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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重型機車於一般道路路權認知問題

中文摘要
大型重型機車進入我國並開始使用之初普及度較低，因此民眾對於大型重型
機車之研究及定義較不重視，而根據報考人數可知，近年來此機動車之使用人數
逐年上升。儘管如此，大型重型機車使用者比例依然較低，使得一般民眾對其了
解不深，導致大型重機騎士與一般用路人間紛爭不斷。因此，本研究以大型重機
騎士與一般用路人間之認知程度為切入，尋找兩群體間認知差異及認知錯誤之
處，藉此探討其造成之因素，提出相關建議。本研究以對兩大群體發放問卷，蒐
集其對於大型重機之分類、權利及駕駛行為(超車、併行及車道分割)等相關問題
之認知程度及錯誤部分進行分析。本研究之結果發現我國用路人，包含大型重機
騎士及一般用路人，對於大型機車之停車問題認知不足，對此將參考大型重型機
車使用率較高之國家對於停車格之劃設方式，探討適用於我國之可行性。此外，
一般用路人對於大型重機之分類混淆嚴重，本研究將對駕駛訓練內容提出改善建
議，提高一般用路人對於大型重機之認知，以增加道路安全。

關鍵字：大型重型機車、認知差異、路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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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was low when they entered
Taiwan and started being used. Hence, people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definition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driving license test, in recent years, this motor vehicle's user increased year by year.
Despite this, the proportion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users is still low, so that
the public do not know much about it, leading to large heavy-duty riders and the
general road users in constant disput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cognition between the large heavy-duty riders and the general road users, find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cognitive err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cause it, and makes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The research is to issue questionnaires to the two groups and collec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fication, rights and driving behaviors (overtaking, parallel
and lane splitting) of large heavy machinery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and analyze the
erro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eneral road users in Taiwan, including
large heavy-duty riders and general users, have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parking
problem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In this regard, we will refer to the
designation of parking grids in countries with high utilization rates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o our country.
In addition, ordinary passers-by are also very confused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s. This study will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ntents of driving training, so that enhance the general users' awareness of 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and increase road safety.

Keyword：large heavy-duty motorcycle, Cognitive differences,
Right of way,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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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大型重型機車擁有普通小型車最基本排氣量，卻為機車外型，因此在法規及
倫理方面難以界定此機動車之分類，容易引起交通亂象，在新聞中經常可看見大
型重型機車騎士與執法者或民眾衝突。
法規部分，因其界定模糊，導致用路人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無法完全了解、進
而去區分、界定路權及行為，常使誤會頻傳、釀成交通事故。其中，爭議最大為
停放汽機車格、駕駛行為這兩項議題。
在台灣，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放於汽車格，依<交通管理處法條例>第 56 條表
示，若汽車停放在機車格中，需罰款新台幣 600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且一格汽車格可停放兩臺以上大型重型機車。但台灣停車環境對大型重型機車騎
士相當不友善，大多數民眾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放在機車格中，且認為停放在
小汽車停車格為不當行為；偶爾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停車時，也遇過停車場管理員
直接指示大型重型機車停放於機車格；又或者部分大型重機駕駛也會違法停在機
車格中，這些都是問題所在，圖 1 為歷年大型重型機車違規停車數，可看出違規
停車之現象逐年升高，圖 2 為各縣市單因子變異數統計結果，透過單因子變異數
可得知，在 t 檢定與 f 檢定通過並在顯著情形下，不同年份之不同縣市其違規停
車情況有所不同；將違規停車較為嚴重之新北市、台中市、台北市 106~108 年資
料使用 tucky 檢定，如圖 3 所示，在信賴區間皆通過(不包含於 0)情形下，不同
縣市之間具有明顯差異，其違規停車嚴重程度，由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因此，
此問題需先從根本做解決。
民眾對大型重型機車之刻板印象大多為-聲音大、噪音多、有著喜歡亂超車、
鑽車縫等不良駕駛行為，引發群眾觀感不佳、深怕生命受到傷害。近來隨著時間
推移，越來越多騎士考取大型重型機車駕照，圖 1 為 88~108 年大型重型機車考
照數及與機車考照比例，可看出考取者越來越多，比例也從 0%提升至 3%，雖有
增加趨勢，但仍為少數比例。大型重型機車仍為弱勢族群，這也往往導致大型重
機騎士覺得路權不公、同時也無法為自己發聲之情況。兩方各執其詞，互不相讓，
民眾與騎士間間隙也越加增大、無法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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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歷年全台大型重型機車違規停車數

圖 2 單因子變異數統計結果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新北市
3
18412 6137.333
臺北市
3
23051 7683.667
臺中市
3
2129 709.6667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組間
80487388
2 40243694
組內
12002438
6 2000406
總和

92489826

變異數
1278533
4613508
109177.3
F
P-值
臨界值
20.11776 0.002185 5.143253

8

圖 3 Tucky 檢定統計結果

8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21 年)

大型重型機車於一般道路路權認知問題

圖 4 88~108 年大型重型機車考照數及與機車考照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領有駕駛執照人數
本組研究動機歸納如下:
1 大型重型機車擁有機車外型與汽車排氣量，無法完全定義大型重型機車
為機還是汽車，也易讓民眾與騎士混淆。
2 雖使用比例佔機車數低，只佔 3%，但考照人數逐年上升，而違規停車
問題也同樣如此，由此可知，需從根本問題去做解決。
3 民眾與騎士之堅持長期對立，若再不加以改善可能會讓衝突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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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流程
2.1 目的
本組研究以一般道路路權認知為主軸，延伸至 4 個議題-停車格、超
車、併行、車道分割，藉由蒐集文獻資料來了解、分析與大型重型機車相
關台灣及國外法規，找出其相同及相異處進行彙整、提出國外法規適用於
我國之可行性。針對大型重型機車於台灣法規中界定模糊處，提供大型重
型機車於台灣路權及停車格等議題改善方案。
透過問卷調查並進行後續分析，了解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與一般民眾對
於台灣法規及相關路權、認知、駕駛行為、停車格等議題及觀念，並在兩
方中尋求最好之解決方案，透過本研究能更加理解並期盼讓彼此關係不要
更加惡化。
實際觀察路上駕駛行為，比較問卷與所觀察之現象是否雷同，以期能
讓理論用於實踐上。最後綜合所蒐集之研究資料與問卷分析資料，就分析
情形提出法規或其他措施之相關改善建議方案。
2.2 流程圖
I 流程圖
圖 5 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首先確認研究主題，理解本次研究動
機與目的是否可行、蒐集相關文獻以利問卷設計與選擇分析方法，最後
綜合所蒐集之研究成果進行資料彙整，引出相關建議及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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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流程圖
II 時間排程圖
圖 6 為本研究時間排程，時間由 2020 年 11 月中至 2021 年 1 月初。

圖 6 研究時間排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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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主要目的為統整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在國內相關法規現況與國外法
規相關資料，了解大型重型機車在各國所在處境。
3.1 牌照分類
（一） 台灣機車劃分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 條之第六點規定，如表 1 所示，機車共分為輕
型機車與重型機車，其中又細分為小型、普通輕型機車、普通、大型重型機車，
以汽缸總排氣量為機車、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為電動機車之相關規範定
義。
機車號牌依照交通部公路總局民國 106 年 11 月所頒佈之新編碼方式號牌，
機車部分分為小型輕型機車、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550cc
以上大型重型機車，其牌號代碼規格及及牌號外框尺寸規定及範例如下表 2 所
示。
表 1 台灣機車劃分
分類
名稱
汽缸總排氣量(二
輪或三輪機車)

輕型機車
小型輕型機車 普通輕型機車 普通重型機車
無

重型機車
大型重型機車
黃牌
紅牌

<50立方公分 50~250立方公分 250~550立方公分 >550立方公分

<1.34馬力(HP) 1.34~5馬力(HP)
馬達及控制器最
且最大行駛速 且最大行駛速
54馬力(HP)以
大輸出馬力(二輪
5~40馬力(HP)。 40~54馬力(HP)。
率逾每小時四 率逾每小時四
上。
或三輪機車)
十五公里以下 十五公里。

資料來源：<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表 2 台灣機車部分新編碼方式號牌
名稱

小型輕型機車

輕型機車

普通重型機車

大型重型機車
黃牌

紅牌

車牌說明

白底紅字

綠底白字

白底黑字

黃底黑字

紅底白字

牌號代碼

三碼-四碼

三碼-四碼

三碼-四碼

三碼-四碼

二碼-三碼

牌號外框尺寸(寬
*高)(cm)

