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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瞭解在滿足運輸需要的條件下，各項影響駕駛行為的因素及如何能夠正

確的完成駕駛任務，遂成為一般人為滿足日常交通需要的開車行為條件

下所須具備的基本知識。  

 

影響駕駛的因素相當的多， 

所涵蓋的項目依一般的分類可以分四大類別： 

●  人的因素 

●  車的因素 

●  路的因素 

●  環境的因素 

 

人的因素  

用路者的能力   

1. 機智  2. 學習過程  3. 情緒因素  4. 性格成熟程度  5. 身體秉性的差異 

車的因素  

車輛種類及操作特性   

1. 車輛靜態特性  2. 車輛動態特性         

駕駛原理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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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因素 

分以下六大類   

1. 道路分類   

◆ 高速公路   

◆ 快速道路系統   

◆ 主要幹道系統   

◆ 集散道路系統   

◆ 地區性街道系統   

2. 道路服務性質   

◆ 一般性道路   

◆  農業(產業)道路   

◆ 通勤性道路   

◆ 地區物質交流性道路 

3. 道路設計   

等級與道路服務的功能有密切關係，而其考慮的因素是著眼於服務的交

通量多寡的經濟效益分析。 

4. 路權的因素   

對於工程單位而言，指的是道路橫向所有權的範圍，對於道路的使用者

而言，則指先後使用道路，尤其是交岔路口的先後次序，擁有路權的一

方，可以優先使用道路。 

5. 交通管制   

因道路所在位置，所管制的時間，管制的對象而有所不同。  道路上的交

通管制以號誌、標誌、標線、路島為主。 

 

      



描述圖片或圖形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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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道路位置  

依其所在位置為平原區，丘陵區，沼澤區，山區，水域而有不同，此等特

性，影響道路設計的方式，尤其在於道路的轉彎半徑，坡度等幾何標準，

及高架，地下，或隧道等施工方法。 

 

環境的因素  

一般有雨、雪、霜、霧、煙、冰雹、地震、洪水等自然環境的因素。 

人為的因素則有擁擠，事故，災變等。在環境因素中，駕駛影響最大的應

屬於白天、夜間、晨昏光線的變化，尤其在面向晨曦或落日下駕駛車輛對

行車安全影響最為顯著。 

 

駕駛技術與策略  

由於此種能力是無法從教練場中學習得到的，必須透過道路駕駛，培養真

實駕駛的經驗，反饋修正駕駛技術，始能生巧，如果僅憑教練場中學習得

到的技術，就認為可以勝任駕駛任務，目前的考照制度就不會衍生考到駕

照，不敢上路的現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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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技術  

1、正確的操控車輛 

◆ 啟動 

◆ 換檔 

◆ 加減速 

◆ 煞車  

 

3、與鄰車的互動 

◆ 左轉彎 

◆ 超車 

◆ 變換車道 

◆ 車流中匯進與匯出 

◆ 穿越避讓  

 

5、應付違規行為 

◆ 搶黃燈 

◆ 闖紅燈 

◆ 蛇行 

◆ 逆向 

◆ 行車外側超車 

◆ 路肩超車  

2、正確反應交通管制的要求 

◆ 讓 

◆ 停  

 

 

 

4、與道路狀況的互動 

◆ 停車 

◆ 迴轉 

◆ 彎繞 

◆ 倒車 

◆ 匣道加減速  

 

6、應付突發狀況  

◆ 與自己無關的車禍 

◆ 與自己有關的車禍 

◆ 警車 

◆ 消防車 

◆ 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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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策略  

1.避免車輛特別集中時開車(連續假日) 

2.做好路線掌握與安排，不臨時起意。變路線…等。 

3.減少衝突發生次數 

4.盡量行駛在有交通管制的道路上 

5.降低與正常車流間的速率差異 

6.採取防衛性駕駛，增加駕駛人操作車輛時的安全邊界。  

7.提早出門，寧可遲到，不超速，不違規。  

8.定時保養車輛，具備基本車輛知識及檢查能力。  

9.掌握人、車、路、環境的互動狀況。 

10.酒後不開車，開車前避免取用易昏藥物及禁藥   

 

