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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交通安全教育」 

提綱： 

一、 何謂防禦駕駛? 

二、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機械四甲 
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

下，保證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 
小心慢行。 

電機四乙 
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

下，保證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 

保持行車距離 轉彎前減速，避免在彎路中心太

快減速而失去重心平衡。 

工管四甲 

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定義「在無法控

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保證

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 

1.起步前安全確認。 

2.通過任何分岔路口確實減。 

3.變換車道或前方路口右轉彎打方向燈。 

4.同向跟車時禮讓轉彎車先行。 

5.給自己多留空間。 

6.快絕對有風險，慢也不是絕對安全。 

建築四甲 

遵守道路交通規則，留意週遭狀況，建立預

判可能發生意外之心理準備，預先採取必要

時的防禦動作避免事故發生。 

1.眼觀四方，注意周遭路況/車況。 

2.起步前的安全確認，不要暴衝。 

3.行徑路口、交叉口確實減速。 

4.變換車道或前方路口右轉彎提前打方向燈 。

5.保持安全距離。 

國企四甲 
透過抉擇與認知，預測可能發生之情境並預

知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發生事故。 

1.控制車速。 

2.視線遠望。 

3.時刻準備突發狀況。 

4.保持警覺。 

5.專心駕駛。 

6.注意其之駕駛者的可能「不小心 」。 

應外四甲 

防禦駕駛是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定義

「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

況下，保證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 

1.控制車速。 

2.時刻準備突發狀況。 

3.保持行車距離。 

4.專心駕駛。 

5.視線望遠。 

6.警惕及尊重其他駕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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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企管四甲 

何謂防禦駕駛，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

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

發生交通事故外。防禦駕駛要注意：除了要

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外，要眼觀四方「危險」

藏在細節中；應用情境，多預想少意外。看

得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用路人看得到。提

醒您,車禍事件的發生，常常是無法預測的，

看不到的視野範圍就潛藏危險，不要以為別

人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預留自己與別人多

一點時間與空間，才能避免交通事故的發

生，確保車輛行車安全。 

【只有遵守交通安全規則是不夠的!】 

(1)透過覺察與認知，預測可能發生意外之情境,

並且預先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事故發生的用路

哲學，稱之為「防禦駕駛」。 

(2)機車騎士只要養成預測危險的習慣，即能早

一步將意外發生的可能降至最低。 

【看不到的視野範圍就有潛藏危險】 

(1)當前車擋到我們的視野，要密切注意前車的

行駛動態(例如左前方車輛突然減速，就要跟著

減速)。 

(2)應預測在看不到的視野範圍中，可能沖出

人、車或小動物。 

【預留與他人的安全空間】 

(1)交通環境中的人與車都是動態的，任何車輛

煞車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因此當機車陷入車多之

處或車陣中穿梭，就容易發生碰撞，且碰撞後遭

輾壓的風險很高。 

(2)當前方左側有汽車、右側有機車併排行駛

中，此時若從兩者中間超車，有一定風險(注意

橫向車距)。 

【避免緊急重煞車】 

機車不穩定，緊急重煞車容易因車輪鎖死而摔

車，所以建議騎機車應以避免緊急重煞車為策

略，養成速度控制、觀察前方動態/預測危險的

習慣。 

【不要以為别人一定有看到我；就是要讓別人看

到我!】 

(1)應開啟大燈(頭燈)或使用畫行燈。 

(2)無法確認對方有看到自己時，建議可適當使

用聲音警告裝置(喇叭)，並以「目光接觸」作為

雙方有相互看到的一個確認。 

(3)看到前方路旁有車停駐，尤其是剛停妥的

車，經過該車時應與它保持足夠的橫向距離。  

【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意圖】 

(1)善用聲音警告装置(喇叭)方向燈等工具來讓

其他用路人知道自己的意圖，可避免意外的發

生。 

(2)行車時，雖已展現意圖，如打方向燈，仍應

擺頭注意別人是否禮讓。以右轉為例，若右轉時

右方空間太大，可能會有其他機車侵入。 

【小心内輪差、視野死角，遠離大車保平安】 

(1)避免一直行駛或停留在前車/後車的視線盲

點(或後視鏡盲點)中。 

(2)大型車前後左右視野盲點很多，尤其在轉彎

中一定不要搶道，並與其保持大一點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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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不要以為別人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 