30*15

30*15

30*15

31*16

31*16

車牌範例

資料來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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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3 及 60 條規定，台灣機車駕駛執照劃分為輕型
機車、小型輕型機車、普通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
駕執照，其皆須 18 歲以上才可考取駕駛執照，而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需年滿
20 歲才可考取，必須事先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一年，並經立案之駕駛訓
練機構駕駛訓練結業才可考取。
表 3 為機車駕駛執照劃分及駕駛權，持有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
普通重型機車、輕型機車；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輕型機車；持
有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輕型機車；持有普通輕型機車駕
駛執照者，得駕駛小型輕型機車；持有輕型機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輕型機
車、小型輕型機車，其中” ”為持有該駕駛執照可行駛之車種，” ”為不
可駕駛之車種範圍。
表 3 台灣機車駕駛執照劃分
小型輕型機 普通輕型機
普通重型機車
車
車

駕駛執照種類

輕型機車

年齡限制

18歲以上

18歲以上

18歲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
重型機車
普通機車
普通輕型機車
輕型機車



















備註

重型機車

大型重型機車

18歲以上

18歲以上

20歲以上

ˇ
ˇ
ˇ



ˇ
ˇ




ˇ




須領有普通重型
機車駕駛執照一
年以上，並經立
案駕駛訓練機構
駕駛訓練結業。

若設有固定 若設有固定座
不得附載人
座位，得附 位，得附載1
員。
載1人。
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 日本機車劃分
日本<道路交通法>及<道路運輸車法>，依照排氣量大小對機車進行分類，其
彙整如表 4 所示。依<道路交通法>規定，50cc 以下稱為「原付」
，原付泛指有引
擎之腳踏車、50~400cc 稱為「普通自動二輪車」
、超過 400cc 以上則為「大型自
動二輪車」
，且排氣量超過 50cc 以上才屬於汽車類別，日本駕駛執照分類同為此
分法。日本人民年滿 16 歲即可參與原付及普通二輪之駕駛執照考試;滿 18 歲則
可考取大型二輪之執照;若擁有普通或大型執照者，則可以駕駛 50cc 之原付。
在<道路運輸車法>中，50cc 以下稱為「原付一種」
、50~125cc 稱為「原付二
種」、50~125cc 稱為「輕二輪」、250cc 以上則為「小型二輪」，<道路運輸車法>
負責規定車輛之登記、安全標準、檢查、保養等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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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本機車依排氣量劃分
排氣量

0~50cc

道路交通法

原付

道路運輸車法

原付一種

50~125cc

125~250cc
普通自動二輪車

原付二種

輕二輪

250~400cc

>400cc
大型自
動二輪
車
小型二輪

資料來源：clicccar
（三） 法國機車劃分
法國摩托車泛指大型重型機車。法國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員同樣需遵守
公路法規，且享有同樣之權利與責任。表 5 為法國駕駛執照類型，依<公路
法規>第 R221-4 至 R221-8 條對機車車種進行以下分類。
表 5 法國駕駛執照類型

車輛類型所需的執照
AM牌照
A1牌照
A2牌照
A類牌照

規範
不超過50立方公分及最高速度不超過45km/h（最大功率為
4kw）。
輕型摩托車: 最大排量125cc（最大功率11kw）。
功率不超過35kw的機車。
排氣量超過125cc功率超過35kw的機車。
資料來源：法國大眾服務窗口

（四） 加利福尼亞州
加州摩托車駕駛者與汽車駕駛者享有同等權利及責任，且必須遵守相同
的交通法規。表 6 為彙整加州摩托車可駕駛之車輛類型，依據加州車輛管理
局公布，加州駕駛執照（DL）分為兩大類：一、非商業類 二、商業類。其
中非商業類又再細分為四種類型：基本 DL（C 類）、摩托車（M1 類、M2
類）、旅行拖車/第五輪（非商業 A 類）、房車/房車（非商業 B 類）。
表 6 加州駕駛執照類型
牌照
M1類

M2類

可駕駛的車輛類型
可操作任何裝有電動機且沒有踏板之兩輪或三輪設備之摩托車和坐式
踏板摩托車及M2類列出之所有車輛。
1.可操作任何電動自行車，包括輕便摩托車、電動自行車或任何帶有
連接馬達之自行車。
2.在平地上之行駛速度不超過48公里/小時並且裝有完全可操作的踏板
3.駕駛者沒有M2許可證，不能合法地駕駛摩托車或任何兩輪或三輪設
備

資料來源：加州車輛管理局-摩托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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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拿大機車劃分
依加拿大安大略省法規規定，將機車視為汽車。表 7 為彙整其機車分類
及各類型駕駛執照可行駛之車輛。
表 7 加拿大駕駛執照類型
車輛類型所需
的執照
M級
M1級
M2級
M1具有L條件
M2具有L條件
M1具有M條件
M2具有M條件

可駕駛的車輛類型
可駕駛任何摩托車，包括機動三輪車、限速摩托車（小型摩托車）和電動自
行車（輕便摩托車）
摩托車（包括機動三輪車、限速摩托車和自行車）的分級許可一級。持有人
可能會在某些條件下駕駛摩托車
摩托車（包括機動三輪車、限速摩托車和電動自行車）的分級許可二級
只能操作限速摩托車或輕便摩托車
只能操作限速摩托車或輕便摩托車
只能操作三輪摩托車
只能操作三輪摩托車

資料來源：安大略省政府官網
（六） 英國機車劃分
英國道路相關法規將機車視同汽車。公路法 MV（DL）R regs 6 & 12，
和 RTO 1981 第 13 條規定，將摩托車劃分為輕便摩托車與摩托車，輕便摩
托車為 AM 類，摩托車則再區分為 A1 類、A2 類及 A3 類。表 8 為彙各駕駛
執照類型可取得之最低年齡及可駕駛車輛類型。
表 8 英國駕駛執照類型
執照

AM

A1類

A2類

A類

規範
i
滿16歲即可考取。
ii
最大設計速度為45km/h（28mph）之兩輪車輛。
iii 最大設計速度超過25km/h（15.5mph）、最大排氣量50cc、功率
輸出不超過4kW之三輪或四輪車輛。
i
滿17歲即可考取。
ii
輸出功率不超過11kW、排氣量高達125cc之摩托車。
iii 輸出功率不超過15kW之三輪車。
i
滿19歲即可考取。
ii

功率輸出不超過35kW且功率重量比不超過0.2kW/kg之摩托車。

i
ii
iii

滿21歲即可考取。
功率輸出超過35kW之無限制摩托車。
功率輸出超過15kW之三輪車。

資料來源：英國政府官網
（七） 小結
由上述關於臺灣、日本、法國、英國、加拿大及加利福尼亞州之駕駛執
照劃分介紹，可知各國對於大型重型機車大部分不論是否有法律明文規律，
大部分皆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屬於小汽車分類，表 9 為彙整六個國家對於大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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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機車之車種歸屬類別。
表 9 各國大型重型機車歸屬類別

國家/類別

機車

汽車

台灣
日本
法國
英國
加拿大













加利福尼亞州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3.2 車道分割
（一） 台灣
交通部公路總局表示，車道分割為不良駕駛行為，但並無相關法規規範
汽車不能進行車道分割，但大型重機因車身較汽車狹窄，可行經汽車旁未被
佔用之道路，因此經常發生大型重型機車行經兩汽車間之空隙，行駛至其他
車道或原車道。
車道分割雖無明確規定，但行駛時，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45 條規
定，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
百元以下罰鍰。
（二） 日本
日本並無明確規定車道分割之合法性，也無規定其違法性，但大多會違
法皆因違法其他法條，例如: 某重機駕駛騎士鑽車縫進入靠近停止線的單實
線，而禁止變換車道在日本屬違規行為，而開罰單也是以該違規行為取締，
並非取締鑽車縫此駕駛行為。
（三） 法國
根據公路法第 R414-15 條規定，當行駛於單向多車道且車流密度足
夠時，可進行車道分割，此種情況不算超車。從 2016 年 2 月開始，機車
族群在遵守以下規則之前提下，就能合法進行車道分割。在 2020 年，法
國實施下列規則，以保護在車流中行駛之機動兩輪車駕駛員、降低危險
性，共分為對大型重型機車規定與對汽車駕駛人與用路人之規定。
1
對大型重型機車規定
法國規定車道分割只能在單向多車道進行，一般道路和單向單車道禁止
進行，並只允許寬度小於一公尺之兩輪車或機動三輪車有權利行駛，而寬三
輪車、擁有側車之機車、四輪車及電動兩輪車禁止強行通行，其機車示意圖
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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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法國機車示意圖
圖 8 為法國對於大型重型機車如何在三車道進行車道分割示意圖，若行
駛於三車道時，機動兩輪車必須行駛在車道最左側之兩行車道間行駛。除此
之外，若道路車流速度為時速 70~130 公里，大型重型機車只能以時速 50 公
里進行車道分割。

