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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機車擁有優於自行車的速度，也擁有優於汽

車的方便性，非常適合使用於短程的旅次上，且

一般民眾幾乎均有能力購置，因此成為台灣地區

民眾最常使用之交通工具。依據交通部的統計，

截至民國 97年底，台灣地區之機踏車輛數量已達

1,394萬輛，平均每 5人就有 3人擁有機車。國人

使用機車的普遍程度可見一般，因此我們應該視

「認識機車」及其相關知識為重要的生活常識，

除了有利於機車的使用，也增加使用上的安全

性，更延長了其使用年限。 

有鑑於認識機車之重要性，本讀本嘗試整理

並歸納機車之結構、運行原理、操控技巧等相關

知識，主要內容分為四個單元：第一單元介紹國

內機車之分類，及各類機車考照之條件；第二單

元是由機車外部至內部之主要結構及運行原理進

行介紹；第三單元介紹使用機車時的基本技巧；

第四單元則是介紹簡易的維修與保養方法。 

  因讀本篇幅有限，僅能針對機車最主要之部

分進行說明，再加上機車的種類與廠牌繁多，無

法以一概全，因此駕駛人除研讀本讀本外，還需

要仔細閱讀購車時廠商所附的車輛操作說明書(車

主手冊)，以增加對機車的熟悉度，進而提升機車

的使用安全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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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器腳踏車的分類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 條第 6 款，

現行機器腳踏車*註 1可分為： 

 
排氣量 

(cc) 

最大輸出 

馬力(HP) 

最大行駛 

速率(km/h) 

大型重型 逾 250 逾 40 － 

普通重型 
逾 50~ 

 250 以下 

逾 5 ~  

40 以下 
－ 

普通輕型 50 以下 1.34 ~ 5 逾 45 
*註 2

 

小型輕型 － 小於 1.34 45 以下 

*註 1：「機器腳踏車」以下簡稱為「機車」。 

*註 2：最大輸出馬力小於 1.34 HP ，但最大行駛速率超過 45 km/h

者，屬於普通輕型機車。 

(一) 大型重型機車 

  排氣量逾 250 ~ 550cc以下之大型重型機車的

號牌為黃底黑字，排氣量 550cc以上之大型重型機

車的號牌則為紅底白字，如下圖所示。 

      

    逾 250 ~ 550cc 以下            550cc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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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資格： 

1. 年齡：頇年滿 20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 

2. 經歷：應考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頇領有

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一年以上之經歷，逾

250 ~ 550cc 頇經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 32 小

時、550cc以上頇經 43小時駕駛訓練結業。 

3. 體檢及體測：報名時應檢附經體格檢查及體能

測驗合格之體檢表一份。 

  目前監理所站並無大型重型機車考照業務，

需至經政府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進行原場考照。 

 

大型重型機車圖 

(二) 普通重型機車 

  在一般道路上常見的有踏板式機車及跨騎式

機車兩種。踏板式機車俗稱「速克達」，特徵為小

輪徑輪胎，重心低，座位前方通常有置物踏板，

在座位下或踏板前方有置物箱和油箱，引擎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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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位下，通常均有車殼將主要機械構造包覆在

內，目前絕大多數屬於無段自動變速，因便利性

較高，廣為機車駕駛者使用。 

     
     踏板式機車           跨騎式機車 

  跨騎式機車俗稱「排檔車」，引擎位於油箱下

方，無低平台的設計，騎士雙腳無法併攏，騎乘

時需要排擋。 

 普通重型機車之號牌為白底黑字。 

 

逾 50 ~ 250cc 以下 

 報考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資格： 

1. 頇年滿 18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 

2. 體檢及體測：報名時應檢附經體格檢查及體能

測驗合格之體檢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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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普通輕型機車 

  普通輕型機車之號牌為綠底白字，如下所示。 

 
50cc 以下 

  報考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資格與報考普

通重型機器腳踏車相同。另外，依據「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 61條第 1項各款規定：已領有各類

