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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學科讀本為防衛性駕駛相關知識的入門

書，希望能藉由深入淺出的方式，啟發讀者之學習

興趣。本學科讀本採用讀者可以自行閱讀的方式來

加以編排，以達成讀者容易吸收防衛性駕駛基本知

識的目的。內容透過簡單而有趣的概念介紹，以及

生動的案例分享，讓讀者能輕鬆學習防衛性駕駛應

有的概念，並讓讀者體認到防衛性駕駛的重要性。

最終的目的除了促進讀者能更加留意平日的駕駛

行為，也願意主動接受相關課程的進階訓練，或自

行發掘探索防衛性駕駛的其他相關資訊。 

讀本的內容包含了「保護自己的一個好觀

念」、「路況有話要說」、「預防追撞前車」、「預防後

車的追撞」、「減低超車與被超車的風險」、「預防對

向來車的闖入」、「注意交岔路口的潛在危險」、「預

防倒車的碰撞」、「防衛性駕駛的推廣」等 9 個單元。

每一單元的開頭都會利用一個符合現實狀況的案

例作為引導，以漫畫插圖的方式加強案例的呈現，

並在案例結尾處，以簡單的敘述點出案例中的問題

所在。接著進行與案例相關之防衛性駕駛觀念的傳

達，每一單元以不超過 3 個概念為基本原則來進行

觀念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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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自己的一個好觀念 

防衛性駕駛的觀念能同時保護自己也保護別

人，這種觀念強調在駕駛時應更加地保守，以減低

駕駛風險。防衛性駕駛的觀念，在執行上並不是高

深的駕駛技巧，而是能簡單完成的駕駛動作。這些

正確的駕駛動作經常會被忽略，但卻能有效地提高

自己與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一)不加害他人，也不讓自己受害！ 

我們總是強調不要進行違規的駕駛行為，以免

成為車禍肇事的加害者。但是相同地我們也不希望

其他用路人的不當行為對自己造成傷害。建立防衛

性駕駛的觀念並切實執行，便能有效的保護自己，

不讓自己變成加害者或受害者。 



6-4-2 

 

(二)注意路況透露的訊息！ 

透過解讀各種路況的意義，以及其他用路人(包

含行人、腳踏車、機車、小客車、大型車輛等等)

的動向，預先做好應對下一步狀況的心理準備，或

是將自己接下來的行車動向先透露給其他用路

人，都能有效降低發生交通事故的風險。開車時不

僅是本身要遵守安全駕駛的規定，更要當心各種突

發的狀況，尤其是「因為其他用路人疏忽」而造成

的意外。 

(三)防衛性駕駛觀念如何執行？ 

充分瞭解汽車的性能、熟練駕車的技術、隨時

提高警覺來觀察其他用路人的行跡與動向、提早決

斷要採取哪種自我防衛的駕駛措施來應對，這些都

是防衛性駕駛觀念的執行方式。｢防人之心不可無｣

就是防衛性駕駛應對意外的基本精神，同時也要遵

守「預先發現危險」、「思考如何進行防禦行為」、

以及「適時反應」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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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況有話要說 

 

 

 

 

 

 

 

突然有一顆皮球彈入車道，此時你會… 

     會停下來嗎？還是從右邊或左邊閃過… 

永遠不會想太多 

一顆皮球突然彈入車道，也許有個小孩會接著

追出來。轉角建築物擋住視線，也許轉彎後有個行

人正在跨越車道。一些路況的情境暗示著一些危

險，多思考一下，減速慢行預防突然闖出的行人，

也許就能避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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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見不平，小心慢行 

積水、沙石坑、道路凹陷等等情況經常無預警

出現(尤其在轉彎時) 。突如其來的顛簸，常是車輛

失控造成意外的主因，因此隨時要有前方路面有障

礙物的心理準備，以作出適當的應變。 

(二)倒垃圾時間請提高警覺 

在臺灣，實施垃圾不落地

的地區，每到了倒垃圾的時

間，垃圾車常會佔用一個車

道，居民也來來往往穿梭於垃 

圾車四周，想要超越垃圾車的汽機車駕駛人就須特

別注意，當心超車時對向車道的來車，更要小心隨

時可能從垃圾車身後竄出的行人。 

(三)別人真的有看到你嗎？ 

駕車時除了不要忽略其他用路人，也千萬不要

讓其他用路人忽略了自己。天色不佳就代表別人觀

察到自己的難度增加了，此時務必要開車頭大燈，

不但方便自己進行路況的觀察，也讓其他用路人更

容易注意到你，而不會因為看不清楚而與你發生碰

撞。到了視線阻礙的路口可輕按一下喇叭，提醒靠

近路口的用路人自己正在接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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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防追撞前車 

事故案例： 

一輛汽車跟在大貨車後方，並且貼近大貨車行

駛。突然一條野狗跑到大貨車前方，大貨車駕駛緊

急煞車，但是後方的汽車未能與大貨車保持安全距

離，所以反應不及而追撞上去。 

 

 

 

 