圖 8 法國三車道進行車道分割示意圖
大型重型機車在進入車道間進行車道分割前，需檢查並確保沒有其他機
動車輛在該車道行駛，並打開閃光燈以警告其他道路使用者，若進入車道間
後，車道間前方若有另一輛機車，禁止超越其車，並保持安全距離。在道路
情況為流暢情形(兩車道中至少有一條車速以時速 50 公里以上行駛)，處於
車道間之機車必須恢復其在正常交通流量中之位置，如圖 9 所示。

圖 9 法國恢復原本車道行駛示意圖
2 汽車駕駛者與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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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與用路人須留出足夠空間，以方便騎車者在中間行駛，在
變更車道前，務必檢查後視鏡並檢查盲點區且要打開信號方向燈，
確認是否有機車行經，以避免突然動作造成意外發生。
（四） 英國
英國可在道路上進行車道分割行為，雖無明文規定是否合法，目前現況
為無法對此情形進行開罰動作。
（五） 加拿大
根據《公路交通法》第 154 條第一款，凡是一條公路若有有清楚劃分標
記之車道，除非駕駛員確定可以安全行駛情形下，不得將車輛從正在行駛之
車道開往另一條車道或駛向路肩行為或從路肩駛向車道之行為。
（六） 加利福尼亞州
2014 年某研究顯示，有 60%汽車駕駛者不贊成車道分割，其中，超過
一半的人認為車道分割是違法、不安全之駕駛行為，因此各州除加利福尼亞
州外皆禁止機車騎士在道路上進行車道分割，極少有數據能證明車道分割之
安全性。美國研究顯示，若機車騎士以時速 80 公里或以下之速度行駛在道
路上時，且其速度不得高於旁車速度之 24 km/h，則認為在此種情況下進行
車道分割對機車騎士較為安全。
加利福尼亞州於 2016 年正式通過 AB51 法案，在《加利福尼亞州車輛
法規》中正式對車道分割定義。根據此法第 21658.1 節定義，指在同一車道
中成排停駛或在行駛中之車輛間駕駛兩輪之摩托車。縱使合法化後，機車騎
士在進行車道分割時必須遵守該地區之速度限制及其他道路規則，且車速不
得高於每小時 48 公里，亦不得高於同方向車速 16km/h。且跟車時，前後車
輛應保持 2~3 秒之安全距離。在行駛前，騎士應考慮當前之車道寬度、周圍
車輛大小、天氣及照明等條件，並使用最左邊側車道間進行，與其他車道相
比較為安全。同時也可身穿明亮或有反光設計衣服，並避免在大型車輛之間
進行車道分割，以免在大型車輛死角和盲區處而被忽視。
加利福尼亞州高速公路巡邏部亦制定出有關車道分割之指導分針，以確
保機車騎士及其他車輛駕駛者之安全。遂於 2018 年頒布《車道分割安全提
示》，給予機車騎士及其他車輛駕駛員有關車道分割的訊息。若汽車駕駛者
故意阻擋或妨礙機車騎士進行車道劃分，而對機車騎士造成傷害，實則屬於
違法行為。汽車駕駛員若行駛於最左側車道時，應移至其車道的左側，給機
車騎士足夠之空間通過。
3.3 停車格
（一） 台灣
大型重型機車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2 條之第十四點規定，一個
小型車停車格位得停放一輛以上大型重型機車，並取消只能順向停車之規
定，可平行、垂直或斜放停駛（中華民國交通部,2018）。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92 條中表示大型重型機車依法不得停放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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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機車格位，因此大型重型機車需停放於小汽車停車格內。且依<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190 條規定，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之停放位置，
為白實線之線行，線寬 10 公分，尺寸長需 5~6 公尺、寬度需 2~2.5 公尺，
設置相關範例如圖 10。

圖 10 台灣汽車與大型重機停車格設置圖例
（二） 日本
日本大部分在外面停車場多為路外停車場設置，只要具可利用土地便會
設置，例如柵欄式、檔板式停車場，利用收費機制進行收費，即便空間狹小
處也會有幾格格停車格，因此較少有路邊停車格設置。
日本停車場依車種不同也會具有不同停車場，表 10 為彙整日本機車依
法能停放場所。在日本，大型自動二輪車停放於機車停車格，不同於台灣機
制。
表 10 日本機車停放場所
排氣量

0~50cc

道路交通法

原付

道路運輸車法

原付一種

原付二種

輕二輪

停車場所

自行車廠

停車場

停車場

50~125cc

125~250cc 250~400cc

>400cc
大型自動二
輪車

普通自動二輪車

小型二輪
停車場

停車場

資料來源：自治体の二輪車駐車場 事例集 2016
（三） 法國
法國明文規定，機動兩輪車須遵守和汽車相同之停車規則。在法國，摩托車
泛指大型重型機車，以停放於機車格為優先考量，若摩托車在戶外無停車位時，
可停放於汽車停車格。下列根據法國停車場使用規則（NF P91-100），分別介紹
法國之機車及汽車的停車格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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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車停車格
一般機車停車格最小寬度為 1.25 公尺、長度為 2.3 公尺、最小高度為
2 公尺。為使停車位能更有效率被使用，法國將機車停車格和汽車停車格
合併劃設之停車位，供所有兩輪車輛使用，如圖 11 及圖 12 所示，但此種
方式尚未被應用於生活中。
其中圖 12 為人字形空間之停車格設計。此種劃設方式，相較一般停
車格，在使停車格使用較有效益，可同時停放兩台摩托車或一台汽車。其
設置中，寬度在角度為 50°時從 1.25 公尺變為 1.20 公尺，最小高度則變為
2.5 公尺。

圖 11 法國汽機車格合併停車格

圖 12 法國汽機車合併停車格-人字行停車格
2
汽車停車格
圖 13 為法國汽車停車格示意圖，示意圖中，汽車規範尺寸與台灣
規範雷同，最小尺寸之規格為須在寬度 2.5 公尺、長度 5 公尺、最小高
度 2 公尺限制下設置。

圖 13 法國汽車停車格
（四）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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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修訂的＜多倫多市區劃第 569-2013 號條例＞中之第 200.5 條，將停
車位的尺寸大小規定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加拿大停車位尺寸
最小尺寸

最大尺寸

長度

5.6 公尺

6 公尺

寬度

2.6 公尺

3.2 公尺

垂直間隙

2 公尺
資料來源：安大略省政府官網

（五）

加利福尼亞州

以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座城市為例。根據<特曼庫拉市政法規第 17.24.050
條>，停車格規定如表 12 所示。
表 12 特曼庫拉市停車位尺寸
停車位類型

長度

寬度

標準停車位之最小尺寸

5.4 公尺

2.7 公尺

封閉式車庫內的停車位

6 公尺

3 公尺

資料來源：Temecula Municipal Code
3.4 超車
（一） 台灣
當大型重機欲超越前方車輛時，若先行駛至另一個車道，超越此汽車後，再
快速行駛回原車道，此行為稱為”超車”。超車罰鍰問題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47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從前行車右側超車、超車未保持適當間隔距
離、未行至安全距離即駛入原行路線，處新台幣 1200 元以上 2400 元以下罰鍰。
台灣法規規定中，只要平面道路/快速道路上只要前後左右都保持安全距離，同
道超車便不違法。但<道路交通安全規則>97 條規定，在劃有行車分向線之路段，
超車時得駛越，但不能併行行駛。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1 條規定，在行經某些路段，諸如設有彎道、
陡坡、狹橋、隧道、交叉路口標誌或鐵路平交道時不得超車，又或是設有學校、
醫院、禁止超車標誌標線之地段，對面有來車交會及前面有連續兩輛以上之車
輛，均不得超車。
若駕駛者欲超車時，應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提醒前方車輛駕
駛人您欲進行超車，但不得連續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若接受到前
方車輛允讓之訊號，像是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等方式，超車者方得以
超越，且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等行至安
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駛路線。
反之，若被超車者聽聞後方車輛按鳴喇叭或顯示超車燈光時，若車前路況無
障礙，應減速靠邊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允讓，並且應要隨時注意候車超越時之行駛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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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型車遇幼童專用車、校車、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教練車或執行道
路駕駛考驗之考驗用車時，應予以禮讓。至於是否可以超車，除了上述規定外，
交通部公路總局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原理及方法>中，若用路人欲變換車道及超
車，於兩種情況下方能超車。一、雙向之車輛應確保前車方有足夠之空間，二、
若行駛於白色虛線，可從內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反之，也可從外側車道變換
到內側車道。但嚴禁跨越雙黃實線及雙白實線進行超車及變換車道之動作，且必
須先行確認雙向之前方車輛皆具有足夠淨空，可進行超車或跨越中心線方可行
動。
在騎乘大型重型機車時，若發現前方發生緊急狀況，停車視距小於安全距
離，仍可能發生追撞，<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規定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
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因此大型重型機車如小汽車行駛，騎乘時應配合自己之車速來保持適當距
離，使用秒數來對安全距離進行評估，如表 13 所示，利用時距法可知兩秒鐘之
車距予停止距離相當，因此建議保持兩秒鐘以上之距離或自身車速 1/2 之距離，
較能確保安全，若道路環境不良時，則可增加至三秒。
表 13 設計車速應保持之安全距離建議表
車速(km/h)