汽車駕駛執照、重型機車駕照者，准其駕駛輕型

機器腳踏車。 

(四) 小型輕型機車 

  小型輕型機車多以電動機為其動力來源。騎

乘「小型輕型機車」者頇取得駕照，考照資格與

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相同。行駛道路的限制及路

權比照普通輕型機車。 

 
小型輕型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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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車的基本結構與運行原理 

(一) 機車外部結構 

 

 

 

1. 方向把手 

  方向把手之作用在於控制車輛行進的方

向，右手把附有前後轉動控制油門的功能。 

 

方向把手 照後鏡 儀錶板 頭燈 

輪胎 駐車架 方向燈 尾燈與煞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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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照後鏡 

  照後鏡絕大多數為凸面鏡，少數為平面

鏡，主要使用於起步、轉彎、超車與變換車

道，幫助騎士掌握車輛後方的狀況，減少交

通意外發生，對於機車來說是極重要的配

備。但若與前方車輛距離很近時則不宜濘視

照後鏡，以免前方車輛突然急減速時不及因

應而發生追撞意外。照後鏡應調整至容易觀

察到後方車輛位置或道路情況之角度與位

置。 

  

  照後鏡的調整應於機車行駛前先行調

整，也可利用等待紅綠燈的時間調整，避免

機車行進中進行調整，這會使騎士注意力轉

移到照後鏡而忽略前方左右兩旁來車的動

向，也有可能失去平衡。若固定照後鏡的螺

栓太鬆或支架損壞，應儘速維修或更新。 

3. 頭燈 

  頭燈的明暗度會影響夜間行車安全。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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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燈絲，分為遠光燈與近光燈照明，機車

上有按鈕可以自由切換。 

4. 方向燈 

  方向燈位於機車前端與後尾兩側，顏色通

常為黃色。使用於左右轉彎或變換車道前，隨

著要轉彎的方向而將方向燈打亮，以提醒前後

方來車保持安全距離。方向燈必頇提早開啟

(轉彎前 30 公尺處)，切不可正在轉彎時才開

啟，以免後方車輛跟車過近而發生事故。 

5. 尾燈與煞車燈 

  尾燈是位於機車尾端紅色燈罩內的一個

燈絲，其開關與頭燈相同，作用於夜間顯示，

以提醒後方來車我方之位置。 

  煞車燈是位於機車尾端紅色燈罩內的另

一個燈絲，於煞車時亮起，作用是警告後方來

車我方正在減速。煞車燈之燈光較尾燈亮。 

6. 儀錶板 

  儀錶板位於兩側方向把手的中間，其作用

是告知騎士目前機車的運行狀況。一般設有速

度錶(顯示行駛速率)、里程計(表示累積之行駛

里程數) 、遠光指示燈、方向指示燈、汽油油

量錶、及機油更換指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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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駐車架 

  分為主腳架與側腳架，其作用為停放機車

時保持車輛直立而不傾倒。因使用主腳架較為

穩固，建議使用此方式，側腳架僅於短暫停車

使用。 

8. 輪胎 

  輪胎具有將加速動力與減速煞車有效傳

至地面使車輛動作的牽引與制動性能。還有重

量支持、增加乘坐的舒適度等功能。輪胎之胎

紋具有排水功能，避免車輛遇水或其他液體即

失控打滑。 

(二)機車內部結構 

1. 懸吊裝置 

  懸吊裝置用於連接車輛與車輪，減少行

車時的噪音、彈跳與震動，使車輛能更安全

與舒適的操控，同時也可保護車輛本身或車

上的貨物行李等，避免物品損壞或磨損。 

2. 引擎 

  引擎是將燃燒汽油所獲得的能量轉換為

機械能的一種機器，是車輛的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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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濾清器 

  由於引擎運轉時吸入的空氣量是汽油量

的 8,000 ~ 10,000 倍，若不裝空氣濾清器，空

氣中的砂粒等會損傷汽缸。裝配空氣濾清器

會增加吸氣時的阻力，使得發動機的功率會

稍稍降低，但同時也會降低吸氣噪音。 

4. 煞車器與煞車拉桿 

  煞車拉桿位於方向把手前方，壓下時即

懸吊裝置 

引擎 煞車器與煞車拉桿 

腳踏啓動器 散熱裝置 

空氣濾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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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煞車器。煞車器是指透過操作煞車拉桿

