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接送子女上下學時，確保孩子的安全
以下是一些您可以做的事情，以幫助您的子女和其他人在上學和放學期間保持安全：

• 確保您的子女綁好安全帶，固定坐在適合他們
年齡和體型並正確地裝置的兒童汽車座椅上。

• 在學校區保持車速在時速 40 公里，並留意可能
在附近的兒童。

• 注意巴士閃爍的燈號，這些燈號讓您知道可能
有兒童正在或將會橫過馬路。學校巴士的燈號
閃爍時，車速將限於時速 40 公里。

• 必須讓路給行人，尤其是進出車道時。

• 在學校四週，必須按合法方式停泊汽車和轉
彎。在學校上下課繁忙時間，掉頭和三點掉頭
都是危險的。

• 讓孩子在靠近學校一邊的指定接送區上車和下
車。切勿在馬路對面呼喚孩子 - 他們可能沒
有檢查交通情況便跑向您。

• 讓孩子遠離往來的車輛，通過安全門下車是
最安全的。安全門就是車輛後方靠近行人道的
側門。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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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一起安全地步行上學和放學

步行上學和回家，是和子女共渡時光的好機會，
更可促進安全和健康的行為。 

以下是一些您可以做的事情，以幫助您的子女步
行時保持安全：

• 和子女談論在道路環境如何保持警覺

• 策劃和練習往學校的路程，
盡量使用行人橫道。

• 時刻都握著子女的手。兒童需要您的幫助識
別危險的情況，例如從車道駛出的車輛。他
們也很容易分心，並走進來往的車輛中間。

• 在靠近學校大門的地方和子女會面，
不要在馬路對面呼喚孩子。

• 向孩子解釋為何您選擇的地點是
橫過馬路最安全的地方。

• 提醒子女每次橫過馬路時，停下來！觀望！ 
聆聽！想想！(STOP! LOOK! LISTEN! THINK!)， 
不停觀察直至安全地橫過了馬路。

• 和孩子談論為何在走過車道、馬路或停車
場時，應該停下來、觀望、聆聽和想想。

年幼兒童可以和您學習和練習這些安全的行人行
為，這有助他們長大後獨自走動時成為更安全的
行人。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
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
部份。

和幼稚園到二年級的孩子分享的訊息

• 在以下情況，握著成年人的手：

 - 橫過馬路時

 - 在行人路上

 - 在停車場

和三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分享的訊息

• 在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

• 每次橫過馬路時，停下來！ 觀
望！ 聆聽！ 想想！不停檢查情
況直至安全地橫過了馬路

停下來！（STOP） 
在路緣往後一步站定

觀望！（LOOK） 
不停觀望往來車道

聆聽！（LISTEN） 
往來交通的聲音

想想！（THINK） 
橫過馬路是否安全，並持續觀
察直至安全地橫過了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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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保證孩子在汽車內和下車時安全

發生碰撞時，妥善地束縛在認可的兒童汽車安全
座椅的兒童，傷亡的機會較低。 

四至七歲的兒童，不可以坐在有兩排或更上座位
的汽車的前座，除非所有其他後排座位都已經被
坐在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的七歲以下兒童佔用。

國家兒童專用安全裝置法例規定兒童在汽車內按
照以下方式扣牢安坐：

0 – 6 個月 
核准的後向式兒童汽車座椅。

6 個月 – 4 歲 
核准的後向或前向式兒童汽車座椅。

4 歲以上 
核准的前向式兒童汽車座椅或加高座椅。

身高 145 厘米或以上 
使用成人腰部安全帶的最低建議高度。

查閱詳情及尋找和比較不同的兒童汽車座椅， 
請瀏覽 childcarseats.com.au

以下是一些您可以做的事情，以幫助您的孩子在
汽車內和下車時保持安全：

• 兒童應留在車內，直至成人開啟 ‘安全門’， 
這是車輛後方靠近行人道的側門。

• 在汽車內，睡著的孩子必須持續牢牢扣好安全
帶。

• 協助子女扣好安全帶 – 必須檢查安全帶是正確
地扣上和沒有扭曲。

• 定下規則，開車前，所有乘客都必須扣好安全
帶或束縛在兒童安全座椅。

• 必須協助子女在‘安全門’上下車輛。  

不論孩子的年齡，切勿讓孩子在沒有成年人的監
護下留在車上。如果沒有人照管，尤其是在炎熱
天，兒童很快便會發生脫水、熱衰竭和器官衰竭
的情況。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
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
部份。