秒速(m/s)

40
50
60
70

11.1
13.9
16.7
19.4

煞車距離(m) 停止距離(m)
8
12.5
18
24.5

19.1
26.4
34.7
43.9

1秒鐘車距(m)

2秒鐘車距(m)

11.1
13.9
16.7
19.4

22.2
27.8
33.4
38.8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入口網 大型重型機車安全駕駛手冊
（二） 日本
超車時，必須變換車道且須在前方車輛之右側行駛，否則將違反《道路
交通法》第 28 條之規定。且依據《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禁止在道路拐角
處、靠近陡坡之上坡或下坡頂部、隧道、叉口、十字路口、人行道或交叉自
行車道口區域和距其前側邊緣 30 公尺以內之區域超車。若於上述提及地方
超車，則將依《道路交通執法條例》對違規者進行開罰。
道路部分，不同形式之道路線有不同超車定義，如表 14 所示，當道路
寬度小於 6 公尺時，車輛不能在黃色實線超車，但允許在白色虛線超車。當
道路寬度為 6 公尺以上，超車時不能超過該白色實線進入其他車道，只能在
前車右側與實線內之空間進行超車動作。若駕駛者違反上述規定，則依法對
車種進行開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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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日本各道路線超車示意圖
道路線

白色虛線

白色實線

黃色實線

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差点でのルール道路のセンターラインの種類とルール
（三） 法國
根據公路法第 R414-4 規定，若駕駛者欲超車，在即將超車前，需先與其他
用路人溝通交流、表達欲超車之意圖，若兩車之相對速度足夠，需在短時間內完
成超車動作，並在不妨礙交通之情況下恢復至原車道，與被超車者保持安全距離
繼續行駛。
（四） 英國
依據公路法第 162、163 條規定，駕駛員應與前車保持適當之距離，僅
當前方車輛發出向右轉彎之信號且有足夠空間時，才可向左超車。
超車時，應迅速駛過要超越之車輛，且要與被超車車輛保持足夠空間然
後盡快移回左側。道路車輛應給摩托車駕駛員、自行車者及騎馬人，盡可能
多之道路空間(英國道路除了讓摩托車駕駛超車，也可讓自行車、騎馬人進
行超車)。不同道路有不同超車規範:單車道應遵守英國公路法第 135 條及第
136 條之規定；單車道若持有三條車道，且道路標記或標誌不優先考慮任一
方向之交通，僅能使用中間車道進行超車或右轉；單車道若持有四條(含)
以上車道，只能使用標誌或標記指示之車道。
（五） 加拿大
依據安大略省＜道路交通法＞第 148 條第 8 款、第 150 條第一款及第
150 條第二款規定，任何機動車輛駕駛不能在道路上超車，除非情況為前方
車輛正在或準備左轉，又或者該車駕駛員表明打算進行左轉彎之單向交通使
用之公路上才可進行超車，且道路上須具有充足空間且暢通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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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機動車輛在公路上欲超越自行車者，應遵守＜道路交通法＞第 148 條
第六款第一目及第 148 條第六款第二目規定，自行車和機動車輛間之距離應
大於一公尺(機動車之最右側與自行車之最左側間之距離)，直至安全超越過
自行車。
（六） 加利福尼亞州
加利福尼亞州車輛為靠右側行駛方式，超車時需從左側超車。但有特殊
例外，若在公路單行道且道路面積寬敞處，行駛方向有明確標有兩條(含)
以上車道，允許從右側超車；若前方駕駛員正在左轉或亮起左轉燈，不能從
左側超車。超車前，應注意察看前方路面狀況及交通狀況，查明是否會有其
他車輛進入車道，且不能因超車而駛出所規劃之路面畫設邊線，也不得駛上
路肩。
加利福尼亞州規定在接近陡坡或彎道，並且看不清是否有其他車輛靠
近、或是在交叉路口、橋樑、隧道、鐵路交叉口或可能造成問題的區域之 30
公尺範圍內、雙車道無法超車。
3.5 併行
（一） 台灣
大型重機因車身較汽車狹窄，可行經汽車旁未被佔用的道路，因此部分
騎士經常行駛於汽車之右側或邊線之左側，此行為稱為”併行”。交通部公
路總局表示，併行為不良駕駛行為，但並無相關法規規範其為違法行為。
單車道併行明確表示其違法性質，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汽車駕駛人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二） 法國
根據道路法規第 431-6 條規定，輕便摩托車、兩輪以上機車及無論有無
側車或後面有拖車之機車都不得於道路與其他車輛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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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問卷結果與分析
問卷結果共分為 3 部分，第一部分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相關認知問題、第二
部分為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及其駕駛之相關問題、最後部分為兩問卷之統
整分析，以統整並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與民眾相關認知與看法。
4.1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問卷
此份問卷主要訪問之族群為大型重型機車(以下以重機表示)使用者，目
的為調查現有重機駕駛員對於此運具於一般道路上之認知問題，包括此運具
是依據何種法規於路上行駛、此運具為何種車種、停車權益及特定駕駛行為
的定義等。以此些問題回饋進行分析，驗證本研究之觀點，並且提出改善見
建議。此分析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基本資料、法規認知問題、停車權益問
題以及駕駛行為問題，以下說明之。
（一） 基本資料
表 15 為基本資料統計表，共有性別、年齡、持有駕照種類、持有重機
駕照幾年四種分類。此次共蒐集 54 份重機問卷，其中 54%為男性，46%為
女性，其性別分布平均幾乎為各半狀態，其優點為可避免男女駕駛習慣不同
使得調查結果產生太大誤差。受訪者年齡多為 20 至 24 歲駕駛員佔訪問人數
的 56%、25 至 34 歲者佔 23%，35 至 44 歲者佔 19%。
表 15 基本資料分析統計表
項目
性別
女
男
年齡
20-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歲以上
持有重機駕照幾年
11年以上
1年以下
2-5年
6至10年

計數

有效百分比

24
28

46%
54%

29
12
10
0
1

56%
23%
19%
0%
2%

3
33
15
1

63%
29%
2%
6%

項目
持有駕照種類
只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
大型重型、小客車駕照
持有小客車駕照幾年
0年
11年以上
1年以下
2-5年
6至10年

計數

有效百分比

15
37

29%
71%

8
11
8
16
9

15%
21%
15%
31%
17%

根據圖 14 可觀察出，此次受訪者多為新進駕駛員，取得大型重機駕照
之年分皆低於一年，其次為 2 至 5 年。另外，71%受訪者同時擁有大型重機
駕照及小型車駕照，如圖 15 所示。則從圖 16 結果顯示，受訪者大多具有 2
至 5 年或 11 年以上之開車經驗，有此可推估其對於道路之相關認知可能較
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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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持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之年分圖

圖 15 受訪者駕照擁有比例

圖 16 持有小型車駕照之年份圖
（二） 重機歸屬權及其適用之法規
表 16 為重機歸屬權及其適用之法規問卷統計表，根據問卷結果可知，
認為重機為機車或認為重機為小型車者之比例相距不大。其中，認為重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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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者佔 44%，認為重機為小型車者則佔 56%。由此可說明，依然有部分大
型重機駕駛員對重機歸屬之認知稍顯不足。然而，將圖 17 及圖 18 之結果綜
合來看，受訪者對於重機所依據之法規認知度有 77%受訪者答對，23%受訪
者答錯，因此大型重機騎士認知度相對較高。
表 16 重機歸屬權及其適用之法規問卷統計表
項目
計數
百分比
大型重型機車為機車/汽車認知度
汽車
29
機車
23
適用汽機車法規
汽車法規
40
機車法規
12