減慢車輪的轉動讓車輛減速、停止的制動系

統。可分為盤式與鼓式兩類：盤式煞車器俗

稱「碟煞」，具有一個金屬製的平面圓盤，和

車輪連在一起轉動。煞車時用叫做襯片的摩

擦片把圓盤夾住使其不能轉動，以達到減速

之效；鼓式煞車器為一個金屬製的鼓型裝

置，和車輪一起轉動。內部有固定不轉動的

弧形制動蹄片，制動蹄片向外張開時壓在制

動鼓表面上，產生煞車作用。 

  
   盤式煞車器         鼓式煞車器 

5. 散熱裝置 

  引擎在工作過程中因汽油連續燃燒會不

斷提高溫度，很快就會因過熱而失去作用，

因此必頇設有冷卻裝置。機車引擎的冷卻方

式有四種：氣冷、強制氣冷、水冷、油冷。 

6. 腳踏啓動器 

  腳踏啓動器是一種用腳踏的啓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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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有機車皆已配有電動啓動器，但此裝

置仍然裝配在機車上，以供電力不足時腳踏

啟動使用。 

(三) 引擎周邊裝置 

  

 

 汽缸 散熱裝置 排氣管 

腳踏啓動器 變速器 皮帶 
化油器、噴射供

油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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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速器 

  變速器也稱為變速箱，裝於離合器與驅

動裝置間，使車輛能依行駛需要獲取不同的

驅動扭力或轉速，使機車能適時地的在路面

行駛。 

2. 驅動方式 

  皮帶屬驅動裝置，作用在於將引擎的動

力傳至後輪，也有車輛使用鏈條或驅動軸代

替皮帶。 

3. 化油器、噴射供油系統 

  化油器的作用是把汽油霧化，並把霧化

的汽油和空氣一起送入引擎內部。霧化後汽

油分子與空氣中氧分子的接觸面積增加了，

幫助汽油在短時間內完成燃燒。 

  噴射供油系統的作用與化油器相同，而

最大的差異在於噴射供油系統能依據引擎實

際運轉狀況，給予適當的油量、點火角度等

控制，確保引擎獲得最佳效能，比化油器更

為環保。 

4. 排氣管 

  排氣管的功用在於引導引擎燃燒後送出

的氣體排出車外。由於排氣管溫度很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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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都向引擎的前部突出，用行駛時迎面

吹來的氣流進行冷卻。機車熄火後應小心勿

觸碰到高溫的排氣管，以免燙傷。 

(四) 引擎的結構與運作 

   

 

 

   

火星塞 

連桿 

汽缸 

曲軸 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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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缸 

  為引擎最外層的結構，包覆內部零件。由

於內部的運作會產生大量的熱，因此在汽缸上

具有散熱片以幫助散熱。 

2. 火星塞 

  火星塞也稱為火花塞、點火栓，是為使引

擎內被壓縮的混合氣著火，用高壓電放出電火

花的一個零件，以完成爆發行程。 

3. 活塞 

  汽缸內的壓縮氣體經火星塞點燃後，將活

塞推出，進而推動連桿、轉動曲軸，使機車動

起來。 

4. 連桿 

  連桿連接活塞和曲軸，作用是將動力由

活塞傳至曲軸。連桿因活塞高速運轉而必頇

承受很大的力，所以需要有很好的強度和剛

度。 

5. 曲軸 

  曲軸具有將活塞的往復運動轉變為軸的

迴轉運動之作用。在和連桿連接觸的對面，

需設置平衡裝置，以保持運轉時的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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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程引擎的一個工作循環可分為四個行

