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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學生們「快快樂樂上學校，平平安安回家

去」是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最欣慰的事，更是本局

推動交通安全業務的核心理念。

本（100）年度為使交安輔助教材更具創意及互
動性，以符應e化資訊時代潮流，特向交通部申請補
助經費，委請南湖國小承辦交安教學電子書研發專

案，希望「交安資源“e＂起享」，寓教於樂，深化
學習效果。

今年研發的交安電子書共六本：「認清標誌安

全行」（國小低年級適用）、「交通運輸節能減碳」

（國小中、低年級適用）、「臺北交通逍遙遊」（國

小中、高年級適用）、「交通 LOHAS 」（國中適
用）、「交通心關懷情」（高中職適用）、「美麗家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謹識 2011.10 

園城市」（高中職適用）。內容包括趣味動畫、教

材、學習單、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等，內容詳盡

充實、生動活潑。

這套電子書除了交安教學資源外，同時涵蓋交

通運輸節能減碳的環保意涵。希望各級學校積極推

動、落實交安課程，結合節能減碳的環保概念，培養

孩子正確的認知與守法的習慣，將交通安全教育落實

於日常生活中。

本局對於南湖國小及參與編製的老師們，毫無

保留提供創意並費心編輯這套電子書，表達最深的敬

意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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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方式及內容：

口頭分享、分組競賽、個別活動及團體分組

活動參與學習單、實作評量、紙筆測驗。

(一) 口頭分享：學生能說出交通安全與關懷經歷。

(二)  分組競賽：從分組競賽中學生能思考交通安全
與關懷進而尊重生命、道德守法。

(三)  學習單：學生能寫下過去經驗中交通安全與關
懷之標語與法律規範。

(四)  實作評量：學生能關心生活周遭的人、事、
物。

(五)  紙筆測驗：學生能寫出這學期要探討的各種議
題。

1.  交通安全教育是隨時隨地隨機可進行的教育，
只要教師能用心教學，可見其成效，從自身生

活技能融入學習，藉各個交通工具應注意事

項，經交通安全教育引導，發揮公德心與關懷

心。能遵守、實踐力行並進而延伸至生活中。 

教學小叮嚀



2.  活潑生動、把握多元教學、學習單資源運用，
交通安全教育引導可深入深省。

3.  可能遇到討論時間不夠，應預留多些時間作討論。

4.  透過分組活動與交通事故故事激發學生思考，
表達意見。

5.  教學流程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要能
符合目標。

6. 教學內容豐富，時間安排視情況由教師調整。

7.  評量方式：個別活動及團體分組活動參與、學
生發表親身經歷過之交通事故。交通關懷趣味

接龍競賽遊戲均列入評量方式公平性多。 

8.  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與價值，在於對生命的尊
嚴品質重視，合作學習、分組討論、問答法均

達成促進師生互動。

9.  藉由傾聽與討論的過程可得知學生價值取向，
於學習過程中自我辨證價值。

10.  在課程教學應用與交通安全與關懷活動進行同
學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亦可觀察綜合活動中

