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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孩子在用路與鐵道周邊保持安
全的教導須知。

留在手邊，隨時參考。

步行
教導孩子在單獨行走或與他人同行時如何保持安全。 

•	 走到住家附近的路邊並蹲下來，讓您與孩子的高
度一樣高。

•	 詢問您的孩子從他們的角度可以看見或聽見的事
物。

•	 兒童無法判斷交通，而且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可
能不會思考正在做的那件事，例如：嘗試安全過
馬路。

教導孩子做到下列事情 (並解釋為什麼需要這麼做)：

•	 走在人行道上、靠近房屋並遠離馬路。

•	 在車道上查看並聆聽車況	(有時候車道上視線不
良)。

•	 可能的話，儘量使用行人穿越道或在有紅綠燈處
穿越馬路。

•	 在停車場、學校接送點或是交通繁忙的購物區要
特別留意。

•	 沒有人行步道時，行走方向要面對對向來車。

•	 與其他人共享步道空間，包括使用滑板、兒童滑
板車、輪椅與電動代步車的人。

如果沒有穿越道或紅綠燈，與孩子討論並示範如何：

•	 找到安全的地方過馬路

•	 永遠要遵守穿越馬路的安全規章

人行步道被阻擋時 
教導孩子留意車輛情況。 

如果有車擋住人行步道，向他們示範下列步驟：	

•	 查看車內是否有司機。

•	 如果可以看到司機，在一兩公尺以外的地方停下來，
觀察他們是否要移動車輛。

•	 如果看不到司機，查看並聆聽車輛是否有即將移動的
跡象，例如：

–	 汽車排氣

–	 倒車燈

–	 引擎噪音

如果車內沒有司機，引擎也沒有啟動，就從靠房子的一
側繞過車輛行走。

如果靠房子一側沒有空間，小心從靠路邊的一側繞過通
行，查看並聆聽所有方向的交通情況。或是往回走，找
一個安全的地方遵守穿越馬路的安全規章過馬路。

穿越馬路的安全規章
1  距離路緣一步遠。

2 	 	查看並聆聽來自各方的交通情況。

3 	 	如果有車來，等車子過去後，再次查看並聆
聽交通情況。

4 	 	如果沒有車來，快速直行穿越馬路。

5 	 	在過馬路時，查看並聆聽可能來自各個方向
的交通狀況。

如果沒有穿越道或
紅綠燈，與孩子討論
並示範如何找到安全

的地方過馬路。



在鄉間道路上行走 
協助您的孩子：

•	 面對對向來車方向行走

•	 行走時儘可能遠離路邊

•	 排成一排走，最矮的人在前面，這樣每個人都可看見
對向交通情況

•	 要非常注意地聽。車子可能以高速靠近，可以早在看
得見它們的時候先聽見它們

•	 如果有車子靠近，停下來在路邊等待，直到車子駛過
再走

•	 如果無法看清前方的路，要格外小心

如果來到一座窄橋，在安全的地方停下來，並：

•	 仔細聽，並查看遠方確定沒有對向來車

•	 走上橋並快速通行，面對對向來車

•	 持續查看並聆聽前後方是否有任何來車

我還可以做什麼讓我的孩子在步行
時更安全？ 
•	 如果您通常開車送孩子上學，將車子停在離學
校稍遠處，和孩子走一段路，讓他們學習道路
安全的知識。

•	 試試讓孩子參加學校路隊，以有組織的團體一
起走路上學。詢問學校，他們說不定有安排路
隊。

年幼的兒童在靠近車
流附近行走時， 

永遠都應牽著一位可
靠而較年長者的手。

騎自行車
無論孩子有沒有跟您一起，在嘗試騎車上學之前，應該
都要知道如何安全騎車，並且有足夠信心面對交通狀
況。

支持並幫助您的孩子學習：

•	 靠左

•	 回頭查看交通情況

•	 使用正確線道

•	 安全地超前其他用路人

•	 使用手勢

•	 與團體騎自行車時保持安全與行車禮儀

•	 分享道路與人行步道

•	 預期危險因子並在騎車時避開	

紐西蘭官方自行車騎士守則 
提供騎乘所需技巧和相關課程資訊：	 
www.nzta.govt.nz/resources/roadcode/cyclist-code

為保持安全，知道正確規則並擁有適當設備是很重要
的： www.nzta.govt.nz/assets/resources/
factsheets/01/docs/01-cycles.pdf

