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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安全帽、安全帶及安全座椅防護功能

一、前言
臺灣地區事故傷害近幾年均居國人十大死因第6位，其中發生交通
事故時，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的致死率為有戴安全帽的8.63倍，未
戴安全帽，因頭部受傷致死率，更為其他受傷部位的2.62倍。乘坐汽
車未繫安全帶致死率為有繫安全帶的3.6倍。未繫安全帶之後座乘客致
死率又為有繫安全帶的2.71倍。兒童沒有使用安全座椅發生車禍的死
亡率，更是有使用的8倍。這些數據都告訴我們，安全指數的提高，是

2.2 機車安全帽的重要性與防護功能
2.2.1 安全帽的重要性
我們的腦部，就像豆腐一樣極為脆弱，雖然是在腦殼裡由腦膜保
護著，但當頭顱受到較大衝擊時，腦部仍是會受到傷害的！
我們先來做一次模擬實驗！把豆腐放置在塑膠盒內，將盒子由高
處落下，結果會變成什麼樣呢？

每個人可以掌握的，騎、乘機車時需配戴安全帽，駕駛與乘坐汽車時
需繫上安全帶，兒童應由父母帶頭養成乘坐於汽車後座、暨安全座椅
等習慣！現在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些能保護我們騎車、乘車安全防護
裝備的功能。

二、騎、乘機車的防護頭盔－安全帽
2.1 單元目標

將豆腐放置塑膠盒內
由高處落下

盒中豆腐被震碎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發佈統計資料，民國99年騎、乘機車死亡者為
986人，由死亡受傷部位來看，其中頭部受創致死者有544人，死亡率
高達55.2%，因未戴安全帽頭部重創致死率者更高達72.4%。
尤其是騎、乘機車與自行車者，當衝撞發生時上半身受到的衝擊率
最高，交通事故致死部位也是以頭部最為嚴重。雖然頭部只占了全身比
例的十分之一，但頭部受傷導致的死亡率及後遺症卻是最高的，可見頭
部保護的重要。

答案是，盒子雖然沒有破裂，但裡面的豆腐卻已經震碎了。以此
為例，當頭顱受到撞擊後或許頭骨完整，不過腦部可能就像豆腐一樣
無法完整無傷，更可怕的是腦部有非常多的血管，很有可能會因而產
生血管出血及血塊的壓迫，造成殘疾或植物人等的後遺症！
而且，機車屬於兩輪車輛，很容易因為外力失去平衡而摔車，導
致腦部受創，因此配戴安全帽保護頭部安全是必要的！

本單元要來了解機車安全帽的重要性及構造，並且認識安全帽的種
類、選購方式，以及正確的配戴方式！

人腦有許多血管，像豆腐一樣，極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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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安全帽構造及防護功能

2.3 機車安全帽的種類與正確的選購方式

安全帽分為很多種類，有自行車、溜冰鞋、滑板及直排輪等活動
用頭盔，工程用防護頭盔以及機車用安全帽等等，不同安全帽各具有

2.3.1 安全帽的種類

不同的構造及功能。
騎、乘機車應該配戴的是「機車用安全帽」，這種安全帽所具有

騎、乘125C.C.以下的

的堅固帽殼能避免頭部直接撞擊堅硬物體，帽殼內有能吸收衝擊的襯

機車，可選戴普通型安全

墊，能吸收撞擊能量，緩和頭部受到衝擊的功能。

帽。普通型安全帽又分為
半罩式、半露臉式、露臉
式、全面式四種。

騎、乘超過125C.C.機
騎、乘機車應配戴
「機車用安全帽」

安全帽種類繁多

車可選戴加強型安全帽。
加強型安全帽，又分為露
臉式、全面式二種。

我們做個實驗觀察一下！首先將蛋固定在容器中，底部放置海
綿，從高處將它落下，海綿吸收了蛋的重力位能，蛋雖然沒有破，但
是海綿上卻有凹跡；就如同當騎、乘機車發生撞擊時，「機車用安全
帽」內的緩衝襯墊能夠吸收衝擊能量，保護我們的腦部避免受到傷
害。

特別一提的是，騎、
所以當我們騎、乘機車時，應正確選擇「機車用安全帽」，才能

真正保護我們頭部的安全！

乘機車用安全帽國家標準
在訂定規範時，亦將附有
動力之自行車騎、乘人員
納入適用範圍，所以建
議騎、乘電動自行車的
騎士，應選用機車用安全
帽，而非自行車安全帽，

將蛋由高處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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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沒有破裂

海綿吸收了重力位能

來保護自身的安全。

騎、乘電動自行車配戴
「機車用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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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如何選購安全帽