學生認真與融入。     



維護交通安全及良好的秩序是要靠大家努力，能注

意遵守交通安全，人人有責；尊重生命，關懷交通，交

通好環境，生活更來淨。在臺灣事故傷害佔十大死因第

五位，因交通事故而死亡人數又佔整個意外死亡人數的

第一位，令人心驚動魄，預防重於治療，防範於未然，

從日常行動中，執行與自我實踐，建立良好的交通道德

和交通文化。

前言

交通安全教育是交通安全首要任務—馬路如虎

口，深耕交通安全教育從小開始。

交通心 關懷情9



一則感動人的故事

刻骨難忘，交通關懷—宇哲同學         

學期一開始，總有一群群活潑、充滿朝氣的

新生，踏入學校，踩著新鮮人的足跡；穿梭於校

園，生活中盡是期待、希望、快樂。

望著這一群群孩子，總會憶起一個愛的故

事，想到他，我總是在開學的一堂課，不厭其煩

地向新同學訴說著宇哲的故事。宇哲是一個性情

溫和、善解人意、熱心助人的好學生，在高二的

某一天，第一次留校晚自習。回家前先打電話通

知爸爸。

宇哲：「爸爸！我晚自習快結束了，現在準

備好會搭公車回家！」爸爸：「現在已有點晚，

爸爸去接你回來好了。」宇哲：「不用了！搭公

車很快就會到了！那我準備了！」

10一則感動人的故事



宇哲搭上公車。由於一天的勞累讓他不知不

覺地在車上睡著了，待驚覺醒來時已到站，背著

厚重的書包，睡眼惺忪地匆匆下車，不幸的是他

的書包被夾在車門縫隙，身體被拖行二、三十公

尺，當場死亡。

教官室同仁幫他處理意外事故時，更意外

地從生活輔導自傳中看到：「我叫宇哲……從小

我非常喜愛動物，看到小貓、小狗受傷會幫忙包

紮、換藥，將來想當一個懸壺濟世的醫師，救助

更多病人，希望三年後我的願望能達成，這是我

這輩子最大的願望。」看著自傳，想到宇哲悲天

憫人的胸懷，令人動容！當我們把這份資料拿給

宇哲的爸爸、媽媽，泣不成聲的宇哲爸爸自責不

已地說：「當天在電話中我告訴他，爸爸到學校

接他，他堅持不要，要自己回家，如果我去接他

就沒事了，宇哲也不會死的這麼慘。」再多的如

果也喚不回青春年華的宇哲。

宇哲爸爸安葬完兒子，還親自到教官室致意

與感謝，並捐贈學校一百萬元，作為宇哲醫學獎

交通心 關懷情11



學金，凡是在校學生在大學聯考考上醫學院或在

校成績優異進步同學均可獲得，宇哲的愛將永留

校園中。校慶當天頒發宇哲醫學獎學金，好似可

看到宇哲又回到學校來走一走、看一看，他熱愛

的校園。 

說完宇哲遺愛校園的故事，看著聚精會神的

學生，也不忘提醒新鮮人隨時注意自己的交通安

全，每年的開學總讓我感傷地懷念起這樣一個學

生―宇哲，縈繞於心而久久不能釋懷。

郭靜靜《人間福報》

12一則感動人的故事



1. 意外事故故事分享：你有沒有經歷過交通事故或
友人的故事？ 

2. 關於交通事故發生狀況，每天在媒體都上演，也
都有不同程度的傷害，我們每個人都應認識交通

安全尊重生命，關懷交通，掌握自身幸福，讓我

們來聽聽這些人的故事。   

(1) 植物人關懷故事—尊重生命。一點一滴皆關
懷—創世基金會的大愛，62%的植物人肇因
於車禍，每位植物人每月花費約 6 萬元的醫
療照顧費用，隨時需護理關懷。植物人每二小

時翻身一次，每二小時到三小時換尿布一次。

(2) 火燒車意外事故—1978 年生，韓國梨花女
子大學幼兒教育系畢業。2000 年大四在一場
火燒車意外中全身 55% 重度燒傷，雖保住性
命，但卻面目傷殘。住院七個月，歷經 11 次
手術，卻告訴所有人：我現在很幸福！

1. 關懷篇 尊重生命，關懷交通情

交通心 關懷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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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關懷篇：尊重生命，關懷交通情

植物人每二小時翻身
一次，每二小時到三
小時換尿布一次。

植物人肇因於車禍，
需護理關懷。

■�圖片來源：創世基
金會，郭靜靜。

■�資 料來源：
《李知宣的故
事—哭過才知
有幸福》生命教
育學科中心電子
報，第3 8期，
孫效智。

創世基金會



3.  交通關懷趣味接龍競賽與數來寶活動。  

(1) 每兩位同學一組學習單，討論出最理想交通關
懷趣味接龍字語。     

(2) 最先完成又全對者選最優良三組上臺接受鼓
勵，予記獎勵優點。     

交通關懷趣味接龍 直行　1、2、3、4、5
橫行　a、b、c、d、e

(3)交通關懷宣導數來寶活動。      

十次車禍九次快，遵守交通安全，

人人有責呀！人人有責

騎機車，請戴安全帽；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上車請繫安全帶呀！安全帶。 

人守法，車禮讓，路安全； 
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呀，唯一的路

綜括：分享對交通之關懷能保護自己尊重生命。

交通心 關懷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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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關懷宣導數來寶活動。      