(1)自己車道綠燈時，要想到可能會有人闖紅

燈，切記路口放慢速度，轉頭左右察看。記憶口

訣-「綠燈仍須確認安全空間」。 

(2)「前車不打方向燈不代表他不會轉彎或變换

車道」，應養成觀察前車動態的習慣。 

資管四甲 
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忽

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控制車速，視野望遠，時刻準備突發狀況，保持

警覺，專心駕駛。 

資管四乙 
避免三寶，集中力要強，遠離三寶，穩定速

度。 

好的騎車，觀念技巧純熟，觀察仔細，視野擴大，

駕駛者是正常人，不要亂開遠燈，速度的調配。 

休運四甲 是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 

預估風險，判斷是否有危險存在 引人注，夜晚

駕車需開燈。行至路口，要減速慢行，觀察其他

車道的情況，同時注意兩側及後方的路況。轉換

車道或靠路邊停時，提早打方向燈。 

休運四乙 不要酒駕。 不要酒駕，注意左右行車。 

觀光四甲 預測可能發生意外，預先採取措施避免事故。 遠離大車，紅燈想、綠燈看，隨時注意路況。 

觀光四丙 
提醒駕駛人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亦須留意

周遭狀況。 

過紅線燈前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再起步，變換車

道前先從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再變換車道。 

妝彩四乙 
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眼睛不要東張西望，不要滑手機，要戴安全帽，

不起速。 

視傳四甲 

是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機動車輛操作

安全實施規程定義防禦駕駛為：「在無法控

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保證

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美國國家安

全協會的防禦駕駛課程也使用上述定義。 

駕駛人每 4~5秒看後照鏡，確保前方安全距離， 

轉彎前減速，避免在彎路中心太快減速而失去重

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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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餐飲四甲 

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因疏忽或違

規而發生事故。除了遵守交通規則，要眼觀

四方，應用情境，多預想少意外。 

1.透過覺察與認知，預測可能發生的意外。 

2.密切注意前車的行駛動態。 

3.預留與他的安全空間。 

4.避免緊急重煞車。 

5.小心內輪差，視野死角，遠離大車。 

電子三甲 

1.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2.觀察前車動向，有任何違常(ex:打左轉方

向燈卻右轉)需減速，待其通過再行。 

3.若遇上自然因素(ex:陽光太強、大霧、大

兩)減速以防遭遇不測。 

1.行經無號誌路口减速慢行。 

2.紅燈結束後綠燈亮仍須查看周遭動態再行， 

而非直接衝出去。 

3.行經路段雖為綠燈，仍須減速以防撞上闖紅燈

的危險駕駛。 

4.注意行人。 

機械三甲 

是一種預測危險，進而遠離危險的一種駕駛

哲學。 

1.避免進入不安全的空間。 

2.防範他人分心與疏忽之傷害。 

1.不要急，慢慢騎。 

2.穿著鮮明且容易判別的服裝。 

3.保持緩衝空間。 

4.預想他人動作。 

5.擴大視野。 

6.顯露自己。 

機械三乙 

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

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外。 

1.紅燈轉綠燈時，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在起步。 

2.變換車道之前，先從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再

轉換車道。 

3.注意大型車輛右轉的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以

避免被捲入。 

機械三丙 
是一種預測危險，進而遠離危險的一種駕駛

哲學。 

1.控制車速。 

2.視線望遠。 

3.時刻準備突發狀況。 

4.專心駕駛。 

電機三乙 
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眼觀四方，耳聽八方，注意所有來車。 

工管三甲 要遵守交通規則，才能保障自己的行車安全。 

1.要保持安全距離。 

2.經過路口放慢速度。 

3.變換車道打方向燈。 

4.不要闖紅燈。 

建築三甲 
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

下，保證生命，時間、金錢的駕駛方式。 

1.紅燈轉綠燈時，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變換車道

之前，先從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 

2.注意大型車輛右轉的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 

3.停紅綠燈時盡量停在大型車車輛前方，小巷放

慢速度，以免撞上衝出的車輛或行人。 

4.別搶黃燈，更不可闖紅燈，變紅燈時在應提早

減速，不突然煞停止。 

5.不橫越大型車輛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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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國企三甲 就是駕車，騎車時，要注意前方。 
不要玩手機、不要分心、要注意前方及左右來

