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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基本概念

單元目標

相關領域能力指標

可融入的㈻習領域 / 語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指導㈻生認識腳踏車的安全配備，以及騎乘腳踏車的正確行為。

了解腳踏車專用安全帽、反光板、煞車、胎紋與胎壓對生命安全的

重要性。

了解腳踏車是㆒種慢車，應該要行駛在慢車道㆖靠㊨行駛，並遵守

相關交通規則。

知道單手騎腳踏車、載㆟與併騎的危險性。

1

2

3

實際運用所㈻於㈰常生活㆗，做㆒個安全的腳踏車騎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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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C-1-4 能把握說話主題。

語文B-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綜合2-2-1 做好㈰常保健、交通工具安全，實踐個㆟生活所需的技能及
              ㆒般禮儀。

㉂然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㆒層的詢問，常會㈲許多的新發現。

健體5-1-1 分辨㈰常生活情境的安全與不安全。



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能勇於示範

表演

1.請會騎腳踏車的㈻生示範騎腳踏車

2圈。(若無腳踏車，請運用圖卡)

2.請㈻生說說看認識的構造的㈴稱與

功用？(重點：車鈴、反光板、煞

車、輪胎與胎紋，並且說明胎壓，

其他可㉂由發表)

3.請㈻生練習正確穿戴腳踏車專用安
全帽(若無專用安全帽則以合格兒

童安全帽㈹替)，並說出其功能。

教㈻過程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教㈻準備

教師： (1)本單元所附教㈻㈾源(圖1-10)

(2)腳踏車㆒輛(或圖卡)

(3)專用安全帽㆒頂

(4)戶外空間㆒處(㆝候不佳則於教室，將㈻生座

位圍成ㄇ字型)

腳踏車、安全

帽或圖1與圖2

能主動發表

㉂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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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引起動機

7分鐘



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㆓、發展活動

交2-3-2知道使

用個㆟交通工具

(如腳踏車)時會

㈲哪些危險的交

通行為

(㆒)認識「煞車」的正確方式

1.請㈻生猜猜看，㊧、㊨煞車各操

控哪㆒個輪胎。(教師轉動輪胎，

㈻生先猜，教師再做示範)

2.請㈻生說說看，減速時如何安全

的煞車。(㈻生先㉂由發表)

3.請㈻生想想看哪些情況需要減速
慢行。

4.教師統整說明並引導出㆘列重點

(1)煞車時，應先按後輪煞車，再
按住前輪煞車，及早減速慢

行，然後停車。

(2 )不要把前輪煞車用力急按到
底，否則會翻車。

(3 )討論㆘列情境亦需要減速慢
行：穿出巷口、㆘坡時、轉彎

時碎石子路面、以及雨㆝濕滑

路面。

能舉手發表㉂

己的意見，並

聆聽他㆟的經

驗

8分鐘

交2-3-3知道使

用個㆟交通工具

(如腳踏車)時，

對可能發生的危

險能㈲所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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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㆓)認識「騎車」的正確方式

1.遊戲說明：教師運用圖卡3-6，請㈻生

判斷圖㆗動作是否正確，正確的請㈻

生用雙手表示「O」(雙手抱圈)，反之

則雙手表示「X」(雙手交叉)，教師再

說明正確答案。

2.題目說明

(1)請㈻生回答「騎乘腳踏車之前，應

先做好哪些檢查？」(檢查輪胎的胎

壓、煞車狀況、並戴㆖安全帽)。

(2)圖3：單手騎車，另㆒手拿東西。

(3)圖4：蛇行或騎在路㆗央。

(4)圖5：騎乘腳踏車並載㆟。

(5)圖6：椅墊太高直立騎車。

能發現示範動

作正確與否，

並做出正確的

選擇

圖3-6

10分鐘

交2-3-2知道使

用個㆟交通工具

(如腳踏車)時會

㈲哪些危險的交

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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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㆔、綜合活動

(㆒)騎乘腳踏車「㆖路囉」

教師展示圖7-9，說明以㆘重點

1.腳踏車應騎乘腳踏車專用道，若道路
無規劃腳踏車專用道，則應騎乘機慢

車道並且靠㊨行駛，如無慢車道，則

應靠㊨側路邊行駛。

2.騎乘腳踏車㊧轉時應進行「兩段式㊧
轉」。

(㆓)㈻生完成㈻習活動單後，教師說明

㈻習活動單正確答案，並展示在黑

板㆖，並將本單元概念進行總結複

習。

能專心聆聽

圖7-9

能運用所㈻

知識，做出

正確的情境

判斷

圖10

5分鐘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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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㆕、延伸活動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請小朋友在家騎乘腳踏車時，先想㆒想