項目
計數
百分比
更明確界定大型重型機車法規
56% 是
51
2%
44% 否
1
98%
77%
23%

由圖 17 所示，認為重機屬於機車者中，有 25%之受訪者認為重機適用
於小型車法規，19%受訪者認為重機是依據機車法規。而由圖 18 可看出，
受訪者認為重機屬於小型車之情況下，有 52%認為是適用小型車法規，有
4%認為是適用機車法規。
綜合上述可知，受訪者對於重機歸屬權及其適用法規之認知中，有 19%
之認知是完全錯誤、29%為認知模糊，剩餘之 52%則具有完全正確之認知。

圖 17 認為重機屬機車者及其適用之法規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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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認為重機屬小型車者及其適用之法規認知
（三） 停車格
表 17 為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於平時停車停放位置與方案停車格認同度
統計表，可看出大部分皆停於小型車停車格，但有 13%是小型車、機車停車
格皆有停放過。對於小型車與大型重型機車同一停車格位認同則高於大型重
機專用格。
表 17 騎士平時停車停車格與方案停車格認同度統計表
項目
大重機停放處
小型車格
機車格, 小型車格
機車格

計數

百分比

45
7
0

87%
13%
0%

項目
汽機車同位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非常認同
認同

計數

百分比

5
3
21
23

10%
6%
40%
44%

項目
計數
大型重機專用格
18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7
9
非常認同
認同
18

百分比
35%
13%
17%
35%

1 停車格之停放車輛認知
根據我國法規，大型重型機車可停放於小型車停車格，一個小型車停車
格最多可停放二至三台大型重型機車。藉由分析擁有重機駕照及擁有小型車
駕照之受訪者，發現持有重機駕照經驗低於一年之受訪者中，認為重機可停
放於小型車停車格者較多，由圖 19 可看出，相較於新手駕駛員，較有經驗
的重機駕駛員對於此方面的認知相對較清楚。圖 20 為大型重機與小型車駕
照擁有者認知交叉比對表，交叉比對後發現，停車格位之認知問題與是否有
開車經驗並無太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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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擁有大型重機駕照年分與停車位之認知間的關係

2

圖 20 大型重機與小型車駕照擁有者認知問題
停車格改善方案分析與認同度

本研究提出兩種建議方案，共分為方案 A 與方案 B，以期改善重機騎士
停車權益受到限制之問題。方案 A 為與小型車停車格上方多畫設斜線，告訴
民眾與其他使用者，此處可停放重機亦可停放小型車; 方案 B 為合併三個機
車停車位，劃設重機專用停車格，其缺點為普通機車停車格位置將會減少。
圖 21 騎士對兩方案認同度，經統計結果，84.61%之受訪者認同汽機車
同位之方案，15.38%之受訪者不認同; 51.9%之受訪者認同重機專用停車位
之方案，48.1%受訪者不認同重機專用停車位之方案。其中對於設置重型機
車專用停車格，認同及不認同之比例各為 50%，相較汽機車同位之方案認同
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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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騎士對兩方案認同度
圖 22 為 A、B 兩方案交叉分析圖，可看出經交叉分析後，發現認同 A 方案者
中(包括認同 A 方案但不認同 B 方案者及認同 A、B 方案者)，其比例為一半一半，
說明有多數人兩個方案皆能接受，並且極少數人不認同 A 方案。

圖 22 A 方案與 B 方案的認同度
（四） 駕駛行為分析
本研究設計三種駕駛行為之圖示，分別為併行、超車及鑽車縫，用以測
驗駕駛員是否對這三種駕駛行為有足夠之瞭解。表 18、圖 23 為併行、超車
及鑽車縫行為認知表，經統計分析發現，多數受訪者對三種駕駛行為具有高
度之認知，其中超車行為之錯誤率較其他行為高，推測駕駛者認為超車行為
是小型車應該要遵守之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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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併行、超車及鑽車縫行為認知表
項目
計數
百分比
超車/鑽車縫同樣行為?
否
37
71%
是
15
29%
認同大重機騎士在車流靜/停止繼續行駛到最前方
否
4
8%
是
48
92%
併行行為認知
正確
44
85%
錯誤
8
15%

項目
超車行為認知
正確
錯誤
鑽車縫行為認知
正確
錯誤

計數

百分比

40
12

76.92%
23%

42
10

81%
19%

圖 23 駕駛行為認知
為進一步確認受訪者對駕駛行為之認知，本研究亦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
超車及鑽車縫為相同行為。圖 23 與圖 24~26 駕駛行為認知之結果個別進行
交叉比較，對於併行具有正確認知者中，有 27%認為超車與鑽車縫相同;對
超車具有正確認知者中，有 20%認為超車與鑽車縫相同;而對於鑽車縫有正
確認知者中，有 21%認為超車與鑽車縫相同。由此可知，近四成之重機駕駛
者具有錯誤認知，易使道路上之安全產生疑慮，再加上重機之時速可與小型
車相媲美，且目前仍然無相對應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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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併行行為認知正確者

圖 25 超車行為認知正確者

圖 26 鑽車縫行為認知正確者
經我國大法官釋憲，若車流於停止或靜止時，機車可進行車道分割持續
前進直至車流最前方。但重機不被允許停於車流前方機車停等格，若機車行
駛至車流前方時，並無空隙可停車而停於車輛之間，此行為可依路口禁止併
停而開罰。
圖 27 為車種認知與鑽車縫行為間之關係圖，顯示無論是否擁有小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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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之重機騎士，皆認為車道分割是合法且經常出現之行為，但卻不了解其
危險性。經過本組蒐集資料顯示，國外可於限定時速進行車道分割，以法國
為例，若重機欲從兩車之間經過，則會引起兩輛車注意，並為其讓出一些道
路，使其得以更順暢通過。但由於各國道路情況、交通習慣及環境均有差異，
在無更清楚配套措施之下，在車流中進行車道分割是很危險之行為，也易造
成交通亂象。

圖 27 車種認知與鑽車縫行為間關係圖
4.2 一般民眾問卷
此問卷主要目的為調查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相關問題及認知，分
成以下四部份，分別為基本資料、大型重型機車之歸屬權、停車格及駕駛行
為。
（一） 基本資料
如表 19 顯示，此次共蒐集 175 份一般民眾之問卷，其中男生
為 41.71%，女生為 58.29%；以 20-24 歲之受訪者佔 38.86%居多、
45-54 歲者佔 36.57%、25-34 歲者則佔 10.86%。根據圖 28 所示，
此次調查中，多數受訪者多同時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和小型車駕
照，其比例佔全部受訪者近乎一半，為 68.94%。相對的，分別持
有機車駕照或小型車駕照之比例較少，而無駕照者則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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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一般民眾問卷基本資料統計表
項目
性別
女
男
持有駕照
只有汽車駕照
只有機車駕照
持有機車、汽車駕照
沒有駕照

次數
102
73
17
25
111
10

有效百分比 項目
年齡
58.29%
20歲以下
41.71%
20-24歲
25-34歲
9.71%
35-44歲
14.29%
45-54歲
63.43%
55-59歲
5.71%
60-65歲
65歲以上

次數

有效百分比

3
68
19
5
64
9
6
1

1.71%
38.86%
10.86%
2.86%
36.57%
5.14%
3.43%
0.57%

圖 28 駕照持有之比例
（二） 大型重型機車歸屬權及其適用法規認知
表 20 為大型重型機車歸屬權及其適用法規認知統計表，根據問卷結果分析
可知，一般民眾中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屬於小型車者之比例為 50.29%，而認為大
型重機屬於機車者則佔全部之 49.71%。如圖 29 所示，兩種比例約佔 50%。由此
可知，一般民眾對大型重機之歸屬權界定仍然相當模糊。
表 20 大型重型機車歸屬權及其適用法規認知統計表
項目
屬於機車還是汽車
汽車
機車
屬於機車還是汽車法規
汽車法規
機車法規

次數

有效百分比

88
87

50.29%
49.71%

102
73

58.29%
41.71%

由圖 30 可看出，一般民眾對大型重型機車應適用於機車或小型車法規
之認知程度。從圖 30 結果顯示，有 58.29%認為適用於小型車法規，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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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1%認為應適用於機車法規，由此可知，約有 6 成民眾對大型重機應適用
何種法規還是有一定之認知。
綜合圖 29 及圖 30 之結果可知，在此次之調查中，仍有部分民眾對於大
型重機之歸屬權及其適用法規上之認知有混淆之現象。

