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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統計通報(第49號)

依交通部統計，108 年道路交通事故計 34.1 
萬件，較 107 年增 6.6％，其中以機車 18.5 
萬件，占 54.2％最多，其次為小客車 11.1 
萬件，占 32.4％，小貨車 2.0 萬件，占 5.9
％， 三者合占 92.5％，、108 年交通事故造
成傷亡計 45.7 萬人，較 107 年增 6.5％，
其中以機車26萬9997人造成之比重最高， 占
59.0％，其次為小客車占 28.3％；行人傷亡
人數 17,133 人，較 107 年增 7.6％。



月 份 受 傷 人 數 死 亡 人 數 備 考

1 5787 31

2 4254 39

3 4309 28

4 4206 25

5 4688 34

6 3917 20

統計 27161 177

高雄市110年1-6月交通傷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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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108年校安事件通報統計資料顯示，
「意外事件」占總體校安通報事件的10.7%，「意外事件」
中又以「交通事故」占27%。另「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占
「意外事故」死亡人數48%，其中大專校院學生交通事故
死亡人數更明顯高於其他學制。以108年為例，共有128位
大專校院學生因交通事故死亡。亞洲汽機車駕駛事故

2.亞洲汽機車駕駛事故.mp4


騎士逆向過彎 害死自己釀4人傷

 時間: 106年03月07日晚上10時許

 經過: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發生1死4傷車禍事故！一名洪姓
機車騎士（37歲）逆向由大寮往鳳山騎乘時，與對向一輛往
大寮行駛的休旅車對撞，洪男人車摔出，休旅車後方4輛機
車來不及煞車，撞上逆向的洪姓騎士，致洪男當場死亡，4
名機車騎士受傷。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死者洪姓男子
（37歲）未遵守交通規則兩段式左轉，竟從對向車道跨越雙
黃線逆向，才釀成事故。

資料來源：蘋果即時



二、 騎乘機車準備事項

2-1 機車用安全帽
騎乘機車應選用帽體黏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
格標識之機車用安全帽，市面上可選用的帽型可分四種，
即半罩式、半露臉式、露臉式、全面式四種要正確配戴。

未戴安全帽肇事影片

請正確配戴安全帽 並繫好安全帽帶

未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500元罰鍰

機車影片/5.安全帽測試.mpg
男女雙載未戴安全帽 逆向撞曳引車1死1傷.mp4


2-2 騎士的穿著
服裝:上半身應穿著鮮明的顏色

手套:方便手指活動，且具有摩擦力，讓手部可以準

確的控制油門與煞車，絕對不要在手把上加裝

固定式的防風套，以免妨礙雙手對機車的控制。

鞋子:穿著有防滑功能及包覆整個腳部的鞋子，避免

腳部受傷或因為腳底滑溜而發生危險。



2-3 行駛前安全檢查

機車除了要做定期的保養與檢查之外，在每次騎車
前，要先確認油量是否足夠使用，並檢查後視鏡、
煞車、燈光與輪胎等直接影響行駛安全的部分。行
駛中最好是全天候開啟大燈可以更安全。

燈光的檢查
(包含前後燈光檢查)

