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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單車
單車被視為車輛。在道路
上，騎單車者有同樣責任
遵守適用於駕駛人的規例
和規則。
《道路使用者守則》
第五章所載為駕駛人訂定
的規則和指示，大多適用
於騎單車者。本小冊子主
要為騎單車者而編寫，但
其中部分規則和指示，也
適用於三輪車或多輪車駕
駛人。
一般駕駛人須遵守的交通
標誌、交通燈號、道路標
記及交通規則，你也必須
遵守。
如果你必須戴上眼鏡，才
能看清楚，你在騎單車
時，便一定要戴上眼鏡。
如果你身患殘疾或疾病而
不能安全騎單車，則不要
騎單車。
絕對不可在酒精或藥物影
響下騎單車。
如要服藥，你應諮詢醫
生，確定藥物不會對騎單
車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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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道路上騎單車，須
先徵得父母或監護人同
意。未滿 11歲的兒童，更
必須在成年人陪同下，才
可在道路上騎單車。

騎單車時，應選行其他駕
駛人及行人容易看見和預
料會有單車出現的路線。
不應穿上任何可能影響你
控制單車或會纏着車輪或
車鏈的衣物。寬闊的褲腳
或鞋帶都容易纏着車鏈。
有需要時，應用帶子束好
褲腳。

有些道路使用者可能沒有
留意騎單車者。再者，如
果從單車的前面或後面看
去，更難看見單車在路上
行駛。穿上鮮色、淺色、
多輪車
熒光或有反光物料的衣服／
戴上反光帶，有助其他道
路使用者看見你。穿着反
光帶／衣服，是讓其他道路
使用者看見你的最有效方
法，在漆黑或光線微弱的
環境中，更是如此。

學習騎單車

魯莽和不小心騎單車

在道路上騎單車前，要
學習很多技巧。平衡、轉
向、開車和停車等技巧，
固然非常重要，但是還須
要學習的一點，就是安全
騎單車方法。作為學習騎
單車的人，你需要培養明
白和預料其他騎單車者、
駕駛人及行人動向的能
力，也要懂得辨認他們用
以互相聯絡的手號和信
號，並確保自己的行動對
自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都
最有利。

當你騎踏或使用單車時，
要注意安全，以免危及自
己或其他道路使用者，或
增加發生交通意外或造成
傷亡的機會。騎踏或使用
單車時應謹慎和專注，並
適當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
的安全。

除非能夠安全和純熟地騎
單車，並且熟悉和能夠遵
守《道路使用者守則》
，否
則不要在道路上騎單車。

多輪車只限於在設有左圖
標誌的指定地點及單車徑
使用。 11歲以下兒童必須
有成人陪同，才可在這些
指定地點騎乘或操控多輪
車。

任何人在道路上魯莽或
不小心騎踏或使用單車、
三輪車或多輪車，即屬
犯罪。
如你明白和遵守列於本
小冊子及《道路使用者守
則》第五章適用於騎單車
者的規則和指示，便可顧
及他人，安全騎踏單車。

騎單車者及其單車
單車有不同類型和大小，
而把手及鞍座的高低通常
都是可以調校的。騎單車
如要安全和騎得好，所選
的單車一定要類型和大小
合適，把手及鞍座的高度
也應調校得宜。切勿騎乘
過大或過小的單車。如需
更多資料，可請教單車商
或有經驗人士。
坐在鞍座上時，應試一試
腳尖能否着地（見下圖）
。
有需要時，可調校鞍座。
如果腳尖無法着地，表示
單車過大或鞍座過高。如
果坐在鞍座上而雙腳能平
放在地上，則表示單車過
小或鞍座過低，騎單車者
因而要屈膝遷就。

單車把手應與鞍座一樣高
或略高於鞍座（見下圖）
，
好讓把手和鞍座分擔體重。

車鈴

車頭白燈

車尾紅燈

紅色反光體

有效的剎車系統

安全檢查
試一試在雙手握着把手及
完全操控單車行駛時，手
指是否仍能輕易地完全控
制兩邊的剎車掣。

須確保單車適合你及可安
全使用。

佩戴顏色鮮明、大小適中
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頭
試一試在握着及操控把手 盔（請參閱「更多參考資
，穿上適合的衣服，
時，是否仍能按響車鈴。 料」）
並戴上反光帶（請參閱
第1頁）及個人防護裝備
（例如護肘、護膝及手套）
。
單車必須配備警告車鈴。

