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州交通事故夺走了无数生命。 
我们的目标是“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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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孩子安全地往返学校
让您的孩子和其他人在每天上学和放学的时段更加安全，您可以做以下一些事情：

• 确保使用正确安装并且符合您的孩子的年龄和
身材的儿童安全座椅，把您的孩子牢固地束缚
在座椅中。

• 进入校区后时速千万不能超过 40 公里，同时注意 
可能在学校周围走动的儿童。

• 注意观察巴士上的灯号是否在闪烁。巴士上有
灯号闪烁时表明前方可能有儿童正在穿越马路
或他们正准备穿越马路。学校巴士的灯号闪烁
时，所有车辆时速都不能超过 40公里。

• 必须要给行人让路，尤其是进出车道的时候。

• 在学校周围停车和调头转向時必须依法行事。
学校周围在上学和放学的时段非常繁忙，因此
U 形转弯或三点转弯都是非常危险的。

• 让孩子在靠近学校一边的指定接送区上车和下
车。千万不要在马路对面呼喊孩子，因为他们
可能不注意交通情况便跑向您。

• 让孩子从“安全车门”下车，远离旁边驶过的车
辆，这样最安全。“安全车门”是您的汽车左后
方靠近人行道的那扇车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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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一起安全地步行往返学校

您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步行上学和回家，这不仅是
共渡亲子时光的好机会，还可以促进他们养成注
意安全的良好行为。

帮助孩子在行走时保持安全，您可以做以下一些
事情：

• 告诉孩子如何在走路时保持对交通环境的警 
觉性。

• 规划和练习往返学校的路线，以便尽量使用人
行横道过马路。

• 时刻牵住孩子的手。儿童需要您的帮助才能识
别危险情况，例如有车辆从车道驶出等。 
同时，他们也很容易分心，漫不经心就走进了
往来的车辆中。

• 在学校大门附近接孩子，不要在马路对面呼喊
他们。

• 向孩子解释为何您选择穿越马路的地点是最安
全的。

• 提醒您的孩子要做到停！看！听！想！ 
(STOP! LOOK! LISTEN! THINK!) 每次穿越马路
时都要持续观察往来交通，直至安全到达对面
人行道为止。

• 告诉您的孩子为什么在穿越车道、道路或
停车场之前要做到“停！看！听！想！”。

您可以教年幼的儿童安全行走的行为，并陪同他
们一起练习。这将有助于他们长大后单独行走时
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注重安全的行人。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
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与幼儿园至二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在以下时候一定要牵住成年人的手：

 - 穿越马路

 - 行走在人行道上

 - 行走在停车场内

与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在安全的地点穿越马路

• 停！ 看！ 听！ 想！ 每次穿越马路时都
要这样做，并要不停地观察往来
交通，直至安全过完马路为止。

停! (STOP!) 
在路边时后退一步

看! (LOOK!) 
不停地观察左右两边的交通路况

听! (LISTEN!) 
注意听车辆驶近的声音

想！ (THINK!) 
此时过马路安全吗 ？不断观察往
来交通，直至安全过完马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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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儿童在汽车内和下车时的安全

当有撞车事故发生时，正确束缚在合格的儿童安
全座椅上的孩子死亡或受伤的可能性相对要低一
些。

四岁至七岁的儿童不能坐在有两排或更多排座椅
的车辆的前座，除非后排的所有座位都已经被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并且年龄小于七岁的儿童占用。

国家儿童安全束缚法例规定，当有儿童乘车时， 
您必须依照以下要求将儿童固定在车内的座椅中：

0 – 6 个月 
使用核准的向后型婴儿汽车座椅。

6 个月 – 4 岁 
使用核准的向后型或向前型婴幼儿汽车座椅。

4 岁以上 
使用核准的向前型幼儿汽车座椅或增高座椅。

身高 1.45 米或以上 
这是建议可使用成人腰肩式安全带的最矮身高。

请浏览 childcarseats.com.au 了解详情或者搜寻
并比较不同的儿童安全座椅。

帮助您的孩子在汽车内和下车时保持安全，您可
以做以下一些事情：

• 成年人打开“安全车门”之前，儿童必须留在车
内。“安全车门”是您的汽车左后方靠近人行道
的那扇车门。

• 在车内睡着了的儿童必须要牢固地系扣安全
带。

• 您要协助自己的孩子系扣安全带，并一定要检
查确认安全带已经拉紧，没有扭曲。

• 立下规定，只有在所有乘客都系扣安全带或牢
固地束缚在儿童安全座椅内之后才能开车。

• 总是记得帮助您的孩子从“安全车门”上下车。

切勿在没有成年人看管的情况下将任何年龄的儿
童留在车内，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如果无人看
管，儿童会迅速脱水、热衰竭和器官衰竭。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
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与您的孩子分享的信息