十次車禍九次快，遵守交通安全，

人人有責呀！人人有責

騎機車，請戴安全帽；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上車請繫安全帶呀！安全帶。 

人守法，車禮讓，路安全； 
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呀，唯一的路

綜括：分享對交通之關懷能保護自己尊重生命。

認真進行接龍遊戲。

完成最優良第一名。 最優良第二名。 最優良第三名有兩組並列。

認真進行接龍遊戲。

161  關懷篇：尊重生命，關懷交通情

學習單下載

WORD

圖片來源：郭靜靜



1. 衛生署公佈事故傷害之現況：國人十大死因事故
傷害高居第 5 位。

2. 意外篇 一時之快，交通生意外

國人十大死因線性圖

病名 名次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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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

1.34%
3.26%3.49%3.74%

3.99%
5.93%

7.17%

9.09%

9.33%

2. 臺北市的交通事故現況—每年交通
事故而死亡約 100 人，臺灣每年約 
3,000 人死於車禍，機車、行人、
自行車車禍受害占八成。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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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意外篇：一時之快，交通生意外



影響交通安全的要素，由「人、車、路」三個要素

所構成，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

3. 探討篇 意外事故，交通齊探討

道路交
通要素

環境
（路）

道路
結構

各種
汽車

交通
狀況

氣象
狀況

動力

機械車
照明

機車

慢車

車

人

搭乘者
駕駛人

行人

騎機
車者 騎腳踏

車者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中軍訓第一冊學生自保大進擊。臺北：幼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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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的因素：車禍事件、輪差死角酒後駕車、生理
疲憊等，注意力不集力、不守交通規則、駕駛人

視覺死角等。

2. 車的因素：交通安全你我他。十次車禍九次快 、
車輛機件故障，維護檢查之疏忽，行人行走務必

小心，車輛行駛未依序前進，像螃蟹霸道橫行，

都是車禍主因。

3. 環境因素：安全的行為及環境隱藏危險。天
候、光線、道路缺陷及交通狀況等因素，

注意造成環境中之意外規範：開車途中手

持大哥大說話，罰鍰3,000元，騎機車中手
持大哥大說話，罰鍰1,000元。

綜括：假如人是一顆西瓜，為了「行

的安全」，別拿寶貴的生命去冒險，成為

輪胎下的悲劇。

道路
結構

交通
狀況

氣象
狀況

道路
設施

騎腳踏
車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保
護您小祕方—車禍時保障自己
的權益 http://www.npa.gov.tw