騎乘腳踏車安全守則，再運用「安全騎

乘腳踏車檢核表」，看看㉂己做到哪些

㊠目？㈲哪些㊠目可以加強。

教㈻建議及㊟意事㊠

1. 可運用「腳踏車安全騎乘常識VCD」當做補充教材，於㊜當時間播放供㈻生複習。

2. 教師若不方便運用腳踏車進行教㈻，可妥善運用圖卡㈹替腳踏車實體教㈻。

3. 進行「安安騎腳踏車」的㈻習活動單教㈻時，原則㆖應該讓㈻生先㉂行填㊢㈻習活

動單，再運用大圖卡進行檢討。倘若時間不足，可直接運用大圖卡進行全班教㈻。

4. 進行安全帽教㈻時，建議先將安全帽帶子調整成“過長”，可測驗示範的㈻生是否

會調整安全帽帶子長度，藉以強調調整帶子長度的重要性。

10分鐘或20分鐘的重點教㈻

1. 10分鐘的重點教㈻：請進行「發展活動（㆓）」教㈻內容。

2. 20分鐘的重點教㈻：請進行「引起動機」、「發展活動（㆓）」教㈻內容。

安全騎乘腳踏

車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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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響鈴

煞車

反光板

輪胎

反光板

㈻習加油站

年     班  

座 號 ：   姓 ㈴ ：

  

腳踏車專用道                   機慢車道                        兩段式㊧轉的標誌

3-2

40

1.腳踏車的基本構造㈲：車頭、車身、踏板、坐墊、反光板、煞車、輪胎(胎紋)以及鏈
條等。

2.騎乘腳踏車之前，應該先檢查腳踏車的各個部位，例

如：   坐墊是否太高？   煞車是否靈光？   輪胎胎壓足

夠嗎？   胎紋是否磨平了？以及    鏈條㈲沒㈲脫落等等

狀況，小朋友確認沒㈲問題之後再㆖路，記得要佩戴合

㊜的安全帽，保護頭部不受傷。

3.腳踏車應該行駛在腳踏車專用道或者慢車道，並請靠㊨行駛，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
應靠㊨側路邊行駛，並且遵守「紅燈停、綠燈行」的道路規範。如果需要㊧轉時，㆒定

要進行「兩段式㊧轉」，確保㉂身安全喔。

4.腳踏車後面是    不可以載㆟的，   也不可以單手騎腳踏車，或者     在道路㆖蛇行，這

都是危險的行為。

5.腳踏車要穿出巷口時，㆒定要減速慢行。如果遇到㆘坡路段、或者㆞面濕滑、㈲碎石
子、以及要轉彎時，都記得要減速慢行，才不會造成意外事故。

6小朋友應盡量避免㊰間騎腳踏車，因為㊰間視線不良，其他車輛不容易發現小朋友，比較
容易造成意外事故。

7.我會複習㈻到的標誌：



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習活動單

圖㆗的小朋友要到㊧㆖角的便利商店購物，你知道怎樣安全到達目的㆞嗎？請跟著㆘列提示

做做看！

年     班  

座 號 ：   姓 ㈴ ：

3-2

當平平順利通過路口，

來到商店前的㆟行道，

他要怎樣停放腳踏車呢

？在合㊜的方格㆗途㆖

顏色。記得還要勾選正

確的文字描述喔。

接著，平平來到㈩字路口

，他要如何穿越道路呢？

請將正確的路線(虛線)塗

㆖顏色。並且記得勾選正

確的文字描述喔。

平平從家裡騎車出來，

他應該要騎在道路的哪

裡呢(㈲㆙㆚㆛㆜4個車

道)？請先用鉛筆塗㆒塗。

提
示
�

提
示
�

提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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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42

㈻習活動單 3-2

小朋友，你知道在騎腳踏車之前㈲哪些事情要檢查嗎？請你圈選㆘面的問題，看看你是

不是㊝良的腳踏車駕駛喔！

小朋友，你做到幾㊠呢？可以得到幾個笑臉？把得到的笑臉塗㆖顏色。

在騎腳踏車之前，我會先檢查車子的狀況。 做到  待加強

我會請家㆟幫忙調整坐墊，坐墊高度符合我身高的需要。 做到 待加強

我會先檢查煞車是否靈光、輪胎㈲足夠胎壓、以及胎紋沒㈲摩平。 做到 待加強

我會配戴腳踏車專用安全帽，也會調整帶子的長短到㆘巴位置。 做到 待加強

萬㆒腳踏車鏈條脫落時，我知道該怎麼處理。

 (告訴家㆟你的處理方式，或㊢㆘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到 待加強

我知道腳踏車哪㆒邊的煞車是控制後輪，要先按後輪煞車。 做到 待加強

騎腳踏車時，我會雙手騎車，而且不載其他㆟。 做到  待加強

我會靠㊨行駛，遵守紅綠燈的指示前進。 做到 待加強

轉彎時，我會煞車減速慢行。 做到 待加強

我會判斷路況，㈲碎石子或濕滑的路面要減速慢行。 做到 待加強

        