圖 29 對大型重機歸屬權之認知

圖 30 對大型重機適用法規之認知
本研究將此份受訪者依年齡特性進行分析，如圖 31 及圖 32 所示。另外，
本研究分析出之結果，將暫不採用 60 至 65 歲受訪者之結果，原因在於此年
齡受訪人數不足，恐分析失真。
由圖 31 可知，相較於其他年齡層，在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屬於機車且認
為應適用於汽車法規之情況下，20-24 歲為所有年齡層中次要之比例，顯然
此年齡層對此方面之認知明顯不足。本研究推測其原因為，20-24 歲多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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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駕駛員，所受之道路常識及經驗較為不足，且較無固有之錯誤想法，因此
混淆程度比其他年齡層高。
而由圖 32 可看出，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屬小型車且選擇其應適用於小型
車法規者，各年齡層均有 7 成至 8 成以上之受訪者答對。因此，認為大型重
機為小型車之受訪者，其對於大型重型機車應適用於哪種法規具有相當高之
認知。

圖 31 認為大型重機為機車-各年齡對於其適用法規之認知

圖 32 認為大型重機為小型車-各年齡對於其適用法規之認知
（三） 停車格
1 大型重機應停放於哪種停車格之認知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250c.c.以上之紅黃牌大型重型機車，
其行駛及停放比照小型車辦理。因此，縱使大型重型機車具有機車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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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法應停放於小型車停車格中。
表 21 大型重機應停放於哪種停車格之認知統計表
項目
大型重機停車格調查
汽車格
兩個都可以
機車格

次數

有效百分比

89
48
38

50.86%
27.43%
21.71%

項目
次數
修改汽車停車格的意願
35
不認同
10
非常不認同
14
非常認同
認同
116
修改機車停車格的意願
84
不認同
19
非常不認同
認同
72

有效百分比
20.00%
5.71%
8.00%
66.29%
48.00%
10.86%
41.14%

由圖 33 可得知，受訪者對於大型重機應停放於哪種停車格之認知程
度。其中，有 76.14%之受訪者，具有完全正確之認知，其認為大型重機屬
小型車且適用小型車法規。但仍有多數受訪者之認知完全錯誤，在認為大型
重機屬機車之情況下，認為應停放於機車格或者機車及小型車之停車格皆可
停放。另外也有不少受訪者認為大型重機屬小型車，但卻認為應停放在機車
格或機車及小型車之停車格皆可停放，有混淆之現象存在。

圖 33 停車格與大型重機歸屬權認知
2 停車格位改善方案分析與認同度
本研究共提出兩個方案，以期改善重機騎士停車權益受到限制。方案 A
為於小型車停車格上方多畫設斜線，告知民眾與其他使用者，此處可停放重
機亦可停放小型車;方案 B 為合併三個機車停車位，劃設重機專用停車格，
其缺點為普通機車停車格位置將會減少。表 22 為一般民眾對兩方案之認同
度，其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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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兩方案之認同程度

非常認同
認同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汽機車同位
8.00%
66.30%
20.00%
5.70%
大型重機專用
0.00%
41.10%
48.00%
10.90%
將表 22 之數據結果轉換為以圖表方式呈現。由圖 34 中可知，對於 A 方
案：汽機車同位，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其比例為 66.3%及 8%，
而不認同及非常不認同比例較少。因此，可看出一般民眾多半可接受汽機車
同位。
對於 B 方案，設置大型重機專用停車格，民眾對於此方案之認同度，其
認同比例 41.1%，但若將不認同及非常不認同之比例總和起來為 50.9%，過
半受訪者無法接受此方案。本研究推測，可能受訪者對於此方案有較多不明
確性，再者，機車為台灣獨有之文化，機車密度又居全球第一，如若再設置
大型重機專用停車格，可能導致機車停放空間被壓縮或是專用停車格空放等
問題。

圖 34 兩方案之認同程度
（四） 駕駛行為
本研究設計三種駕駛行為之圖示，分別為併行、超車及鑽車縫，用以輔
助受訪者在填寫對於上述三種駕駛行為認同度之參考圖式。目的在於調查，
當重機騎士在道路上進行上述三種駕駛行為時，是否認同其行為是否有影響
到道路安全及其是否合法。表 23 為受訪者對於併行、超車、鑽車縫之認同
度。而圖 35 為將表 23 之分析數據轉為圖表表示。以下以圖 35 分別對併行、
超車及鑽車縫三方面進行分析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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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三種駕駛行為認同程度

併行
超車
鑽車縫

非常不認同
22.30%
11.40%
34.90%

不認同
51.40%
24%
44.60%

認同
22.90%
56.60%
17.10%

非常認同
3.40%
8%
3.40%

圖 35 三種駕駛行為認同程度
由圖 35 可知，在併行方面，多數受訪者皆不認同大型重型機車於道路
上並行行駛，由此可知，一班民眾對於併行之合法性和危險感知方面具有一
定之認知。若大型重型機車以高速行駛之狀態下於同一車道與其他車輛併
行，極易因間距不足而造成危險。除此之外，有些大型重型機車之車頭和車
身比普通重型機車還要大，因此併行對道路安全及駕駛員所造成之危險性更
大。
在超車方面，本研究在調查中只闡述超車之定義，並無說明超車行為對
於法規及道路安全之關聯性。但由圖 35 之結果顯示可知，多數之受訪者對
於正確之超車可帶來較安全之交通環境，且併行更符合小型車之駕駛行為，
因此一班民眾對於超車之認知依然有一定之概念。
而在車道分割問題方面，多數受訪者不認同大型重型機車於道路上鑽車
縫，其認為此行為容易造成行車之危險。由此可推知，一般民眾對於鑽車縫
之危險性還是存有一定之認知。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路上時，其權利與義務
等同於一般小型車。因此明令行進間禁止鑽車縫，再加上有些大型重型機車
之機身比普通重型機車還要大，極易因間距不足及操作不當而傾倒，以至於
交通事故之發生。
然而，此問卷分析中，依然有 17.1%隻受訪者認同和 3.4%之受訪者非常
認同鑽車縫之行為。由此，可推測仍有部分受訪者認為車道分割可以有效疏
散交通擁擠，且認為車道分割是正確之行為及應為大型重型機車應有之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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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再者，大型重型機車之車體身形雖與普通重型機車相似，也不似小型
車。因此，此類車種較無法掌握安全車距及間距，容易在行駛時與其他車輛
過近。遂本研究亦訪問受訪者，當其駕駛車輛與道路時，使否會因大型重型
機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間距而頻頻關注大型重機騎士及其是否會感到困擾。
由圖 36 和圖 37 可知，受訪者於行車時對於大型重機騎士之在意程度。
結果顯示有 74.6%受訪者對於大型重型機車與其他車輛間之安全有所疑慮，
其認為若大型重機騎士未保持安全距離會使受訪者感到困擾，且會不斷關注
大型重機騎士進而使受訪者分心，減低對道路其他風險之注意。
除此之外，我國法規未明確規定一般道路上之安全距離，僅於法規中敘
述當駕駛車輛於道路上時，應與前方車輛保持隨時能煞停之距離，此極為安
全距離。如此，易使道路使用者對隨時能煞停之距離有不同之理解而造成交
通事故之糾紛。

圖 36 行車時對於大型重機騎士的在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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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是否因大型重機過於接近感到困擾比例圖
4.3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及一般民眾統整分析
此次本研究設計之兩份問卷，研究對象分別針對大型重機騎士及一般民眾，
訪問有關重機歸屬權、法規認知、停車權益認知以及對駕駛行為認知。除此之外，
本研究亦調查兩份問卷之受訪者對於其他類型停車格劃設方式之認同度。透過分
析兩份問卷並將結果進行統整後，可得到兩族群相同及相異之認同度及認知。
1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受訪者主要為 20 至 30 歲之新手駕駛員，藉由訪問性別平均及多數
受訪者擁有駕照之分析，可得知無論是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大型重
型機車駕照或小型車駕照者，皆有一定的駕駛經驗及道路認知。
2
第二部分 重機歸屬權及法規認知問題
由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及一般民眾問卷分析結果可知，一般民眾及大
型重機駕駛者皆對重機歸屬權之認知混淆嚴重，一般民眾錯誤率達
49%，大型重型機車騎士錯誤率為 44%，近半數受訪者認知錯誤；法規
認知方面兩份問卷之受訪者答對率較歸屬權認知高，民眾錯誤率達
42%，大型重機錯誤率為 22%。
3
第三部分 停車權益及方案認同度
下為使用分項滿意度來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於汽機車同位之
支持度，由式(1)所示，此分項平均認同度為 3.25，顯示大型重型機車
駕駛對於該種汽機車同位平均感受高於”認同”，屬於認同與非常認同
之間。

式 2 為分項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於設置大型重型機車轉用格
之支持度，其平均認同度為 2.56，顯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對於該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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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重機專用格平均感受高於”不認同”，屬於不認同與認同之間。依上
述所表示，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對於第一種模式較能認同。