程：吸氣、壓縮、爆發、排氣，皆在汽缸內部進

行。在吸氣行程時，由空氣與霧化汽油組成的混

合氣進入汽缸。之後活塞上推，壓縮混合氣。經

火星塞點燃被壓縮的混合氣後產生能量，將活塞

往下推。活塞往下推動連桿，連桿轉動曲軸，曲

軸將動力傳至皮帶，帶動機車後輪轉動。之後活

塞上推，將燃燒過之廢氣推出汽缸。此即引擎推

動機車前進的一連串工作過程。 

三、 操控技巧 

(一) 行前檢查 

  在騎乘機車上路前應先注意以下事項： 

1. 頭燈、方向燈、尾燈、煞車燈是否運作正常。 

2. 輪胎胎紋是否明顯、胎壓是否足夠。 

3. 煞車拉桿游隙、作動是否正常。 

4. 汽油是否足夠。 

5. 照後鏡是否已調整適當。 

6. 機油燈是否亮燈。 

7. 檢查停車處下方有無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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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油門把手是否有旋轉彈性。 

9. 引擎是否有異聲。 

  檢查後若上述任一項目不正常，皆應立即修

復後才能繼續使用。此外，還需配戴合適的安全

帽，合適的安全帽應符合下列條件： 

1. 貼有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之檢驗合

格標籤。 

2. 符合頭型，且能完

全包覆太陽穴和

後腦，最好加裝擋

風鏡。 

3. 戴著安全帽時，以

頭部仍可靈活轉

動，頸部沒有壓迫

感為原則。 

4. 扣上帽扣後做點頭、後仰動作，以安全帽不

會滑動為原則。 

5. 安全帽受過強力撞擊後，即使外觀沒有損壞

也需要更換。 

6. 選擇辨識性高的顏色。 

7. 選擇通風性良好的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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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動 

 發動機車應遵照下列步驟： 

1. 先將機車主腳架立起，使後輪懸空，以防止

發動時因油門把手故障而發生暴衝。 

2. 按住後輪煞車，發動機車。 

3. 把手與車身保持垂直，雙手握住方向把手。 

4. 提起前輪，使後輪著地順勢向前推出。 

5. 主腳架彈起瞬間壓住煞車拉桿，防止車輛滑

行。 

(三) 騎乘姿勢 

  騎乘姿勢攸關行車安全與騎車舒適度，不容

輕忽，應注意下列事項： 

1. 頭部和頸部自然垂直，保持最佳視野角度。 

2. 肩部一定要放鬆，不可刻意用力，以免造成

身體僵硬，遇緊急時才不會反應不及。 

3. 手肘稍微彎曲向身體方向靠。 

4. 雙手能完全握住方向把手，並輕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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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腰部以能輕鬆直立為原則，連續騎乘 50 分

鐘至少休息 10分鐘，以免脊椎受傷。 

6. 踏板式機車：膝蓋距離前置物箱約 10 公

分，大腿輕貼座墊；跨騎式機車：膝蓋輕輕

夾住油箱。 

7. 以最輕鬆方式乘坐，停車時在臀部不移動的

狀態下，雙腳能平穩踏在地板。 

(四) 附載人員及物品 

附載人員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小型輕型機車不可附載人員，重型及普通輕

型機車則限載一人。 

2. 後方乘客，膝蓋輕夾於前者大腿，身體與駕

駛者保持一致的姿勢，腳平踏於後座踏板

上，兩手建議交握於前者腰部前方。 

3. 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附載物品時，應遵守以下事項： 

1. 載物者，小型輕型機車不得超過二十公斤，

普通輕型機車不得超過五十公斤，重型機車

不得超過八十公斤，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

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十公分，長度自



 

1-4-19 

座位後部起不得向前超伸，伸出車尾部分，

自後輪軸起不得超過半公尺。 

2. 附載坐人後，不得另載物品。但零星物品不

影響駕駛人及附載人員之安全者，不在此

限。 

附載坐人及載運貨物都必頇穩妥，物品應捆

紮牢固，堆放平穩，以避免行駛途中發生意外。 

(五) 低速時平衡的方法 

    機車在低速時容易發生不平穩的情況，為維

持機車的平穩，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1. 加油門。藉由後輪產生的驅動力，使前後輪

