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生交通安全教育─知識篇

打造桃園知識城
—成就每個孩子—
桃園縣是台灣接軌世界的主要門戶，並以發展亞洲卓越城市為願景，
讓不斷運轉的桃園，成為世界矚目的全球新運轉中心。在積極落實建設的
同時，更重視基本價值的培育，營造愛與祥和的社會。教育是社會進步與
發展的根本，藉此以本縣未來教育施政的七大重點方向闡述桃園縣的教
育願景，與各位共同勉勵、齊心努力，共同打造愛與祥和的優質桃園知識
城。
一、落實品格教育：品格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品格即生活，生活即品格」，從學校、家
庭、社會三方面攜手合作，開創以桃園心為出發點的國際新視野，打造本縣成為品格楷
模大縣，讓桃園縣民個個都是有品有格的好國民。
二、推動閱讀習慣：閱讀力即是競爭力，長期以來國人的閱讀習慣在全世界排序總落人後，
所以積極推動閱讀教育，以培養良好閱讀習慣刻不容緩。
三、培養運動風氣：身體健康是1，其他都是0，1加上0才有意義。所以未來將持續推動
「一人一運動」，讓每個學生養成喜好一種運動的風氣，以建立強健體魄。
四、全面國際化：校園中全面英語的推動，期使每個孩子都能開口說英語，以促進桃園和國
際接軌，落實桃園航空城的美景。
五、幼托整合：建置幸福幼兒園，讓每個桃園的幼兒充滿幸福感。
六、雲端e化校園：以資訊科技整合各科教學，提升學習效果。
七、全人教育：打造愛與祥和的優質桃園知識城，落實生活、藝術、幼兒、特殊、國際、語
文、科學、雲端e化、環境…等全方位教育，推動全人教育的發展，建構優質的教育環
境，培育優秀人才。
這一年，桃園教育具有嶄新的風貌及顯著的成果，舉凡全國首創的國際英語村、學校繳
費多元便利化、打造健康促進學校，全面照護學生健康、社區大學委外辦理、持續關懷弱勢
高風險家庭、新籌設的幾所縣立高中招生陸續完成，更逐年提升免試入學比例及名額，以減
輕升學壓力，今年9月也將全面實施「小一學英語」，希望培養學子厚實的英語溝通能力，
以具備國際競爭力。未來將持續以穩健、堅實的步伐，朝向更優質卓越的教育之路邁進，建
構優質學習環境、培養優秀桃園人才，以「成就每個孩子」（Success for All），讓桃園的
學子充滿幸福感，推展桃園知識城的教育願景，開創桃園教育桃花源。

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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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心．教育情

給老師的話

教育是使人向善、向上的最大力量，是不斷改善、追求真善美的學
習歷程；教育也是生命影響生命，讓孩子感動學習的希望工程。隨著全
球化時代來臨，桃園縣作為國門之都，教育的良窳將深遠影響桃園未來
的發展與國際的競爭力。

我國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約有三十年，但均未能納入正式課程，也未訂定具系統性之
分段能力指標的課程綱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各級學校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大致都以認識

桃園縣以國際化城市為城市發展願景，教育局亦規劃「教育發展白
皮書」為未來推動方向，以打造「愛與祥和的桃園知識城」為主軸下，自願景、理念、建

標誌標線號誌及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做為宣教重點。以專題演講等宣導活動作為宣教方法
推展學校交通安全。

設基本方向及具體行動方案等，建構出本縣未來教育建設藍圖。期望透過各項教育建設的進
行，發展本縣成為全國文教楷模，並躍登為亞洲卓越城市。

若以目前我國國中學生為例，雖然在國民小學教育中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洗禮，但對
自身視覺能力、反應能力、路況的認知與預測能力、視野死角的認識以及內輪差的危險性，

賈伯斯曾說：「我深信支持我繼續前進的唯一理由，就是我深愛自己所做的事。」而
這，正是逸青從事教育工作自始至今的信念。逸青奉接任桃園縣教育局局長以來，秉持 吳
志揚縣長「愛與祥和」之縣政願景，並致力掌握教育發展趨勢，凝聚眾人心力，共創桃園縣
教育發展新頁，實踐以禮樂為本，文教為重之優質知識城。逸青深切體認要開創桃園教育新

仍然相當不足。因此，國中階段的教材希望以科學的角度，讓學生能較深入的了解提升道路
交通安全的科學原理，藉由對科學原理的了解產生認同，並試著將其運用在平日上、放學或
出遊時。當學生發現書本上的原理，可以實際運用在提升交通安全時，就達到了目本編寫的
目的了。

