、號誌行駛類)。 

機械一丙 

因為當綠燈一亮時照常來講一定是互不相讓，如果以「高雄式左轉」的

話很容易發生碰撞，而且當要過路口切到左轉方向其實已經逆向了，所

以我們應該好好遵守交通規則。 

電機一甲 因為根本沒人想讓你安全轉過去，而且沒有照法律走所以很危險。 

電機一乙 高雄式左轉逆向十分危險。 

工管一甲 逆向行駛、罰緩、違規。 

企管一甲 
只要逆向就容易與對向來車擦撞，且這種違規造成意外每年高達三千多

件以上。 

企管一乙 

因統計下來這種騎法會造成很多嚴重的車禍，占全國車禍意外的死亡率

是相當高的，不僅傷害自己，也害及無辜民眾及社會資源，別因為省那

點時間而害人害己，得不償失。 

資管一乙 

因為是在大馬路中間左轉，而在大馬路上會有很多機車，汽車，大型車

再行駛，然後也有很多汽車在馬路上等待轉彎，要是一個不小心，沒有

注意到機車騎士的話，反而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車禍甚至是死亡，所以還

是乖乖的待轉會比較好。 

金融一甲 

1. 機車騎士若違規左轉，常趁著停紅燈時，先穿過人行道，等在路口另

側，等變換紅燈時，再比照行人穿越路口，有時候會被依規定右轉的

車輛撞上。 

2. 行車於紅燈可右轉的路口，會撞上以高雄式左轉穿越人行道的機車騎

士。 

3. 機車騎在斑馬線上，對行人是威脅，會影響斑馬線行人安全。 

4. 逆二段待左轉在台灣屬於違規行為，現正嚴格取締中。 

休運一甲 應該到待轉區進行待轉並遵守交通規定。 

休運一乙 對向道的汽車要右轉很危險。 

觀光一甲 
高雄式左轉又稱「逆向二段式待轉」、「反向待轉」非常容易與對面來車

發生車故，所以同學不可高雄式左轉。 

觀光一丙 因為沒有遵守交通規則，兩段式左轉。容易造成對向來車反應不及。 

數位一甲 

高雄機車族為了少等一次紅燈，就出現了「高雄式左轉」,但這樣的違

規轉彎容易被直行車撞，為消滅這類違規左轉，在高雄市警方宣布 10/21

加強取締，如未依規定可罰新台幣錢 600元~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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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一甲 

高雄市每年開出的「高雄式左轉」紅單就高達五萬多件，因為這種違規

造成的車禍意外就佔了三千多件，比例非常高，還包含四人死亡，再說

直接左轉很容易發生車禍! 

妝彩一甲 摩托車容易在汽車的死角，所以會比較危險，容易造成意外發生。 

妝彩一乙 會和直行車發生衝撞等，死角不容易察覺車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