警察路邊酒測。駕駛開車途中打手機不但違
法且危險。

203  意外篇：意外事故，交通齊探討



行車路段隨時停看聽，注意夜間照明更重要。認識

交通安全，為自己、為家人。

預防交通事故發生，防範於未然。

行人、行車之安全、禮讓的美德、肇事處理程序對

自身生命安全意義的省思。

4. 預防篇 防範未然，預防重治療�

遵守交通規則，尊重自己跟他
人生命。

交通心 關懷情21



(一) 行人安全

1.行走於行人穿越道。

2. 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道
路。 

3. 夜間或陰雨天應著鮮明衣物，善用反光飾物、照
明工具。

行人請走天橋、地下道或行人穿越道，並於夜間和陰雨天著鮮
明衣物。

224  預防篇：防患未然，預防重治療

圖片來源：郭靜靜



(二) 行車有序、停車有律、行路有禮

1.十字路口停看聽，保持安全間距。

2. 走路、穿越道路時應專心注意左右來車再通過，
使用行動電話暫停路邊再通過。 

(三) 行車有禮讓人先行，禮讓是美德。

請優先讓位給老人、孕婦、行動不便及抱小孩的乘

客，電梯、電扶梯安全宣導，請禮讓博愛座。照顧隨行

孩童、刷卡看螢幕、禁入軌道區違者重罰。

行車應保持安全車距。 十字路口停看聽。

交通心 關懷情23



走路、穿越道路
時 應 專 心 ， 注
意左右來車再通
過，使用行動電
話暫停路邊再通
過。

隨時隨地發揮愛
心，禮讓給需要
的乘客。

244  預防篇：防患未然，預防重治療

圖片來源：郭靜靜



(四) 肇事處理程序

1.�臨場如何處理？�       
 無人傷亡交通事故。      
 有人受傷或死亡交通事故。 

2.�如何報案？        
 交通事故時應立即報警處理（報案電話：110）。 

3.�現場處理完畢後應注意辦理那些事項？�  
a  民事賠償  b  初步分析研判   
c  刑事傷害告訴 d  肇事逃逸案件

★ 處理程序中應保持：

(1)�心平氣和� � � � � � � �

不可驚慌失措，救人為先，對錯、責任問題交

由警察處理。

(2)�安全第一        
維護自己及現場其他人員的安全，豎立三角警

示牌，人員迅速撤離道路外。

(3)�報警處理� � � � � � � �

不在現場爭論誰是誰非，立即撥 110 請警察處
理，遇肇事逃逸車輛，應記下車號、車型、顏

色並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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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迅速就醫� � � � � � � �

撥打 119 叫救護車，傷勢嚴重的傷患不可任意
搬動。

綜括：認識交通安全，為自己、為家人，預防及處

理交通事故發生應得宜。

264  預防篇：防患未然，預防重治療

圖片來源：郭靜靜



道德判斷要注意些什麼！

意圖與行為的關係如何？

安迪和賴瑞與白麗三人行一起開車出遊，安迪無

照駕駛，由於疏忽安迪導致車禍，白麗到達醫院前已死

亡，賴瑞在急診室經急救後亦不治，安迪嚴重內出血，

送開刀房前，向女醫師坦承車是他開的。

但是開完刀後，安迪安全度過危險，媽媽來院探

視，詢問車是誰開的？安迪把肇事責任推給經急救後死

亡的賴瑞，導致賴瑞的母親除了喪子憂傷外加自責，這

一切情形都被女醫師看到與聽到。

有一天女醫師來查房，詢問安迪為什麼說謊？如果

你是安迪，你會承認嗎？ 

5. 法律篇 人人守法，道德應自律�

���分 組 討 論 活 動 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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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闖禍少年的道德兩難    

  分組討論      你會承認嗎？

 將全班分成七組， 每六人一組，選一組長帶領討
論，選發表者一名。

我們每個人都做過錯事，做過傷害別人的事！問題

在於你要不要承擔？

1. 安迪害怕的是法律的制裁，還是良心的譴責？

2. 安迪在法律的制裁上可以逃避嗎？

3. 良心的譴責逃得了嗎？

4. 如果你是安迪，你會怎麼說？

5.  安迪無照駕駛致車禍肇事，就法律層面他必須
承擔那些責任？

���分 組 討 論 活 動 進 行

285  法律篇：人人守法，道德應自律

學習單下載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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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明安迪承認肇事與否？
　　在法律與道德的比較。

不承認肇事 承認肇事

好處

(或許)不用接受刑

法、民法及交通管理

條例之罰責。

1.�可以坦然面對友人
的母親、被撞死女

孩的家屬。

2.�逐漸降低良心上的
譴責。

壞處

1.�一輩子愧對友人的
母親、被撞死女孩

的家屬。

2.�一輩子遭受良心的
譴責。

1.�可能被判刑。

2.�必須賠償民事責
任。

3.�無照駕駛將被罰、�
家長要接受道安講

習。

綜括：讓同學去省思如何道德的生活？

(1) 在所有合理可預期的範圍內尋求最大的善
(2) 兩害相權取其輕
(3) 為了讓自己幸福而道德
(4) 不以人為工具而道德
(5) 寬恕別人才能解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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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方式
學生人數
（2,525人）

佔全校學生
人數比率

自行走路 22 0.87%
自行車 5 0.20%
機車 3 0.12%
大眾運輸工具 2,440 96.63%

家長接送 55 2.18%

說明：以大眾運輸工具占 96.63% 為最多。受地區環
境之優勢影響，老師與學生搭捷運到市政府站下車 5 分鐘
可到校。又有臺北市唯一電動天橋之通道運用在安全維護