間取得平衡。 

2. 將把手往欲倒下的另一側轉動，藉由前輪接

地面的移動來保持平衡。 

3. 藉由車輛及身體的移動來變化重心的位置

取得平衡。 

(六) 彎道行駛 

   轉彎時，需人車一體保持平衡，配合彎道的

半徑與轉彎的速度，把車身向著轉彎的方向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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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以抵抗離心力。轉彎時除了要注意姿勢外，

還需特別注意車速配合轉彎的三個原則： 

1. 進彎前確實減速。 

2. 彎道中保持等速，不得急煞車及加速。 

3. 出彎確認安全後，緩緩加速使車體扶正。 

(七) 減速 

  煞車時，頇完全放開油門，以達到引擎煞車

效果，同時應保持車身正直，再利用前、後輪煞

車來減速。在相同的條件下，前輪的煞車效果會

優於後輪，主要是因為煞車時，重心移向前輪，

前輪的荷重變大，其所能承受的煞車力也隨之增

加。因此一般減速時主要是靠前輪煞車，但要避

免過猛的前煞而導致翻車的情況。正確的煞車方

法如下： 

1. 將油門回復到不加油狀態。 

2. 同時使用前後輪煞車。 

3. 依煞車特性逐漸增強煞車力至最大煞車力。 

4. 保持煞車力。 

5. 使車輛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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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的力量控制，來自於經驗和對路況的判

斷，只要能維持車身穩定與平衡，並能有效減速，

就是良好的煞車方法。 

 

(八) 車輛架立 

  架車並不困難，只需遵照下列步驟即可輕鬆

達成： 

1. 方向把手與車身垂直，車身正直。 

2. 左手控制左方向把手，右手握後方車架，右

腳尖朝後踩住主腳架。 

3. 重心略往後，身體靠近車輛，方向把手朝

正，右腳向下踩，右手往後上方 45 度角提

起，一氣呵成將車架立。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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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查與保養 

(一) 車輛的檢查 

  為了讓機車能安全且順利的行駛於道路上，

車輛各項零件的檢查是不可少的。例行性檢查一

般是依照累積里程數或時間而定，主要檢查的項

目有： 

1. 煞車系統 

  煞車拉桿部分，調整煞車拉桿游隙為 1~2

公分，跨騎式機車的腳煞車踏桿游隙為 2~3 公

分為佳。碟煞主要檢查煞車油存量與襯片厚

度；鼓煞可藉由操控的煞車連桿末端螺旋深度

判斷，且在連桿上一般而言都會有安全標示刻

度。若螺旋位置超過此刻度，即表示需要更換

煞車皮。當產生異聲及煞車力不足時，請至維

修站加以檢查。 

2. 輪胎 

   每次行駛前應以目視法檢查胎壓，若胎壓

明顯不足時應儘快對輪胎進行打氣。前輪之標

準胎壓應為 1.75kg/cm
2（約 25 psi），後輪標準

胎壓為 2~2.25 kg/cm
2
 (約 28~32 psi)。對於輪胎

磨耗的檢查，一般輪胎上胎紋間都會有著細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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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小突起的磨耗指示 (俗稱安全線，厚度約

0.8mm)，如果當胎面磨損到與此磨耗指示平行

時，表示此輪胎需要更換。 

O  X 
目視檢查法 

 

3. 電瓶 

  一般檢查方式是使用三用電錶檢查，正常

數字應為 12V左右。若自身沒有此工具，引擎

啟動的容易度是自我檢查的最簡單方式。若電

錶數值顯示遠低於 12V，或引擎經常無法順利

啟動，則表示電瓶可能需要更換了。 

4. 皮帶 

磨耗指示 



 

1-4-24 

  一般而言建議累積里程數達一萬公里時拆

下傳動蓋檢查皮帶的耗損狀況。若皮帶於車輛

行進中斷裂，輕則損壞其他傳動零件，重則讓

後輪鎖死，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5. 其他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要點 

