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樹德科技大學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108學年度第 1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專題講座活動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活動時間 

起 108年 10月 07日 

迄 108年 11月 18日 

 

 



如上述時間 

樹德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成果報告             

 填表 108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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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 1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專題講座活動 

活動時間 

(一)108年 10月 07日(週一)1010時-1200時。 

(二)108年 10月 08日(週二)1010時-1200時。 

(三)108年 10月 08日(週二)1310時-1500時。 

(四)108年 10月 15日(週二)1310時-1500時。 

(五)108年 10月 16日(週三)1010時-1200時。 

(六)108年 11月 18日(週一)1010時-1200時。 

活動地點 圖資大樓 L0105大禮堂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參加人數 全體師生約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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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6 #01  

助理講師鐘點費 9,786 #02  

印刷費 9,300 #03  

獎品 500 #04  

雜支 1,609 #05  

總計 40,761   

預算經費：        新台幣 40,761元正 

實際補助經費：    新台幣 40,761元正 

 



 

樹德科技大學校園安全週─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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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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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等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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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師生「行」

的安全，和生命安全之保障，特辦理此宣導。 

 

四、活動效益 

    為教導交通安全知識，落實交通安全向下紮根，深入校園，建立學生

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及正確的路權觀念，養成「守法、友善、安全」的駕駛

習慣，促進行車安全及改善交通秩序，特辦理此宣導。 

 

五、檢討與改進﹙優缺點﹚ 

優點： 

初淺易懂，活潑生動，講師以實例宣導，加強安全觀念。 

缺點： 

部份學生精神不振。 

 



 

樹德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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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輔導組邢鼎賢組長頒發高雄市區監理所、光陽駕安中心團隊及講

師感謝狀，本次宣導聘請高雄市區監理所及光陽駕安中心團隊宣導最新交

通法規及講述車禍肇事預防與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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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後待處理等課題，讓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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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108-1 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專題講座活動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時間：如上述時間 地點：圖資大樓 L0105 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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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專題講座活動 

【問卷調查】 

 

 

 

 

 

 

☆此部分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當的□中打勾。 

一、基本資料 

1.單位：1.□管理學院 2.□設計學院 3.□資訊學院 4.□應用社會學院 

2.性別: 1.□男 2.□女 

3.年級：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四年級 5.□碩士班一年級 6.□碩士班二年   

  級 

4.本活動訊息來源：□有人介紹 □公文 □網站 □海報 □e-mail □其他＿＿＿＿ 

二、對於演講內容的滿意度                               

 1.非常 
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
不滿意 

1.本活動主題和內容相符 □ □ □ □ □ 

2.本活動演講流程順暢 □ □ □ □ □ 

3.本活動演講時間安排適切 □ □ □ □ □ 

4.本演講提供之資料具參考價值 □ □ □ □ □ 

5.本活動演講者的安排適宜 □ □ □ □ □ 

6.本演講內容對個人的助益程度 □ □ □ □ □ 

三、對於活動安排 

 1.非常 
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
不滿意 

1.您對本活動之整體安排感到 □ □ □ □ □ 

2.您對本活動之場地與設備感到 □ □ □ □ □ 

3.您對本活動之時間安排感到 □ □ □ □ □ 

4.您對本活動工作人員之服務品質感到 □ □ □ □ □ 

四、其他建議： 

                                                                                    

                                                                                    

                                                                                    

～問卷到此結束 謝謝您的填答～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參與本活動，期盼本場活動的安排與專題演講，能讓您在學生學習及自

我專業知能提升有所裨益。為使往後活動更趨完善規劃，煩請用您寶貴的幾分鐘填寫本問

卷，並請您在離開會場之前，將本問卷交給報到處工作人員，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樹德科技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敬上 

演講時間： 

 



(一)對於演講內容的滿意度 

 

 



 

 

 



 

 

 



二、對於活動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