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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道路交通意外統計 

數據規格 

 

數據由運輸署提供。數據資源下載格式分別有 CSV 和 XLSX 兩種。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道路交通意外統計主要統計數字概覽 

 

第一組–道路交通意外傷亡者數字 

表 1.1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傷亡者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主要統計數字 有關主要統計數字的簡述 「非機動車輛」: 包括類別不

詳的車輛。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項目 統計數字的描述 「每千名人口的傷亡人數」: 

個別年齡組別每千人口的傷亡

人數。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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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及道路使用者類別劃分的傷亡者數字 

 

表 1.3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劃分的行人傷亡數字 

 

表 1.4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傷亡者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道路使用者類別 道路使用者類別 「駕駛者(所有)」: 包括但不限於「駕駛者(騎電單車者)」

及「駕駛者(騎單車者)」。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項目 統計數字的描述 「每千名人口的傷亡人數」: 

個別年齡組別每千人口的傷亡

人數。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傷亡人數(男性) 男性傷亡人數  

年中人口(男性)(千人) 男性年中人口 (千人)  

每千人口的傷亡人數(男性) 每千男性人口的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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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傷勢情況及性別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傷亡者數字 

 

傷亡人數(女性) 女性傷亡人數  

年中人口(女性)(千人) 女性年中人口 (千人)  

每千人口的傷亡人數(女性) 每千女性人口的傷亡人數  

傷亡人數(性別不詳) 性別不詳傷亡人數  

傷亡人數(所有) 總傷亡人數  

年中人口(所有)(千人) 年中人口 (千人)  

每千人口的傷亡人數(所有) 每千人口的總傷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傷勢情況:死亡(男性) 男性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死亡(女性) 女性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死亡(所有) 總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男性) 男性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女性) 女性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所有) 總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男性) 男性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女性) 女性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性別不詳) 性別不詳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所有) 總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男性) 男性總傷亡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女性) 女性總傷亡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性別不詳) 性別不詳總傷亡人數  

所有 總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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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二零一七年按道路使用者類別及傷勢情況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傷亡者數字 

 

表 1.7 二零一七年按涉及意外的傷者因素及傷勢情況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傷亡者數字 

 

表 1.8 二零一七年按傷勢情況及車輛類別劃分的車輛駕駛者傷亡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道路使用者類別 道路使用者類別 「駕駛者(所有)」: 包括但不限於「駕駛者(騎電單

車者)」及「駕駛者(騎單車者)」。 

傷勢情況:死亡 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 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 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 總傷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導致意外的傷者因素 導致意外的傷者因素  

傷勢情況:死亡 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 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 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 總傷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類別 車輛類別 「機動車輛: 所有」:包括拖架、特

別用途車輛、私家小巴、私家巴

士、高爾夫球車、鄉村車輛和其他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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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二零一七年按座位位置、選定車輛類別及傷勢情況劃分的乘客傷亡數字 

表 1.10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及傷勢情況劃分的行人傷亡數字 

涉及意外的駕駛者數字 涉及意外的駕駛者數字  

車輛駕駛者(死亡) 車輛駕駛者死亡數目  

車輛駕駛者(重傷) 車輛駕駛者重傷數目  

車輛駕駛者(輕傷) 車輛駕駛者輕傷數目  

車輛駕駛者(所有) 總車輛駕駛者傷亡數目  

車輛駕駛者傷亡率 

車輛駕駛者傷亡率 =  
涉及意外的駕駛者數字

車輛駕駛者傷亡數目
x100% 

 

車輛駕駛者死亡率(每千名涉及意外的司機計) 車輛駕駛者死亡率(每千名涉及意外的司機計)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類別 車輛類別  

傷勢情況 乘客的傷勢情況  

傷者座位位置 乘客傷者座位位置 不包括傷者座位位置不詳的受傷乘客。 
狀況 乘客狀況(即已戴上安全帶/於企位/已戴上頭盔等) 「所有」:包括全部受傷身乘客。 

乘客傷亡人數 乘客傷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傷勢情況:死亡 行人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 行人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 行人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 總行人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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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行人傷亡數字 