虛位不超過
2厘米

須確保單車剎車掣已妥為
調校及操作正常，能有效
剎停車輪，而且車胎性能
良好，胎紋清晰可見，並
已適量充氣。

應確保單車的活動部分已
加上充分的潤滑油，車鏈
鬆緊得宜（虛位不得超過 2
厘米）
，亦沒有受損或生銹
的跡象。
如在夜間或能見度低時騎
單車，必須亮起單車燈：
車頭亮白燈，車尾亮紅
燈。須確保車燈性能良
好。如使用車燈，應檢查
電池的電量是否足以應付
全程。最好能攜帶後備電
池和車燈。
單車車尾必須裝上紅色反
光體。
反光體能讓其他道路使用
者更清楚看見你。在單車
的前面或側面，應裝上白
色反光體，而腳踏則裝上
黃色反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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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騎單車方法
騎單車的基本技巧

安全騎單車的程序

作為騎單車初學者，須先在
合適安全的地方學習和練習
下述基本技巧。該處應遠離
其他車輛，可讓你安全地練
習，又不會對他人造成不便
或危險。

在開車、停車或轉向前，必須採取以下程序：
• 想清楚：預先想清楚要
做的事情，並預留充分
時間行事。

在充分掌握平衡、轉向、開
車和停車等各種技巧之前，
切勿在道路上騎單車 — 你
必須熟習這些技巧，才能集
中精神駕駛，應付路上及其 不要讓單車滑行，應繼續
他車輛可能帶來的危險。
踏動單車。嘗試並練習轉
向，繞着標記或其他障礙
開車 — 在技術較為純熟
時，你可沿狹窄的路徑練習 物行車。
開車。單車如裝有變速器， 緊急剎車 — 同時使用前後
在開車時應使用「低波」。 剎車掣，嘗試和練習以快
減速和停車 — 練習逐漸減 速停車的方式緊急剎車（另
。
速剎車，使單車順暢地停 見右文「剎車」部份）
在你想停下的確實位置，
然後練習在較高速下以同
樣方法停車。在濕滑的路
面上停車，會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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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動單車、平衡和轉向 —
用腳底前部踏動單車，如
能依照整個圓圈均勻用力
順暢踩踏，會有助單車保
持平衡。即使是低速，也

在充分掌握上述技巧後，
應重覆練習，這時候應同
時練習回頭察看和發出正
確信號，及培養出經常留
意四周所有車輛和行人（包
括其位置和速度）的意識。
其他有關騎單車者應在何
時做何事的指示，詳見於
本小冊子。

剎車
應熟習哪一隻手控制哪一
個剎車掣。如要單車平穩
而逐漸地減速，應使用
後剎車掣。前剎車掣較為
有力及有效。如過分用力
使用前剎車掣，單車會急
速停下，而後輪可能會離
地，使你無法控制單車，
甚至衝前墮地，在高速下
坡時，更易出現這情況。
在正常情況下，應先用後
剎車掣，然後再加用前剎
車掣。在下坡行車時或轉
彎前，應適當地使用剎車
掣以控制車速。只有在前
輪直向時，才可剎車。

• 環顧四周：察看是否能
安全進行轉向；向前後
四周張望。

• 發出信號：如果情況安
全，便應發出信號，表
明你的意向。手號必須
正確、清楚和適時發出。

要安全地開車、停車或改變車速或方向，必須經過上述
程序。

怎樣發出信號
信號要適時和清楚發出。
只應發出正確信號— 請參
看右圖所示的三種手號。
騎單車時發出手號，只餘
單手控制單車，此舉十分
危險。因此，發出手號時
間不應過久，有時完全不
發信號，比發信號較安全。
要待完成發出信號，重握
把手時，方可進行其他行
動，例如改變行駛方向或
減慢車速，這樣方可完全
控制單車。