• 扣好前与后 (Click, clack, front and back)

• 要始终系好安全带

• 在人行道一侧上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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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住孩子的手  
儿童行走时很容易分心。由于他们身材较小，所以难以让驾驶员看到。他们也没有能力判断或识别危险
情况，并且行为都较为冲动。

告诉您的孩子在人行道上要注意的安全行为，比如人行道靠近马路，同时会有车辆进出车道，因此在人
行道上玩耍是不安全的。

孩子年满八岁之前，您在以下地方行走时都要牵住他们的手：

• 人行道

• 停车场

• 穿越马路

孩子十岁之前，您要非常小心地看管他们，每次穿马路时都要牵住他们的手。

如果您不能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行走，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成年人陪同他们。

放学时在学校大门外等候您的孩子。孩子下课后可能会很兴奋、注意力分散或疲倦，因此常常不注意自
己的安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与幼儿园至二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在以下时候一定要牵住成年人的手：

 - 穿越马路

 - 行走在人行道上

 - 行走在停车场内

 
与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在安全的地点穿越马路

• 停！ 看！ 听！ 想！ (STOP! LOOK! 
LISTEN! THINK!) 每次穿越马路时
都要这样做，并要不停地观察往来
交通，直至安全过完马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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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头盔和安全骑车 
佩戴头盔

您的孩子在公共场所骑自行车时一定要戴头盔，
这是法律规定。头盔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国家标准，并要安全和牢固地戴在孩子的头上。
头盔必须系扣带子并拉紧，不能套在头上晃动或
滑向一边。

一定要记得检查确认您的孩子在骑自行车或玩耍
任何有轮器材时佩戴了头盔。这些器材包括：

• 自行车

• 脚踏滑板车

• 旱冰鞋

• 滑轮板

• 滑轮鞋

安全骑车

虽然儿童很快就会掌握蹬车、转向和刹车，但是
这并不等于他们具备了在有车辆往来的地区附近
或街道上骑车的能力。年龄未满十岁的儿童应在
远离车辆和车道的地方骑车。

有围栏的区域是儿童骑自行车、玩滑板车和溜旱
冰的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这能让儿童不至于进入
或跌倒在人行道或路面上。如果人行道没有特别
标志规定不能骑车，16 岁以下的儿童可在成年人

陪同看护下在人行道上骑行，除非人行道设有标
志明确规定禁止骑车。骑车接近车道时需要特别
小心，因为可能有车辆出入。

来到十字路口，骑车的人必须下车，推车步行过
马路。不要忘记停！看！听！想！(STOP! LOOK! 
LISTEN! THINK!) 这几个步骤。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
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与幼儿园至四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玩滑板、滑轮或溜旱冰时一定要	
戴头盔

•	骑自行车时要远离道路

与五级年和六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玩滑板、滑轮或溜旱冰时一定要戴
头盔

•	骑自行车时要远离交通繁忙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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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周围安全驾驶和停车注意事项
每天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是学校周围行人和车辆交通的繁忙时间，因此当您驶入时速限制为 40 公里的学
校区域时必须额外小心谨慎。

• 即便你不得不要走较长的路才能到学校门前，也要安全合法地停车。
停车标志的安放位置考虑到了保障儿童安全的要求。

• 进入学校区域时必须降低车速至每小时 40 公里以下，并要特别留意人行横道。

• 在学校周围停车和调头转向時必须依法行事。

• 并排停车会给儿童带来危险，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做。

• U形转弯或三点转弯都是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

• 千万不能在巴士专用区或校车专用区内停车。

• 确保您的孩子使用“安全车门”（靠近人行道一侧的左后方车门）出入车辆。

• 来到有人监督的人行横道前时，必须听从学校交通监督员的指挥。

• 以身作则，为您的孩子树立注意安全和体量他人的行为榜样。他们会向您学习。

记得一定要给行人让路，尤其是进出车道的时候。不要在学校的车道上或学校停车场的出入口停车。 
养成总是使用学校建议的下车和接载区的好习惯。这有助于在上学和放学这两个最繁忙的时段尽量保障
儿童的安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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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学校人行横道周围的安全 
为了您孩子的安全，确保他们一定要使用学校周
围人行横道过马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来到人行横道前要停下，站在人行道上等候。站
立位置至少要离开路边一步。