煞車的檢查 檢查胎壓、胎紋



2-4 良好的騎乘姿勢

良好的騎乘姿勢是
騎乘安全的保障

眼睛--注意四周 肩膀--放輕鬆 手肘--向身體靠攏

手--約一指幅寬 上身--保持輕鬆 膝蓋—自然彎曲

腳掌—平放踏板上 腳尖—朝前向內靠



2-5 載物的規定

不
可
載
運
梯
子

附載物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10公分

機車影片/9.機車超載.avi


2-6 騎乘機車必備的證件

駕照 行照 保險卡



3-1 一般煞車方式

1. 放鬆油門，讓引擎煞車發生作用，

2. 前後輪同時煞車，逐漸加大煞車力直到車輛停止。

3. 轉彎時不可緊急煞車，以免車輪鎖死失去平衡(犁田)。

轉彎時煞車
容易失去平衡造成失控

三、煞車之操作及反應三部曲

機車車禍.mp4


3-2 緊急煞車方式

應立即放鬆油門，並同時使用前後煞車，一次完
成煞車動作，但切記不可以用力過猛而鎖死輪胎，
否則會摔車，轉彎不可緊急煞車以避免摔車。

控制後輪煞車 控制前輪煞車

放鬆油門



3-3 行車反應三步驟

看、想、做
進退得宜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疑未保持安全距離 砰！3機車連撞慘摔｜三立新聞台.mp4


3-4 行車煞車距離的關係

註:雨天煞車距離會增大一倍

騎士看到車前狀況時 由視覺神經反應到機車煞停之過程

(反應距離)



3-5 行車速度與間距的控制

 行車速度

1.沒有速限標誌或標線:

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

2.狹窄道路及慢車道:

