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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相信許多駕駛朋友都曾經有過一面開車、一

面緊盯著儀表板上指數的經驗-首先是在高速公路

上，常常有較慢的車輛擋在你前方的路上，但前方

車輛卻不願意再做任何的加速行為，讓人不免懷疑

是不是自己己經超速了？再者是當自己遵循著道路

速限行駛，但卻沿路不停地被超車，不免讓人懷疑

難道是其他駕駛都不遵守交通規則、超速行駛？當

然，還有的人是因為特別愛聽引擎的排氣浪聲，所

以開車時永遠要注視著儀表板，在腳踩油門的同

時，感受『時速錶』努力攀升的超快感。

當然，造成以上情況經常在出現的最大因素通

常是源自於每位駕駛者的開車習慣及是否遵守交通規

則的道德問題，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車輛

『速率計』(通稱為時速錶) 顯示結果，造成駕駛者誤

會，連帶影響了行車速率。簡單來說，就是車輛的時

速錶會與真實車速有些許誤差，而此誤差在無形當中

就讓駕駛者的認知上吸收到錯誤的訊息(如圖1所示)。

二、法規簡介

時速錶，能夠反映車輛移動的速度，使駕駛

者於道路行駛時，作為控制車速非常重要的參考指

標，也讓駕駛者得以遵照道路速度限制行駛。但事

實上，並非每部車輛的時速錶所顯示之參考車速都

一樣，有些車輛時速錶顯示誤差小，而有些車時速

錶顯示誤差大，為了使每部車的時速錶誤差範圍差

距不要太大，目前交通部規定國內各個上市車款，

皆必須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二十二、速率計』

之法規規範。接下來我們即將藉由本文的分享，介

紹幾項時速錶的測試重點，也讓大眾對於時速錶的

誤差值有基本的概念。

速率計法規檢測，其檢測內容須滿足表1之測

試條件，再依據廠商宣告之最大車速，進而決定測

試時之測試車速。因此，車輛最大車速不同，其所

需執行之測試車速也會有所差異(如表2所示)。另

外，由表1中可知，儀錶指示速率（V1）永遠不可

小於真實速率（V2），也因此有人戲稱它為「快樂

錶」，意思是指錶速誤差範圍多寡即代表速率錶帶

給駕駛者"快樂"的程度。

您是路隊長嗎？ 
       - 速率計檢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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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速率計實測結果顯示



30  車輛研測資訊 2009-12

http://www.artc.org.tw

☉ 速率計應具有公制單位，且其顯示應位於駕駛

人直接視野區且應於日夜均清晰可見。

☉ 速率計刻度從有指示數字之第一刻度起應為

1、2、5或10 km/h之間隔。

☉ 速率值指示間隔：

． 速率計標度盤最高值未超過200 km/h者，速

率值指示間隔應不超過20 km/h；標度盤最高

值超過200 km/h者，速率值指示間隔應不超

過30 km/h。 

． L1類車輛之標度盤最高值不得超過80 km/h，

且速率值指示間隔應不超過10 km/h。

☉ 以無負載條件（空車重＋駕駛員＋必要儀器）

且依下列速率測試，指示速率必須永不少於真

實速率且速率計標度盤指示之速率（V1）與真

實速率（V2）間應滿足

三、實例說明

依據上述，當檢測速度越高，法規所允許錶速

與真實車速之差異可越大，以錶速120 km/h之速度

點為例，依表1所述公式，V1以120 km/h計之，所

求結果V2之容許範圍，約略在106~120 km/h之間，

所以不同的車輛，同樣依照錶速120 km/h行駛，所

獲得之結果也可能會不同，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時

候，駕駛依錶速行駛，但卻不小心成為"路隊長"的

原因了。

那麼，我們自己的愛車時速錶，究竟是參照

什麼訊號源做為依據的呢？以摩托車而言，最常見

的則是依照輪胎轉速，經由齒輪及鋼索傳遞至儀錶

板，經由輪胎的尺寸以及轉速的計算，獲得時速。

另外還有各種方式可以推估計算出車輛的行駛速

度，例如可以參考變速箱輸出軸轉速訊號、ABS輪

速訊號等，作為速度訊號輸出之依據，其中還有電

子式以及機械式之區分。但不論以何種訊號擷取方

式或形式，通常傳動系統是最具參考價值之理論機

械轉數。不過，若是車主更換輪胎時，沒有依照原

廠指示規格替換，或是另外變更最終傳動齒輪比，

也都會對時速錶之準確性有所影響。

舉例來說，最常見的情況是許多車主想要將

自己車子的鋁圈升級加大，卻不了解輪胎規格的

意義，而擅自改變了原廠的設定，例如將16吋輪

胎升級為17吋，輪胎從原本的205/55R16更換為

205/45R17，輪胎總直徑則會由原本的631.9 mm變更

為616.3 mm，若更換為205/50R17，則可能出現車速

大於錶速之結果(如表3所示)，所以駕駛可能在不知

不覺之情況下，收到超速罰單。雖然205/45R17規

格之輪胎，其誤差結果與205/50R17規格之輪胎相

比較，誤差已相對減少許多，但是若該車輛的時速

▼ 表1. 速率計須符合之條件

▼ 表2. 測試車最大速率所須對應之測試速率表

製造廠宣告最大速率（Vmax） 測試速率（V1）

Vmax ≦ 45 80%Vmax

45 ＜ Vmax ≦ 100 40 km/h與80%Vmax

（若80%Vmax大於55 km/h才需進行測試）

100 ＜ Vmax ≦150 40 km/h、80 km/h與80%Vmax

（若80%Vmax大於100 km/h才需進行測試）

150 ＜ Vmax 40 km/h、80 km/h與12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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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原本就相當準確者(如圖2所示)，則有可能造成真