車。 

企管三甲 
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1.經過任何路口應減速注意四方。 

2.前後車輛保持適當距離。 

3.天色不佳時開啟大燈。 

4.遵守任何交通號誌。 

5.使用機車前檢查車輛狀況，例:煞車、輪胎

等…。 

企管三乙 

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

下，保證生命，時間、金錢的駕駛方式。為

了預期可能的危險情形，儘量在有惡劣的條

件或是其他人的失誤的情況下，仍可減少車

禍的風險。 

ex:車速不要過快(控制車速)隨時觀察周圍的車

況，基本的安全距離要保持和大型車有一定的安

全距離，不在大型車的死角處停紅綠燈，視野放

遠放寬，隨時保持警覺，專心行駛，隨時準備好

採取臨機應變，轉彎前減速。 

資管三甲 

所謂防禦駕駛乃 強調以人的認知為主軸的

用路觀念，提醒駕駛人/用路人除了注意周遭

狀況，勿違規侵犯他人外，更在從目視/耳聽

的察覺，進一步認知並預測接下來可能發生

意外的情境，進而預先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

事故的一種駕駛/用路哲學，由增進認知能力

進而提升交通安全。 

1.紅燈轉綠燈時，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再起步。 

2.變換車道之前，先從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再

變換車道。 

3.雨衣反穿不確實扣上成穿著輕便雨衣，容易勾

到發生意外。 

4.不橫越大型車輛前方。 

5.停紅燈時盡量停在騎車右前方。 

6.小巷放慢速度，以免撞上衝出的車輛或行人。 

7.前方有異時按喇叭警示提醒。 

8.晴天時避免積水，那可能是會打滑的油漬。 

9.與路邊車輛保持距離，防止突然開車門造成撞

擊。 

10.別搶黃燈，更不可闖紅燈。 

金融三甲 

防禦駕駛為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

行為下，保證生命，時間、金錢的安全駕駛

技能。 

1.預留與他人的安全空間(綠燈仍確認安全空

間)。 

2.小心內輪差，視野死角，遠離大車保平安。 

3.常時開大燈(或晝行燈)+預作煞車。 

4.了解車輛行為特性，一機車避免重煞車。 

幼保三甲 

人車路特性與潛在危險 

(保護自己的能力)(小心別人的不小心)回家

的路=安全駕駛+防禦駕駛。 

1.預作停車準備。 

2.時常開大燈。 

3.了解車輛行為特性。 

應外三甲 
防禦駕駛就是在車禍發生前，能立即採取合

理謹慎行動加以防止。 

1.一般原則:控制車速，視線遠望，時刻準備突

發狀況，保持警覺，專心駕駛。 

2.對待其他道路使用者時刻預計其他道路使用

者的任何行動及關連反應，不要假設其他駕駛者

的行動及反應與自己所想的一樣，警惕及尊重其

他駕駛者。 

3.駕駛車輛保持行車距離，因應天氣或路面狀況

採取合適駕駛策略轉彎前減速，避免在灣路中心

太快減速而失去重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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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休運三乙 預防交通事故前的措施。 
騎車速度放慢，遵守交通規則，不要分心使用手

機，專注駕駛。 

觀光三乙 

駕駛人除遵守交通規則外，亦須留意周遭狀

況建立規劃可能發生意外的心理準備，避而

預先採取必要防禦動作避免事故發生。 

1.保持與前面車輛適當距離。 

2.轉彎前要減速，避免太快失去平衡。 

3.雨天行重要減速慢行。 

4.天暗時要開車燈騎車。 

妝彩三乙 
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遵守交通規則，眼觀四方。應用情境，多預想少

意外。看得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用路人看得到。 

土木二甲 是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 

1.減速慢行。 

2.配戴安全帽。 

3.遵守交通守則。 

4.注意其他車輛行駛動線。 

5.注意路面狀況。 

電子二甲 是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 
1.變換車道前，先看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 