局，一人之力無法克竟其功，需賴大夥兒同心投入，才能成效卓著。
未來將以吳志揚縣長的縣政方針為藍圖，在高中職方面，在民國103年實施12年國民基

本冊係依據上述原則編輯完成之部分教材，提供各位老師在教學上或教案設計上做參

本教育，以使本縣高中職全面優質化、社區化；在國中方面，紓解升學壓力並落實正常化與

考。更盼望各位老師能融入於相關科目課程中教學，讓學生能深切認同，則更能達到教學目

適性化的教學；在國小方面，落實多元化與特色化的教學目標並紮根品格教育和基礎教育；

標與教育功能。

在幼兒教育方面，提供孩童一個幸福幼兒園的優質學習環境，以期桃園教育全方位提昇競爭
力。
教本編輯小組 敬啟
「教育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更是人類的希望工程」。逸青將承接過往教育先進對
桃園奉獻付出的精神，與學校密切合作，彙集各界力量，致力於教育建設。期待在學生方
面，全面照顧弱勢與個別化學習需求，均衡多元智能發展；學校方面，發展各校特色與優
勢，營造愛與祥和環境及氛圍；行政方面，民主與專業領導，建立學校與縣府專業夥伴關
係。經由以上三個方面建構優質具特色的教育環境，加上所有桃園人對教育的熱情和奉獻，
以建構孩子們的快樂學習天堂，培育明日全球村卓越的桃園子弟。

教育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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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清楚了沒？

有句俗話說： 「十次車禍，九次快」，為什麼一些過快的行為容易導至交

200度，視野中央位置看得最清楚，而愈靠近

通事故呢？原因常常就出在我們的「眼睛」上。行人在走路時從外界取得各種

視野的兩邊，則愈模糊(如圖1.2)。如果我們的

訊息的方式，有80%是靠眼睛，而一位駕駛者靠眼睛所接收的訊息更是佔90%

眼睛構造與位置和變色龍一樣，我們的視野就

以上，所以視覺能力對各種用路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要了解自己的

可以看得更寬廣，看到的範圍就會更大，想想

視覺能力，才能減少認知和判斷錯誤所造成的交通事故。

看，變色龍過道路時，不知道需不需轉動牠們
的頭部呢？

1.1.2 視野與速度
當我們在行進中，所看到的視野會和靜止

圖1.2人的視野概況

時相同嗎？可惜的是人類的眼睛並沒有那麼精
良，隨著我們運動的速度加快，視野角度也就
愈小，這就是所謂的「動態視野」，因此駕駛
人看到的角度會隨著汽車速度變快而變小(如
圖1.3)，當車速到達每小時40公里時，視野就
下降到100度了 ，而車度到達每小時100公里
時，視野角度只剩下40度了。
所以當我們要穿越道路時，不要認為駕駛
者一定有看到你而任意橫衝直撞，應舉起你的
圖1.1人為過失之事故分析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先從人類眼睛的視覺能力開始瞭解，接下來開始探
討各種視覺死角帶來的危險，希望學習完這個單元後，大家能懂得把速度放慢
些，看清楚，再作出決定，這樣就能避免很多交通事故的發生了。

1、認識我們的眼睛

1.1 視覺能力
1.1.1 視野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穿越道路時，需要左右張望呢？這和我們人類眼睛的
視覺範圍有很大的關係喔！當人類靜止不動時單眼視野約160度，雙眼視野約
1

手，或是做出要穿越道路的表示，來吸引駕駛

圖1.3速度與動態視野

者的注意，當駕駛者確實有看到你後，車也在
減速了，這時才能安全的穿越道路。

1.1.3 視力與速度
我們在檢查視力時，都是在站立靜止狀
態下檢測的，若靜態視力1.2的人，走動後，
他的視力會隨著行進速度上升而下降。如果
騎自行車速度在10km/h時，視力就從1.2降到
1.0，若騎乘速度再加快到29km/h，也會再降
到0.8(如圖1.4)。
圖1.4速度與動態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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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機車與汽車駕駛人之視野差異

晚上出門時，家中長輩有沒有告訴過你要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由眼睛對

除了人天生眼睛視覺範圍的限制外，我們的視野也會隨著駕駛不同車輛
而有差別。駕駛汽車等四輪車輛，其視野較兩輪的機車和腳踏車來得寬廣，因
為駕駛四輪的車輛較為平隱，駕駛者比較容易觀察到周遭的情況，而駕駛兩輪
時，身體會向前傾，而且要注意維持平衡，所以視野較窄(如圖1.5)。

色彩的辨識能力來看，這不是因為什麼迷信或是禁忌，而是很有科學根據的。
晚上光線不足時，人類對於色彩的辦識能力會大為降低。晚上行人如果穿著全
身黑色或深色的衣服，容易和背景同化，而讓駕駛者不易注意到你的存在(如
圖1.7)。所以在晚上或下雨天出門時，記得穿顏色較為鮮明或淡色的衣服(或雨
具)，以免駕駛人沒有注意到你而造成危險。(如圖1.8)

