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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活動時間 

起 104 年 09 月 22 日 

迄 104 年 09 月 29 日 

 

 

 



104 年 09 月 22─29 日 

樹德科技大學交通安全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填表 104 年 10 月 05 日 

一、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樹德科技大學學務處生輔組 

活動名稱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及地點 

(一)104年 09 月 22日（週二）上午 10時至 12 時，地點：DB0139 

(二)104年 09 月 29日（週二）上午 10時至 12 時，地點：DB0134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參加人數 全體師生約 387人 

活動性質 ■講座  □研習會  □活動 

二、經費憑證名細 

經費項目 金額 憑證單號 備註 

講師 

鐘點費 
6,528 #01  

印刷費 4,350 #02  

獎品 500 #03  

雜支 292 #04  

    

總計 11,670   

預算經費：        新台幣 11,670元正 
實際補助經費：    新台幣 11,67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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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內容﹙過程、特色﹚ 
    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週，以提供師生交通安全方面多一層的認知，針

對目前最新交通法規說明及交通意外事故原因分析，及關於用路之相關知

識等，以免造成生命、財產之損失宣導交通安全之重要，提高交通安全常

識認知，並力求師生行為實踐，防止交通意外事故發生，確保師生上下學

之安全，提昇國民「行」的素質，和生命安全之保障，特辦理此宣導。 

 

四、活動效益 

    為了提供師生交通安全方面多一層的認知，針對目前最新交通法規說

明及交通意外事故原因分析，及關於用路之相關知識等，以免造成生命、

財產之損失宣導交通安全之重要，提高交通安全常識認知，並力求師生行

為實踐，防止交通意外事故發生，確保師生上下學之安全，提昇國民「行」

的素質，和生命安全之保障。 

五、檢討與改進﹙優缺點﹚ 

優點： 

初淺易懂，活潑生動。 

缺點： 

部份學生精神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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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心得 
最具代表性照片 1張：﹙請以數位電子檔調整大小﹚ 

 

 

心得報告：﹙看圖說故事﹚ 

    藉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間理所雍聰敏課長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三民第一分局陳楨筌副分局長分別講述台灣地區101年度機車事故(A1

類)死亡1201人，所佔比率為58.87%。機車是二輪車輛，穩定性不如汽車，

外在環境容易影響駕駛人的騎乘狀況。而且機車沒有保護乘員的外殼，

一旦發生意外，往往會造成嚴重後果。因此在騎乘機車時，除了遵守交

通規則，也要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才能避免悲劇發生。 

    常用汽機車防禦駕駛及車禍案例影片宣導觀賞與分析讓同學知道高

雄市103及104年A1車禍特性分析、造成交通事故之因素、肇事案例談預

防之道、肇事現場處理、肇事後待處理課題等課題使同學更明瞭『行的

安全』的重要、危機意識及如何防範交通事故發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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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照片﹙請附至少 10 張以上彩色相片﹚ 
活動名稱：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時間：104 年 09 月 22 日 地點：設計大樓 DB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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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演講內容的滿意度方面： 

 

 



 

 

 



 

 

 



二、對於活動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