左轉信號

這個信號表示騎單車者將
會駛入左邊或轉左。伸出
整隻左手，直至與肩齊
高，掌心向前。以這種手
勢發出信號，對其他道路
使用者來說，易見易明。

右轉信號

這個信號表示騎單車者將
會駛入右邊或轉右。
減速信號

這個信號表示騎單車者將
會減速或停下來。伸出的
手要和肩膊一樣高，掌心
向下。伸出的手應至少上
下擺動三次，但不可太快。

其他車輛因為有方向指示
燈或停車燈，所以在整個
駕駛過程中，隨時可以發
出信號。用這些燈號發出
的信號，較易讓其他道路
使用者看見。
作為騎單車者，你唯有靠
手號來預告駕駛動作。手
號較難讓其他道路使用者
看見，在夜間或能見度低
時，更難看見。在改變行
駛方向或減慢車速之前，
應確定其他道路使用者已
看見自己，並且不要突
然改變方向或車速，以免
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發生碰
撞。不要完全依靠手號，
應不時環顧四周，留意其
他道路使用者。

其他道路使用者發出的
信號
在道路上騎單車之前，不
但要知道怎樣發出信號，
而且要能辨認其他道路使
用者的信號，以及知道信
號的意思（有關駕駛人及
騎單車者所發出信號的
資料，請參閱《道路使用
者守則》第104頁及
第10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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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應注意的事項
開車
從路邊駛出前，應先想清
楚自己的行車方向，並且
前後察看及環顧四周，特
別注意右後方，以確保沒
有車輛駛近。如有車輛駛
近，須待其駛過，再以右
臂發出清楚的手號，接着
便可開車。

緊急停車

除非要發出手號，否則雙
手應時刻緊握把手。

不要發出手號。雙手應緊
握把手，保持控制單車， 在任何時候，至少須單手
並同時使用前後剎車掣。 緊握把手。
可以的話，應把你的重心
雙腳不可離開腳踏。
盡量移至較低和較後位置。
一般而言，應靠左行，保
持單排行車，並以穩定速
騎單車時
度前進。留意道路上的坑
騎單車時，須量力而為，
洞、排水渠、伸縮接縫、
能夠應付道路及交通情
沙井蓋及路軌等。
停車
況，尤為重要。要安全騎
除緊急情況外，停車時必 單車，不僅要掌握控制單 當你即將轉彎或在窄路
須小心，並且要按部就
車的技術，例如平衡、轉 時，如情況安全，及在不
班。停車前，應決定在哪 向，開車及停車技術，還 會對交通造成嚴重干擾的
裏停車，同時從右方回
要注意以下各點：
情況下，你可駛往行車線
首，看清楚是否有車輛隨
的中間前進，駛出時應留
• 留心前後左右行駛的單
後而來，然後發出手號，
心隨後而來的車輛。在一
車及車輛、行人、交通
示意你即將慢駛和停車。
段長而窄的路上騎單車，
燈號、路面及附近地方；
剎車時，雙手要緊握把手。
盡可能嘗試在避車處或有
• 預計可能發生的事情， 較多空間的地方暫停下來，
在濕滑的路面上，停車需
透過觀察動向、留意潛 讓隨後的車輛先駛過。
要較長的時間及距離，所
在危險、聆聽引擎聲響
以預留的停車距離至少要
不准進入隧道區、管制區
等；以及
比平時多一倍。
或快速公路。這些區域的
• 走位得宜，令其他駕駛 起點及終止，均有交通標
人能看見你，知道你的 誌說明（請參閱《道路使
意向。
用者守則》第71頁及第7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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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標誌 — 限制騎單車或
三輪車
騎單車或三輪車不准越過
以上標誌。如欲前行，必
須下車，用手推車，直至
限制終止。

上列標誌指示騎或推着單
車或三輪車都不可進入。
這些標誌通常設於高架道
路、行車天橋及隧道附近。
限制標誌 — 限制騎單車區
的終止

不可在行人路上騎單車。
如在路上有單車徑或單車
線，定要使用這些地方騎
單車。如需停車或休息，
不可在單車徑上停留。

不准利用其他車輛拖動自
己的單車，也不准攀附其
他車輛前進，或用自己的
單車，拖着其他單車或其
他車輛前進。

除超車或於單車徑上騎單
車外，必須單排行車。

不准載客。運載的動物或
物品，不可阻擋你的視
線、影響你的平衡或妨礙
你控制單車、或被車輪或
車鏈纏着。

在馬路上，不可逆線騎單
車。
小心行人，特別是幼童—
他們可能突然踏出或衝出
馬路。
小心其他車輛，駛近路口
時，更要小心。其他駕駛
人可能轉左，橫越你的行
車路線。
要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絕對不可緊隨車輛尾部，
否則當前車突然停下時，
你便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
剎車。