2.注意大型車右轉的內輪差。 

機械二甲 

何謂防禦駕駛，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

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

發生交通事故外。 

防禦駕駛要注意:除了要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外，要眼觀四方，「危險」藏在細節中；應

用情境，多預想少意外。 

1.綠燈要注意，别認為别人一定會禮讓或遵守規

則。 

2.開大燈；目光接觸，別認為別人二定看見自

己。 

3.了解煞車特性與正確預測，避免緊急重煞車為

策略。 

4.兩段式左轉，走對的路線。 

5.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意圖，預留自己輿别人的空

間，視野看不到的地方，就有危險。 

機械二丙 注意前方車輛，十字路口放慢。 注視前方，十字路口放慢行駛。 

電機二甲 上路穿防彈背心，並隨時注意左右來車。 

1.防彈背心。 

2.安全帽。 

3.身理狀態良好。 

4.左右來車。 

5.防彈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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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電機二乙 隨時提防他人行車動線。 
1.經過每個路口時，放油門且手在煞車桿上。 

2.切以他人超車而搶快。 

建築二甲 
保持安全距離，遵守規則，多走路，不駕駛

就不用防禦駕駛。 
騎 20km/h，不酒駕，封鎖高速公路。 

建築二乙 
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因疏忽或違

規而發生事故。 

1.一般原則控制車速視線遠望，保持警覺 專心

駕駛。 

2.時刻預計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任何行動及關聯

反應。 

3.保持行車距離，因應天氣或路面狀況採取適合

駕駛策略。 

4.轉彎減速避免，車速太外而失去重心平衡。 

5.避免緊急煞車。 

資工二甲 

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多預

想少意外，看得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人看

到。 

1.剛起步時，先看看左右兩邊有無其他人闖紅

燈，再快速通過。 

2.要變換車道先打方向燈，跟看後照鏡確認後方

來車，再變換車道。 

3.注意大車的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以避免發生

事故。 

4.通過任何交叉路口前確實減速。 

5.直行車禮讓轉彎車。 

國企二甲 遵守交通規則，防範他人駕駛，眼觀四方。 

遵守交通規則，視野要廣，預留他人的安全空間 

避免緊急重煞車，自己看得到別人也要別人看的

到，小心內輪差、視野死角。 

企管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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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他人分心疏忽之傷害。 

1.擴大視野： 

(一)往前看(二)經常環視道路 

2.顯露自己： 

(一)開大燈(二)使用方向燈(三)避開他車死角

(四)適時使用喇叭(五)穿著色彩鮮豔衣服及明

亮安全帽 

3.保持緩衝空間： 

(一)總停車距離=反應距離+煞車距離(二)遵守

安全距離(三)兩秒鐘原則 

4.預想他人動作： 

(一)發信號(二)察看後照鏡(三)餘光察看兩側

死角(四)轉動方向盤 

企管二乙 

防禦駕駛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

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

通事故外。防禦駕駛要注意的是「危險」藏

在細節中。 

1.除了要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外，要眼觀四方，「危

險」藏在細節中。 

2.多預想少意外。看得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用

路人看得到。  

3.看不到的視野就潛藏危險，不要以為別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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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會遵守交通規則，預留自己與別人多一點時間空

間，才能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 

金融二甲 

所謂防禦駕駛乃強調以人的認知為主軸的用

路觀念，提醒駕駛人/用路人除了注意周遭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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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可能發生意外的情境，進而預先採取必要

措施以避免事故的一種駕駛/用路哲學。 

1.紅燈轉綠燈的時候，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再起

步。 

2.變換車道之前，先從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再

變換車道。 

3.注意大型車輛右轉的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以

避免被捲入。 

4.雨衣反穿不確實扣上成穿著輕便雨衣，容易勾

到發生意外。 

5.變紅燈時提早減速，不突然及時煞停止。 

6.小巷放慢速度，以免撞上衝出的車輛或行人。 

幼保二甲 
就是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疏忽或故意違規而害人害己! 