實車速較錶速還要高之情形發生。所以，因為輪胎

的改裝，可能造成真實車速較時速錶顯示速度慢上

許多、或者真實車速高過於錶速，這都是不好的現

象，甚至還會因而衍生出駕駛上的危險，這些都是

車主要改裝愛車前應該注意的事項。

四、結  語

基於行車安全之考量，大多數車廠在車輛出

廠前，會將車輛速率計之顯示速度調校高於真實車

速，僅有少數之車輛會非常接近真實車速。也許消

費者會問究竟是美國車系、歐洲車系、還是日本車

較準？目前則並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來佐證。但無

論如何，只要各位能遵循道路指示速限行駛，一般

而言是用不著擔心會有超速被開罰單之疑慮。相對

地，要如何避免自己因為時速錶的誤差而當了擋路

的"路隊長"？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在高速公路上

行駛時，千萬不要霸占內側車道，因為最內側的車

道是做為超車用之車道，霸佔內側車道的結果會

造成許多交通問題，如：高速公路便利性變差、後

方車輛可能改由慢車道超車，進而與慢車發生追撞

的機率提升、同時也有可能會被後方車輛追撞，或

者後方車輛為了保持安全距離，降

低速度同時被其他車輛追撞等。總

而言之，每一部車的速率計都不可

能百分之百準確，最重要的是不要

隨便改裝車輛以及遵守交通規則，

才是確保大家『平安出門、快樂回

家』的不二法門喔！

詳細法規內容，可上網查詢車輛安全檢測基

準，即可查詢到詳細內容。此外，CNS機動車輛速

率計(2008年制定草案)與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二十二、速率計，判定基準之差異比較及車輛種類

表可參照表4、5。

▼ 表3、輪胎尺寸與車速之差異比較

▼ 表4. 判定基準之差異比較表

輪胎尺寸
標準輪胎 比較輪胎1 比較輪胎2

205/55R16 205/45R17 205/50R17

輪胎總直徑(mm) 205×0.55×2+16×25.4
＝631.9

205×0.45×2+17×25.4
＝616.3

205×0.5×2+17×25.4
＝636.8

輪胎圓周長(mm) 631.9×π＝1985.17 616.3×π＝1936.16 636.8×π＝2000.56

真 實 車 速 1 0 0 
km/h輪胎所需轉
速

840 rpm 860 rpm 833 rpm

與原車相同轉速
時之結果比較

100 km/h 97.58 km/h 100.82 km/h

▲ 圖2. 速率計錶速與真實車速之比較

CNS機動車輛速率計
(2008年制定草案)

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二十二、速率計

●  顯示速率(V1)不應小於真實速率

(V2)。試驗時之顯示速率(V1)如第

4.8節所示，下列為顯示速率(V1)

與真實速率(V2)間之相對關係。

．對於M及N類車輛： 

0 < (V1 - V2) < 0.1 V2 + 6 km/h;

．對於L3、L4及L5類車輛： 

0 < (V1 - V2) < 0.1 V2 + 8 km/h;

．對於L1及L2類車輛： 

0 < (V1 - V2) < 0.1 V2 + 4 km/h.

●  以無載條件(空車重+駕駛員+

必要儀器)且依下列速率測試，

指示速率必須永不少於真實速

率且速率計標度盤指示之速率

(V1)與真實速率(V2)間應滿足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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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判定基準之差異比較表

車種代號 車種敘述 車種代號 車種敘述

L 車輛數量少於4之機動
車輛。

L1 車輪數量2，使用汽缸容積不超過50cm3
之內燃機，且設計速度不超過50km/h之車輛。

L2 車輪數量3，使用汽缸容積不超過50cm3
之內燃機，且設計速度不超過50km/h之車輛。

L3 車輪數量2，使用汽缸容積超過50cm3
之內燃機，且設計速度超過50km/h之車輛。

L4 車輪數量3，使用汽缸容積超過50cm3
之內燃機，且設計速度不超過50km/h之車輛。

L5 車輪數量3，車輪配置不對稱於車體縱向中心截面，使用汽缸容積超過50cm3
之內燃機，且設

計速度超過50 km/h之車輛(加裝邊車之機器腳踏車)。

M 車輪數量至少4，用於
載客之機動車輛。

M1 駕駛座以外，不超過8個座位之載客車輛。

M2 駕駛座以外，超過8個座位，且總重量不超5公噸之載客車輛。

M3 駕駛座以外，超過8個座位，且總重量超過5公噸之載客車輛。

N 車輪數量至少4，用於
載貨之機動車輛。

N1 總重量不超過3.5公噸之載貨車輛。

N2 總重量超過3.5公噸，但不超過12公噸之載貨車輛。

N3 總重量超過12公噸之載貨車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