不應戴上任何音響裝置的
耳機或使用流動電話。
不可牽領動物。
如在夜間或能見度低時騎
單車，必須亮起單車燈：
車頭亮白燈，車尾亮紅
燈。確保行程期間車燈保
持亮着。即使在日間，把
你的單車燈亮起，亦有助
其他道路使用者看見你。
適當調較你的單車燈致使
向下傾斜，以免其他道路
使用者目眩。

怎樣使用車鈴

陡斜的單車路段

車鈴用以警告其他道路使
用者（尤其是行人）你正駛
近，但只可在有需要時才
使用。
其他駕駛人可能聽不到你
的警告鈴聲，你要分外小
心，有需要時採取預防措
施。

以上標誌指示騎單車者前
面有斜路，勸籲騎單車者
不要騎單車，應下車步行。

斜坡（下坡）

除非在緊急情況下，例如
你不能停下來，否則不可
使用車鈴，示意其他道路
使用者（尤其是行人）讓路。

斜坡（上坡）
在一些陡斜的路段騎單
車，應注意行車速度—
不要達到你無法安全停車
的速度。如感到不能控制
所騎單車通過該路段，便
應下車，推車通過。在陡
斜的上坡／下坡單車徑路
段前，都有以上交通標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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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車

看一看
四周情況
發出轉左
信號

再看一看
四周情況
發出轉右
信號
看一看
四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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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路上騎單車時，你可
能需要超越已停定或行駛
較緩慢的車輛，或者要繞
過路旁的攤檔或道路工程。

在車輛左邊超車十分危
險，只有在下列情況，
才可以從車輛左邊超車或
通過：

在超越一輛已停定或慢駛
中的車輛前，應先選定超
前路線。從右方回首看清
楚，如有車輛駛近，先讓
其駛過，才可駛出，預算
好超前所需的時機，以免
在超車時，另有車輛駛越
自己，並須確保由相反方
向駛來的車輛不會對自己
造成危險。超車前，用右
手發出信號。

• 前車的位置、移動情
況、速度及信號明顯表
示車輛將會右轉。

在超越已停定的車輛前，
須留意是否有行人突然從
這些車輛之間出現，並注
意停定車輛內的司機或乘
客可能會在你前面推開車
門。如情況許可，你的單
車應盡可能與這些車輛保
持至少一道車門的距離。

巴士線

• 在單程路（但並非分隔車
路）右邊有已停定或慢駛
中的車輛。

行人過路處
在「斑馬線」前，必須讓行
人先橫過馬路。如有行人
正在橫過「斑馬線」，應在
「讓路」線前停車等候。切
勿在行人過路處上的人群
中穿插行駛，或試圖強行
前進。

當有巴士停站，絕對不可
在該巴士與路邊之間通
過。除非你能從另一邊安
全超越巴士，並能在巴士
駛出前返回原來的行車
線，否則應等候巴士再開
動，然後才繼續向前駛。
遇上前面一排已停定或慢
駛中的車輛時，切勿從左
面超車，或左穿右插行
駛。最好還是耐心等候，
跟隨車輛開動。

小心會有行人突然走出馬
路，或駕駛人因需駛入樓
宇或閃避其他車輛而駛入
巴士線。到達巴士線終止
時，交通情況將會回復一
般情況（有關巴士線的資
料，請參閱《道路使用者
守則》第65頁）
。