如果有学校交通监督员指挥，必须等候他们截停
了车辆并叫唤您之后才开始穿越马路。

如果您在开车，此时必须停止前进，等待交通监
督员不再举起标识牌或他们示意允许您通行之后
才能继续越过人行横道前进。

儿童人行横道

儿童人行横道是通常在学校上课前和放学后临时
使用的横穿道路步行区域。它们也可能会在其他
时候使用，比如学生们外出远足或在休息的时候
穿越马路。当您看到“儿童人行横道”（Children 
Crossing）旗帜标识同时有人正在准备过马路，您
必须在白线前停车等候。在行人没有走完之前，
您的汽车必须保持原地不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
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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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区域时速 40 公里限制
为了减慢学校周围的交通速度，学校区域的道路有最高时速 40 公里的限制。在上学和放学时段内，
学校周围的儿童人数很多，这一规定有助于保障他们在往返学校途中的安全。大多数学校区域在上
午 8:00 至 9:30 以及下午 2:30 至 4:00 实行时速 40 公里限制。在这两个时段内，您即便在学校区域没有看
见学生，也必须遵守时速 40 公里的规定。

这一限速规定在公布的开学日期内每天都运作，包括在教职员发展日（无学生的日子)。部分学校可能
有不同学期时段，但是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法定开学期间您都必须遵守学校区域车速限制的规定。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查询各学期的起止日期：

• roadsafety.transport.nsw.gov.au 

• educationstandards.nsw.edu.au

• education.nsw.gov.au

为了提高驾驶人员对学校区域时速 40 公里限制的警觉，进入规定学校区域之前可以看到三角形龙牙锯
齿状排列的标志。

如果违反学校区域最高时速 40 公里的规定，您会被罚款，驾照会被扣分。有关罚款和扣分的详情可浏
览 rms.nsw.gov.au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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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巴士周围安全驾驶
开车经过学校巴士时，如果有学生正在上下车，您的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 40 公里。任何与学校巴士相
同方向行驶的车辆，无论巴士是在行驶中还是已经停下，都不能超过这一速度限制。

学校巴士前后方都会有灯号闪烁，提醒周围的驾驶人员注意前方可能有儿童正在穿越马路或他们正准备
穿越马路。

由于巴士是体积较大的重型车，因此不能很快停下来。所以请您记住：

• 巴士有灯号闪烁时，把您的车速降低至每小时 40 公里

• 给巴士让路

• 留意过马路的儿童

• 千万不要在巴士站、巴士专用区或它们附近停车。

非正式学校巴士站

非正式巴士站没有标记，常见于乡村地区。它们可能位于农场或房屋的门前，也可能在大路的一侧， 
因此较难看见儿童。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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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儿童安全上下巴士
儿童下车后的短暂时段受伤的几率最大。这里有
些帮助您减少此类危险的方法：

• 总是在车站等候你的孩子。千万不要在马路对
面等候或呼喊他们。

•	等待巴士驶离车站，然后再选择安全的地点过
马路。不要忘记：停！看! 听! 想！ 
(Stop! Look! Listen! Think!)

•	如果您不能去接孩子，安排一名可以信任的成
年人代劳。

•	在巴士站等车的时候，离开路边至少要保持一
步的距离。

•	一定要等待巴士驶离车站，然后再选择安全的
地点过马路。

•	如果巴士上有安全带，一定要系扣。

向儿童示范行人安全行为。儿童会学习您安全使
用道路的行为，这有助于在他们以后能够独自行
走时继续保持这些习惯。

您的孩子年满八岁之前，在人行道和停车场行
走，或者过马路时都要牵住他们的手。孩子十岁
之前，您要非常小心地看管他们，每次穿马路时
都要牵住他们的手。

停! (STOP!) 
在路边时后退一步

看! (LOOK!) 
不停地观察左右两边的交通路况

听! (LISTEN!) 
注意听车辆驶近的声音

想！ (THINK!) 
此时过马路安全吗 ？不断观察往
来交通，直至安全过完马路为止

与幼儿园至二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在以下时候一定要牵住成年人的手：

 - 穿越马路

 - 行走在人行道上

 - 行走在停车场内

 
与三级年和四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穿越马路时要牵住成年人的手

• 在安全的地点穿越马路

 
与五级年和六年级的儿童分享的信息

• 停！ 看！ 听！ 想！ 每次穿越马路时都
要这样做，并要不停地观察往来
交通，直至安全过完马路为止。

 
幼儿园至六年级

• 等待巴士驶离车站，然后再选择安全
的地点过马路。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保障儿童在学校周围的安
全的信息，请浏览	safetytown.com.au 网站的	
“家长信息”	部分。

道路安全
Chinese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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