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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之餘也要注重交通事故，台灣司法人權進步
協會：留心 遵守交通規則減少憾事發 生

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及加上全民積極防疫的共識之下，尚能
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截至4月25日確診共1,100例，死亡有12人。

然去年因交通事故(30日內)死亡之人數卻高達3,000人(超過8人/天)，
受傷482,153人(1,320餘人/天) ，近5年來最高，而且其中過半數皆為
機車族。

冠狀病毒即便我們肉眼所看不見，尚且能因應並竭盡所能降低感染人
數。但對於日常生活中一目了然的交通規則大意輕忽，甚至違反而不
加以遵守，萬一發生碰撞造成死亡結果，實在得不償失。

事實上只要簡單留心遵守交通規則，就能立即明顯有效避免交

通事故發生，減少事故所帶來的死傷。保障你我的生命安全，何樂而
不為呢？

生活誌~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會員、彰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吳宇軒 2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2021/4/26 3



珍視生命 從安全駕駛開始
日前又發生了幾起事故，讓生命驟然劃上句點。

這些消息及數據資料不僅顯示出事故的嚴重性，
更彰顯出為大家建立起“安全駕駛”觀念的急迫

性。

2021/4/26 4



珍視生命 從安全防禦駕駛開始

機車特性先天穩定性較差，且車體脆弱，騎乘
者除戴安全帽外無任何保護的裝備，一旦發生
交通事故，易導致較嚴重傷亡。

109年A1(死亡)類道路交通事故3,000人死亡
(30日內死亡案件)，482,153人受傷。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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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10９年因交通事故每天平均：

2021/4/29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2021/4/26 6



道路交通
事故

路

道路交通事故依其發生原因可分為四大類：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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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機車務必戴上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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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全罩式-戴好戴滿)



機車騎士頭部的衝擊區域

2021/4/26 9資料來源：Google圖檔、影像



機車騎士頭部的衝擊區域

2021/4/26 10資料來源：Google圖檔、影像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發生事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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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太快

精神不好、不專心

技術不好or運氣不好

車

車況不好

車子故障

沒有ABS、CBS

路

路面不平

標線

路面有油漬、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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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騎乘機車要專心，減少判斷力下降造成自摔。
2. 盡量避免一次將煞車煞到底!建議可採用點煞方式，

先壓住煞車後再放開，等降速時再壓緊煞車。
3. 白天開頭燈，讓他車知道有來車，提高被視性，他車

也可以注意到與保持安全距離。
4. 行駛於地磚、施工鐵板、人孔蓋或標線及另急加油、

急煞車或傾角過大都容易產生打滑與自摔。
5. 注意定期保養及輪胎胎紋，避免打滑自摔的風險。

 最後提醒大家，最近經常下大雨，導致路面溼滑，容
易造成摔車事故，務必加強定期保養及建立防禦性駕
駛等觀念，才能有效防止自摔事故案件發生。

預防機車自摔防禦自保好方法：



資料來源：小丰子3C俱樂部資料

108年起125c.c以上需標配 ABS 或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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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發生肇事原因前5項依序為：
(依警政署A1類道路交通事故1,814件)

1.「未依規定讓車」253件(占13.95％)

2.「違反號誌、標誌管制」165件(占9.1％)

3.「轉彎不當」160件(占8.82％)

4.「酒後駕車」143件(占7.88％)

5.「行人(或乘客)疏失」103件(占5.68％)

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2021/4/26

108年A1類道路交通事故

15



.

.

.

.

讓出危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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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資料2021/4/26

右轉彎

向右變換行向

向右變換車道

向右轉向

準備停靠路邊
17

當前方汽車右側方向燈閃亮時



道路交通事故往往直接造成生命或財產損
失，同時衍生相當大的社會成本與代價，
其中交岔路口所占之比例最高。

道路交通主管單位為了提高道路使用效率
與確保用路安全，根據道路交通原理藉由
道路交通法規、交通管制設施，在一定空
間或時間內，規範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權利
稱之為-----------路權(Right of Way)，也是
判斷交通事故肇事責任的基礎。

發生事故位置：無號誌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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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位置：無號誌路口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零事故研究所 - Moto7資料

事故位置區分為路口、

路段及其他事故位置。

最常發生事故之位置

以路口占57.97%最多，

次之為路段占40.46%。

如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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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零事故研究所 - Moto7資料

發生事故位置：無號誌路口
交叉路口內前三大事故發生原因，排名第1「駕駛人-未注
意車前狀態」占29.76 %，第2「駕駛人-未依規定讓車」
占25.89%，第3「駕駛人-未依規定減速」占10.05%。

交叉路口內-肇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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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無號誌路口~沒有減速