圖1.7 黑色衣服與白色衣服在夜間辨識度的差異
圖1.5 駕駛機車或自行車和汽車時之視野的差異

1.1.5 眼睛辦別色彩的能力

圖1.8 黑色雨具與黃色雨具辨識度的差異

1.1.6 眩光的產生
當你的眼睛突然受到強光的照射時，眼睛會一時失去辨識能力，即稱為

經由光線對視網膜的刺激，在我們大腦的視覺區域，可以產生形體及顏
色，而我們眼睛可以辦別物體形狀及色彩的範圍，大約在視點左右兩側35度
(合計70度) 左右而已。而當光線或是背景顏色改變時，人類對於形體和色彩的

「眩光」。眩光會讓你不自覺的瞇著眼睛，或是造成暫時性的眼盲，在騎乘自
行車或走路時，都會造成不小的危險。在道路上會產生的眩光有以下幾種：
● 干擾性眩光：夜間汽車的頭燈或是路燈，都會造成干擾性眩光。它會讓

辦識能力也會跟著改變喔！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實驗，將黑色和白色的杯子

你的眼睛疲勞，干擾視覺。如圖1.9，騎自行車受到對方汽車頭燈照射干

放在黑色的背景中，當背景是深色時，顏色亮麗的白色杯子就為較為突出，而

擾，因為看不到前方，差一點引起撞車。

當背景是淺色時，則相反，深色的杯子就較為突出(如圖1.6)。

A.較深的顏色為背景時

B.較淡的顏色為背景時

圖1.6 黑色杯子與白色杯子在黑色與白色背景中辨識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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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干擾性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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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適應型眩光：當人車進入漆黑的隧道，或是從漆黑的隧道中出來時，

● 暫盲性眩光：暫盲性眩光是由表面光滑閃光的物品反射而來的光線，像

容易產生光適應型眩光。這會使人想要瞇起眼睛以適應光線的變化。如

建築物的玻璃或是道路上的積水，都容易產生暫盲性眩光。這是非常危

圖1.10，好天氣從大太陽光走進隧道或從隧道走出來時，會造成這種眩

險的眩光，會讓人暫時性的眼盲。

眼現象。

1.2 眼睛會誤導─認識錯覺
雖然在交通運行上，大部份的道路訊息吸收都來自眼睛，但是有時只靠視
覺感觀也很容易受到誤導的喔～因為有時因為光源、視角（觀看的角度）或是
線條組成的不同，會讓眼睛產生很大的誤導呢！接下來，我們來體驗一下讓眼
睛產生錯覺的圖形吧！
● 大家看圖1.12，在圖中a、b、c三條直線，你覺得哪一條比最長？哪一

條最短呢？觀察結果是不是b最長c最短。如果是這樣，那你就是被其他
線條所誤導了喔～其實拿尺來量一量，你會發現，這三條線其實a最
長，而b和c是一樣長的。
圖1.10 光適應型眩光

a

● 失能性眩光：夜間開車時，如果遇到開遠光燈或是不當改造頭燈的車

b

c

輛，都容易令人產生失能性眩光。失能性眩光會降低人的視覺能力，嚴
圖1.12 錯覺圖形一。資料來源：陳子儀

重時會使人暫時失去視覺。如圖1.11，突然受到對方來車的頭燈強光照
射，眼睛來不及閃躲，有時會暫時失去視覺，非常危險。

● 圖1.13，你覺得這三位小偷誰長得比較高大

呢？
應該是走在前面的那位小偷比較高，走在最後
面的那位最矮。如果你這樣覺得，那你又被誤
導啦～可以再用尺量一量，他們三個一樣高
喔！
圖1.13 錯覺圖形二
資料來源： http://www.phy.ntnu.edu.tw/moodle/mod/
resource/view.php?id=57
圖1.11 失能性眩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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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 圖1.14中你覺得這幾個英文字母

有沒有歪歪斜斜？你可以拿筆照樣
描繪一次，你相信嗎？你可以描繪
出很整齊的英文字母喔！
………………………………………………………………………………………………………
………………………………………………………………………………………………………
………………………………………………………………………………………………………
………………………………………………………………………………………………………

圖1.14 錯覺圖形三
資料來源：牛頓雜誌中文國際版，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由於眼睛所造成的視覺錯覺，讓我們在交通運行作判斷時，要更加小心，

………………………………………………………………………………………………………

有時觀察交通狀況時，應轉一下頭，改變一下觀看的角度，就可以讓「錯覺」
破功了！如下圖1.15，這三輛車輛距離，看起來好像都在同一線上，但是改變
一下觀看的角度，就可以發現三者的位置不同了。這是因為當汽車離我的的距
離相同時，車體較大的會看起來比較近。而當三種不同大小的車輛在遠處看起
來好像距離相同時，其實是小車的距離最近才是真實情況。