     

               除了㆖面的安全規範之外，我還㊟意到哪些事㊠，可以保護㉂己的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回饋或簽㈴：                                                                                                         

老師回饋：                                                                                                                        



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習活動單(解答)

圖㆗的小朋友要到㊧㆖角的便利商店購物，你知道怎樣安全到達目的㆞嗎？請跟著㆘列提示

做做看！

年     班  

座 號 ：   姓 ㈴ ：

3-2

當平平順利通過路口，

來到商店前的㆟行道，

他要怎樣停放腳踏車呢

？在合㊜的方格㆗途㆖

顏色。記得還要勾選正

確的文字描述喔。

接著，平平來到㈩字路口

，他要如何穿越道路呢？

請將正確的路線(虛線)塗

㆖顏色。並且記得勾選正

確的文字描述喔。

平平從家裡騎車出來，

他應該要騎在道路的哪

裡呢(㈲㆙㆚㆛㆜4個車

道)？請先用鉛筆塗㆒塗。

提
示
�

提
示
�

提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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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老師充電站

問.

與腳踏車㈲關

的交通安全規

則㈲哪些？

答.

1.「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㈥㈩㈤條：

機慢車兩段㊧轉標誌，用以告示㊧轉機器腳踏車或慢車駕

駛㆟應遵照號誌指示，在號誌顯示允許直行時先行駛㉃㊨

前方路口之㊧轉待轉區等待㊧轉，俟該方向號誌顯示允許

直行後，再行續駛，以兩段方式完成㊧轉。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㆒百㆓㈩㆓條：

慢車之裝載，應依㆘列規定：兩輪腳踏車不得附載坐㆟，

載物高度不得超過駕駛㆟肩部，重量不得超過㆓㈩公斤，

長度不得伸出前岔，並不得伸出車後㆒公尺，寬度不得超

過車把手。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㆒百㆓㈩㆕條：

(1)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並服從交通指揮㆟員之指揮。

(2)慢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靠㊨順序行駛，在未劃設慢車

道之道路，應靠㊨側路邊行駛。但公路主管機關、市區

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行駛㆞區、路線或時間㈲㈵

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3)慢車不得侵入快車道或㆟行道行駛，並不得在禁止穿越

㆞段穿越道路。

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㆒百㆓㈩㈤條：

慢車行駛㉃交岔路口，其行進或轉彎，應依㆘列規定：

(1)應遵守號誌或交通指揮㆟員之指示，遇㈲交通指揮㆟員

指揮與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員之指揮為準。

(2)行近無號誌或號誌故障及無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路口，

應減速慢行，看清㊧㊨確無來車並在不妨礙汽車通行之

情況㆘迅速通過。

(3)直行時，應順其遵行方向直線通過，不得蛇行搶先。

(4)㊨轉彎時，應先沿慢車道外側慢行，靠邊㊨轉。

(5)㊧轉彎時，應繞越道路㆗心處㊧轉進入㊨側慢車道行

進。

(6)㆕車道以㆖道路設㈲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者，不得㊧

轉。

(7)轉彎車輛應讓直行之汽車、慢車及行㆟㊝先通行。

(8)交岔路口因㈵殊需要設㈲㈵殊標誌、標線者，應依其指

示行車。(請見㆖述「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㈥㈩㈤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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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問.

查閱交通法規

時，腳踏車屬

於哪㆒種車輛

類型？

問.

騎乘腳踏車㆒

定要購買專用

安全帽嗎？

答.

如果可以購買腳踏車專用安全帽最佳，但事實㆖也可以佩戴

㆒般安全帽。重點在於安全帽大小要㊜合㉂己的頭型，並且

要採購半罩或全罩式安全帽(西瓜式安全帽不宜)，同時調整

帶子長度㉃㆘巴位置，以達到保護頭部的目的。

答.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㈥條規定：慢車種類及㈴稱

如㆘

1.㆟力行駛車輛：指腳踏車（含經型式審驗合格以㆟力為主

動力為輔之電動輔助㉂行車，簡稱電動輔助㉂行車）、

㆔輪貨車、手拉貨車、板車等。

2.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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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響鈴

煞車

反光板

輪胎

反光板

3-2-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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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平安騎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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