引擎機油 視儀錶板上機油更換指示判斷是否需要更換。 

引擎 發動時有無異狀、異聲。 

汽油 
確認汽油油量錶之指針是否高於油量不足之紅色

警示區域。 

方向把手 是否有異常的振動或把手轉動困難？ 

速度表、燈光

及照後鏡 

是否明亮、有無髒汙、燈殼有無破損及功能是否

正常。 

鍊條 

（換檔車） 

上下游隙 1~2 公分，如太汙穢則須擦拭，如過於

乾澀則必須全鍊上油。 

離合器 

（換擋車） 

離合器拉桿游隙 1~2 公分。離合器是否斷裂，潤

滑性是否足夠，功能性能是否正常。 

螺絲、螺帽 主要部份的螺絲、螺帽是否旋緊、穩固。 

異常之處 以前故障的地方是否已修復。 

(二) 保養須知 

保養機車的祕訣如下： 

1. 用好油： 

(1) 避免使用來路不明的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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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正確的無鉛汽油 

  「辛烷值」代表引擎的抗爆震程度，各

式無鉛汽油前面的數字即代表其辛烷值的

大小，辛烷值越大對引擎的抗爆震程度越

佳。但並非使用辛烷值越高的無鉛汽油就越

好，仍頇依據原廠規定使用正確的汽油，以

避免引擎溫度的過高與金錢的浪費。 

2. 依照各車型定期保養檢查表中的項目及里程至

維修站進行檢查、保養與更換動作。 

3. 正確且平順的操作機車。 

4. 行駛中若發現機車運作異常，應儘速送至維修

站進行檢查與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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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重型機車一般通用之定期保養檢查表： 

 
初次 

300 公里 

每 1 個月

或每 1,000                                                                                                                                                                                                                                                                                                                                                                                                                                                                                                                                                                                                                                                                                                                                                                                                                                                                                                                                                                                                                                                                                                                                                                                                                                                                                                                                                                                                                                                                                                                                                                                                                                                                                                                                                                                                                                                                                                                                                                                                                                                                                                                                                                                                                                                                                                                                                                                                                                                                                                                                                                                                                                                                                                                                                                                                                                                                                                                                                                                                                                                                                                                                                                                                                                                                                                                                                                                                                                                                                                                                                                                                                                                                                                                                                                                                                                                                                                                                                                                                                                                                                                                                                                                                                                                                                                                                                                                                                                                                                                                                                                                                                                                                                                                                                                                                                                                                                                                                                                                                                                                                                                                                                                                                                                                                                                                                                                                                                                                                                                                                                                                                                                                                                                                                                                                                                                                                                                                                                                                                                                                                                                                                                                                                                                                                                                                                                                                                                                                                                                                                                                                                                                                                                                                                                                                                                                                                                                                                                                                                                                                                                                                                                                                                                                                                                                                                                                                                                                                                                                                                                                                                                                                                                                                                                                                                                                                                                                                                                                                                                                                                                                                                                                                                                                                                                                                                                                                                                                                                                                                                                                                                                                                                                                                                                                                                                                                                                                                                                                                                                                                                                                                                                                                                                                                                                                                                                                                                                                                                                                                                                                                                                                                                                                                                                                                                                                                                                                                                                                                                                                                                                                                                                                                                                                                                                                                                                                                                                                                                                                                                                                                                                                                                                                                                                                                                                                                                                                                                                                                                                                                                                                                                                                                                                                                                 

公里 

每 3 個月

或每 3,000 

公里 

每 6 個月

或每 6,000 

公里 

每 1 年或

每 12,000

公里 

機油 R R    

齒輪油 R 每 5,000 公里更換一次 

火星塞 I I  R  

空氣濾清器 I  C  R 

機油濾清器 C   C  

煞車及作動

間隙檢查 
I I    

輪胎氣壓 I I    

排氣管 I I    

電瓶 I I    

燈光、儀表 I I    

※ I：檢查、C：清潔、R：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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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機車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代步工具，既是日

常使用工具，我們不可不知其正確的操控方法，

更何況這項工具在使用時可能會對自己及他人的

生命財產造成威脅，不可不慎。因此我們應視「認

識機車」及其相關知識為重要的生活常識，除了

能夠有利於機車的使用，延長使用年限，也增加

使用上的安全性，降低在道路上可能產生的危險

性，為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維護一個安全的道路交

通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