………………………………………………………………………………………………………
………………………………………………………………………………………………………
………………………………………………………………………………………………………
………………………………………………………………………………………………………

圖1.15交通運行判斷時，眼睛可能造成的視覺錯覺
資料來源：全日本指定自動車教習所協旁連合會「安全駕駛之知識」，

………………………………………………………………………………………………………

1994.4.20，P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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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與反應

曾在單元一中，介紹了眼睛的視覺能力，並了解眼睛的能力有其極限，因

措施：通過路口時，應減速最好能停車確定並觀察左右方有無來車。

此，除了單純「眼睛」的看之外，還要進一步在行走或騎自行車時的觀察中，

說明：如果已經發現有車輛可能右轉竄出，還要注意其車速，車速愈快產

預測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危險狀況，做預測、判斷、迴避危險的措施，我們可以

生的離心力愈大，轉彎時的半徑會愈大，占用車道會愈多，危險性也增

說，這樣的認知與預測，是用「心」的看。

加。

當預測情況危急時，下一個動作常常就是緊急迴避，從眼睛看到危急狀況
到手腳開始動作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判斷安全的行車距離時，很容易忽略了

1.2 彎道

反應時間這個重要的因素，或認為自己的反應相當迅速，因而產生距離誤判的

情境：騎自行車通過彎道

狀況。

預測：如2.2圖所示，自行車在轉彎前未完成減速，受離心力影響而車速過

1、用「心」的看(認知)—看不到的就預先做好預測

1.1 路口

快時會侵入對向的車道。有些自行車為了方便，而選擇較短的直線路徑通
過彎道，由於視線被阻看不到來車，容易發生事故。如2.3圖。
措施：行經彎道時，因減速且靠右行駛。

情境：走路到有號誌的交岔路口等待穿越道路，此時號誌由紅燈轉為綠

說明：除了侵入的車
道的危險情況，通過

燈。
預測：可能有搶黃燈甚至是闖紅燈的車輛。
措施：當號誌轉為綠燈時，先觀察左右方有無來車，確定狀況安全時，再

彎道還會有視覺死角
的問題，將於下一個
單元說明。

行穿越通過。
說明：若在深夜情形時，因為人車稀少，依照一般駕駛人的心理，不僅可
能有超速的行為，也很容易有闖紅燈的情況，因此在人車稀少的情況下通

圖2.2 高速行徑轉彎之危險狀況

過交岔路口，應該更加小心。
情境：直行通過有號誌或無號誌的十字路(丁字路)交岔路口。
預測：如 圖 2 . 1 所

圖2.3 捷徑方式通過路口之危險狀況

1.3 雨天的道路
1.3.1 摩擦力

示，可能有車輛右
轉且占用車道，特

在說明雨天的道路時，要先對摩擦力有基本的認識。例如，放在客廳地磚

別是機車的情形較

上裝滿了書的大書櫥我們很難推動，是因地面和書櫥間，有摩擦力抵抗我們的

多。

推力。但是如果我們倒一些水在地磚上時就比較容易就推動了，顯然摩擦力變
小了。另外，物體在光滑的接觸面上，會比較容易推動，若在較粗糙的接觸面
上，就會比較不容易推動，因此摩擦力的大小和接觸面的性質有關，而接觸面
圖2.1右轉車高速轉彎引起佔用車道

9

的性質換一個說法就是表2.1的摩擦係數，摩擦係數愈大，摩擦力也會愈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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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各種車輛之規格與特性簡介
表2.1 路面狀態與摩擦係數