和孩子分享的訊息

• 扣好前與後  
(Click, clack, front and back)

• 要始终系好安全带

• 在行人道的一邊上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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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握著孩子的手  
兒童走路時很容易分心，而且因為身形太小，司機難以看到他們；他們也未能預計或識別危險，並且傾
向衝動行事。

和子女談談有關行人路的安全行為  -  由於行人路接近馬路，車輛可能進入或離開車道，所以不是可以
安全玩耍的地方。

子女未及 8 歲，在以下情況都應該握著他們的手：

• 在行人路

• 在停車場

• 橫過馬路時

孩子 10 歲以前，都必須小心照管，在橫過馬路時握著他們的手。

如果您不能和孩子一起，安排一個您信賴的成年人陪伴他們。

放學後，在學校的大門和子女會面。下課後孩子可能會很興奮、分心或疲倦，而且往往沒有注意他們自
己的安全。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部份。

和幼稚園到二年級的孩子分享的訊息

• 在以下情況，握著成年人的手：

 - 橫過馬路時

 - 在行人路上

 - 在停車場

和三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分享的訊息

• 在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

• 每次橫過馬路時，停下來！  
觀望！ 聆聽！ 想想！ (STOP! LOOK! 
LISTEN! THINK!) 不停檢查情
況直至安全地橫過了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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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配戴頭盔安全騎車 

配戴頭盔

法律規定，您的子女在任何公眾地方騎自行車時
都必須配戴頭盔。頭盔必須符合澳洲和新西蘭的
標準，您的子女應將頭盔妥善配戴在頭部並繫
好。頭盔應該牢固地扣好，使其不會晃動或滑向
一面。

務必確保子女在以下情況配戴頭盔 - 

• 騎自行車

• 玩腳踏板車

• 溜冰

• 玩滑板 

• 玩滑輪

安全地騎車

雖然兒童很快學會踏板，轉向和煞車，但是他們
還沒有準備好在往來交通附近或道路上騎車。
在 10 歲以前，兒童騎車時應遠離車輛和車道。

騎自行車、腳踏板和玩滑板最安全的地方是在有
圍欄的範圍內。這讓孩子不會騎車進入或跌倒在
行人路或道路上。16 歲以下的兒童可在成年人陪

同看護下在人行道上騎行，除非人行道設有標誌
明確規定禁止騎車。在車道附近，騎車人士必須
特別小心謹慎，因為會有車輛出入。

在十字路口，騎車人士必須下車以行人身份推著
自行車橫過馬路，並跟從停下來！觀望！聆聽！
想想！(STOP! LOOK! LISTEN! THINK!) 的步驟。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
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
部份。

和幼稚園至四年級的兒童分享的訊息

• 騎車或溜冰時必須配戴頭盔

• 騎自行車時遠離馬路

和五年級至六年級的兒童分享的訊息

• 騎車或溜冰時必須配戴頭盔

• 騎自行車時遠離繁忙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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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在學校附近地區安全駕駛和停泊車輛的指南 
上課下課期間就是學校外面的繁忙時間，行人和車輛熙來攘往，因此您在時速 40 公里的學校區域應特
別小心。

• 安全和合法地停泊車輛，即使這意味要走較遠的路才能到達學校
大門。停泊標誌的安排，是以兒童的安全為考慮的。

• 在學校區時，將車速減慢至時速 40 公里，並留意過路處。

• 在學校週圍地區，務必按照合法方式泊車和轉彎。

• 切勿並排停泊車輛，因為會為兒童帶來危險。

• 掉頭和三點掉頭都是危險的。

• 切勿在巴士區或學校巴士站停泊車輛。

• 確保孩子使用安全門（靠近行人道的側門）上下車。 

• 在有監督的過路處，遵守學校過路監督員的指示。

• 以身作則，為子女建立安全和體貼行為的榜樣，他們會向您學習的。

記住必須讓路給行人，尤其是進出車道時。不要在學校的車道或學校停車場的入口停放車輛。使用學校
建議的下車和接載區是一個好的做法，這有助在學校上課日的繁忙時段保持孩子的安全。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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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在學校過路處週圍保持安全 
為了您子女的安全，確保他們使用學校過路處是
很重要的。