上能注意交通關懷。

維護交通教育是首要進出捷運應注意事項：

(1) 進出車站，請多利用免費換乘公車。

(2) 進出捷運請攀持手扶梯。

6. 教育篇 維護交通，教育是首要

某高中學生通學方式統計

306  教育篇：維護交通，教育是首要



(3) 各捷運站均有詢問處。  

　 A.悠遊卡加值服務  B.ic單程票購買  C.票卡查詢

(4) 捷運之美，讓我們的交通更完美。
　  A.搭捷運注重禮儀排隊進出車箱內。 
  　B.捷運系統禁止事項：最高罰鍰 7,500 元。

 (a) 吸菸含菸蒂。   
(b) 隨地吐痰含檳榔汁、渣。 
(c) 拋棄紙屑含核、汁、瓜果皮。  
(d) 禁止飲食區內飲食含飲料及嚼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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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教育篇：維護交通，教育是首要
圖片來源：郭靜靜



(5)  學校之交通安全教育篇—隨機隨處宣導交通安
全教育。

　A. 學校之交通安全教育；文宣、廣播、短片、動
畫、網站。

　B.學校之交通安全教育影片、跑馬燈。
　C.交通安全教育海報展現、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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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標語設計   

  分組討論      列舉五個最有創意的口號，看看哪
　　　　　　　　　一個對你最具震撼力？

先將討論五個標語寫在學習單上，再選最優兩個。

 1. 將全班分成七組， 每六人一組。

 2. 每組思考具創意的宣導標語五個。

 3. 每組將最具震撼力之二個標語書寫黑板上。

 4. 全班票選出最優前三名並記優點加分。

7. 宣導篇 今日交通，有愛倡宣導

舉例

1 醉不上道。��������������������

2 讓一步保百年身。��

3 尊重路權，你我安全。������

4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5 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6 逞快一時，悔不當初。��

7 珍惜生命勿蛇行、勿飆車。������

8 馬路如虎口、行人靠邊走。

9 流汗總比流血好，請戴安全帽。

10紅燈停、綠燈行、黃燈要注意。�

347  宣導篇：今日交通，有愛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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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思考具創意的宣導標語
五個寫在學習單上。

票選最佳標語。 名次揭曉。

1 2 3開車用3C，
保證慘CC。

馬路如戰場，

莫使血流江。

騎車要戴安全帽，

不然摔車頭凹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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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思考具創意的宣導標語
五個寫在學習單上。

每組將最具震撼力之二個標語書寫黑板上。

名次揭曉。

騎車要戴安全帽，

不然摔車頭凹凹。

367  宣導篇：今日交通，有愛倡宣導

圖片來源：郭靜靜



(一) 說明認識交通標誌對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1. 認識警告標誌、禁制標誌、遵行標誌。

2. 讓交通標誌保護您回家。

8. 輔導篇 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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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行車安全：大家來找碴？單車所需安全配備
你準備好了嗎？ 

1. 瞭解規定更要確實遵守

(1) 頭部保護最重要，只要撞擊腦易受傷害。

(2) 安全帽是絕對必要的裝備，不可忽略。

38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圖片來源：郭靜靜



2.自行車上捷運搭乘步驟

(1) 嚴禁使用電扶梯。

(2) 採人車合併收費單程收費新臺幣 80 元整。

(3) 車門內最多可停兩輛自行車。

(4) 旅客攜帶自行車 應「車不離身」。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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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行車行車安全騎乘常識 

(1) 違反標誌、標線及號制罰鍰（300~600元）

(2) 勿行駛及穿越快車道。

(3) 勿闖紅燈。

(4) 不逆向行使車道。 

3

40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 2009。



(三) 騎機車安全：輕、重型機車的世界

1. 交通自律—操控與駕馭的同時讓安全無慮。

(1)  騎車要戴安全帽，頭部安全最重要，安全帽讓
安全到。

(2) 未戴安全帽罰 500 元。

(3) 未滿 18 歲不騎機車。

2. 維持良好車況，熟悉基本維修常識

(1) 不可無照駕駛，如未遵守罰鍰（6,000~12,000元）。

(2) 機車應定期保養與檢查以保障騎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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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抽籤方式組別。