0.75～0.85

柏油		

0.70～0.80

水泥		

0.70

柏油		

0.45～0.60

面、非鋪裝路面)，輪胎狀態(胎面

砂石		

0.55

摩耗程度、胎壓、接地壓力等)，

結雪		

0.15

煞車踩踏方法不同而會有差異。

冰上		

0.07

註：摩擦係數是依路面狀態(鋪裝

規 格			

行 駛 特 性

指一輛曳引車與一輛半 1.半聯結車全長可達十八公尺，全聯
拖板車所組成之車輛。

結車至二十公尺，將近大型貨車的二
倍。

指一輛曳引車或汽車與 2.體積很大，帶給駕駛人及用路人更
一輛或以上重型全拖車 大的視野死角範圍，轉彎時周圍很危
所組成之車輛。

汽
車

大客車

水泥		

種					

半聯結車 全聯結車

摩擦係數

型

濕

路面狀態

大

乾

車

險。

座位在十座以上或總重 1.體積大，駕駛人的視野死角頗大，
量超過三千五百公斤之 在周圍很危險，不可以從車前或車後
客車。

穿越道路。
2.行駛中不斷停靠站載客，會不停的
煞車、起動，搭乘時須要注意。

大貨車

汽車的加速、減速以及改變方向，與輪胎和地面之間的摩擦力有關，觀察
上表，可以發現汽車輪胎於潮濕路面的摩擦力，會比汽車輪胎於乾燥路面來得

總重量超過三千五百公 1.體積大，駕駛人的視野死角頗大在
斤之貨車。

2.前後車輪間沒有車體圍住容易被捲

小，因為潮濕的路面摩擦力變小了，汽車的加速、減速以及改變方向就會跟著

機

1.3.2 積水的路面
雨水可以填滿路面的坑洞，讓這些高低有差異的路面看起來很平坦，對自
行車騎士而言，一個不起眼的凹坑可能產生很大的傷害，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的

車

避開積水的路面。

1.4 各種車輛的特性
全，一般道路都用標線加以區分，例如快車道或慢車道，大家應遵守其規定，
在道路上最常見的有哪些車輛，其特性及須要注意事項，彙整如表2. 2。
11

車

交通才會順暢與安全。

慢

道路上有不同大小的汽車以不同速度行駛於道路，為顧及交通順暢與安

車)，計程車為載運乘客經常靠路邊，
走路或騎自行車時須注意。

重量超過三千五百公斤 小貨車車速較高，體積不大常常會在

汽缸總排量逾五十立方

自行車

的車道，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事。

車。

輕型機車

路面要轉彎也會變得沒那麼容易，如果沒有適當的減速，很容易會滑離行駛中

座 位 在 九 座 以 下 之 客 小客車使用自用車和營業車(含計程

小貨車 普通重型機車

時，我們要預先想到這種狀況，和前面的車輛保持更遠的安全距離。在雨天的

小客車

汽車的減速不容易，那麼從煞車到停止的距離就會加長，也就是說雨天

入，所以騎自行車遠離才安全。

小 型 汽 車

變得沒有那麼容易掌握了。

周圍很危險。

腳踏自行車。

之以下之貨車。

車群中穿梭變換車道，走路或騎自行
車時須注意。

汽缸總排量逾五十立方 1.體積小，機動性又高，常常可看到
公分且在二百五十立方 在車群中穿梭，甚至在人群中也在
公分以下之機車。

鑽，很危險。
2.很多家長會利用機車載同學上下

公分以下之機車。

學，若搭乘機車記得戴頭盔，抱住家
長才安全。

騎自行車車速較慢，體積又小易陷入
汽車死角範圍，所以一定要靠右側路
邊騎，以免被車撞或妨礙汽車行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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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注意突然靠路邊停車的車輛

1.6 認知、預測、行動是安全之基本常識

當你靠右側路邊騎自行車行進中，發現有一輛小客車從你的左後方超車之

行人或騎自行車者要安全的在道路上行走，需要眼睛觀察不斷在改變的

後，突然轉向靠路邊停在你的前方，如2.4圖。這時候你應該如何應對才是正確

道路環境及交通狀況。並能隨時對應各種狀況作安全行動，所以用路人在道路

又安全的方法。

上，都不斷的反複在做下列各項事情。如表2.4。
表2.4 用路人之安全基本常識
基 本 動 作		
認 知

圖2.4

看

法				

用眼睛、耳朵注意交通狀況，發

具

體

之

例

汽、機車、自行車向自己方向接近。

現異常狀態。
預測

汽車突然靠路邊停車的可能原因

作

眼睛看不到的部份須要預測。

交叉路橫向視線被遮住時需做預測。

認知(發現異常或預測)後決定如何

決定迴避的動作。

小客車駛進慢車道停住車後，接下來的可能狀況就如表2.3情形出現。
表2.3 對突然靠路邊停車狀況之認知與預測作法
停車之可能原因		
將車停放於此處

認知與預測		

下面可能的行動

判

斷

行

動

行動。

預防方法

確認小客車完全停車，預 車內的人可能會開車門如 不要騎自行車通過，先停
測可能車內的人會下車。

果車內有二人，有可能同 一下再觀察。

依判斷後的決定做出行動。

停或移動迴避(或閃避)危險。

時開門。
臨時停車(接電話或拿 確認人在車內好像在接電 完 成 停 車 動 作 後 就 會 駛 最好牽著自行車從小客車
東西)處理過後就會立 話或像在找東西，預測人 離，會往前移動。

右側通過，看駕駛人的行

刻駛離。

動，讓駕駛人能看到你。

不會下車。

倒 車 移 動 車 ， 使 其 靠 確認小客車停車人在東看 車後無顏色的燈亮時，是 從自行車下來牽著自行車
路 邊 ， 準 備 停 放 車 西看，突然車後的無色燈 表示車將要倒車也許駕駛 略作移動讓駕駛人看到你
輛。