 

表 1.12 二零一七年按行人位置及傷勢情況劃分的行人傷亡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行人傷亡人數(男性) 男性行人傷亡人數  

年中人口(男性)(千人) 男性年中人口 (千人)  

每千人口的行人傷亡人數(男性) 每千男性人口的行人傷亡人數  

行人傷亡人數(女性) 女性行人傷亡人數  

年中人口(千人)(女性) 女性年中人口 (千人)  

每千人口的行人傷亡人數(女性) 每千女性人口的行人傷亡人數  

行人傷亡人數(性別不詳) 性別不詳行人傷亡人數  

行人傷亡人數(所有) 總行人傷亡人數  

年中人口(所有)(千人) 年中人口 (千人)  

每千人口的行人傷亡人數(所有) 每千人口的行人總傷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行人位置 行人的位置  

傷勢情況:死亡 行人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重傷 行人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傷 行人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 總行人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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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劃分的行人死亡數字 

 

表 1.14 二零一七年按地點及傷勢情況劃分的騎單車者傷亡數字 

 

第二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1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區域及嚴重程度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行人死亡人數 行人死亡人數  

年中人口(千人) 年中人口(千人)  

每百萬人口的行人死亡人數 每百萬人口的行人死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地點 地點 「其他」: 包括單車公園、遊樂場及空地等。 

傷勢情況:死亡 騎單車者死亡人數  

傷勢情況:嚴重 騎單車者重傷人數  

傷勢情況:輕微 騎單車者輕傷人數  

傷勢情況:所有 總騎單車者傷亡人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區域 區域  

嚴重程度 意外嚴重程度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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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車輛碰撞類別及嚴重程度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3 二零一七年按車輛碰撞類別、嚴重程度及傷亡人數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碰撞類別 車輛碰撞類別 「車撞物」:包括車輛碰撞類別

不詳的意外。 

嚴重程度 意外嚴重程度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碰撞類別 車輛碰撞類別 「車撞物」:包括車輛碰撞類別

不詳的意外。 

嚴重程度 意外嚴重程度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 1 每宗意外涉及 1 人傷亡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 2 每宗意外涉及 2 人傷亡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 3 每宗意外涉及 3 人傷亡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 4 每宗意外涉及 4 人傷亡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 5 每宗意外涉及 5 人傷亡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 5 人以上 每宗意外涉及 5 人以上傷亡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宗意外涉及傷亡人數:全部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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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二零一七年按涉及車輛數目及嚴重程度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5 二零一七年按各小時及各天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涉及車輛數目 涉及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各小時 小時組別  

項目 統計數字的描述  

星期一 在星期一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星期二  在星期二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星期三 在星期三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星期四 在星期四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星期五  在星期五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星期六 在星期六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星期日 在星期日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總計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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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二零一七年按區議會分區及嚴重程度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7 二零一七年按車輛碰撞類別、嚴重程度及路面情況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8 二零一七年按區域、車輛碰撞類別及是否在路口處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區議會分區 區議會分區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碰撞類別 車輛碰撞類別 「車撞物」:包括車輛碰撞類別

不詳的意外。 

嚴重程度  意外嚴重程度  

路面情況:濕 路面情況為濕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路面情況:乾 路面情況為乾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路面情況:不詳 路面情況不詳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路面情況: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區域 區域  

車輛碰撞類別 車輛碰撞類別 「車撞物」:包括車輛碰撞類別

不詳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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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二零一七年按是否在過路處或其鄰近地方及嚴重程度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10 二零一七年按涉及意外的環境因素及嚴重程度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2.11 二零一七年按嚴重程度及天然光照情況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是否在路口處:在路口處  在路口處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是否在路口處:遠離路口 遠離路口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是否在路口處: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是否在過路處或其鄰近地方 道路交通意外是否在過路處或其鄰近地方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涉及意外的環境因素 涉及意外的環境因素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嚴重程度 意外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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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二零一七年按路口類別、路口管制方法及嚴重程度劃分的路口交通意外宗數 