2.4 機車安全帽正確配戴方式

安全帽選購注意事項：

1. 戴用安全帽前，需確實檢測安全帽外觀是否平滑沒有裂痕，戴具

1. 帽體和護目鏡是否黏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格標識。
2. 安全帽之外殼、帽緣應光滑，帽體內應有中文標明騎、乘機車用安全
帽字樣及標示製造商名稱、製造年月、製造國別、防護頭盔的種類、
型號、大小尺寸等資訊。
3. 顏色鮮明或貼有反光片，內部緩衝襯墊及頤帶等裝置，不可有毀損、
鬆脫或塗裝變更的情形。
4. 選擇適合種類和個人頭型大小尺寸，繫緊頤帶後，應穩固戴在頭上，
內襯須與額頭、臉頰及鬢角貼合，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也不可遮蔽視

等各部組件是否正常。
2. 戴上之後要確實將頤帶通過下顎之下方繫緊，頤帶應在舒適狀態
下盡量緊貼下顎下方。
3. 受過撞擊之安全帽雖然外觀無損傷，但內部結構可能已被破壞，
應不再使用並及早更換。
4. 晚間、陰雨天及光線不足之處所請儘量不要使用護目鏡，才可使
視覺清晰，安全騎車。

線。
5. 帽體不可隨意塗裝彩繪，塗裝帽體可能破壞安全性的結構，降低安全
帽防護的功能。
6. 顎杯因會在事故發生時造成安全帽脫落及顎骨的受傷，國家標準已規
定，頤帶上不得裝設顎杯。
7. 護目鏡應選用透明度高，視感透過率應在80%以上，視感透過率低於
80%時，應有標明「限白天使用」字樣。

檢測安全帽外觀

檢測各部組件是否正常

頤帶通過下顎下方繫緊
並儘量緊貼下顎下方

受過撞繫安全帽應不再使用

8. 流動業者販售不合格率偏高，盡量於商店選購有品牌之產品。

商品檢驗合格標識

安全帽類別、製造資訊 有頤帶及緩衝襯墊等裝置

晚間、陰雨天及
光線不足處所，
不要使用護目鏡
安全帽應符合頭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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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塗裝彩繪破壞帽體

頤帶不得裝設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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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繫」住你我生命－汽車安全帶
3.1 單元目標

3.2.3 後座繫安全帶的必要性
2005年國際學術急救醫學期刊的研究報告，在分析約26.1萬件死

1. 認識安全帶的種類

亡車禍案例後，發現未繫安全帶的後座乘客死亡率，為有繫安全帶的

2. 認識安全帶的防護功能及正確繫用方式

「2.71倍」

3. 深入了解「小型車後座和乘坐大客車需繫安全帶」的重要性

從碰撞測試結果發現，後座乘客未繫安全帶，在高速撞擊下有如
「後座子彈」向前彈射，不但會造成頭部、頸部等各部位嚴重傷害，還

3.2 安全帶的種類與防護功能

會危及前座駕駛和乘客，且車輛若發生劇烈撞擊或翻滾，甚至還有可能

3.2.1 安全帶的種類

從後座向前衝破車窗、或甩出車外等，大幅增加傷亡風險！

安全帶分為兩點式及三點式兩種。
三點式的設計用來束縛肩部及髖部兩
側。兩點式安全帶多半只適用於小型車後
座中間位置和大客車乘客座椅；三點式安
全帶比兩點式安全帶較能對乘員上半身達
到有效的束縛功能。
後座乘客未繫安全帶在高速撞擊下有如後座子彈

3.2.2 安全帶的防護功能
安全帶的原理在於當安全帶被拉出來的加速度過高時，轉軸就會立
刻被鎖定，使安全帶無法繼續被抽出，因此當車輛因撞擊或高速緊急煞車
時，能立即將安全帶鎖定，將乘員穩固地束縛在座椅上，防止駕駛者或乘
客因慣性原理造成撞擊或被拋出車外，保障乘車安全。
繫安全帶後若發生撞擊時，安全帶可將人體牢牢束縛於椅子上，使人
體不至於過度前傾或飛出車外，再配合空氣囊的緩衝輔助便可有效降低事

3.3 正確使用及檢查安全帶
3.3.1 如何正確使用安全帶
使用三點式安全帶時，肩帶需繞過肩部並斜向通過胸前，不可過
低使肩帶超出肩膀外側，亦不可過高而勒住頸部，腰帶的部分則須橫
跨髖部位置，而不是肚子。
當孕婦乘坐時，另應注意不要將腰帶繫於腹部前方，應置於腹部