亮，預測會倒車。

人沒看到我。

然後做迴避動作。

在道路上認知(預測)、判斷、行動三項中，任何一項如果有出現差錯時，
就有可能發生交通事故，參看單元一之圖1.1人為過失之事故分析。

1.7 預測的重要性
假設我們事先有「接著可能從這樣而會發生……」的預測，而提前做心理

我們常見汽車突然靠路邊停車，這種狀況會帶給其他用路人很多困擾和危
險，但車會出現這種情形，也有其不得以的原因，假設遭遇到這種狀況來做預
測，照原速度騎自行車從其兩側通過時很容易發生事故。

準備等待接招時，發現與行動也會較快。
例如，在上體育課，老師挑選十二位同學分兩組舉行對抗賽，你也被選中
參與。開始比賽由對方先開球，此時你先做好心理準備，預測球可能會落在自
己附近，而注意球向時，不但能夠掌握球速，接球動作也會較快。相反的未做
好心理準備又未先注意球向，突然發現球時，大概只是目送球遠離而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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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2、反應時間
「反應時間」是指必須要看的東西，或一定要聽的，從出現起至感覺到所
經過的時間稱之。換言之，你走路走到交叉路口時，看到號誌燈轉變為黃燈，
但實際轉變時間是比你感覺到時更早就已變了。

………………………………………………………………………………………………………

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反應時間，其實我們也可以作實驗。如果我製
作簡易試驗台如圖2.5。測試燈及計時器起動開關由老師操作，同學的右腳踩

………………………………………………………………………………………………………

A踏板測試準備。當老師按測試燈開關時燈立刻會亮，計時器指針就會同時起
………………………………………………………………………………………………………

動。
同學發覺燈亮時，右腳就移到B踏板測試燈就會熄，計時器指針也會停下

………………………………………………………………………………………………………

來，計時器指針移動部分就是你的反應時間。

………………………………………………………………………………………………………
………………………………………………………………………………………………………
………………………………………………………………………………………………………
………………………………………………………………………………………………………
圖2.5 反應時間測試台

………………………………………………………………………………………………………

每個人的反應時間都有些差異，但同一個人在不同狀況下也會出現差異。
例如，你有事先做預測與不做預測間，大概會有約0.3秒的誤差，如圖2.6

………………………………………………………………………………………………………
………………………………………………………………………………………………………

有心裡準備做預測

………………………………………………………………………………………………………
沒有心裡準備做預測

………………………………………………………………………………………………………
0

0.1

0.2

0.3

0.4

0.5

0.6

圖2.6 反應時間(感覺速度)實驗結果

15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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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死角

1、光的反射及直線傳播
要認識什麼是視野死角，除了單元一所介紹的視野範圍之外，還要了解兩
個關於光的重要特性，就是光的直線傳播以及光的反射。

1.1 光的反射

圖3.2 依反射定律理解後視鏡原理

像月亮這種星體，並不像恆星一樣會發出光線，我們仍能看見皎潔的月亮

在此請特別注意，後視鏡雖然可以協助我們看到身體後面的物體，但仍有

高掛在天空，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月亮雖然不會發光，但是能反射來自太陽的

部分範圍是看不見的，因此汽車駕駛者不論在直行或要轉彎或變換車道時都會

光線，這些反射的光線進入了眼睛，所以能引起視覺。因此不論是物體自身會

有部分看不到其他車輛或用路人，假設你的自行車配置有後視鏡，你要注意不

發光或是物體反射其它發光體的光線，只要光線能達到眼睛，皆能產生視覺。

可以僅以後視鏡所見當成唯一的判斷依據。

當月亮的表面反射從太陽來的光線時，會遵守物理學上光的反射定律。如
圖3.1所示：法線是和反射面垂直的假想線，入射線和法線的夾角稱為入射角，

1.2 光的直線傳播

反射線和法線的夾角稱為反射角。有了這些基礎概念之後，就可以進一步了解

活動

反射定律了。
反射定律：(1)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器材：籃球、十元硬幣、一元硬幣、鉛筆或原子筆均可

(2)入射線、反射線以及法線會在同一個平

老師在講台高舉一顆籃球，同學們閉上左眼睜開右眼，試著調整十元硬幣

面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不管反射面的

的位置，觀察十元硬幣在距離眼睛多遠處時，可以遮住整個籃球，然後將十元

性質是粗糙或是光滑、深色或是淺色，只

硬幣向眼睛移近，觀察遮擋的範圍如何變化?換一元硬幣再試一次，比較看看

要光線發生了反射的現象，都會遵守反射

一元硬幣和十元硬幣的遮擋效果有何不同?

