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技大學109學年度
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及輔導

歡迎委員蒞校指導



項次 行程 內容 時間 地點

一 13：00~13：10 主管致詞 10分鐘

第二研討室二 13：10~13：15 召集人致詞 5分鐘

三 13：15~13：35 學校簡報 20分鐘

四 13：35~14：05 實地勘察 30分鐘 現地

五 14：05~14：45 書面資料查閱 40分鐘 第二研討室

六 14：45~15：30 與師生訪談 45分鐘 第二、三研討室

七 15：30~16：00 綜合座談 30分鐘 第二研討室

八 16：00 恭送

教育部109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行程



交通安全教育簡報

報告人：王選賢主任
110 年 04 月 22 日



簡報大綱

貳、組織與計畫執行

參、教學與輔導

肆、創新措施與優良事蹟

一、危險路口及違規行為掌握

二、滾動式檢討改善安全措施

三、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活動

四、校內交通安全維護與設施

壹、學校環境簡介



壹、學校環境簡介



學校地理位置暨交通示意圖

1.雙捷運、高鐵、台鐵均在10分鐘路程。
2.鄰近第1、3高速公路及台65、64號道。
3.公車路線多達20餘線，交通便利。



校園周邊主要危險路段

停車場出入口

校門口及道路

校門口旁有國軍
福利站、社區車
輛出入口及主、
幹道匯集，易發
生人車爭道情形

出口為五叉路交
會且由新海路出
入至停車場易產
生視線死角



學校教職員及學生人數

 教職員人數
專任教師 267人
兼任教師 350人
計畫人員 15
行政職員 156人
工友 22人

合計810人

 學生人數
專科部 1,519 人
大學部 6,572 人
進修部 3,141 人
碩士班 35 人(含在職專班)

合計11,267人



師、生使用交通工具情況分析

區分 大眾
運輸 機車 汽車 自行車 步行 合計

人數 8,866 2,154 356 16 685 12,077

比例 73.4% 17.8% 2.9% 0.1% 5.7% 100%

停車位 1,361(4) 218(5) 16

大眾運輸

73.4%

機車

17.8%

汽車

2.9%
自行車

0.1%
步行

5.7%

大眾運輸
機車
汽車
自行車



貳、組織與計畫執行

交通安全
教育會議

交通安全
教育推動
組織與計

畫



職稱 行政職務 工作職掌

主任委員 校 長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全盤事宜決策

副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 襄助主任委員綜理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全盤事宜。

副主任委員 學生事務長 綜理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全盤事宜

執行秘書 軍訓室主任 襄助學務長綜理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全盤事宜。

委員 總務長 校園交通安全設施建置及改善相關事宜

委員 進修部主任 進修部學生各項交通安全教育全盤事宜

委員 生輔組組長 各項新生訓練及交通安全教育學生宣導工作

委員 課指組長 推動學生社團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工作

委員 事務組組長 車輛入校申請管理及交通號誌、標線設置等事宜

委員 衛保組組長 協助交通安全推廣工作與協助學生辦理平安保險

委員 學生自治會會長 彙整學生意見並協助推行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顧問 海山分局交通組長 協助推行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並提供建議與諮詢

顧問 新海派出所所長 協助推行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及交安事故處理

顧問 忠誠里里長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並提供相關建議與諮詢

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與推動

訂定交通
安全計畫

執行
成立交通
安全組織

交通安全委員會
行政主管會議
防災委員會
校務會議
學生社會長會議

宣教計畫、
活動、講習
及預算規畫

滾動式檢討



交通安
全會議

行政主管會議

•商討研議預防事
故管制作為等多
項教育宣導措施

災害防救委員會議

•一級主管交通安
教育宣導工作

學生社會長大會

•宣導交通安全
相關規定

全校性校務會議

•說明交通安全相
關改善執行成果
及年度宣教重點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與推動



完善交通安全計畫策訂

交通安全委員會

核定計畫

教育宣導

活動實施

成果分析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與推動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與推動

項目 年度重點工作 辦理單位

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

1.四大守則與五大運動觀念
2.導入168交通安全入口網及防衛駕駛
3.交通安全教育宣導週
4.特定對象交通安全教育

軍訓室

交通設施
維護管理

1.停車場出入口設施改善工程
2.誠信館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3.校內人車分道管制

總務處

交通安全
維護改善

1.檢視校區週邊危險路段與交通環境設施，協
調權責單位協助改善

2.建立交通意外聯絡窗口及學生交通意外事件
處理機制，實施交通安全事件緊急處理通報

軍訓室
總務處



交通安全教育經費支出統計

年度
項目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 59,234 42,820 45,470

交通車 642,700 330,150 0
交管人員保險 20,790 20,790 20,790
送醫交通補助 5,610 5,610 5,610
校園交通工程
維護設施修繕 322,348 217,260 85,680