孩子每次騎自行
車、使用小孩滑板車
或滑板時，都務必戴

上安全帽。



安全帽安全須知：自行車、
兒童滑板車與滑板 
為保持安全：

•	 安全帽上應該有符合標準的貼紙

•	 安全帽外層	(外殼與發泡塑料)	應保持良好狀態，
沒有破裂或損壞	

•	 繩帶與扣環也應屬良好狀況，沒有磨損或斷裂

•	 配戴尺寸合適的自行車安全帽，戴上時不會鬆動	

•	 安全帽應水平地從頭上戴好，下頷與後方繩帶交
會在耳垂下方的下巴位置。

•	 下頷繩帶應該確實拉好，但不要太緊。

•	 如果安全帽向兩邊或前後方傾斜，就太鬆了。

我還可以做什麼讓我的孩子在騎自
行車時更安全？
•	 與他們一起騎車。

•	 確定孩子的自行車狀態良好，剎車運作正常。

•	 根據法律規定，自行車一定要有反光鏡	。

•	 如果他們在光源不足或黑暗中騎車，就需要車
燈。

•	 給孩子亮色與反光衣物，讓其他用路人可以更
容易看見他們。

•	 背包也應該屬亮色而且反光，或是套上醒目的
套子。

•	 在週末交通較不繁忙時，與孩子練習騎自行車
上學的路線。

10 歲以下的孩子在
路上騎自行車時，一
定要有成人陪伴。



乘車安全
協助您的孩子：

•	 等到車子停駛後再上車	

•	 只讓孩子在靠步道的一側上下車

•	 知道不要讓駕駛人分心。他們需要專心

•	 不把手腳伸出車外

•	 任何原因要開車窗時，要先詢問駕駛人

•	 等到車子停下來再解開兒童安全座椅

•	 開車門時留意行人與自行車騎士

•	 使用車門門把輕輕地確實關好車門

我還可以做什麼讓我的孩子行車更
安全？
•	 安全停車：遠離黃線、人行穿越道、十字路口
與車道。

•	 停在與目的地同一邊的路上。

•	 與孩子一起走到學校、放學後接他們一起走回
車子。

•	 絕對不要從馬路對面呼喚孩子。

•	 確保兒童安全座椅符合標準、裝設妥當。	

作為兒童看護者，我有什麼責任？
•	 靠近學校時要遵守不同的速限或執行中的警告
標誌	(40公里/小時)。

•	 法律規定：
–	 所有	7	歲以下的兒童必須乘坐適合其年齡與
體型的合格兒童安全座椅。

–	 7	歲的兒童必須乘坐合格的兒童安全座椅	 
(如果車內有的話)；如果沒有，就要乘坐任
何可用的安全座椅或配戴安全帶。

–	 最建議的作法是，孩子在身高達	148	公分前
都應該乘坐安全座椅或坐墊。

–	 詳情請參閱 
www.nzta.govt.nz/childrestraints

不論路程遠近， 
都要確定每名乘客 
確實繫上安全帶後 

才發動車子。



詳細資訊

如需一般諮詢、更多有關兒童道路與鐵道安全
的資訊，請來信至	info@nzta.govt.nz	或參閱	
education.nzta.govt.nz

我還可以做什麼讓我的孩子在鐵道
附近更安全？
•	 在行車靠近鐵路平交道時永遠要遵守標誌、燈
號與鐘聲指示。

•	 站的位置要距離月台邊緣至少	1.5	公尺遠，以
避開火車行經時的反風流。

•	 如果戴著耳機，在穿越鐵路前要停止音樂或取
下耳機，並查看雙向情況。	

CYCLISTS
MUST

DISMOUNT

在鐵道附近向孩子
解釋火車、鐵道及 
鐵道周圍地區的 

危險性。

搭公車
協助您的孩子：

•	 不站在太靠近路邊的地方等公車

•	 等公車停下來後再上下車

•	 排成一排上車，讓較小的孩童先走

•	 聽從司機或公車督導的指示

•	 將背袋拿在前面，以免被車門夾住

•	 在座位上坐好，將背袋放在座位下或膝上，以免絆倒
別人

•	 從前門下公車，在公車轉彎或倒車以及離開前都要與
公車保持距離

•	 等到公車離開後再過馬路，這樣才看得清路況。永遠
遵守穿越馬路的安全規章

我還可以做什麼讓我的孩子乘公車
時更安全？
•	 在公車站接送孩子時，要在公車站同一邊的路
上等車。

•	 告訴孩子為什麼在公車上保持安靜、並遵守司
機或公車督導的指示很重要。

•	 讓孩子穿醒目的亮色衣物。

•	 教孩子走到公車站最安全的路線。您可以與他
們一起走或開車接送，這樣他們就不必自己過
馬路。

•	 準備好備案，萬一遲到時可以派上用場。

•	 開車經過停駛的校車時，將時速減慢至	20	公
里/小時。

鐵道安全
協助您的孩子理解： 

•	 火車出奇地安靜，有可能聽不到它們靠近的聲音

•	 火車重量重，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停下來

•	 火車很快，行駛中的火車平均時速為	80	公里/小時

•	 火車有先行權，孩子不能擋住火車行進

協助您的孩子：

•	 只在適當的平交道穿越鐵道

•	 停、看、聽，留意火車是否靠近

•	 運用標誌、燈號與警鐘安全跨越鐵道

•	 不要沿著鐵道行走

•	 如果有兩條鐵道，要留意左右方向，因為可能會有
兩輛火車同時靠近

•	 遠離高架電線

2018	年
	1	月

 | 17-222     TRA
D

ITIO
N

A
L CH

IN
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