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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交通安全專題」 
提綱： 

一、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請分享同學個人駕駛經驗。 

 

   題綱 

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電子四甲 

1、要遵守交通號誌，過馬路要減速慢行，開車或是騎車要專心，不要玩手機，行人要注意

四周狀況，過馬路不要滑手機，在車陣中因為每台車都有速差，有些人騎快也些人騎慢，

不要超速才安全。2、不要搶黃燈，不要和汽車爭道。3、要戴全罩式的安全帽，比較有保

障。4、夜間騎車有時會忘了開大燈，非常危險。5、要左或右轉時，一定要開左右轉燈警

示後方來車。 

機械四甲 

1、不要疲勞駕駛。2、不要酒後開車。3、在不熟悉的路段不要高速行駛。4、控制車內音

響音量。5、要繫上安全帶。6、要遵守交通規則。 

電機四甲 

1、行車前檢查：檢查輪胎及輪胎胎壓。汽車：安全帶、剎車系統、車頭燈、喇叭、雨刷

等。機車：頭燈、方向燈、煞車、輪胎胎紋等。2、不得疲勞駕駛、不超載、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3、遵守交通規則：不超速、不逆向超車、不闖紅燈。4、養成防衛性駕駛習

慣：控制車速、視線望遠、時刻準備突發狀況、保持警覺、專心駕駛。5、路況不熟不能騎

快，要隨時注意前方路面狀況。6、轉彎要養成打方向燈習慣，要提早 2~3 秒打方向燈，

機車要二段式待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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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電機四乙 

1、注意十字路口左右方來車。2、多注意後方來車。3、注意前方車輛燈號。4、與大車注

意保持安全距離及內輪差。5、停看聽。6、預知前方車動態。7、遵守交通規則。 

電機四丙 遇到紅綠燈要停看聽，即使是綠燈也要左右察看，因為可能會有人闖紅燈。 

工管四甲 

預防交通事故，必須對駕駛環境有所認識，駕駛環境如果熟悉的話，可以知道平時的路況

如何，其餘的預防則是不要違規，也要隨時注意周遭的人、車狀況。大家都遵守交通規

則，才是預防的最好方法。 

企管四甲 

1、依照交通號誌行駛，不闖紅燈。2、行駛中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3、遇到路口減速

行駛。4、在轉彎時行駛速度不要太快。5、維持良好車況，減少因車況發生意外的機率。

6、注意周遭狀況，小心行人或動物。7、過路口時，注意左右來車。8、騎乘機車要戴安全

帽。9、不要在行駛中，使用手機、抽菸…等等違規動作。 

企管四乙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要慢行。3、車流多的地方減速慢行。4、

騎車遵守二段式左轉。5、騎車、開車不要心不在焉，6、避免和大型車太接近。 

資管四甲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要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量。4、雨天路

滑要慢行。5、多善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資管四乙 1、上課提早出門，不搶快。2、轉彎確實打方向燈，遵守交通號誌。 

應外四甲 

1、行經巷口時，減速慢行，以免有人從巷口衝出。2、遇到轉角要轉彎時，要注意過馬路

的路人，突然衝出或停下，都不知該怎麼辦，要小心！3、不管騎車或開車應保持適當的安

全距離，避免與前車撞上。4、注意大車的動向，不要距離大車太靠近，適時注意路邊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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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向，避免有車衝出，造成危險。5、如果騎車一定要戴安全帽，除了安全之外也避免有不時

物體砸到。 

休運四甲 

1、避免疲勞駕駛。2、避免酒後開車。3、維持良好車況。4、避免違規駕駛。5、路況不

熟要慢行。6、行駛中不使用手機。 

資工四甲 

1、小心駕駛，注意道路安全。2、注意交通號誌！注意車距！3、不要紅燈右轉。4、多搭

公共交通。5、注意自己的行駛速度。 

觀光四甲 

減速慢行，轉彎時需打方向燈並減速轉彎車需禮讓直行車，勿搶黃燈，勿闖紅燈，乖乖遵

守交通規則。 

觀光四乙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若不熟悉要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量，確保