定律。

光在真空或均勻的介質中，會沿著一直線前進，這個現象稱為光的直線傳
播。光的直線傳播這個性質，可以解釋日食、月食、影子的形成……等現象，
同時也可以用來說明硬幣遮住籃球的活動。如圖3.3所示，只要眼睛的位置在A
圖3.1 反射定律

汽、機車的後視鏡，可以幫助我們看到身體後面的物體，增加行車時的安
全。而後視鏡的運作原理，就是應用了光的反射定律，我們以圖3.2的簡圖作說

區的範圍內，十元硬幣就可以遮住整個籃球，且硬幣愈靠近眼睛，可以遮住的
範圍就會愈大。在距離相同的情況下，十元硬幣的遮擋範圍會比一元硬幣來得
大。

明(圖中的實心圓點代表眼睛)：有兩條光線分別到達了後視鏡的最左邊及最右
邊，這兩條光線皆遵守反射定律到達眼睛，在這兩條光線所夾的範圍是後視鏡
的可見範圍，而兩條光線所夾的範圍外則為後視鏡看不見的範圍。
圖3.3 光的直線傳播與視野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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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認識視野死角範圍

由硬幣愈靠近眼睛，可以遮住的範圍就會愈大的這個活動結論，可以讓我
們思考在交通安全上，為什麼要和前方的車輛保持安全的距離，因為和前方的
車輛愈近，眼睛被遮住的範圍就愈大，能看到的範圍就變小了，安全性也大幅
的降低了。
可以再試一次看看，當你將一枝鉛筆置於離眼睛五公分(前排約三公分)位
置時，站在講台的老師就看不見了。得由此實驗知道，人站在車前斜角處，往
往會被汽車前柱遮住而或為駕駛者的視野死角，如圖3.4

（1）情境模擬一：靜止狀態的
自行車騎士，箭頭表示眼睛注視的
方向，請用紅色筆在圖3.5上畫出視
野死角的範圍。另用藍色或黑色筆
畫出以40km/h速率騎自行車時的視
野死角範圍。
圖3.5 自行車靜、動態視野的死角

（2）情境模擬二：時速40公里的自行車騎士，左前方有一大型車輛，請
畫出視野死角的範圍。

動態
動態
動態

圖3.4 視野死角之實驗體會

2、認識視野死角
在交通安全上，被看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所謂的視野死角，簡單來說

靜態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了視野範圍、光的直線傳播及後視鏡反射光線的概

圖3.6 騎自行車時之靜、動態視野與死角

念之後，就可以將視野死角描述如下：眼睛本身機能上所看不到的範圍；以及
因為車輛構造上或其他道路上的障礙物擋住駕駛人視線的範圍，就是所謂的視

2.2 小客車的視野死角

野死角；還有在後視鏡的輔助下，仍然看不到的範圍也是屬於視野死角。

機車及小客車因為裝了後視鏡，因此可以減少視野死角，為了簡化模擬的
難度，我們先不考慮車柱的遮擋情況以及小客車車內後視鏡，進行情境三的模

2.1 自行車的視野死角
接下來，我們用以下的情境模擬練習，了解騎乘自行車的視野死角。

擬：
情境模擬三：時速70公里的小客車，請畫出視野死角的範圍(說明：駕駛
者眼睛位置為實心黑點，

19

為後視鏡， 為後視鏡反射得後方來的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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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

(2) 大型車

動態
動態

大型車中有大客車及大貨車，大型車的駕駛座位置較小型車為高，所以大
型車駕駛者的視點(眼睛位置)也比小型車高很多，因此，駕駛座兩側的視野死
角範圍不但高又大，如圖3.9。

靜態

圖3.7 駕駛小客車時之靜、動態視野與死角

2.3 各種視野死角
2.3.1 車體結構之視野死角
圖3.9 大型車之視野死角

(1) 小型車
小型車中有小客車及小貨車，因車體有差異後視鏡配置位置部分也有差
異，不同位置引起的後視鏡死角也不同，如圖3.8。

(3) 機車
機車雖然沒有車體阻礙視野，可是人向左轉頭時，視野僅到達a線範圍，
另向又轉時也只能到達b線範圍而已，所以仍然會出現後方的視野死角，如圖
3.10，自行車時也會出現同一狀況。

圖3.8 小型車後視死角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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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機車之視野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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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道路環境引起之視野死角

Memo

(1) 市區道路之環境

………………………………………………………………………………………………………
………………………………………………………………………………………………………
………………………………………………………………………………………………………
圖3.11 市區道路環境引起之視野死角

………………………………………………………………………………………………………

(2) 交通環境
………………………………………………………………………………………………………
………………………………………………………………………………………………………
………………………………………………………………………………………………………
………………………………………………………………………………………………………
圖3.12 交通環境引起之視野死角

………………………………………………………………………………………………………

(3) 自然環境

………………………………………………………………………………………………………
………………………………………………………………………………………………………
………………………………………………………………………………………………………
………………………………………………………………………………………………………
圖3.13 自然環境引起之視野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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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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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藏的危機：內輪差