時速不可以超過40公里。

 行車間距

1.前後車距:與前車應保持隨時可
以煞停距離。

2.左右間距:與其他車輛會車時，
也必須保持50公分以上的間隔。

3.特別注意:經過路邊臨停之車輛
會突然打開車門應保持1公尺以
上距離。

保持50公分間距

機車影片/15-2.突然開車門.wmv
13.車禍現場─開車門要小心.mp4


3-6 機車轉彎與傾斜

轉彎時車身超過安全的傾斜角度，因輪胎的抓地力隨著車
身傾角增加而遞減，就會滑倒或衝入對向車道，造成嚴重
車禍。



3-7 通過彎道的操作要領
1.進入彎道前：先減速同時轉頭檢視行進路面，以免過彎時離心力太大而失

控。
2.通過彎道中：不要急加速、急減速，人車向彎道內側傾斜，減少離心力，

以免發生危險。
3.駛出彎道後：將車頭轉正，再逐漸加速朝直線前進。
4.特別提醒 ：避免兩車併行或任意超車。



3-8 轉彎時的潛在危險

1 路上的坑洞、碎石等都有可能讓車輪打滑，造成意外發生

2 在彎道中有山壁或建築物擋住視線，無法看到前方的來車

而發生危險。

3 對向來車在轉彎時可能會越過中線，也可能在彎道上有車

輛違規停放，這些都很危險。要善用彎道反射鏡注意對向

來車，並減速行駛。

最新》未戴安全帽！女騎士竄出巷道 1秒後遭校車撞死.mp4
最新》未戴安全帽！女騎士竄出巷道 1秒後遭校車撞死.mp4


四、 危機四伏--防禦駕駛

4-1「防禦駕駛」的觀念

1. 看不到的路況，可能藏有危機。

2. 應假設其他用路人可能會違規。

3. 遵守交通規則就是保障自己生命安全。

砂石車撞機車.avi


4-2 視覺的危險因子
汽車突然右轉彎 對向來車左轉彎看不到

右方來車看不到 突然開車門，保持1公尺以上間隔

12.勿停大車前(修).mpg


行車速度越快，視野越狹小。

4-3 速度與視線的關係



4-4 危險路面

1.路面凹凸不平。

2.路面有標線、砂石、泥濘、積水、段差、水溝蓋，以及

其他異物與障礙物等不良情形。

上述路況都很容易降低機車的穩定性，應減速慢行，確保

機車的穩定性。



3.雨天的危險因子

下雨天的時候

路面濕滑、注意車速
標線、橋樑伸縮縫、鐵軌
人孔蓋及工地覆蓋鐵板
積水路面

天雨路滑.mp4
年代新聞雙載 打水漂 撞電箱 情侶噴飛1死1重傷-8.mp4


4-5 交岔路口潛在危機

1. 衝突點多。

2. 闖紅燈、搶黃燈的車輛與行人。

3. 突然衝出的人、車或動物。

4. 到路口突然轉向的車輛

5. 臨時停車載客的計程車。

轉彎時請先打方向燈 擺頭確認後視鏡狀況

車流量較小的路口 車流量相差較大支幹線 深夜或清晨時段

注意紅綠燈

最新》視線死角？ 機車衝出巷口撞車.mp4
未禮讓直行車！兩機車路口擦撞 1死1重傷.mp4


4-6 大型車輛的潛在危險

機車易受大型車產生的強力氣流吸力與推力影
響



機車應與大型車保持安全間距
避免因內輪差而被輾入輪下

大型車視野死角 看不到車身旁的機車

4-7 大型車輛的潛在危險

1. 大型車的內輪差
2. 大型車的視野死角

視野死角內輪差

大貨車

砂石車視野死角--楊梅老莊路事故09.wmv.mp4


五、路權優先順序

5-1行人優先通行(要走斑馬線)
違規穿越很危險

18.行人過馬路要小心 !(女學生差一點被-公車-撞).mp4


5-2 避讓執行任務特種車輛

1.消防車
2.救護車
3.警備車
4.工程救險車
5.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



5-3 機車應依規定二段式左轉
違規直接左轉很危險

1.先直行至右方路口
的待轉區

2.等待號誌顯示直行
時再行駛

3.完成左轉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8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處新臺幣600元以
上1,800元以下罰鍰

11.老婦驚險撿到一命!!_(480p).avi


六、 嚴格禁止行為

6-1 禁止喝酒、吸毒或K他命

喝酒吸毒會讓人神智不清，造
成駕駛人對週遭事物判斷力降低、
應變能力減弱，大大增加意外發生
的可能。

駕駛人的酒精濃度若超過規定，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類似的管制藥品，
將被處以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一年，且還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駕駛人如果於5年內酒駕2次以上，除處以9萬元罰鍰之外，車輛將被當場移置保管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大學生畢業前夕酒駕被抓

駕駛人拒絕接受酒測檢定，將處9萬元罰鍰、車輛被移置保管、吊銷駕照，還要接受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畢業前夕酒駕遭逮 女大生「哭倒」男懷中-10.mp4


6-2 服用藥物或身體不適

服用藥物或感冒藥，騎車時可能昏昏欲睡精神不濟，因此
當身體不適或服用影響精神的藥物，應該避免騎車，以確
保安全。



6-3 騎車蛇行、飆車及危險騎車

騎車蛇行、飆車競技(尬車)及各種危險騎車的行為，最容易摔車造成傷亡。
(將被處罰鍰及參加道安講習；罰鍰最高可能到9萬元
及吊銷駕照、吊扣牌照、沒入車輛。)

機車影片/32-2.機車蛇行.avi
機車影片/32-3.機車危險駕駛.avi


6-4 任意改裝機車

原廠對於機車的安全性有整體的設計，如果任意改裝，像引
擎、車燈、排氣管、消音器都不能任意改裝，更不可以拆掉
排氣管、消音器製造噪音。

改裝排氣管罰款1,800元 重要設備改裝最高罰款9,600元



6-5 玩手機、3C產品--當低頭族(生死一瞬間)

千萬不要邊騎車邊使用行動電話，如果一定要使用，應該先將
車輛停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才是安全的作法。

打手機 低頭族

16.低頭滑手機生死兩茫茫.mp4


七、 騎車要買保險
7-1 強制險

汽機車強制保險有『死亡或全殘給付200萬元』『傷害醫療給付20萬元』
的保障
強制險理賠不分道路責任或事故當事人造成的過失，皆可申請理賠，但

事故發生時請務必記得要向警察備案。

未投保強制險經警方查獲罰鍰1500元
若肇事後被查獲無投保強制險罰6000元

7-2 任意險

機車族建議加保「強制險附加駕駛人傷害險」、「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
以補足強制險之保障。騎乘機車風險較高，除了基本機車強制險外，建議
自己每年再加保任意險，彌補強制險的不足，便可提高保障。