除非巴士線上豎立了標
誌，禁止單車駛入，否則
你可沿巴士線行駛。然
而，在巴士線上的巴士，
車速可能快過其他行車線
上的車輛。你應在情況許
可下讓巴士超越你。

在「綠色人像」過路處前，
如紅燈亮着，你必須在「停
車」線前停車等候。只有當
綠燈亮起及前路無阻時，
方可繼續前進。無論何
時，都應讓路給仍在過路
的行人。

轉彎及路口
在路口，車輛會向不同方
向行駛，所以路口特別危
險。應預早決定行駛方
向，選定路線，尤其要察
看後方的交通。轉彎前，
應先在適當時候發出明確
的信號，表明行駛方向。

右轉

在接近路口時，準備隨時
讓路給可能會走出馬路的
行人。
單車不及其他較大型的車
輛那麼顯眼，其他駕駛人
也可能沒有留意騎單車
者。在安全情況下，應發
出明確的手號，告知後面
的駕駛人你的行駛意向。
左轉
接近路口時，向前及向後
看清楚，留意有沒有車輛
在你的前方轉彎。如有車
輛發出信號或正在減速準
備轉左，這些駕駛人可能
看不見你，所以不可駛近
這些車輛或在其側行駛。
應先讓其駛過。
接近路口時，你應繼續靠
左行駛，或可在安全情況

再看看
再看看
發出左
轉手號

先看看

行駛。如路上設有右轉
線，應使用該線轉右。待
至迎面車輛之間出現安全
空間，再察看四周一次，
然後才完成右轉動作。小
心可能有車輛從支路駛
出。轉彎時不可走捷徑，
切入彎角。要駛至你打算
進入的道路正中對面，才
可開始轉彎。

停車等候，
直至去路無阻 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或
（發出右轉
在夜間或能見度低時，可
手號）
先在行車道的左邊停車等
再看看
候，直至兩個方向的車流
都有安全空間時，才可轉
停車等候，
右。轉彎前應發出手號。
直至去路無阻
不應在道路中央等候，夜
（發出右轉
間更不應如此。
手號）
先看看

下，駛往行車線中間前進。 右轉會有潛在危險，容易
發生意外，因為你必須橫
在轉彎前先發出左轉手
過迎面車輛所使用的行車
號。留意有沒有行人橫過
道。
馬路。轉彎後，繼續靠左
行駛。
右轉時，應先發出右轉手
號，然後駛近道路中央，
並沿着車路分界線的左邊

即使路上設有「讓」字標
誌，在轉彎前，最好仍先停
車，並小心察看交通情況。
在轉入大路前，先看右，再
看左，然後再看右。留意路
上是否有其他單車、汽車及
較大的車輛駛近。
如有車輛駛來，應先讓其駛
過。不要以為車輛從右邊駛
來而發出左轉信號，就一定
會轉左。你應該先停車，確
定來車的去向；在沒有車輛
駛近時，才盡快轉彎。
如果你認為從行人過路處橫
過馬路較安全，可以在該處
過路，但你必須下車，用手
推動單車前進，並遵從行人
應遵守的規則和指示。

在任何情況下，如感到不
安全，可在路邊下車，並
交通燈路口
按照《道路使用者守則》第
二章內《過馬路守則》在行 在交通燈路口，必須遵守所
人過路處將單車推過馬路。 有交通燈號、交通標誌和道
路標記。當紅燈或「紅黃燈」
亮着時，必須在「停車」線前
轉入或橫過大路
停車等候，直至綠燈亮起和
如路上有「停車」標誌，即
可以安全前進時，才可繼續
使沒有車輛駛來，也應停
向前行駛（有關交通燈的詳
車，並停在「停車」線前，
細資料，請參閱《道路使用
不可超越「停車」線。
者守則》第106頁及10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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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旋處
現時有傳統式和螺旋形兩
種迴旋處（請參閱《道路使
用者守則》第81頁）
。使用
任何迴旋處時，應遵守本
頁指示。
未進入迴旋處的車輛，必
須讓路給在迴旋處內行駛
的車輛。例外的情況，通
常都有交通標誌或道路標
記清楚指示。
駛入迴旋處前，應確知下
列各點：
• 在抵達路口前，應預早
決定要前往的路向。設
於迴旋處前的方向指示
牌，有助你找出路向；
• 在駛入前應發出什麼手
號；以及