聽到車外聲響。4、司機右腳的位置正確以免反應不及。5、避免疲勞駕駛。6、保持安全車

距，不可任意變換車道。7、專心駕駛切勿嬉鬧。◎有次要從醫院回家拿健康檢查要用的照

片，在過馬路時，雖然有注意紅綠燈，但還是被其他機車給撞上，於是又再度回到醫院，

所以除了注意號誌以外也要注意車況，以保自身安全和他人的安全。 

妝彩四甲 

1、隨時注意周圍。2、超車前看後照鏡。3、不要隨意變換車道。4、隨時注意老人或騎破

車的人的動向，盡量遠離。 

妝彩四乙 騎慢一點，經過路口慢行，不騎在大車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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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時尚四甲 

1、有耐心，不要超車，不要生氣。2、要注意後照鏡，方向燈記得打。3、勿紅燈右轉，並

排騎車。4、遵守交通規則最重要。5、不要改車很吵。6、不要當屁孩叫囂，惹別人生氣。

7、安全帽戴好。 

數位四甲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要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量，不分心。

4、繫好安全帶，有嬰兒的話要讓他乘坐安全座椅。5、留意身心狀況，身體不適與喝酒

時，絕對不行駛。 

餐飲四甲 

1、紅燈停、綠燈行。2、十字路口或轉彎處，都要特別注意大型車，因為他們的車輛都有

死角，騎乘機車的人要注意左右來車。3、酒駕是每個人都不知道會有哪一天遇到，那也只

能加強的宣導，再宣導，喝酒就是不能開車，發生憾事才來後悔，這都是沒辦法挽回的。 

機械三甲 騎車騎慢點，注意前方路況，不要搶快。 

機械三丙 

1、降低行車速度，提早出來，避免騎快車，十次車禍九次快。2、多多禮讓不要一時搶

快，造成傷害。3、騎車要專心，馬路如虎口。4、騎車要戴安全帽。 

電機三乙 1、遵守燈號誌。2、勿搶快搶黃燈。3、騎車請戴安全帽。 

工管三甲 

1、上路時要專注路況。2、遵守交通規則。3、不要騎太快。4、維持良好車況。5、騎車

不要戴耳機，開車音響不要開太大聲。6、不要分心使用手機。 

國企三甲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為了行車安全，不能酒後駕駛。3、疲勞駕駛、酒後

駕駛、駕駛時打手機、發短訊等嚴重的違章行為，應該杜絕。4、路況不熟要慢行。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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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大雨天、起霧的天氣，也要保持慢行，注意和前方車輛保持一定距離。6、控制車內音響音

量。 

建築三甲 

1、遵守交通規則。2、禮讓行車、行人。3、行車不要騎汽車道。4、不要搶快。5、別走

路滑手機。 

企管三甲 

1、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2、變換車道先打方向燈，察看後照鏡。3、不跨越雙黃線超車。

4、山路盲彎多減速慢行。5、上路前簡單車輛檢查。 

企管三乙 注意路口號誌，禮讓行人，注意限速勿超速！ 

資管三甲 1、搭乘大眾交通工具。2、小心慢行。3、注意來車、不要飆車。4、小心三寶。 

應外三甲 

1、停紅綠燈，綠燈起步時，記得先看一看，以免有闖紅燈的。2、時速 60 以下，機車道

小心汽車(大型車)死角。3、起步時注意行人優先。4、請不要亂變車道，尤其到汽車道。

5、車內音樂勿太大聲，避免聽不要喇叭聲。 

資工三甲 1、不要出門。2、注意路況。3、遵守交通規則。4、避免與大車會車。 

觀光三甲 遵守交通規則，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觀光三丙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發生，最簡單的就是遵守交通規則、不超速、不逆向、不越線。 

時尚三甲 

1、不要離前車太近，要保持安全距離，才有時間反應。2、精神狀況差時，不要駕駛，疲

勞駕駛很危險。3、開車(騎車)盡量不通電話，避免分心。4、車速照規定遵守，不超速。 

數位三甲 

1、與對向違規左轉車輛發生擦撞，減少此種意外的發生，是要防範違規的人，車速不要過

快，應該會留意路況，發生交通事故，要保留第一現場，若有受傷也一定要去醫院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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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2、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離學校很近，尖峰時段很多車的澄清路，沒有和前車保持距離