 依逢甲大學葉名山教授多年前指導
大學部專題生進行之研究顯示：

 以無號誌之幹、支道路口。

 用測速槍量測停止線３０公尺前之
車速。

 經過停止線之車速,本研究實測100

輛汽機車之車速。
2021/4/26 2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

無號誌路口為何會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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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號
誌
路
口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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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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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約三分之一的人行經幹、支道或無號
誌路口，並無減速慢行，甚至有加速
通過之現象。

 經過路口停止線平均車速為31kph，
僅降4.1kph，約有33%沒有減速。

 此說明為何路口之交通事故偏高之原
因。

行經無號誌路口沒有依規定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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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1項2款
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

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

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
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

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
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
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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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
指揮之交岔路口
 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
 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
 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
 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

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1項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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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1項2款

 第1層條件：
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
岔路口

 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

 第2層條件：
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

 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

條件及層級1/2

2021/4/26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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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層條件：
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

 第4層條件：
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
 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
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2021/4/26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1項2款

條件及層級2/2

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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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圖片2021/4/26

路口慢、看、停-成為自然習慣!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1項2款之規定

 「……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
停讓右方車先行。」

30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因產生交織行為而發生接觸最多
者，均在於交岔路口，故交通工程單位為提高道路使用
率及行車安全，運用標誌、標線及號誌等設施，對交岔
路口施以管制。

閃光紅號誌

「讓」標誌

「停」標誌

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號誌、標誌及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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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

直

行(

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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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號誌路口路權法規

路權判斷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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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號
誌
路
口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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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１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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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Ａ車優先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1項第 2款無號誌路口路權，以下路況 

    圖何者敘述正確? 

(1)Ａ車優先通行  

(2)Ｂ車優先通行 

(3)先通過停止線優先通行 

(4)先進入路口優先通行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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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1項第 2款無號誌路口路權，以下路況 

圖何者敘述正確？ 

(1)Ａ車優先通行  

(2)Ｂ車優先通行 

(3)先通過停止線優先通行 

(4)先進入路口優先通行 

 

答案－
(2)Ｂ車優先通行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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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2)Ｂ車優先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1項第 2款無號誌路口路權，以下路況 

    圖何者敘述正確? 

(1)Ａ車優先通行  

(2)Ｂ車優先通行 

(3)先通過停止線優先通行 

(4)先進入路口優先通行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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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Ａ車優先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1項第 2款無號誌路口路權，以下路況 

    圖何者敘述正確? 

(1)Ａ車優先通行  

(2)Ｂ車優先通行 

(3)先通過停止線優先通行 

(4)先進入路口優先通行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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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2)Ｂ車優先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1項第 2款無號誌路口路權，以下路況 

    圖何者敘述正確? 

(1)Ａ車優先通行  

(2)Ｂ車優先通行 

(3)先通過停止線優先通行 

(4)先進入路口優先通行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哪輛車先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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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研究中心2021/4/26

路口慢、看、停-成為自然習慣!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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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圖片2021/4/26

路口慢、看、停-成為自然習慣!

這兩案例皆為「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所指「右方車」係以駕駛人之座位判斷車輛
方向，凡對造車輛進入路口方向來自於己方
座位之右手方者，對造車即為己方之右方車，
應暫停讓其先行。

但條件須為未劃分幹支道，且車道數相同，而
同為直行或同為轉彎車。

另對造車為先行之右方車，是否有超速行為、
未依規定減速慢行、未注意車前狀況……等不
當行為係屬肇事原因，應視個案具體事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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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隱藏之危險

1)認識內輪差

2)認識視覺死角

3)該怎麼做-遠離大貨車

2021/4/26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 43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

大型車轉彎前、後輪軌跡及內輪差

2021/4/26

認識內輪差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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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視覺死角的風險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2021/4/26 45



視覺死角

2021/4/26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

認識視覺死角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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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

內輪差，一直被用路
人所遺忘，可能是走
路時未注意、對大型
車不熟悉，以及未了
解內輪差。

死亡半月彎

機車族遇到大貨車轉
彎時，最好遠離避讓，
與大貨車保持安全距
離。

大型車內輪差、視覺死角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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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6

大車奪命視角死點揭祕-到底能看到什麼？

資料來源：Google圖檔 48



1.致命的開啟車門

2.馬路的隱形殺手
~標線~

意料之外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資料2021/4/26 49



開啟關閉車門的危險
啟閉車門要特別留心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2021/4/26 50

任意開啟車門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2021/4/26 51

任意開啟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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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突然開啟車門防禦自保好方法：

1. 機車騎士要與路邊車輛或並排車輛保持1公尺
以上距離，減少意外發生。

2. 平時開啟大燈，提高被視性。
3. 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對他人的不當行為有所