下為使用分項滿意度來分析一般民眾對於汽機車同位之支持度，由
式(3)所示，此分項平均認同度為 2.77，顯示一般民眾對於該種汽機車
同位平均感受高於”不認同”，屬於不認同與認同之間。

式 4 為分項分析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對於設置大型重型機車轉用格
之支持度，其分項平均認同度為 2.3，顯示一般民眾對於併行是合法感
受高於”不認同”，但相當接近不認同。

此部份兩族群皆多數認為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於小型車停車格，少數受
訪者認為大型重機應停於機車停車格。關於兩部分之受訪者對本研究所提
出的停車格改善方案之認同度，根據分析結果皆對方案 A，小型車停車格與
重機停車格劃設於同一格之認同度較高，因為相較 A 方案而言，選擇 B 方
案，設置專有重機停車格之停車格方式，會使土地使用成本提高，並降低
使用之效率。
4
第四部分 三種駕駛行為認知
由問卷結果可知，一般民眾對於併行、超車及鑽車縫由足夠的認
知，且對於併行有 77.7%不認同，對於超車有 64.6%認同，對於鑽車縫
有 79.9%不同意。綜合以上數據，可知一般民眾對道路安全有足夠之認
知。
大型重機駕使者對於上述三種駕駛行為亦有充分的認知，其中大型重機
對於鑽車縫之認同度相當高。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可知，無論受訪者是否認為
大型重型機車為小型車，一般民眾與大型重機駕駛者對鑽車縫與停車位部分
之意見相左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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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方案總結
根據文獻回顧與問卷分析結果來對本研究方案進行總結，共分為停車格、車
道分割(鑽車縫)、超車、併行與車種歸屬五部分進行相關梳理、並提出相關改善
方案提議，以供日後進行試辦計畫或是修改法規之參考依據。
5.1 停車格
問卷結果顯示，不論是一般民眾或重機騎士，A 方案所得之認同度較 B
方案高，因此與原先台灣法規彙整後，進行下列說明。
1 方案說明
停車格部分採用「小型車與大型重型機車共用」小汽車停車格位，使用
一般小汽車停車格位進行劃分，劃設出大型重型機車停車停放格。如圖 38
所示，一格停車格可放置兩台大型重型機車，其停車格可停放小型車或大型
重型機車，格位長度仍比照<停車格位與禁停標線之劃設原則>設置規範，採
長 5~6 公尺、寬度 2 至 2.5 公尺，外框線為白實線，線寬 10 公分，中間再
以 3 條白實線斜向輔助分隔線分隔，3 線間之間隔約 1.2 公尺，斜線與外框
線角度約為
區分。

。之後若要與原先小型車停車格進行劃分，可使用標字進行

圖 38 小型車與大型重型機車共用停車格示意圖
2 法規建議
建議<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2 條之第十四點規定中，一格小型
車停車格位得停放一輛以上大型重型機車宿改為停放 2 台，且不論是
否為順向停車，皆以與小型車停車格外框格線傾斜放置為停放原則。
5.2 車道分割(鑽車縫)
在鑽車縫部分，雖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同意此行為為合法且合理之行為，
但因一般民眾有 8 成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鑽車縫行為持有恐懼，鑑於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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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規可以抵制鑽車縫之不良駕駛行為，因此以提出下列建議供政府作為
參考。共為兩建議方案，第一方案為支持車道縮減，第二方案為規範鑽車縫
行為，以下為方案說明。
(1) 車道縮減
依照內政部<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訂定與交通部<公路路
線設計規範>，汽車道其寬度規定依汽車設計速率訂定，快速道路以 3.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不得小於 3.25 公尺；主要道路及次要道路不得小
於 3.0 公尺；服務道路不得小於 2.8 公尺。
本研究參考專家學者論文建議，將車道進行縮減，使一般道路內側
車道寬由 3.5 公尺縮減至 3 或 3.25 公尺，外側側道建議最寬不超過 4.5
公尺，此方案除了避免大型重型機車騎士進行鑽車縫之行為，同時也可
有效抑止機車騎士鑽車縫之不良現象，同時也可讓汽車駕駛順利通行。
(2) 規範鑽車縫行為
此部分參考法國與加利福尼亞州對於鑽車縫行為建議，鑽車縫時
(不論車流為行進中或停止車流)，應在時速 50 公里以下進行鑽車縫，
且在不能高於對方車速時速 25 公里情況，進行鑽車縫行為最為安全
(Thomas Rice et al., 2015)。
基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95 條規定汽車在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
道路應靠右行駛，並建議使用最內側車道進行鑽車縫行為來讓保障用路人
與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安全。
上述兩建議方案用意皆為最大程度間接減少大型重型機車騎士進行鑽車縫
之駕駛行為，讓用路人可以更安心，並使鑽車縫行為能有一定標準可以規
範。
5.3 超車
問卷結果顯示，一般民眾大部分皆非常認同或認同超車行為，且大型重
型機車騎士對於超車行為認知正確了解度也呈現高比例正確，因此對於超車
部分採原先台灣所規定之超車行為繼續進行，且大型重型機車駕駛應確實遵
守其汽車超車之規定(請參考第參章第四點)。
5.4 併行
對於大型重型機車是否應遵守不得併行之選項，依照民眾問卷結果顯
示，一般民眾大部分皆了解並認為併行是危險之不良駕駛行為，因此大型重
型機車騎士仍必須確實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
不得在單車道上併行，若違反法條，須施以罰鍰。
5.5 車種歸屬問題
在車種歸屬部分，絕大部分國家皆認定大型重型機車為小型車類型，而
非機車類型。表 24 為大型重型機車問卷結果中，選擇大型重機之歸屬與適
用法規調查表，由表 24 可見，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認為汽車且是用汽車法規
為最多騎士之選擇，其百分比超過一半，但大型汽車歸屬部分仍有 44%騎士
44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21 年)

大型重型機車於一般道路路權認知問題

認為大型重型機車為機車。
表 24 大型重型機車騎士選擇大型重機之歸屬與適用法規
騎士選擇

汽車法規

機車法規

百分比

汽車

51.92%

3.85%

55.77%

機車

25%

19.23%

44.23%

百分比

76.92%
23.08%
100%
表 25 為一般民眾問卷結果中，選擇大型重機之歸屬與適用法規調查
表，由表 25 可見，一般民眾認為汽車且是用汽車法規為最多民眾之選擇，
其百分比為 48.57，並未過半，且有 40%民眾認為大型重型機車為機車並使
用機車法規，由此可知，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之界定仍屬於較模糊。
表 25 一般民眾選擇大型重機之歸屬與適用法規
民眾選擇

汽車法規

機車法規

百分比

汽車

48.57%

1.71%

50.29%

機車

9.71%

40%

49.71%

百分比

58.28%
41.72%
100%
對於歸屬方面，總合上述結果，大型重型機車仍應保持為「汽車」，且應適
用汽車法規，並透過宣傳及教育之方面，讓民眾能對大型重型機車有更深一層理
解，慢慢讓民眾觀念改變，進而減少認為大型重型機車為「機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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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大型重型機車在我國處於弱勢族群，其法規與界定相當不善待此類民眾，導
致民眾與騎士不清楚大型重型機車應當遵守何種法規才適宜，因此才會有衝突產
生，相關情況如停車格與各種駕駛行為皆為如此。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更明確界定大型重型機車在台灣之歸屬界定，根據研究顯
示，在各國多將大型重型機車為「汽車」，除有特殊規定外，應適用汽車法規。
綜合以上台灣法規，雖對其不良駕駛行為並無相關規範，但若是觸犯其他法
規所規定之違法行為，仍會視為違法，處以罰鍰。由於駕駛者與執法者判斷事項
不同，而導致雙方意見分歧，皆認為對方判斷錯誤。 因此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在法律規範下進行安全行駛、超車、併行等駕駛行為，才能保障用路人及自身安
全。
本研究彙整出各國皆將大型重型機車規定停放於於小型車停車格。車道分割
部分，除加利福尼亞州外，多數國家並無指出其是否為違法情形，但法國有特別
規定應當如何才能使用車道分割。超車部分，每個國家皆有相關規定，只要在允
許情況及規定下超車，皆屬於合法行為。併行只有台灣與法國有相關規定，需有
一些相關注意事項，其餘國家不能併行行駛。
本研究問卷分析中可得知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認知普遍為錯誤，大型重型
機車騎士認知度較高。對於停車格部分，不論大型重型機車騎士或是民眾，皆認
為汽車與大型重型機車同一停車格為最佳選項。超車部份依照我國相關規定沿用
即可。併行部分因大型重型機車體型較大，導致民眾出現生命受到危脅感，認為
不應該有併行現象產生，如何緩解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騎士與大型重型機車誤
會只能透過宣導與教育來慢慢釐清。
透過本研究提供之相關研究方案，希望可以在未來讓大型重型機車可以在民
眾、政府與歧視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提升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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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之相關認知度調查表
親愛的朋友，您好：
我們是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的學生，感謝您撥空時間填寫問
卷，此問卷主要是為了調查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相關部分的問題
及認知，現今台灣對於大型重型機車的定義是根據其cc數，可分為黃牌
與紅牌。此問卷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對於大型
重型機車的認知度；第三部分為停車格相關問題；第四部分為對大型重
型機車騎士相關駕駛行為看法。問卷內容將作為本研究統計之用，並不
對外公佈，請安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一、