義交經費 140,500 74,000 46,000

無障礙空間 0 17,968,000 2,450,000

合計 1,191,182 18,658,630 2,653,550



參、教學與輔導
一、危險路口及違規行為掌握



危險路口、行為與交通違規掌握

危險路
口檢討

校安通
報及平
安保險

違規查
察合作

與里長
睦鄰合
作

機車證
申請管
制

滾動式檢
討修正



＊依據交通部168交通安全入口網檢討本校周邊交通事故熱點

校園周邊主要危險路段檢討



學生申請平安保險及校安統計

區分 108-1學期 108-2學期 109-1學期

平安保險 119 113 88

校安通報 4 20 20

人數

死亡 0 0 2

受傷 119 113 86



與警方合作違規查察

於本校門口文化路一段311巷設
置科技設備監視器材，迄今已取
締241件。



里長睦鄰合作

每學期初配合鄰近里長
針對學校周邊巷道違規
停放機車張貼勸導單



機車證申請管制

每學期由導師及總務處提供申請
機車停車證同學名單，分批辦理
交通安全研習，研習結束均於駕
照上張貼合格證明。



參、教學與輔導
二、滾動式檢討改善安全措施



168網站本校周邊危險路段預防宣導措施

項次 地點 件數 死亡 受傷 預防宣導措施

1 民生路二段 (新北
市板橋區) 28 0 38

勿超速並注意交通號誌，隨時注意車
前狀況，支道的車輛，應讓主幹道車
輛先行，行駛時勿太接近大型車

2
文化路一段、縣
106、民生路二段(
新北市板橋區)

15 0 22 注意勿超速及隨意變換車道，變換時
先打方向燈並保持適當車距

3 陽明街 (新北市板
橋區) 7 0 8 人車混行，提醒同學勿任意穿越道路

駕駛車輛應禮讓行人先行通過

4 漢生西路 (新北市
板橋區) 6 0 8 遵守交通號誌遇轉角及巷口處須放慢

車速

5
新海路、漢生西路
119巷、漢生西路(
新北市板橋區)

3 0 4 注意交通號誌秒數變換以及對向來車
以餘光查看死角

6 民生路、陽明街 (
新北市板橋區) 3 0 3 注意轉彎處來車及行人出入，隨時注

意照後鏡，注意後方人車行跡



學生車禍狀況分析調查

學生辦理學生車禍平安保險同時要求填寫車禍狀況分析調
查表俾利檢討後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重點



區分 108-1學期 108-2學期 109-1學期

平安保險 119 113 88

人數
死亡數 0 0 2

受傷數 119 113 86

駕照
有 119 113 87

無 0 0 1

酒駕
有 0 0 0

無 119 113 88

安全帽
有 0 0 0

無 119 113 88

發生
時段

上課 15 13 6

非上課 104 100 82

學生車禍狀況分析調查



交通安全及A1事件檢討

109-1學期有2位A1事件，其中1位無照駕駛且未滿18歲。
學生安全帽多為半罩式安全帽，安全性不足。
發生時段多為非上課時間，經檢討為打工及夜遊。
宣導對象以四技為主，宜再擴大宣教範圍及對象。
態樣 無照駕駛 安全帽安全性 非上課時段意外

改進措施

1.加強學生法治觀念
2.輔導學生考照
3.五專家長親師座談
與聯繫

1.宣導騎乘機車務
必配戴安全帽

2.提案校友會捐助
全罩式安全帽

1.加強生活常規宣導
2.運用相關課程宣導用
路安全及遵守交通規
則正確觀念

3.導入168機車危險感
知教育平台，建立學
生防衛駕駛能力

對象
大學一年級

五專生
大學生
五專生

大學生
五專生



交通安全措施改善

109年5月邀請交通局、忠
誠、幸福、文德、公館里里
長共同會勘幸福路、漢生西
路、文化路等號誌及減速標
線等交通安全相關設置。

後門外漢生西路及新海
路口交通號誌因秒數不
足，導致人車爭道影響
安全，協調交通局將秒
數增加至23秒。



交通安全設施改善

109年6月與海山分局交
通隊會勘本校後門新海
路與漢生西路交叉口監
視器裝設。

108-1學期交通安全委員
會與市府研議於校門口文
化路一段311巷巷口設置
科技設備監視器材。



誠信館改建交通安全措施

陳報工地交通
安全維持計劃

工地與教學區隔
絕並關閉後門

開放側門提供
中午用餐



申請設立U-BIKE站

建議市政府於校門外人行道設立U-BIKE站，108年正式
啟用，讓學生減少騎乘機車，降低危險因子。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檢討

每學年訂定交通安全教育計畫，於相關活動實施後，抽樣
學生進行滿意度調查，作為滾動式修正之依據。



參、教學與輔導
三、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活動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活動