 

表 2.13 二零一七年按選定道路及嚴重程度劃分的交通意外^宗數 

註:^不包括在有關道路隧道範圍內發生的交通意外及任何只涉及單車或手推車的交通意外。 

天然光照情況:日光 天然光照為日光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天然光照情況:黎明/黃昏 天然光照為黎明/黃昏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天然光照情況:天黑 天然光照為天黑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天然光照情況:不詳 天然光照為情況不詳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天然光照情況: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路口類別 意外地點的路口類別 「所有道路」:包括所有意外地點為路口或非路口的意外。 

路口管制方法  路口管制方法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選定道路 選定道路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意外率 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意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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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二零一七年按隧道範圍及嚴重程度劃分的交通意外宗數 

 

表 2.15 二零一七年按地點及嚴重程度劃分的涉及單車交通意外宗數 

 

第三組–涉及意外車輛及駕駛者數字 

表 3.1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劃分的涉及意外機動車輛數字和涉及意外率 

元件 描述 備註 

隧道範圍 隧道範圍 隧道範圍:指個別隧道相關法例內所指定的範圍(包括

隧道管道內外的範圍)。 

嚴重程度:致命 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意外率 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意外率  

元件 描述 備註 

地點 單車交通意外的地點 「其他」:包括單車公園、遊樂場及空地。 

嚴重程度:致命 涉及單車的致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嚴重 涉及單車的嚴重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輕微 涉及單車的輕微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嚴重程度:所有 涉及單車的總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元件 描述 備註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 「公共巴士」:包括專營公共巴士及非專營公共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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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劃分的涉及意外機動車輛駕駛者數字 

 

表 3.3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劃分的涉及意外騎單車者數字 

 

 

「輕鐵」: 2007 年 12 月 2 日兩鐵合併前的輕鐵車輛行駛里數為所有車卡的行駛公

里。由 2007 年 12 月 2 日兩鐵合併起，輕鐵車輛行駛公里則為所有列車的行駛公

里。故合併前後的數字不可作嚴格比較，在闡釋部份的比較數字時應注意。 

 

「所有機動車輛」: 亦包括的拖架、特別用途車輛、私家小巴、私家巴士、高爾夫

球車和鄉村車輛的數字並沒有獨立顯示。 

項目 統計數字的描述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十一歲以下」: 根據法例規定，除非由

成人陪同，十一歲以下的兒童並不允許於

道路上騎單車。 

YYYY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15 
 

表 3.4 二零一七年按車輛類別劃分的道路交通意外宗數 

 

表 3.5 二零一七年按車輛類別及車輛碰撞類別劃分的涉及意外車輛數字和涉及意外率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類別 車輛類別  

意外宗數 意外宗數 在單一宗意外中，可能涉及多於一種類別的車輛。因此，個

別車輛類別的意外宗數總和會比意外宗數總計為大。 

涉及車輛數目 涉及車輛數目  

傷亡人數(死亡) 死亡人數 傷亡人數包括意外中涉及的行人及各車內的傷亡者。因此，

個別車輛類別的傷亡者數字總和會比傷亡者總計為大。 

傷亡人數(重傷) 重傷人數 -同上- 

傷亡人數(輕傷) 輕傷人數 -同上- 

傷亡人數(所有) 總傷亡人數 -同上- 

元件 描述 備註 

車輛類別 車輛類別 「其他機動車輛」:包括拖架、特別用途車輛、私家小巴、私家

巴士、高爾夫球車、鄉村車輛和其他車輛。 

 

項目 統計數字的描述 1. 「每千領牌車輛涉及意外率」: 同一車輛類別每千領牌車輛計

涉及特定車輛碰撞類別的車輛數目。 

 

2. 「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涉及意外率」: 同一車輛類別每百萬車

輛行駛公里計涉及特定車輛碰撞類別的車輛數目。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

輛碰撞(車撞行人)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車撞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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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二零一七年按行駛情況及車輛類別劃分的涉及意外車輛數字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