1.紅燈轉綠燈時先左右確認再起步。 

2.換車道前先看後方有無來車。 

3.注意大車內輪差。 

應外二甲 

路口減速，打方向燈，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全神貫注，車保持適當距離，如有狀況發生

才能及時反應。 

1.戴全罩式安全帽。 

2.紅燈轉綠燈時，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再起步。 

3.注意大型車輛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 

4.別搶黃燈，更不可闖紅燈。 

5.注意路邊車輛開車門，要保持距離。 

6.變紅燈時，應提早減速。 

7.巷弄放慢速度，預防突發狀況。 

8.天雨路滑，小心騎車。 

休運二甲 

1.騎機車或開車時，要注意四週，駕駛時車

不宜過快，要專心行駛。 

2.車與車行駛中的距離，不宜太近。 

1.平時注意汽機車的輪胎胎壓，輪胎紋路是否清

楚。輪胎要定時補氣，胎壓過低在行駛中容易發

生危險。 

2.行車起步時慢個幾秒，不要太快向前衝。 

3.安全帽要確實戴好，帽扣要確實扣上。 

4.機車駕駛中遇到大卡車、公車時，先禮讓大型

車輛行駛，不要騎在大型車輛旁邊，避免大型車

輛的後視鏡死角看不到，導致車禍發生。 

5.無論騎機車或開車都要專心行駛，車速不宜過

快，保持適當行車距離。 

6.禁止「高雄市左轉」、「紅燈左轉」的違規方

式，寧可多花時間等待，也不要趕時間搶快而不

小心發生車禍或違規被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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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休運二乙 

★有待轉牌,沒待轉區，要求你強制待轉。 

答:等於待在路口等被撞 

★沒待轉牌，有待轉區，要求擬強制待轉 

答:那要左轉的機車要先靠右看有沒有待轉

區，才靠左去左轉? 

★沒待轉牌,沒待轉區，卻給你內側車道用禁

行機車。 

答:請問怎麽左轉? 

★當待轉區停滿後，往格子前方或旁邊停，

不能駛上斑馬線 

答:等於路口本來的動線會被阻擋,甚至使其

癱瘓 

結論:禁行機車+左轉靠右+死命設置待撞區 

答:不要照著政府不合理的交通標誌、標線行駛 

有一種危險，叫做我覺得你很危險。不要再有所

謂的車種分流，真正合理的是車速分流，並且實

際的左轉靠左，右轉靠右，直行走中間。 

最後特別提醒不要闖紅燈、雙黃線廻轉、行車使

用手機、違規停車，你的方便一下，可能會造成

別人永遠不方便。 

這些違規都是最容易造成別人傷亡的原因。 

防禦駕駛的初衷是希望減少車禍時的傷亡，沒有

防禦駕駛不是造成車禍的原因，不要再拿防禦駕

駛來當作別人或自己出車禍的藉口。 

觀光二甲 
就是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1.紅燈轉綠燈時，先確認前方左右來車再起步。 

2.變換車道之前，先從後照鏡確認後方來車，再

變換車道。 

3.注意大型車輛右轉的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以

避免被捲入。 

4.雨衣反穿不確實扣上成穿著輕便雨衣，容易勾

到發生意外 。 

妝彩二甲 

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

人駕駛因疏怒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外、除了要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外，要眼觀四

方「危險」藏在細節中；應用情境，多預想

少意外、看得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用路人

看得到。車禍事件的發生，常常是無法預測

的，看不到的視野範圍就潜藏危險，不要以

為別人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保持安全距

離、才能避免意外發生。 

1、機車騎士只要養成預測危險的習慣，即能早

一步將意外發生的可能降至最低。 

2、當前車擋到我們的視野、要密切注意前車的

行駛動態(例如左前方車輛突然減速，就要跟著

减速)。 

3應預測在看不到的視野範圍中，可能沖出人、

車或小動物。 

4.交通環境中的人與車都是動態的，任何車輛煞

車都需要時間與空間。 

5.當機車陷入車多之處或車陣中穿梭，就容易發

生碰撞,且碰撞後遭輾壓的風險很高。 

6.前方左側有汽車、右側有機車併排行駛中，此

時若從兩者中間超車，有一定風險(注意橫向車

距)。 

7.機車不穩定，緊急重煞車容易因車輪鎖死而摔

車，所以建議騎機車應以避免緊急重煞車為策

略，養成速度控制、觀察前方動態/預測危險的

習慣。 

8.應開啟大燈(頭燈)或使用畫行燈。 

9.無法確認對方有看到自己時，建議可適當使用

聲音警告裝置(喇叭)，並以「目光接觸」作為雙

方有相互看到的一個確認。 

10.看到前方路旁有車停駐，尤其是剛停妥的

車，經過該車時應與它保持足夠的横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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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視傳二甲 