•對象：全校師生

•方式：會議、活動、宣導、環境、網路、月刊

•重點：四大守則、五大運動
普遍性宣導與活動

•對象：申請車證、違規、車禍、境外生及社團

•方式：研習、活動、宣導

•重點：防衛駕駛、用路安全、遊覽車安全

針對性宣導與活動

•對象：五專2、3年級及四技一年級

•方式：入班宣導、活動

•重點：法規、168交通安全入口網運用

融入式宣導與活動



普遍性宣導與活動
校長給全校學生家長
一封信叮嚀交通安全

致理科技大學交通安
全宣言



普遍性宣導與活動

學生新生訓練，實施交
通安全宣教並發放交通
安全卡，提醒注意安全

利用導師會議及系院會
議等時機，強化導師交
通安全觀念



普遍性宣導與活動

利用校園內電子看板、
宿舍公布欄及網頁平臺
播放交通宣導警語，相
關案例與重要規定登載
於學務搶鮮報。

印製交通安全宣導卡運
用各項宣導活動時發放。
#運用班級幹部LINE群組
及學校致理人Facebook
發送交通安全訊息。



普遍性宣導與活動

設計「交通安全教育情境廊道」分成機車交通安全宣導
區及行人安全宣導等二大主題區。



針對性宣導與活動

運用交通部製作「外籍人
士在臺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印發給本校外籍學生，提
醒注意交通安全。

召集申請機車停車證、
違規即發生車禍同學，
分批辦理交通安全研習。



針對性宣導與活動

配合每學期學生社會長大
會宣導交通安全相關規定
並由幹部轉達社團成員。

針對學生社團辦理行前安
全教育，須注意租車及車
輛運輸安全。



針對性宣導與活動

107年12月份成立機車研
究社，培養正確騎乘觀念
及機車維修保養原理。

每個月社課均邀請專家講
授機車相關設備維修與安
全注意事項。



宿舍及崇德志工社自治幹部於
每學期開、離宿期間均協助大
門警衛於校門口依人車分道，
引導學生家長車輛出入及停放

校慶暨運動大會開閉幕期間，
由學生志工服務隊30名學生，
於本校重要路口指引維護學生
安全。

針對性宣導與活動



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及
統測等校內外重大活動因校
門口人車眾多，均請新海派
出所派出員警協助周邊交通
安全維護。

結合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服務學習模式」，大手牽
小手由本校艷陽志工社至江
翠國小宣導交通安全教育活
動。

針對性宣導與活動



融入性宣導與活動

109學年度由通識中心規畫開設通識(創)-智慧運輸
與生活課程，教學規劃中會有一週安排校園交通安
全觀念課程班。

學期別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課人數

108-1 通識(創)-智慧運輸
與生活 吳繼熊老師 60人

109-1 通識(創)-智慧運輸
與生活 吳繼熊老師 57人



輔導教官於系週會時間針
對該系實施交通安全教育
相關宣導，加強同學對安
全駕駛的認知。

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一
年級必修），結合學校周
遭路況實施宣教。

融入性宣導與活動



參、教學與輔導
四、校內交通安全維護與設施



校內交通安全維護與設施

人車分道

• 校園人行

• 車入地下室

• 大門管制

友善環境

• 無障礙電梯

• 殘障停車位

• 殘障坡道

工程管制

• 隔絕教學區

• 單一出入口

• 防護設施

交通管制措施 交通警語設置



校園人行

人車分道

車入地下室 大門管制



無障礙電梯

友善環境

殘障停車位 殘障坡道



隔絕教學區

工程管制

單一出入口 防護設施



本校因校園腹地狹窄，平面道路規劃路線為行人道路，
為維護校園行人安全於學校大門口設置限速交通標誌，
校內車輛速限為15公里，避免車速過快造成危險。

交通警語設置



中午開放側門供師生外出用餐，由教官或校安人員與警衛於
漢生西路151巷實施交管，以確保同學行的安全。
嚴格要求機車送餐不得進入校園，由同學自行至校門取餐，
以確保校園內行人安全。
協商新北市交通隊於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上、放學尖峰期間
支援義交1名，協助後門車道交通秩序維護險。

交通管制措施



肆、創新措施與優良事蹟



運用數位教學導入168安全網並與同學在線上互動

優良創新-教學



108-1及108-2學期圓通
雅筑宿舍學生上放學專車
接送

優良創新-措施

新生手冊(電子檔)列入本校交
通資訊搭乘方式說明，鼓勵新
生踴躍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及說
明校園交通安全(危險)熱點圖，
提醒注意交通安全。



誠信館改建關閉後門，中午
時段開放「側門」出入用餐

優良創新-措施

學校圍牆鋪設行人專用道



與海山分局及新海派出所
建立Line群組，發現危安
狀況可及時聯繫警方協助
處理。

優良創新-措施

媒體報導本校交通
安全宣導效果。



優良創新-措施

設計「交通安全教育情
境廊道」

利用自製AI人工智能送
餐車同步宣導交通安全



優良創新-設施

校園內樓梯均加裝木條，
避免行動不便者上下樓時
踩空以維護其行走之安全

協助提供5輛電動輪椅
供行動不便同學使用



簡報完畢

恭請指導



實地訪視路線

編號 地點

1 大門

2 忠孝樓

3 信義樓

4 地下停車場

5 側門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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