八、交通事故發生後續之處理？

保持現場，立即撥打110， 受傷打119。

肇事逃逸者VCR〈有人傷、亡涉及公共危險罪，
駕照永久吊銷〉，被害人請記下對方車號、顏色、
車型、撞擊位置或逃逸方向，保留現場，並立即通
知警察單位報案。

不要私下和解，可報保險公司理賠， 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院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事故當事人
登記聯單（事故現場）、 死、傷證明書、 醫療單
據〉，每1死亡200萬元、傷害20萬元。

依據肇事責任歸屬談民事賠償。

950112 1147 青海路東四路肇逃.mpg


109.5.5車禍現場拍照5原則。

109.5.5車禍現場拍照5原則.wmv




八之一、車禍之、民事、刑事、行政責任

一、民事責任(法律追訴時效兩年) 

二、刑事責任 (受傷法律追訴時效半

年) 

三、行政責任（有吊銷或吊扣駕駛執

照或車牌、罰鍰、記點及講習）



八之二、後續事宜---查詢申請

 地點：交通大隊第五組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 路191號4樓）

申請與閱覽資料：

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

現場圖（7日後）

現場相片（7日後）

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30日）



104.11.01警方交通事故分析初判表-TVBS

104.11.01警方事故初判表-TVBS.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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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駕駛動力機械肇事逃逸致人傷亡
刑法第185之4條遺棄罪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無人受傷罰1000-3000元(吊扣駕照) 1至3個月
三、致人受傷罰3000-9000元(吊銷駕照) 3年不得考領
四、重傷死亡罰3000-9000元(吊銷駕照終身)
五、通知汽車所有人到場說明，無故不到，吊扣牌照1-3
個月。(處罰條例6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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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

十次車禍九次快！
速度決定命運！



超速行駛

49



九、酒醉駕駛與肇事逃逸的法律責任
近五年來酒醉駕駛肇事統計

一、酒醉駕駛發生4萬4070件。

二、造成1371人死亡。

三、造成5萬3527人受傷。

四、酒醉駕駛7成是機車。



九、喝酒開車處罰規定

102年6月11日公佈，自6月13日生效

違規標準
呼氣酒精濃度超過0.15mg/l＝血液酒精濃度
超過0.03%。（呼氣酒精濃度0.15mg/l×200＝
血液酒精濃度30 mg/dl ）

違法標準
呼氣酒精濃度達0.25mg/l、血液酒精濃度達
0.05%。

酒醉駕駛肇事，依刑法第185條之3移送法辦。
倒算標準：
血液中酒精排除（代謝）率每小時10－40
mg/dl，平均速率為20mg/dl /hr。



酒精濃度與肇事率之關係

一、酒精濃度0.25毫克/公升，肇事率為2倍。

二、酒精濃度0.4毫克/公升，肇事率為6倍。

三、酒精濃度0.55毫克/公升，肇事率為10倍。

四、酒精濃度0.85毫克/公升，肇事率為50倍。

五、酒精濃度1.50毫克/公升，無法完全開車。



資料來源-蘋果新聞











108.2.27酒駕累犯肇事致人於死，法務部擬修法
可判死刑-蘋果日報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你這一喝有多「重」？ —酒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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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安影片宣教

1.騎機車保命12招mp4
2.變換車道的危機(汽車)mp4
3.變換車道的危機(機車)mp4
4.騎機車耍屌mp4
5.9月1日全國大執法mp4
6.發生交通事故要及時離開現場

變換車道危機汽車.mp4
中華派所宣導騎車保命12招.mp4
變換車道危機汽車.mp4
變換車道的危機--機車機.mp4
耍屌.mp4
0901大執法.mp4
車禍.mp4


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
是每個機車騎士行車的願望，
學會正確的駕駛觀念與行為，
才能安全回到溫暖的家。

十一、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