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

人駕駛因疏怒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外，防禦駕駛要注意除了要遵守交通安全規

則外，要眼觀四方「危險」藏在細節中；應

用情境，多預想少意外。 

1.當前車擋到我們的視野，要密切注意前方的行

駛動態。 

2.應預測在看不到的視野範圍中可能衝出人、車

或小動物。 

數位二甲 
機車駕駛，行車道路必須要遵守交通號誌，

也要注意四周圍車輛，以避免行車糾紛。 

1.行駛車速，視線範圍注意，專注行駛。 

2.駕駛機汽車，須保持行車距離，以免車速過

快，造成車身輪胎打滑。 

3.定期保養車況問題。 

餐飲二甲 
1.多留意四周的動態。 

2.假設一些意外發生以提醒自己注意。 

1.起步前的安全確認。 

2.通過任何交叉路口前減速。 

3.變換車道前除了打方向燈，以要注意後方是否

有來車。 

4.跟車子保持距離。 

5.預設路徑。 

6.預設前方車子動態。 

餐飲二乙 
遠離大車，遠離外送人員，遠離自己覺得危

險的車輛。 

遠離大車是因為大車都有內輪差，遠離外送人員

是因為有時候外送人員會騎比較快。 

餐飲二丙 
除了自身遵守交通規則，也需防範他人駕駛

因疏怒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多預想少意外。看得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用路

人看得到。 

土木一甲 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規則也要防範他人駕駛。 

1.不要酒駕。 

2.精神狀態要良好。 

3.車速不過快，不超限速。 

4.不看手機，看前方。 

5.手放煞車，反應較快。 

6.注意左右車況。 

7.紅綠燈起步不要太快。 

8.轉彎時及轉彎處要小心。 

電子一甲 遵守交通規則。 戴安全帽，保持安全距離，不要騎快車。 

機械一甲 安全駕駛車車輛的技能。 

1.一般原則： 

一、控制車速。 

二、視線遠望。 

三、時刻準備突發狀況。 

四、保持警覺。五、專心駕駛。 

2.對待其他道路使用者： 

一、時刻預計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任何行動及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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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反應。 