故傷亡。

下方，以免緊急煞車或車子經撞擊時，壓迫或傷害到肚子裡的寶寶。

但是，空氣囊是安全帶的輔助裝置，
由於空氣囊爆發時的衝擊力很大，如果在
沒有繫安全帶的狀態下發生事故，原本應
該提供保護的空氣囊，在不適當的時間和
位置引爆，卻可能對人造成頭部、頸部和
胸部受傷，甚至有致命的危險，所以上車
一定要記得繫上安全帶才是最佳的保障！
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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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安全帶破損檢查

3.4 乘坐大客車需繫安全帶的重要性

確認帶扣、舌片金屬、導帶環等是否正常，織帶是否有產生扭
台灣這幾年發生死傷嚴重的遊覽車車禍，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大

曲或破損的情況。
試著快速且用力的拉一下安全帶的織帶，檢查是否能鎖定，正

客車乘客在發生車禍時未繫安全帶，在劇烈翻滾的情況下，導致乘

常的安全帶鎖定時，會發出「喀」的聲音。假使織帶有扭曲、破損

客被拋出車外，幾乎都立即死亡！當車子高速行駛突然煞車瞬間減

或無法鎖定等情況，就應該要立即更換！行車前做好萬全的檢查，

速或發生碰撞時，沒有繫安全帶的乘客，將會劇烈移動和撞擊，甚

少一分危險，就多一分保障。

至被拋出車外。
我國交通法令規定自民國96年7月1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
新型式大客車及民國97年1月1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全部座位都
應裝置安全帶。
然而即使大客車有安全帶的設置，民眾如不繫上的話，也是無
法發揮功能的。

確認安全帶各部件是否有破損

檢查織帶是否能鎖定

常見的安全帶錯誤的使用方
式，如將腰帶置於身後，僅將肩帶
往前拉，繞過身體前方，如此下半
身缺少束縛力；當發生碰撞時，下
半身沒有受到束縛便會使身體向下
及向前滑出，將使身體與車體發生
碰撞，肩帶也將造成胸部承受強大
壓力，甚至導致肩帶勒頸的危險。
最好以直立舒適的正常坐姿為
主，避免躺平或太貼方向盤等極端
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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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的安全寶座－安全座椅

4.3 安全座椅的種類
◎ 嬰兒用臥床：

4.1 單元目標

以嬰兒為主要對象，適用於1歲以下、或體重未達10公斤的嬰兒。
1. 了解安全座椅的重要性

◎ 幼童用座椅：

2. 認識安全座椅的種類

以幼童為主要對象，適用逾1歲至4歲以下、且體重在10公斤以

3. 如何選購及正確安裝安全座椅

上至18公斤以下的幼童。
◎ 學童用座椅：

4.2 安全座椅的重要性

以學童為主要對象，是以安全帶直接拘束學童於適當位置之保護

十公斤重的兒童在時速四十公里的車上遭到正面撞擊時，由於

裝置，本類座椅分為有「椅背型」和「無椅背型」兩種，無椅背

慣性定律，兒童會以瞬間產生30倍的推力，也就是300公斤向前衝，

型也稱為「增高型座墊」，適用於逾4歲至12歲以下、或體重逾

就算是再強壯的大人也無法抱住兒童，一旦發生事故，兒童很容易

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的兒童。

脫離大人的懷抱向前衝撞，甚至是被拋出車外。

4.4 安全座椅的選購及正確使用

兒童的頸椎特別脆弱，就算
駕駛者只是輕踩煞車，都有可能

4.4.1 選購方式

對孩子的生命與健康造成無可挽

1. 符合國家標準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並且貼有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回的傷害。因此，讓兒童安全上

核發驗證標誌的兒童安全座椅。

路的第一步，就是讓他們從嬰兒

2. 安全座椅的靠背處一定要高於兒童頭部，有保護兒童頭部的護墊。

時期就習慣乘車要自己坐在兒童
安全座椅上，安全座椅才是他的
寶座。

兒童頸椎特別脆弱
容易受到傷害

3. 並有隨兒童成長而調整高低的肩帶。
4. 注意安全座椅是否與汽車安全帶相配合。
5. 購買前必須詳細的閱讀商品說明書，是否有特殊安裝需求。
6. 安全座椅一定要隨著兒童體格成長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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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正在流行
4.4.2 正確使用

5.1 單元目標

1. 詳閱說明書，確認什麼是最合適的安裝方式及位置，再進行安裝。
2. 不可將安全座椅安裝在有空氣囊的座位。
3. 使用車上的安全帶將安全座椅固定住，用安裝者自身體重下壓安全
座椅，使安全座椅與車用座椅更緊密貼合。
4. 安全座椅若有其他的支撐或輔助固定裝置，也要正確安裝。
5. 安裝完成後，前後搖晃安全椅的底座，檢查是否穩固。
6. 兒童坐好後，進一步確認是否將安全帶確實扣好，並將肩帶的位置
調整好。