結 論   

       一位駕駛人要能夠安全的在路上行駛，必須具備有相關的交通知識及純

熟的駕駛技能，而在駕駛策略上也要能隨著人生經歷、駕駛經驗而越來越豐

富，往往在策略上趨吉避凶要遠勝於在技巧上險境過關。 

       一位駕駛人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具有防止交通事故發生的能力，而這個能

力在於長期累積的交通知識和多年的實際駕駛經驗。 

       平時對於所使用的車輛性能、概況、操作要能夠瞭如指掌、進行定期保

養，如此在行駛時方可以得心應手。 

       總之，虛心是一切學問及安全的源頭，在駕駛行為上提早一會兒，多一

點安全邊際，多尊重別人，頭腦反應靈活，自然就能夠達到安全駕駛的目

的，而正確駕駛原理的應用也就會在經驗中逐步正確的反應出來。 



頁 7 永康/大灣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主動安全駕駛觀念  

同學們要建立的觀念 

根據近年來的交通事故中，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們必須建立

的一個重要觀念：要有主動安全駕駛的概念，即是對交通環境有主動掌

握自我能力，讓所有道路使用人知道你的存在，避免他人可能因疏忽而

造成的事故， 善用交通工具，忍讓是一種美德 ，行車安全愉快最重

要！ 

 

對交通環境有主動掌握自我能力  

精神狀態佳時始可行車，打工下班、 熬夜後精神狀態不佳時，容易對環

境疏忽，而致事故發生。  天候、視線也會影響行車安全，黃昏、夜

間、天雨路滑積水、風大起霧的狀況都須分外小心。路況不熟悉、第一

次走的路線、不瞭解當地環境，都容易致使事故發生，所以出發前一定

先要瞭解路況，達到主動認知的目標。  

 

讓所有道路使用人知道你的存在  

如何讓週遭的人注意到你的存在？總不能沿路按喇叭吧？！ 所以在行車

時穿顏色鮮艷的服裝，夜間有反光條，開大燈行駛 ( 注意到公車、大巴

士平日白天開車也會開大燈嗎？目的就是要引起路人的注意，主動避免

事故發生)，讓其他用路人注意到你的存在，如此別人行車會注意避免碰

撞到你；如果你的行車車速過快，往往一般人前一秒沒看到你，下一秒

變換車道即發生事故！所以說車速過快容易致使別人無法即時反應，當

然會有車禍的發生，如此就不符合主動安全駕駛的原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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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他人可能的疏忽而造成你的事故，請記住，不是每一個人都和你一

樣小心，一樣遵守交通規則；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有危險要會主動

避開！如果你不夠小心，也要避免你的疏忽，使 其他人受傷！ 

       那些是危險因素？例如行車於大巴士、大貨車、大卡車、貨櫃車、

砂石車後，大車的駕駛視覺死角很多，它們根本看不到一般機車的存

在，所以常會發生大車輾過小車的不幸事件！這其中如果機車不要過份

靠近大車、開燈行駛 (提醒大車駕駛由後照鏡中看到你 ) 、速度不過

快，則雙方都會有充足的反應時間，要發生事故的機率會降到最低。  

 

善用交通工具   

你騎機車(或開車)的技術好嗎？瞭解剎車的技巧嗎？知道碟剎與鼓剎的

區別嗎？汽(機)車的後照鏡角是否正確？知道視覺死角在那裡？瞭解大

貨(卡)車轉彎可能造成的內輪差嗎？   

瞭解視覺死角與內輪差  

瞭解大貨(卡)車的視覺死角 

右圖中是大車的視覺死角，所以無

論如何千萬不要騎(開)車於大車的

後面，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因

為，它看不到你的存在！ 

 

一般小轎車也有很多視覺死角，如

右圖，轎車右後方的機車在汽車的

右後照鏡是看不到到，你如果騎機

車，千萬不要騎到轎車的左右後

方，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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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輪差 

車輛於轉彎時前輪與後輪所轉的路線涵蓋範圍是不同的，請注意右圖所

示，小車的內輪差較小，大車的內輪差範圍則很大。如果看到大車準備轉

彎，請敬而遠之的離它遠一點，以免被後車斗掃到，做到主動安全防護的

動作。 

 

 