【基本資料】
此部分為相關個人基本資料填寫。
1.性別:
□男 □ 女
2. 年齡:
□20歲以下 □20歲~24歲 □25歲~34歲 □35歲~44歲 □45歲~54歲
□60歲~65歲□65歲以上
3. 是否持有下列駕照:(可複選)
□機車駕照 □小型車駕照 □大型重型機車駕照 □沒有駕照

二、

【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認知度】

此部分為了解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之相關了解與認知，請照著自己所
認知之大型重型機車寫出相關想法
1. 您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屬於機車還是小型車:
□機車 □ 小型車
2. 您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在法規中適用為機車法規還是小型車法規:
□機車法規 □ 小型車法規
三、

【停車格】
此部分為有關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對於停車格之相關了解及想
法，根據現況觀察，大型重型機車在停車時，在小型車停車格與機車停車
格皆可看見，鑒於此理由，將從停車格設置與認知角度切入調查，按照法
規所規定，大型重機可停放兩台在小型車格裡面。
1. 您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大要停在機車停車格還是小型車停車格:
□ 機車格 □ 小型車格
2. 下圖為法國所設置之車輛停放格，此停車格可停放一台小型車或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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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型重型機車，以下為設置圖，中間以斜線分隔處為大型重型機車停車
處，而方形停車格為小型車停放處。此類車輛停車格劃設方法之優點為-可
增進民眾對大型重型機車停車權利的了解，且可充分利用現有車位。(依我
國法律規定，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放於小型車停車格，且一個小型車停車位
中，可停放二至三台大型重機。)

若將現有停車格改至上述之停車格，請問您是否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認同 □非常認同
3. 若取消一些現有普通重型機車之停車格，將三格機車格合併成一個
大型重型機車專有停車格，但土地的使用率也將隨著降低（同樣的土地面
積，原本可服務10輛車，而設置專用停車格後將降低至服務6至8輛車）。如
此，您是否認同設置大型重型機車專用停車格: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認同 □非常認同
四、

【駕駛行為】

此部分為有關一般民眾對於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在行駛時之各項行為認
知探討，藉以得知與判斷駕駛者之心態是否與法規和重機騎士認知是否相
同。
下列圖示為大型重型機車於一般道路上之駕駛行為，1為併行、2為超
車、3為鑽車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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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型重機因車身較小型車狹窄，可行經小型車旁未被佔用的道路，
因此部分騎士經常行駛於小型車的右側，邊線的左側，而此行為稱為”併
行”，如圖1。請問若此行為發生於道路上時，您是否認同此駕駛行為?(此
認同包括:是否影響道路安全及是否合法):
□非常不認同 □ 不認同 □ 認同 □ 非常認同
2. 當大型重機欲超越前方車輛時，若先行駛至另一個車道，超越此小
型車後，再快速行駛會原車道，則此行為稱為”超車”，如圖2所示。請問
若此行為發生於道路上時，您是否認同此駕駛行為?(此認同包括:是否影響
道路安全及是否合法):
□ 非常不認同 □ 不認同 □ 認同 □ 非常認同
3. 承第四部份第1題所述，大型重機因車身較小型車狹窄，可行經小型
車旁未被佔用的道路，因此經常發生大型重型機車行經兩小型車間之空隙，
行駛至其他車道或原車道，如圖3所示，而此行為稱為”鑽車縫”。請問若
此行為發生於道路上時，您是否認同此駕駛行為?(此認同包括:是否影響道
路安全及是否合法)
□ 非常不認同 □ 不認同 □ 認同 □ 非常認同
4. 大型重機的大小及形狀與普通機車相仿，既不似小型車有車頭，又
沒有小型車的大小，因此此類車種較無法拿捏安全車距及間距，易使得太靠
近其他車輛。請問您於道路行駛時，是否有曾經覺得大型重型機車行駛的太
靠近您，使得您不斷注意他們:
□ 非常不認同 □ 不認同 □ 認同 □ 非常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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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照法規規定，大型重型機車應與前方車輛保持隨時能煞停的安全
距離。然而條文中一般道路並無明確界定何為安全距離，請問您是否有因大
型重型機車沒有與您保持安全距離而感到困擾:
□ 是 □ 否
6. 有什麼相關建議可以供參考?(例如:有哪條法規造成錯誤認知或不合
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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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之相關認知度調查表
親愛的朋友，您好：
我們是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的學生，感謝您撥空時間填寫問
卷，此份問卷是有關於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對於重機相關部分的問題及
認知。此問卷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停車格相
關問題；第三部分為車道並行問題；第四部分為對重型機車的認知度。
問卷內容將作為本研究統計之用，並不對外公佈，請安心作答。謝謝
您的合作！
一、

【基本資料】
此部分為相關個人基本資料填寫。
1.性別:
□男 □ 女
2.
年齡:
□20歲~24歲 □25歲~34歲 □35歲~44歲 □45歲~54歲 □60歲~65歲
□65歲以上
3. 是否持有下列駕照:(可複選)
□ 大型重型機車駕照 □ 小型車駕照
4. 持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多少年:
簡答:
5. 持有小型車駕照多少年？（若沒有請填無）
簡答:

二、

【停車格】

此部分為有關大型重型機車對於小型車停車格之相關了解及想法，根據
現況觀察，大型重型機車在停車時，在小型車停車格與機車停車格皆可看
見，鑒於此理由，將從停車格設置與認知角度切入調查，按照法規所規定，
大型重機可停放兩台在小型車格裡面。
1. 騎乘大型重型機車時，您會選擇停在哪種停車格: (可複選)
□ 機車格 □ 小型車格
2. 下圖為法國所設置之小型車輛停放格，此停車格可停放一台小型車
或兩台大型重型機車，以下為設置圖，中間以斜線分隔處為大型重型機車停
車處，而方形停車格為小型車停放處。此類車輛停車格劃設方法之優點為，
可增進民眾對大型重型機車停車權利的了解，且可充分利用現有車位。(依
我國法律規定，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放於小型車停車格，且一個小型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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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停放二至三台大型重機。)

若將現有小型車停車格改至上述之停車格，請問您是否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認同 □非常認同
3. 若取消一些現有普通重型機車之停車格，將三格機車格合併成一個
大型重型機車專有停車格，但土地的使用率也將隨著降低（同樣的土地面
積，原本可服務10輛車，而設置專用停車格後將降低至服務6至8輛車）。如
此，您是否認同設置大型重型機車專用停車格: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認同 □非常認同
三、

【駕駛行為】

此部分為有關大型重型機車在行駛時之各項行為認知探討，藉以得知與
判斷駕駛者之心態是否與法規和一般民眾認知相同。
1. 您認為超車、鑽車縫是否為同樣行為:
□是 □ 否
2. 現今大型重型機車騎士大多習慣在車流靜止或停止時，繼續行駛直
到車流的最前方。請問您認同這類做法嗎？
□是 □ 否
3. 下列圖示為車輛行進中併行、超車、鑽車縫之駕駛行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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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依照自己相關認知，判別此三種情境為併行、超車、鑽車縫之何種行
為，請您將每一問題之相關行為以「ˇ」的方式作答，請您盡量把您的意見表
達出來: (可複選)
駕駛行為/圖

1

2

3

示
併行
超車
鑽車縫
四、

【大型重機駕駛之相關認知問題】
此部分為有關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對於大型重型機車在台灣之相關認知

問題。
1. 您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屬於機車還是小型車:
□ 機車 □ 小型車
2. 您認為大型重型機車在法規中適用為機車法規還是小型車法規:
□ 機車法規 □ 小型車法規
3. 您是否認為要再更明確界定大型重型機車的法規:
□ 是 □ 否
4. 有什麼相關建議可以供參考?(例如:有哪條法規造成錯誤認知或不合理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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