認知及預防，提早有所防範，減少自身受傷
的機會。

資料來源：聯合報、MSN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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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隱形殺手！~標線~



機車千萬避免騎在標線上

2021/4/26 5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

馬路隱形殺手！~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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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避免行駛在標線上，更不要在標線煞車。

2. 注意輪胎胎紋，避免打滑的風險。

3. 建議加裝防鎖死煞車系統ABS裝置。

4. 建議老舊機車汰舊換新(自108年元旦起新上
市出廠一律裝備防鎖死煞車系統ABS或前後
連動煞車系統CBS）。

預防標線自摔防禦自保好方法：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Home | Facebook資料



不要任意變換車道、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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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痛心！10月6日下午3時許就讀台中市某私立
大學的大一新生呂姓女子（18歲）閃避違停
貨車，遭後方大貨車撞擊。

 先不論大貨車司機肇事的原因；再次提醒機
車善用後視鏡，超越時看清楚左後方有無車
輛。

 機車是肉包鐵，務必提高警覺。並注意三況
（車況、路況、本身狀況）。

女大生為閃違停車遭大貨車輾過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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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女大生為閃違停車遭大貨車輾過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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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6

防衛駕駛的基本觀念

提早注意

最保守的判斷

採最壞的打算

及時採取動作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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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保持行車安全間距(YouTube轉載)



資料來源：YouTube影片資料2021/4/26

感知危險！您有發現前方路口危險所在嗎?

61



資料來源：YouTube影片資料2021/4/26

交通部路政司104.2.11
路臺監字第1040400211號函釋略以：

 所稱「起駛」係為汽車引擎發動後，開

始起步行駛；而道安規則第89條第1項第

7款「汽車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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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會選擇停讓，還是通過，但是作錯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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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uTube影片資料2021/4/26

 為防止汽車(包含機車)駕駛人於起駛時之爭先爭
道行為，以維車輛行車安全，至於汽車臨時停車
或停車後起駛之行為，均應受上頁道安規則第
89條第1項第7款之規範，起駛應讓行進中之車
輛行人優先通行。除交通部函釋情形外，凡由非
道路範圍或設有管制車輛進出之出入口剛駛入
「道路」者，亦應屬起駛行為，故不論是否係行
進或停止中發生碰撞，「起駛未讓行進中車輛先
行」即為肇事原因，至行進中車輛是否有超速行
為、未依規定減速慢行、未注意車前狀況……等
不當行為係屬肇事原因，應視個案具體事實而定。

您會選擇停讓，還是通過，但是作錯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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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駕駛主要精神

•自我要求自主檢查，落實出車前、作業中檢查

•在行駛過程中，主動偵測可能侵犯之車輛

•提早發覺可能妨礙我車行進之人、車、動物、路障

•及早反應，預防事故發生，確保行車安全

•自我身體、心理管理，保持良好心情及最佳體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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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速度無法掌握及認知誤差

資料來源：YouTube影片資料

超速
逞快

超速
未注意 反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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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YouTube影片、momo資料2021/4/26

您會選擇停讓，還是通過，但是作錯了決定！

建議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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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拼得過，只是比平常提早5分鐘到家......!
但如果拼不過，可能要晚7天回家...........!

搶得過快幾分鐘，搶不過快幾十年!

資料來源：Google、momo圖檔、You Tube影像2021/4/26 67

建議與結語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2021/4/26 68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2021/4/26 69



2021/4/26 70資料來源：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零事故研究所資料

騎乘安全機車該怎麼做



1. 視線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潛在危險之處。

2. 要確認別人(車)之行向，再決定自己的行動
(含行向、速度、閃避或煞車)。

3. 轉彎時務必要減速，確認來車(行人)。

4. 要知道大型車內輪差及視覺死角之位置，並
且避免駛入。

資料來源：Google照片資料2021/4/26 71



5. 行經無號誌路口、閃光號誌路口時，行駛在
支線道車要「慢」、「看」、「停」；行駛
在幹線道車要「減速慢行」。

6. 通過馬（道）路或開（騎）車，切勿使用手
機或其他３Ｃ產品，防衛駕駛中，凝視其他
物件，不能超過２秒。

2021/4/26 72



2021/4/26

結語

 在台灣的交通環境，交通安全問題是最值得
關注的，尤其是機車，其機動性高、缺乏額
外保護，因此肇事率也高。

 養成遵守交通規則用路習慣、隨時利用防禦
駕駛做法，依然可以一路暢行、平安回家。

資料來源：Yahoo奇摩新聞、Google照片資料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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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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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資料來源：北藝大、Google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