為減少道路交通死亡人數，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推動2011至2020
年道路安全行動十年計畫，以減少酒後駕駛、超速行駛，並加強安
全帽、安全帶和兒童乘坐汽車後座使用兒童安全椅的宣導，以及改
善急救服務，為所有會員國10年內減少全球道路傷亡率的工作重點
及目標。

5.2 我國安全帽、安全帶及安全椅施行時程
1、騎、乘機車戴安全帽措施：
自民國86年3月1日立法施行，宣導期3個月，同年6月1日起執法

7. 還有最後要提醒各位父母親，兒童不能乘坐在汽車前座，應坐於小
型車後座。且在無人照料下，不得讓兒童留在安全座椅內。

取締。
2、駕、乘汽車之駕駛及前座乘客繫安全帶措施，分二部份施行：
(1) 高(快)速公路路段：於民國73年6月立法，宣導期10個月，自
民國74年3月起執法取締。。
(2) 一般道路路段：於民國90年6月立法施行，宣導期3個月，同
年9月1日執法取締。。
3、小客車附載幼童(四歲以下，體重18公斤以下)應安置於安全椅措施：
於民國90年6月1日立法施行，宣導期3年，並自93年6月1日起執
法取締。

安全座椅勿裝在有空氣囊之座位

用車上安全帶將安全座椅固定

4、乘坐小型車後座乘客繫安全帶措施：於民國100年8月立法施行。
(1) 逾4歲以上至12歲以下、或體重逾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應使
用學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座墊之兒童：宣導期一年，自民國101年8
月起執法取締
(2)其餘應繫安全帶的乘客：宣導期6個月，自民國101年2月起執
法取締。
5、大客車後座乘客部分：
雖未立法訂定罰則，但仍宣導搭乘者基於乘車安全考量，務必主

安裝後，前後搖晃檢查是否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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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安全帶是否扣好，並調整肩帶

動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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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不知道系列(二)

認識安全帽、安全帶及安全座椅防護功能

5.3 繫安全帶例外之規定

5.6 處罰規定

1. 經醫療機構證明無法繫安全帶者。
2. 營業小客車後座附載兒童。此處所指為12歲以下或體重36公斤
以下，依規定應置於安全椅、學童用增高座墊之兒童。
3. 搭乘民國80年7月1日前登檢領照之小客車後座乘客。
4. 搭乘97年1月1日前製造出廠之小客貨兩用車，出廠時後座未裝
置安全帶之後座乘客。

2. 未繫安全帶者：分一般道路及高(快) 速公路二類，一般道路處
罰汽車駕駛人新臺幣1,500元，高(快) 速公路處罰汽車駕駛人新
臺幣3,000元至6,000元，行駛於高(快)速公路上計程車乘客未
繫安全帶並得依個別乘客處罰新臺幣3,000元至4,500元。
3. 幼童未置於安全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1,500元至1,900

5.4 後座繫安全帶例外之小型車
1. 救護車

1. 未戴安全帽者：處罰機車駕駛人新臺幣500元。

元，因而致幼童受傷或死亡時，處罰鍰新臺幣3,000元。

2. 幼童專用車

六、結語
但為了自身安全，
也請儘量繫安全帶

安全帽，是騎乘機車時，保護騎士頭部最重要的裝備！
安全帶，是在車輛遭受強力撞擊或翻滾時，降低乘客傷亡風險的
安全裝置！

5.5 乘坐計程車安全帶之繫用規定
1. 後座乘客除了需另外安置安全座椅、增高型座墊之兒童免適用
外，前後座乘客均需繫妥安全帶。
2. 計程車駕駛人如已善盡告知及勸導，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則

安全座椅，是在行車時，保護兒童脆弱的身軀不至造成無可挽回
的傷害！
學習了以上安全帽、安全帶以及安全座椅的相關知識後，您更能
將自己及家人的行車安全指數提高。

就未繫安全帶之乘客予以處罰。
3. 現行告知作法，即是請計程車駕駛人於前座椅背或乘客上下車
門內側張貼「請繫妥安全帶」貼紙，提醒乘客乘車繫上安全
帶。
4. 乘客執意不繫上安全帶時，警察或稽查人員，得對乘客舉發，
高(快)速公路上並得對未繫安全帶之個別乘客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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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資訊
指導單位：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主辦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
監製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製作廠商：實佳多媒體工坊
製作日期：100年10月

內容專家
陳子儀教授 現任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工業安全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委員
陳偉霖先生 現任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整車安全部副理

騎、乘機車戴安全帽，
駕、乘汽車繫安全帶，
兒童坐後座、安全椅，
安全隨行，你夯流行！

交通部

關心您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第 1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