轉右

向前直駛

發出左轉手號
發出左轉手號

留意可能會有
車輛橫越單車
的行車線
轉右或向前直駛時，應靠左駛入迴旋處。在迴旋處行駛
時和離開迴旋處後，仍要繼續靠左行駛。駛入迴旋處
後，要留意可能會有車輛橫越你的行車線，以離開或駛
入迴旋處。保持靠左行駛，在駛近你的出口時，應發出
左轉手號。

沿迴旋處邊行駛時，應注意右邊的車輛（這些車輛在駛
，以及在你前面駛
• 選定在迴旋處所行的路 離迴旋處時，可能橫越你的行車線）
入迴旋處的車輛。在越過迴旋處的入口或出口前，如不
線及在道路上的人位置。
能確定交通情況或有需要時，應先停車。
快到達你的出口時，應發出左轉手號。
其他車輛也可能使用右線，但騎單車者靠左行駛，通常
會較安全。
如不能確知前面交通情況，或對使用該迴旋處感到不安
全，應該下車，並用手推車，沿行人路線前進。
9

留意可能會有
車輛橫越單車
的行車線
轉左

發出左轉手號
發出左轉手號
應靠左駛入迴旋處。駛近迴旋處路口時，發出左轉手號。
必須讓路給在迴旋處內行駛的車輛。駛入迴旋處後，
應靠左行駛，並在駛近你的出口時，再發出左轉手號。

單車徑
如道路上有單車線，或路
旁有單車徑，你必須在該
處行駛，不准使用其他路
面。
如單車徑旁有行人徑，不
准駛上行人徑。經常留意
行人，尤其是幼童，他們
可能沒有察看清楚，就踏
進或走入單車徑。
在單車徑騎單車時，必須
遵守在普通道路上應予遵
守的規則和指示。單車徑
也是道路，只不過汽車一
般不准駛入單車徑。

圖示為單車徑起點或毗連
行人徑與單車徑起點的限
制標誌

在單車徑應靠左行駛，並
讓其他騎單車者從右方超
車。切記只從右方超車。

留意是否有行人走在單車
徑上或正在橫過單車徑，
也要留意是否有人在單
車徑附近工作或進行其他
活動，他們可能看不見或
聽不到單車駛近。無論何
時，都應讓路給行人。
須按照交通標誌及道路標
記指示的方向騎單車。如
果交通標誌背向你，那就
表示你可能朝着錯誤的方
向行駛。在雙程單車徑
上，靠左行駛。

在陡斜下坡路騎單車
沿陡斜下坡路（常見於單車隧道及天橋）高速行駛，
易生危險。在陡斜下坡路行駛太快，可導致單車失控
或撞車，如不適當地剎車，更易發生事故。應小心行
駛，有需要時，便應下車。在以下地點行駛應格外小
心：
• 在陡斜及長的下坡路後有急彎
• 行人隧道內的交叉口
• 交叉式陡長下坡斜路

在單車徑和馬路的交界，
小心留意車輛駛來。而在
單車徑的交叉口，亦應準
備隨時停車和讓路給其他
單車。

以下標誌指示騎單車者下車，因為前面可能有潛在碰
撞或危險情況。

指示單車路線方向的標誌

10

單車徑的終止

橫過馬路

橫過輕鐵路軌

單車路線有時可能會橫過
馬路，駕駛人不一定注意
到騎單車者，或預計到有
騎單車者出現。

騎單車時，或須橫過輕鐵路軌，這時候你必須下車，
並且在指定地點，利用「綠色人像」過路處，把單車推
過輕鐵路軌。你必須遵守行人交通燈號，在「綠色人
像」燈號亮定前，不可橫過路軌。

你應下車把單車推過馬路，
並遵守《道路使用者守則》
第二章內行人《過馬路守
則》
，但要預留充分的時間
和空間把單車推過馬路，
以策安全。

「終止」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示明單車徑的終止。你
要駛入或回到一般道路，與其他車輛共用路面。此時
你要準備與一般道路上的車輛匯合。回頭察看從後而
來的車輛，在有安全空間時，方可駛入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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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制標誌指示你必須下
車，並在行人過路處把單
車推過馬路。