二、不要假設其他駕駛者的行動及反應與自己所

想的一樣。 

三、警惕及尊重其他駕駛者。 

3.駕駛車輛： 

一、保持行車距離。 

二、因應天氣或路面狀況採取合適駕駛策略。 

三、轉彎前減速，避免在灣路中心太快減速而失

去重心平衡。 

機械一乙 

1.建立防禦駕駛觀念，才能保證自己的行車

安全。一般車輛駕駛人以為，自己遵守交通

規則，就可以確保自己的行車安全，但是卻

仍有部分駕駛人受到他人的傷害。 

2.何謂防禦駕駛，就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

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怒或故意違規而

發生交通事故外。。 

1.透過抉擇與認知，預測可能發生之情境並預知

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發生事故。 

2.機車騎士只要養成預測危險的習慣，即可早一

步將意外發生得傷害降至最低。  

3.應預測看不到的視野範圍中可能衝出人、車，

或小動物。 

4.應開啟大燈(或使用晝行燈)。 

5.前車不打方向燈不代表他不會轉彎或變換車

道，應養成觀察前車動態的習慣。 

電機一甲 
能在控制及預驚的情況下，做好車輛控制的

準備。 

1.預留與他人的安全空間:交通環境中的人與車

都是動態的，任何車輛煞車都需要時間與空間。

因此當機車陷入車多之處或車陣中穿梭。就容易

發生碰撞，且碰撞後遭輾壓的風險很高。 

2.避免緊急重煞車:機車不穩定，緊急重煞車容

易因車輪鎖死而摔車，所以建議騎機車應以避免

緊急重煞車為策略，養成速度控制，觀察前方動

態。 

工管一甲 

停看聽，減速慢行，左顧右盼，遵守交通規

則 不闖紅燈 綠燈慢行，專心駕駛，不酒駕 

保持前車距離 

防禦駕駛是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機能車輛

操作安全實施規程定義防禦駕駛為:「在無法控

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保證生

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儘量在有惡劣的

條件或是其他人的失誤的情況下，仍可減少車禍

的風險，防衛駕駛可以藉由遵守一系列的準則來

達到，包含確保前方安全距離，以及其他駕駛的

技巧。亦須留意周遭狀況，從目視及耳聽察覺，

建立預判可能。 

建築一甲 

1.注意路況。 

2.行進中速度請放慢。 

3.在無法控制的周圍環境以及他人行為的情

行下保障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 

1.控制車速視線望遠，時刻準備突發狀況保持警

覺專心駕駛。 

2.對待其他道路使用者時刻預計其他使用者。 

3.保持行車距離。 

建築一乙 
注意自己的車子狀況，避免危險靠近時才發

現。 

1.安全帽一定要戴。 

2.路況多熟悉，不熟要慢行。 

3.戴安全帽行駛在路上時，不要戴耳機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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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國企一甲 安全行車，請勿闖紅燈，巷口減速慢行。 
騎車速度不要太快，戴安全帽盡量 3/4和全罩安

全帽，不要超載。 

企管一甲 
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

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眼觀四面，耳聽萬方，除了注意前方也應注意其

他車輛行為及環境變化。 

企管一乙 預知前方車輛的下個動作。 
機車避免急煞車：預作停車準備，常時開大燈或

晝行燈，了解車輛行為特性。 

資管一甲 

除了自己要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

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進

而預先採取必要防禦動作以避免事故發生。 

1.要眼觀四方，應用情境，多預想少意外。看得

到別人，也要可被其他人看得到。 

2.控制車速，是野望遠，時刻準備突發狀況，保

持警覺，專心駕駛。 

3.保持行車距離，因應天氣或路面狀況採取合適

駕駛策略轉彎前減速，避免在彎路中心太快減速

而失去重心平衡。 

4.不要假設其他駕駛者的行動及反應與自己所

想一樣。 

金融一甲 

建立防禦駕駛觀念，才能保證自己的行車安

全。一般車輛駕駛人以為，自己遵守交通規

則，就可以確保自己的行車安全，但是卻仍

有部分駕駛人受到他人的傷害。就是自己除

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

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 

1.停紅燈時，盡量停在汽車右前方。 

2.不橫越大型車輛前方。 

3.不從計程車右方衝過，機乘車隨時可能因搶客

而靠右行駛。 

4.小巷放慢速度，以免撞上衝出的車輛或行人。

5.前方有異時按喇叭警示提醒。 

6.變紅燈時應提早減速，不突然急殺停止。 

7.晴天時避開積水，那可能是會打滑的油漬。 

8.別搶黃燈，更不可闖紅燈。 

幼保一甲 
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

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1.眼觀四方。 

2.多預想少意外。 

3.看得到別人，也要被其他用路人看得到。 

4.騎帥不騎快。 

5.騎卡慢 A啦! 

應外一甲 

一種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是在交通規則及

基本駕駛技能以外的訓練課程，其目地是為

了預期可能的危險。 

1.控制車速。 

2.視野望遠。 

3.時刻準備突發狀況。 

4.保持警覺。 

5.專心駕駛。 

觀光一甲 

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

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

外。 

預作停車準備，常時開大燈，了解車輛行為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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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何謂防禦駕駛? 請列舉機車騎士防禦駕駛的要領。 

妝彩一乙 
1.紅燈停，綠燈行，黃燈停。 

2.騎機車要戴安全帽。 

1.請先做看右看在行駛。 

2.機車配安全帽。 

3.汽車配安全帶。 

4.機車勿三貼，馬路如虎口，請勿當三寶。 

5.注意交通，注意安全，一切平安! 

餐飲一甲 

有了防禦駕駛才能保障自己的行車安全，有

時不是自己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就是安全，防

禦駕駛就是自己遵守交通安全，也要防範他

人。 

1.綠燈時先確認前方左右有無來車再起步。 

2.大型車有內輪差，保持適當距離。 

3.別闖黃燈，不闖紅燈。 

4.小巷減速，避免衝撞車輛與路人。 

5.變紅燈時提早減速，不急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