輛碰撞(車撞車)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車撞車)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

輛碰撞(車撞物)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車撞物)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車撞物)」: 包括車輛碰撞類別不

詳的意外。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

輛碰撞(所有)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所有) 「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所有)」: 包括「車輛碰撞類別:涉

及車輛碰撞(車撞行人)」、「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車撞

車)」、「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車撞物)」。 

車輛碰撞類別:不涉及

車輛碰撞 

車輛碰撞類別:不涉及車輛碰撞  

車輛碰撞類別:所有  車輛碰撞類別:所有  「車輛碰撞類別:所有」: 包括「車輛碰撞類別:涉及車輛碰撞(所

有)」及「車輛碰撞類別:不涉及車輛碰撞」。 

元件 描述 備註 

行駛情況 行駛情況  

車輛類別:電單車  涉及意外電單車數目  

車輛類別:私家車 涉及意外私家車數目  

車輛類別:的士 涉及意外的士數目  

車輛類別:公共小巴 涉及意外公共小巴數目  

車輛類別:公共巴士 涉及意外公共巴士數目  

車輛類別:輕型貨車 涉及意外輕型貨車數目  

車輛類別:中型及重型貨車 涉及意外中型及重型貨車數目  

車輛類別:單車 涉及意外單車數目  

車輛類別:其他 涉及意外其他車輛數目  

車輛類別:車輛類別不詳 涉及意外類別不詳車輛數目  

車輛類別:所有 總涉及意外車輛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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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二零一七年按涉及意外的車輛因素及嚴重程度劃分的涉及意外車輛數字 

 

表 3.8 二零一七年按涉及意外的駕駛者因素及嚴重程度劃分的涉及意外車輛數字 

 

表 3.9 二零一七年按出廠年份及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劃分的涉及意外機動車輛數字 

元件 描述 備註 

涉及意外的車輛因素 涉及意外的車輛因素  

嚴重程度:致命 涉及致命意外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嚴重 涉及嚴重意外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輕微 涉及輕微意外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所有 總涉及意外車輛數目  

元件 描述 備註 

涉及意外的駕駛者因素 涉及意外的駕駛者因素  

嚴重程度:致命 涉及致命意外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嚴重 涉及嚴重意外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輕微 涉及輕微意外車輛數目  

嚴重程度:所有 總涉及意外車輛數目  

元件 描述 備註 

出廠年份 出廠年份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電單車 涉及意外電單車數目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私家車 涉及意外私家車數目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的士 涉及意外的士數目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公共小巴 涉及意外公共小巴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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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二零一七年按出廠年份及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劃分的機動車輛涉及意外率 

註:機動車輛涉及意外率是指個別機動車輛類別每千輛同一出廠年份的該車輛類別領牌車輛計涉及交通意外車輛數目。按車輛類別及出廠年份劃

分的領牌車輛數字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截算。 

表 3.11 二零一七年按駕駛執照類別及機動車輛類別劃分的涉及意外機動車輛駕駛者數字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公共巴士 涉及意外公共巴士數目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 輕型貨車 涉及意外輕型貨車數目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中型及重型貨車 涉及意外中型及重型貨車數目  

元件 描述 備註 

出廠年份 出廠年份 「所有」:包括出廠年份不詳的車輛。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電單車  涉及電單車意外率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私家車  涉及私家車意外率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 的士  涉及的士意外率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公共小巴  涉及公共小巴意外率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公共巴士  涉及公共巴士意外率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輕型貨車  涉及輕型貨車意外率  

選定機動車輛類別:中型及重型貨車  涉及中型及重型貨車意外率  

元件 描述 備註 

駕駛執照類別 駕駛執照類別  

機動車輛類別:電單車 涉及意外的電單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私家車 涉及意外的私家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輕型貨車 涉及意外的輕型貨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其他機動車輛 涉及意外的其他機動車輛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所有機動車輛 涉及意外的所有機動車輛駕駛者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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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及機動車輛類別劃分的涉及意外機動車輛駕駛者數字 