當你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在交岔路口人行道上等待穿越道路，或是騎自行
車路依照號誌指示在路口暫停時，你覺得你安全嗎？有一種潛藏的危機，可能
就發生在你身邊喔～那就是由「內輪差」造成的事故。在這個單元中，我們先
瞭解內輪差的意義，和它會造成的危害，接下來就來思考要如何迴避它帶來的
危險。就讓我們來好好認識內輪差這個可怕的隱形殺手吧！

1.2內輪差造成的危險
為什麼內輪差會造成危險呢？對一般用路人來說，當車輛在轉彎時，以
為前輪過了就沒事了，其實他不知道真正離路人比較近的是後輪而不是前輪，
所以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車身擦撞，有可能被捲入車下，而被後輪滾壓而造
成傷害。而對騎機車或自行車而言，如果行駛在大型車旁，當大型車輛要轉彎
時，往往是不知道要閃避，或無處可閃避，而被捲入車身下。

1、認識內輪差

其實一般車輛駕駛者在轉彎時，就算會透過左右兩側的後視鏡來觀察兩側

1.1 內輪差的產生

及後方的狀況，再進行轉彎的動作，然而內輪差產生的位置，洽好就是駕駛者

你注意到了嗎？汽車在轉彎時，前後輪的行徑軌跡並不會重疊喔～因為車
都是利用方向盤轉動前輪來改變行駛方向，而後輪並不受方向盤的控制，所以

視線死角的地方，因此有很多事故，都是機車、自行車或行人在內輪差的位置
被撞，而駕駛者根本沒有看到，因導至事故的發生。

當車在轉彎時，前輪和後輪轉彎的角度並不相同，因此前輪的行徑軌跡和後輪
軌跡會產生一個差距，這個差距通常就稱為「內輪差」。也可以說「內輪差」
即是汽車轉彎時內側的前後輪軌跡差距。(如圖4.1)

1.3 內輪差的範圍
內輪差產生的大小由兩個因素來控制，一是汽車的軸距(如圖4.2)也就是前
後輪軸間的距離，二是前車輪轉彎的轉角。當軸距愈長時，內輪差產生的範圍
也愈大。前車輪轉彎的轉角愈大時，內輪差產生的範圍也愈大。因此公車、聯
結車等大型車在轉彎時的內輪差最為嚴重。(如圖4.3)

外輪差

外輪差

內輪差 內輪差

圖4.1 內輪差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子儀，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圖4.2 汽車軸距示意圖

實務暨教具設計與取材，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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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種

軸 距(m)

最大內輪差(m)

小型客車
小型貨車 中型貨車 大型貨車

2.7			

0.89

2.4			

0.78

2.8			

0.96

2、如何避免內輪差造成的危險
當我們瞭解內輪差發生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後，我們要如何迴避內
輪差以免造成傷害呢？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用路人的角度來探討。

2.1 行人
一般行人在等待穿超道路時，要退到人行道上，不要站在路角位置，而且
要離人行道外緣一步以上的距離。如果是沒有人行道的路口，也要儘量避免站

3.0			

1.06

在轉角處或是太靠近快車道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看接近自己的車輛的動
態。(如圖4.4)

5.1			

1.96

全聯結車
半聯結車

		

2.0~2.5

		

6.0~7.5
圖4.4 行人避免內輪差危害站立的安全位置 資料來源：陳子儀

圖4.3 汽車軸距與內輪差
資料來源：陳子儀，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2.2 自行車及機車

實務暨教具設計與取材，桃園縣政府

自行車及機車在轉彎時，不要靠近大型車轉彎。在交岔路口紅燈暫停時，
要注意旁邊的車輛，如果發現旁邊的車輛要轉彎，一定要儘速避開。(如圖4.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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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
………………………………………………………………………………………………………
………………………………………………………………………………………………………
………………………………………………………………………………………………………
………………………………………………………………………………………………………
圖4.5

內輪差對腳踏車及機車造成的危險

資料來源：陳子儀

………………………………………………………………………………………………………
………………………………………………………………………………………………………

知識補充─輪差產生的原因
汽車是利用方向盤轉動前車輪而變化汽車行駛方向。汽車轉向時，
四個車輪之回轉中心必須在同一點，否則車輛會滑動無法順利轉向。一
般車輛的回轉半徑都會落在後車軸中心線的一點(如下圖4.6)。因為各輪
的回轉半徑不一，所以滾動輪跡也就

………………………………………………………………………………………………………
………………………………………………………………………………………………………
………………………………………………………………………………………………………

產生差異，這個差異的距離就稱為輪
差。

………………………………………………………………………………………………………
………………………………………………………………………………………………………
………………………………………………………………………………………………………
圖4.6 輪差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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