這個限制交通標誌或相關
道路標記指示道路的哪一
邊專供騎單車者使用，哪
一邊專供行人使用。除騎
單車者及行人外，其他道
路使用者一概不得進入。

用手推動單車前進

停泊單車

你有時可能需要徒步推着
單車，或認為徒步推着單
車比騎單車前進會較可
取，尤其在當時的交通情
況，使你感到在其他車輛
之間騎單車不安全或有困
難的時候。
推動單車前進時，要適當
地控制單車，不僅要雙手
按着把手，在必要時，還
須使用剎車掣。
在馬路上推着單車前進，
應盡量靠近路邊，並把單
車放在你與其他車輛之
間。這時候，你仍須遵守
適用於在馬路上騎單車時
的規則和指示。
如果你在行人過路處、行
人路、道路旁邊或行人徑
上推着單車前進，便應
遵守《道路使用者守則》
第二章適用於行人的規則
和指示，特別是第21頁
有關行人推動手推車或手
拉車的指示。

停泊車輛的規則和指示一
般也適用於停泊單車。在
設有街燈的道路上，只可
在指定供單車停泊的地方
停泊單車。然而，任何單
車均不得於同一泊車處停
泊超過24小時。

不會阻礙行人，又不會構
成危險（如迫使行人走出
馬路）
，更不可影響他人
視線。

如需作短暫停留，例如休
息，你可以把單車停放於
行人路上、行人徑上或路
旁，但你要確定你的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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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路上應注意的事項

更多參考資料

兒童騎單車

1.運輸署相關網站

如果沒有成年人看管，不可讓11歲以下的兒童在道路
上騎單車。
你應指導兒童在單車徑上騎單車，遠離交通車輛。
除非兒童能熟練地騎單車，並能安全駕駛，又能完全
明白駕駛規則，也有能力跟其他道路使用者共用道路，
否則不要讓兒童在馬路上騎單車。
你也應確保兒童已戴上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騎坐的
單車適合他們的身材，而且妥善保養。

《道路使用者守則》
《道路使用者守則》可在運輸署網頁瀏覽：
運輸署網頁>「香港運輸」>「道路安全」>「道路使用者守則」
香港出行易
運輸署的計劃行程手機應用程式的資料可以在運輸署網頁
瀏覽：運輸署網頁>「公共服務」>「一站式流動應用程式
「香港出行易」」
提示單張及指引
運輸署網頁載有多份有關道路安全的指引、通訊、傳單和
小冊子等:
運輸署網頁>「香港運輸」>「道路安全」。例如：
• 騎單車安全指引
— 單車資訊中心
— 單車樂：安全錦囊
• 駕駛汽車安全指引
— 迴旋處
— 安全帶
— 酒後駕駛
— 毒駕及藥駕
•《道路安全通訊》
• 通訊、傳單和小冊子
違例駕駛記分制度
運輸署網頁>「香港運輸」>「道路安全」
>「駕駛汽車安全指引」>「違例駕駛記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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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例

4.路政署提供更多的指示

香港法例可登入電子版香港法例網站搜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3.相關政府部門及道路安全議會網站
運輸署
香港警務處
路政署
環境保護署
道路安全議會

https://www.td.gov.hk
https://www.police.gov.hk
https://www.hyd.gov.hk
https://www.epd.gov.hk
http://www.roadsafety.gov.hk

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
防護工作守則（路政署出
版）
你可從路政署網頁得到該
守則:

靠著工程車輛的左面駛過

路政署網頁>「刊物及新聞
資訊」>「刊物」>「技術文
件」>
「道路工程的照
明、標誌及防護
工作守則」

靠著工程車輛的右面駛過

閃爍箭嘴指示燈號
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
防護工作守則指示負責道
路工程的人員使用閃爍箭
嘴指示燈號警告駕駛人士
倍加留意在車速限制每小
時70公里或以上的道路上
有停下或慢駛工程車輛及
封閉行車線。駕駛人士看
到遠處有這燈號時，便應
提高警覺，適當減速，並
遵循箭嘴指示的方向小心
轉線駛經有關工程車輛。

靠著工程車輛的左面
或右面駛過

危險（對角黃燈交替
閃動）— 工程車輛示
意將會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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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查詢
如有查詢，可經1823聯絡運輸署，詳情如下：
電話熱線
傳真熱線
電郵地址

1823
2760 1823
tellme@1823.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