2. 以猜拳決定進行順序。

3. 同學可以由以下觀點去思考：

　(1)  青少年的飆車行為會不會引發衝動
（生理）？

　(2)  青少年的飆車行為會不會滿足慾望
（心理）？

　(3)  青少年的飆車行為會不會引發犯罪
（社會）？

辯論活動—

青少年的飆車行為攻防戰

42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規則說明

　攻防戰最後的優勝由老師做裁決。

　 辯論的人員：正反兩方，各推派出賽辯士三
位，指定其中一位兼任結辯。

　 發言程序：發言時間採「1．1．3」制，
即：正方說明 1 分鐘、反方說明 1 分鐘、結
論 3 分鐘。

　 計時方式：計時人員於 30 秒按鈴負責，並以
按鈴一響，1 分鐘按鈴兩響按鈴方式告知。
時間屆滿即應停止發言，否則視為違規。

　  同學的輔助：非發言者不得於攻防戰進行時
發言，但准許以紙張主動傳遞資料給發言

者。

正反同學發言順序如下：   
a. 正方一說明，1 分鐘；反方說明，1 分鐘。 
b. 正方二說明，1 分鐘。反方二說明，1 分鐘。 
c. 正方三說明，1 分鐘。反方三說明，1 分鐘。
d. 正方結論，3 分鐘。反方結論，3 分鐘。
（派三人中一位做結論，結論順序視當場比賽前抽籤

決定）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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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搭公車安全：應先了解行經路線

1. 禮讓座位給孕婦、老人；必要時戴口罩。

2. 車上請勿暄嘩，持手機時，請輕聲細語。 

3. 禁止車上吸菸、喝飲料及車內亂丟垃圾。 

4. 下車時候，請注意右後方來車以策安全。 

5. 貴重物品隨身攜帶，防人多擁擠遭猥褻。

　 評分標準：各組說明、答辯表現 (30％) 及整
體架構 (20％)、團體合作 (50％)。 

6

44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圖片來源：郭靜靜



(五) 汽車行車安全

 1. 評估駕駛人身心狀況，注意力及判斷力不佳時
不貿然上路。

 2.保留充裕應變時間，提前採行警示措施。

 3.遵守交通規則，不可心存僥倖。

 4.為了您及家人請繫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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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關懷」百萬中學堂活動

一．實施方法

1. 將全班分成兩組競賽。

2. 兩組各選一個回答問題同學。

3. 由該同學選出協助他且很會答題同學一名。

4.  這兩位同學如答不出來再選臺下同組求救
（選我！選我！）

5.  兩組各七題以答最快、最正確為優勝隊伍與
獎勵。

46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二．A組題目

1.  高中職生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以那一項造成傷亡最多？  

2. 學生無照駕駛罰款多少元？  

3.  禮讓是美德，在捷運車上請優先讓位給那些乘客？ 

4. 民國九十九年事故傷害佔十大死因第幾位？

5. 青少年學生幾歲才可以騎乘機車？

6. 騎乘機車及汽車中打大哥大各罰款多少？ 

7. 青少年請勿飆車，因為十次車禍幾次快？ 

三．B組題目

1. 意外事故發生時，需打幾號電話呼叫救護車？

2.  在捷運系統之禁止事項違反規定：最高罰鍰多少元？ 

3. 專門收容照顧植物人的公益機構？  

4.  造成植物人之原因，比例最高的是(1)溺水(2)車禍(3)電擊傷

5. 喝酒不開車，請接下一句？  

6. 喝酒之後絕不開車上路，請猜一句成語？

7. 騎乘坐機車未戴安全帽罰鍰多少元？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解答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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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海報設計競賽

1.  全班分為七組，每組六人，製作一張海報設計參與校
內競賽。

48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圖片來源：郭靜靜



2.  急救護理課程設計與急救器材及優秀海報展覽。

 交通安全教育作業—我家的交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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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引導思考，我們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交通安全之

重要性，為自己與家人；交通關懷與交通之愛在生活中

滋長。遵守交通規則，事故不再有，臺北有愛，交通有

禮。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508  輔導篇：明日交通，期望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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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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