 

 

 

 

看看案例，想想解決方法！ 

不只是大型車輛，即使是一般車輛在自己的前方行

駛，也應該確實遵守「敬而遠之」的原則。保持安全距

離，以防前方車輛突然的減速讓自己來不及反應，而因

此造成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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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前車！你真的不可以再靠近！ 

有 95%以上的人能在 1.6 秒內意識到前車開始

煞停，而自己也跟著反應踩下煞車，因此我們可以

用更保守的 2 秒來做為安全距離計算標準。若以時

速 60 公里來進行換算，則自己至少需要與前車保

持約 35 公尺的安全距離。 

利用街道上的路標（電線桿、街燈、路樹、郵

筒）可以協助估算安全距離。確認在自己抵達時，

前方車輛已通過該路標至少 2 秒(可使用普通速度

念出「一千零一、一千零二」8 個字做為參考，時

間恰好約為 2 秒)，便能與前車保持足夠反應距離。 

另一個替代方法是利用車道之間的白虛線來

概略估算距離，通常每一條虛線起始點的間隔大約

為 10 公尺。這些參考標準可以協助你保持距離，

對前車駕駛人可能一時大意而造成的危險保留反

應空間。 

(二)別當前車的跟屁蟲！ 

千萬不要緊跟在大型車後面，因為大型車的高

度會遮蔽視線，使駕駛無法觀察到大型車前方的路

況。即使前車只是小型車，也切記視線要觀察前方

更遠處的路況，來幫助自己提早發現危險。尤其遇

到了前方車輛車窗加貼有色的隔熱紙，那會遮蔽前

方更遠處路況的視線，因此務必要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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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後車的追撞 

事故案例 

兩輛汽車於高架道路上一前一後行駛，由於車

道上的車輛不多，因此兩輛車都超速行駛。前車駕

駛突然觀察到路肩有警車停靠，害怕被拍照開罰單

而緊急減速，後車駕駛卻因此反應不及追撞前車。 

看看案例，想想解決方法！ 

在這個案例中後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固然有過

失，但是前車若能在一開始就遵守速限規定，就能

讓後車提前了解前車動向。也許後車願意跟著減

速，也可能變換車道超越前車，但事故就能因此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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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察看照後鏡，掌握後方路況！ 

我們並沒有辦法直接看到後方的路況，然而後

方來車的追撞常是事故的主因，因此在駕駛時應養

成察看照後鏡的習慣，隨時檢視後方來車的狀況，

汽車的照後鏡絕非只是裝飾品而已。 

(二)預告自己的動向！ 

轉彎時應利用方向燈，提醒其他用路人，預告

自己下一步想要靠左、靠右行駛或是左轉彎、右轉

彎，讓其他用路人了解自己的駕駛動向，可以減低

許多的事故風險，避免意外的發生。 

(三)不要吝嗇給別人反應的時間！ 

駕駛車輛行進中，減速的動作務必提早進行，

要保持平順流暢，切勿緊急煞車，否則會造成後方

車輛反應不及，更不符合節能省油原則。我們不能

主動阻止後車的違規行為，但這些駕駛動作都能提

醒後車注意自己，進而有效降低後車追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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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低超車與被超車的風險 

 

 

 

在超車時視角容易受到遮蔽，尤其是在進入彎

道時，如果此刻對向有車輛接近，很容易就閃避不

及而釀成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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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車急不得，按部就班保安全！ 

超車是一種極具風險的駕駛行為，但有時免不

了要進行超車。超車行為宜在多車道路段為之，只

有在行經非上下坡且為直線的路段，才可以變換至

對向車道進行超車的動作。超車要先確定鄰近車道

前後有無來車，再用方向燈提醒前車自己要超車，

看到前車向道路右側避讓後，要一鼓作氣完成超車

動作，才可將交通事故的風險降到最低。 

(二)與人為善，配合要超車的人！ 

遇到後方車輛閃燈提示要超車時，應該試著配

合，稍微地靠向車道右側避讓，開啟右側方向燈，

並且略微減慢自己的車速；如果自己是在內車道行

駛，更應適時變換至外車道。這個動作不但方便別

人的超車，也增加了雙方的安全，有效的預防事故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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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對向來車的闖入 

事故案例： 

在未設置分隔島的多車道上，一輛車正在內線

車道上行駛。行經彎道時，前方突然有對向車輛跨

越雙黃線闖入了自己的車道，情急之下將車輛往左

側開入對向車道中進行閃避，不料又跟另一台行駛

於對向車道上的車輛對撞。 

看看案例，想想解決方法！ 

部分市區道路或郊區公路未設置實體分隔之

分向設施，而是以黃虛線(車道分向線)或是雙黃實

線(分向限制線)劃分雙向車道，因此未能有效地杜

絕對向車輛闖入自己的車道。萬一真的不幸碰上了

緊急情況，正確的駕駛習慣仍然可以有效降低事故

傷害的嚴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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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路況，小心冒失鬼！ 