忍讓是一種美德   

       騎(開)車很重要的態度就是忍讓，也就是不要趕、不要快，當你心裡

一急，考慮的時間減少，作錯誤判斷的機會立即增多，出事的機率大大提

昇！ 

        聽過黑羊、白羊過獨木橋的故事嗎？當兩隻羊都不互讓的時候，誰也

過不了橋，而且是一肚子氣，怒氣沖沖的狀況下很容易衝動闖禍，所以解

決事情的方法是靜下心來，心平氣和地思考，怎麼過橋最愉快？如果一開

始其中一方很大方的讓對方先過橋，相對的下次可能對方就會主動讓你先

行通過，而且是大家過的很愉快，還會彼此打招呼呢。忍讓當然不是只有

過橋，現實中過馬路、支線讓幹道、轉彎車讓直行車、右方車先行等路權

觀念，如果別人不懂得禮讓於你，你要跟他停下車大吵一番嗎？當然沒有

必要，忍一下、讓一下就過去了，心情也沒有受影響，而且是平安順暢到

達目的地，何樂不為？如果一定要堅持你的路權或是孰有理誰沒理，可能

還有勞請交通警察測量現場、繼而作筆錄、事後和解調解，如果調解不成

還要上法院，整個過程可能拖個一年半載以上，最後結果還不一定如你所

願，何苦來哉？         

       如果行車前一切路況、路上可能發生的狀況及解決的方法，都在你的

掌握之中，可以說 「主動安全駕駛」 的概念你已經做到了！凡事都掌握

在你手裡，當然就沒有「意料之外」的「意外事件」，道路交通安全就是

這樣，靠大家維護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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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族要如何兼顧荷包  

        國內油價醞釀上漲,不管會不會因為

颱風在各地造成的損害而延遲,每位車主

還是希望自己的汽車吃油吃得少一點。其

實汽車耗不耗油和駕駛人的開車習慣也有

很大的關係,稍加注意一下,長期下來也可

以省下不少油錢。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提供了許多開車省油的方法,開車要省油,除了汽車的

保養之外,主要還是車主得保持良好的駕駛習慣。開車要省油首忌重踩油門,

汽車的加速性絕對不會和油氣的濃度成正比;濃厚的油氣進入氣缸,雖然增加

一部份馬力,但是燃燒不完全,白白浪費了大部份的汽油而且污染空氣。另外

切忌在暖車時猛踩油門,在行駛途中遇到需要較長的時間停車時,不妨也把引

擎熄火。 

正確的踩油門應以平順為主,起步時保持平穩同時行駛途中儘量保持等速,轉

彎時要柔和,需要減速時,可以使用引擎煞車。行駛時應視速度和載重使用適

當的檔位,勿使引擎超過負荷;無論手排或自排只要換檔不順就多損耗一份油

料,追求加速快感的代價就是多花一些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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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油祕招除油門別重踩外,另有下列數招: 

◆ 保持輪胎正常的胎壓,以降低和地面摩擦係數。  

◆ 儘量減少不必要的雜物以減輕車重,並可延長使用壽命。 

◆  在炎炎夏日,冷氣系統是否正常運作和耗油與否也有很大的關係,冷氣

不冷,可能只是冷氣的冷媒散熱片(冷凝器)堆積了太多的泥沙,經常保持

冷凝器清潔可以增加冷氣效果。 

◆ 空氣濾清器、火星塞等定期清潔或換新;

以上這些都可以讓汽車保持正常馬力的發揮,當然這方面可以在進廠保養時

叮嚀保養廠仔細檢修。

1.定期調整汽車引擎，提高汽油的使用效率。  

2.不要讓引擎空轉，停車若超過一分鐘，就請熄火。   

3.避免在交通尖峰時開車到擁擠的道路上，因為走走停停最耗費汽油。   

4.隨時注意空氣濾清器、火星塞及化油器的清潔，並適時更換。   

5.冷車發動後，以低速檔行駛暖車，可省油及降低污染。   

6.油門的操作必須緩和，並保持定速，避免緊急煞車。   

7.車上不要放置非必要的重物，因為車上任何重量都會增加耗油量，每增加四十五公

斤的載重，就會使汽油使用效率減低  1％以上。  

8.如果您想正想買部新車，請注意車子的規格細節，並請牢記：汽缸愈大的車子耗油

量愈多。一般仍是以  1300 ～ 2000 ｃｃ左右的汽車較省油。   

9.經過正確保養、調整轉速的汽、機車，請不要再將轉速任意調整，以免耗油、增加

污染又損害引擎。  

10.若引擎磨損、老舊耗油時，請速速進廠大修吧！   

11.汽、機車油箱勿加太滿，但也不可太少，否則都會增加汽油的消耗。   

12.沒有必要時，不要開車，是最佳的省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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