您必須在過路處的行人路停下，在道路的邊緣往
後最少一步等候。

如果有學校過路監督員，應等候他們截停車輛並
通知您過路。

如果您在開車，不要繼續前進，直至過路監督員
不再舉起標誌，或直至過路監督員指示您可以再
繼續通過過路處前進。

兒童過路處

兒童過路處通常都是在學校上課前或下課後使用
的臨時過路處。這些過路處也可以在其他時候使
用，例如兒童在學校旅行或休息時間使用。在展
示  ‘兒童過路’   (Children   Crossing)    標誌的地點， 
如有行人在等候過路，您必須在白線停車。駕駛
者必須保持停定直至過路處沒有行人。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
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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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時速 40 公里學校區
時速 40 公里學校區讓學校附近道路的交通減慢，在學童人數眾多的時段和地點，這有助保障兒童在上學
和放學途中的安全。大多數的學校區都是在早上 8 時至 9 時半及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4 時運作的。即使沒
有看到學童，時速 40 公里學校區的車速限制也必須遵守。

時速 40 公里學校區在所有公佈的學校日都運作，包括員工發展日（沒有學生的日子)。雖然有些學校可
能有不同的學期時段，但在新州政府訂定的學校學期期間，必須遵守學校區的時速限制。

您可以在以下網頁查閱學校學期的日子：

• roadsafety.transport.nsw.gov.au 

• educationstandards.nsw.edu.au

• education.nsw.gov.au

為了提高駕駛者對時速 40 公里學校區的警覺，設立了三角形的‘龍牙’道路標誌，表示汽車正進入學 
校區。 

如果在時速 40 公里學校區沒有遵守車速限制，會被罰款和扣分。有關罰款和扣分的詳情， 
請瀏覽 rms.nsw.gov.au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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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在學校巴士附近安全地駕駛
開車經過讓學童下車或上車的學校巴士時，車輛必須遵守時速 40 公里的限制。這車速限制適用於所有
和學校巴士開往同一方向的車輛，不管巴士是停止或在開動。

巴士的前方和背後的燈號會閃爍，提醒駕駛者可能有兒童正在或將會橫過馬路。

由於巴士是大型和重型車輛，不會快速停下，因此記著：

• 巴士的燈號閃爍時，減低車速至時速 40 公里

• 讓路給巴士

• 留意過路的孩子

• 切勿停泊車輛在或巴士站或巴士區附近

非正式的學校巴士站

非正式的學校巴士站沒有標誌指示，通常在郊外地區設立。巴士站可能在房子的前面，或在路邊，結果
可能是較難看到孩子。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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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道路上屢添亡魂。 
我們的目標是零死亡。

幫助兒童安全上下巴士
您的子女在下巴士的數分鐘，有最大的機會遇到
危險。以下是一些您可以減低這些危險的方法：

• 務必都在巴士站接孩子。切勿在馬路的對面和
孩子會面，也不要在對面呼喚他們。

• 等候巴士離去，然後選擇一個安全的地點橫過
馬路。記住停下來！觀望！聆聽！想想！

• 如果您未能接孩子，安排另一位可信賴的成年
人代替您。

• 在巴士站等候，在路的邊緣往後最少一步站
定。 

• 務必等候巴士離開後，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橫過
馬路。

• 如果巴士有安全帶，扣上安全帶。

以身作則，為子女建立安全的行人行為的榜樣，
孩子會學習您的安全使用道路習慣，這有助他們
長大後獨自走動時繼續這些良好習慣。 

在您的子女八歲以前，在行人道、停車場和橫過
馬路時握著他們的手。他們 10 歲前，小心監護，
在橫過馬路時，握著他們的手。

停下來！（STOP） 
在路緣往後一步站定

觀望！（LOOK） 
不停觀望往來車道

聆聽！（LISTEN） 
往來交通的聲音

想想！（THINK） 
橫過馬路是否安全，並持續觀
察直至安全地橫過了馬路

和幼稚園到二年級的孩子分享的訊息

• 在以下情況，握著成年人的手：

 - 橫過馬路時

 - 在行人路上

 - 在停車場

 

和三年級至四年級的兒童分享的訊息

• 橫過馬路時握著成年人的手

• 在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

 

和五年級至六年級的兒童分享的訊息

• 每次橫過馬路時，停下來！ 觀
望！ 聆聽！ 想想！不停檢查情
況直至安全地橫過了馬路

幼稚園至六年級

• 等待巴士離開後，在一個
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

要知道更多關於保障兒童在學校附近地區的安全
的資訊，請參閱 safetytown.com.au 的父母資訊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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