 

表 3.13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及選定車輛類別劃分的機動車輛駕駛者涉及意外率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機動車輛類別:電單車 涉及意外的電單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私家車 涉及意外的私家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的士 涉及意外的的士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公共小巴 涉及意外的公共小巴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公共巴士 涉及意外的公共巴士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輕型貨車 涉及意外的輕型貨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中型及重型貨車 涉及意外的中型及重型貨車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其他機動車輛 涉及意外的其他機動車輛駕駛者數目  

機動車輛類別:所有機動車輛 涉及意外的所有機動車輛駕駛者數目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所有:包括年齡不詳的機動車輛駕駛者。 

車輛類別:電單車 涉及電單車駕駛者意外率  

車輛類別:私家車 涉及私家車駕駛者意外率  

車輛類別:的士 涉及的士駕駛者意外率  

車輛類別:公共小巴 涉及公共小巴駕駛者意外率  

車輛類別:公共巴士 涉及公共巴士駕駛者意外率  

車輛類別:輕型貨車 涉及輕型貨車駕駛者意外率  

車輛類別:中型及重型貨車 涉及中型及重型貨車意外率  

車輛類別:所有機動車輛 涉及所有機動車輛意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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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機動車輛駕駛者涉及意外率是指個別機動車輛類別每千名同一的年齡組別的該車輛類別駕駛執照持有人計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者人數。領有

各類車輛駕駛執照的人數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截算。 

 

表 3.14 二零一七年按年齡、意外的嚴重程度及性別劃分的涉及意外騎單車者數字 

附錄一 

表 A1 世界各地城市的道路交通意外死亡率 

元件 描述 備註 

年齡 年齡組別  

嚴重程度:致命(男) 涉及致命意外的男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致命(女) 涉及致命意外的女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嚴重(男) 涉及嚴重意外的男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嚴重(女) 涉及嚴重意外的女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嚴重(性別不詳) 涉及嚴重意外的性別不詳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輕微(男) 涉及輕微意外的男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輕微(女) 涉及輕微意外的女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輕微(性別不詳) 涉及輕微意外的性別不詳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所有(男) 涉及意外的男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所有(女) 涉及意外的女性騎單車者數目  

嚴重程度:所有(性別不詳) 涉及意外的性別不詳騎單車者數目  

所有 涉及意外的騎單車者數目  

元件 描述 備註 

城市 城市  

年份 參考年份的統計數字  

每百萬人口計之死亡率 每百萬人口計之死亡率 數字從有關的海外機構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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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N.A.: 不適用。 

 

專用名詞  

意外 : 一宗意外事件發生於本港道路上，涉及一輛或以上車輛，並已向警方備案，而在此意外事件中涉及傷亡者。  

傷亡者 : 在一宗意外中導致受傷或死亡的人士，而在這事件中或涉及多於一位傷亡者。  

致命意外 : 在意外中有一位或多位人士於發生意外後三十日內死亡。  

嚴重意外 : 在意外中有一位或多位受傷人士因意外而留醫超過十二小時。  

輕微意外 : 在意外中只涉及一位或多位受傷人士，他們如需要留醫，均不超過十二小時。  

死亡者 : 受害者在意外後三十日內持續受傷最後導致去世。  

重傷者 : 受傷人士入院後留醫超越十二小時視作嚴重受傷。另外受傷人士於意外後三十日以上才去世亦屬此項。  

輕傷者 : 受傷人士屬輕微性如扭傷或割傷而非嚴重者，又如輕微休克而需在路旁照顧及不需要入院或只留院少於十二小時者。  

道路使用者 : 行人和車輛使用者包括所有車內人士(如駕駛者和乘客，包括上落車而受傷的人士。)  

牽涉車輛 : 包括受傷的駕駛者或乘客所乘坐的車輛，或撞倒行人的車輛，或涉及該意外中的另一車輛受損毀或有車內人士受傷，或導致該意外

發生的其他車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