標線指示模糊、閃避路人或單車、酒醉駕車、

轉彎時離心力的影響、駕駛失控等都是其他車輛可

能誤闖對向車道的理由。即使本身遵守安全駕駛，

不主動超車也未任意蛇行，還是得隨時注意其他對

向車輛突然闖入自己的車道。 

(二)避重就輕，明哲保身！ 

我們無法主動阻止其他駕駛的違規行為，但是

意外發生時仍有一些降低傷害的方法。平時駕駛就

應避免行駛內側車道，若必須行駛於內側車道上，

則應以靠右為原則，一旦出現危險情況則務必以向

右閃避為優先選擇。向右方閃避至少是闖入同向車

道或人行道上，即便真的發生擦撞，因相對車速較

低，也不會如誤入對向車道而與對向來車對撞的結

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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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交岔路口的潛在危險 

 

 

 

 

 

 

 

 

 

 

 

 

你認為綠燈時就能安心通過交岔路口嗎？ 

小心！ 

許多車禍的受害者就是在交岔路口受到其他

闖紅燈車輛的撞擊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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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是會有不守規矩的人！ 

行經交岔路口，必須隨時做好發生碰撞的心理

準備。即使自己明白且遵守交岔路口的燈號指示，

但仍要防衛其他粗心的違規用路人，更要防備意外

的發生。以行人的觀點而言，也一樣要保持警覺的

心態，過馬路時即使是綠燈也會有潛在的危險! 

(二)行經交岔路口，可以再小心一點！ 

行經交岔路口時，輕放油門並做好踩踏煞車的

準備，以預防突發狀況，也要適時利用方向燈、喇

叭來向其他用路人預告本身的行車動向。綠燈亮了

不要急著加油，先確認紅燈路口方向的車輛已經停

下來後再開車。轉彎時，確認即將通過路口的車輛

駕駛人或行人已經注意到你，而且開始減速或停下

腳步，再起步轉彎。 

(三)禮讓行人，多一點同理心！ 

交岔路口的左右轉車輛會和通過行人穿越道

線的行人產生衝突，因此轉彎車輛應預想有行人要

通過，並隨時準備讓出路權給需要穿越道路的行

人，保障行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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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防倒車的碰撞 

 

 

 

 

 

 

 

 

 

 

 

 

     一名駕駛開車回到家時， 

準備將車停回自家的車庫， 

駕駛以照後鏡觀察進行倒車時， 

卻有一名幼童跑到照後鏡盲點位置， 

結果…… 

悲劇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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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倒車前要三思！ 

對許多駕駛新手而言，倒車是一種較難掌握的

駕駛技巧，而倒車時所造成的意外也是不乏案例，

因此倒車前一定要再三的確認後方路況，才能真正

降低風險。如果駕駛在倒車的當下能實際回頭看看

後方的狀況，也許就能預防意外的發生。 

(二)照後鏡不是萬能的！ 

倒車時不要完全只依賴照後鏡來觀察後方路

況，因為照後鏡在設計上仍會有觀察不到的盲點。

一定要實際的回頭確認，甚至乾脆下車確認後方路

況，才能更完整的掌握後方路況而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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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防衛性駕駛的推廣 

事故案例： 

朋友聚餐，酒酣耳熱後各自回家，幾個人喝醉

酒，決定叫計程車回家，但是卻有一人打算自行開

車，其他朋友雖有勸導卻未堅持，結果他執意開

車，最後仍發生不幸事故。 

看看案例，想想解決方法： 

千金難買早知道，但是擇善固執一定能有相當

的好處，如果朋友們能堅持不讓喝醉酒的人開車，

就能免去一場悲劇。不但保護朋友也保護其他用路

人，更有效的降低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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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推己及人？ 

雖然自己做到了喝酒不開車的安全守則，但是

若看見另一位駕駛人面帶醉意，也千萬要積極的勸

導他不要進行任何駕駛行為，阻止另一件酒後駕車

意外的發生。如果大家都能有這樣的作為，便可以

有效的減少更多交通意外事故。 

(二)防衛性駕駛的積極面！ 

防衛性駕駛的最高原則，就是除了自己本身要

遵守交通規則之外，更要積極主動地防禦各種其他

用路人「不遵守交通規則」狀況的發生。除了不讓

自己成為交通事故的加害者、拒絕讓自己成為受害

者，還要進一步的督促別人遵守安全駕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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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小小的子彈都能令人忌憚，更何況是體積更為

龐大的車子。駕駛車輛隨時可能產生危險，因此防

衛性駕駛的終極作為，就是要減少各種非必要的旅

次，一旦需要通勤則多利用大眾運輸而非私人運

具，從根本來降低車禍發生的機率。 

防衛性駕駛也強調「保守而主動的公民意

識」。在道路上看到任何狀況，例如道路有坑洞、

標線模糊、號誌故障、標誌指示不清等問題，務必

要主動通報相關單位進行改善。自己發現問題不通

報，那麼下一個用路人可能會疏忽而發生意外，因

此我們更應主動舉報以協助相關單位發現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