所以有擦撞，還好車速沒有很快，不然可能會更嚴重，也有可能會造成後面更多的追撞。 

機械二乙 

在路上勿超速：有一次正要下雨為了不淋到雨，而在路上超速跟轉彎車發生嚴重碰撞送進

醫院。跟前車保持距離：有一位同學在一條大馬路上，因車潮眾多而並未保持距離，前車

突然緊急煞車而跟前車碰撞摔倒。 

國企二甲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要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量。 

建築二甲 

首先將自己的愛車維護好，處於良好狀態，輪胎、煞車、狀況良好。可以用眼睛觀察輪胎

狀況，通過聽覺來分辨車輛是否發出不正常的聲音，通過嗅覺分辨車內異味、煳味的來

源。在入冬之前，最好將車輛進行維護，確保在雪天可以安全行駛。 

企管二乙 

現代人如今只要有能力，就會在年滿 18 歲時或之後，去考取汽機車的駕照，在台灣這個地

方機車是如此方便的工具。但是每時每刻交通意外的事故，仍是層出不窮的，不單單是酒

駕，交通規則，只要稍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造成危險。然而在現在，只是遵守交通規則是

不夠的，現代人需要的還有學會「自我防衛」這個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去避免危險接近你

身邊。不僅時間上的安排規劃必須注意，最基本的交通規則也是必須遵守的。當每一個人

都想著「我才違規這一點，沒什麼」、「大家也都這樣做」時，危險因素自然而然由此而

生。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心態及行為，最簡單也最困難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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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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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二甲 

同學個人駕駛經驗分享如下：1、將自己的愛車維護好，處於良好狀態，輪胎、剎車狀況良

好。2、若路況不佳或行駛在不熟的路段，要低速行駛，而將車速降低 1%，就能使車禍的

發生率降低 2%~3%，注意和前面車輛保持一定距離。3、不聽音樂騎車，不邊看手機騎

車，不騎快車。4、發現後車有超越表示，應稍微放慢速度，不要跟其他車輛競速，互相超

車。5、緊鄰車道右轉時，須打方向燈，警示後方來車。6、要謹慎小心騎車駕駛，嚴格遵

守交通安全管理規定，人人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杜絕酒後駕車、疲勞駕駛、超速行駛及強

行會車等嚴重交通違規行為。7、不要因為下班時間晚，而騎快車趕到學校，上課要注意安

全。 

資管二乙 

1、慢行、慢行、多拜拜，有保庇。2、注意來車動向，專注騎車不使用 3c 產品。3、騎車

轉彎提早打方向燈。 

金融二甲 1、注意四周來車，不要分心。2、騎車不要戴耳機。3、過十字路口要放慢速度。 

觀光二乙 

1、不要騎太快，太快反應來不及，容易發生車禍。2、騎車要保持安全的距離。3、騎車要

專心，不要滑手機。 

時尚二甲 

1、市區限速 40km，騎車一定要眼看四方、耳聽八方。2、盡量遠離超出時速之車輛，以

及疑似酒駕左右搖擺變換車道之車輛。3、轉彎一定要打方向燈，以及後照鏡，綠燈別馬上

猛補油門，靜待 2~3 秒再出發，現在有許多闖黃燈騎士，務必多加注意。 

電子一甲 

1、保持車距。2、大客車和大貨車都有死角和內輪差。3、停車時不要突然停下來，適當減

速。4、盲彎不要超車。5、過彎前，適當減速不會彎中煞車。6、超車前，適當看後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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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7、慢速車不要占用快車道。8、戴全罩式安全帽，不要帶西瓜皮。9、出發前、檢查、輪

胎、煞車、方向燈。10、定期車況檢查。 

機械一甲 

小心安全的騎車，不要闖紅燈，也不要為了趕快而加速行駛。安全第一，快快樂樂出門，

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 

機械一丙 

1、不超速。2、路口減速。3、不飆車。4、保持安全行車距離。5、轉彎時打方向燈，告

知其他車輛。 

電機一甲 1、多按喇叭提醒三寶。2、減速慢行。3、盡量少使用手機。 

國企一甲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要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量。4、注意

司機右腳位置。5、騎機車務必戴上安全帽，並緊扣帽帶。6、務必遵守速限，警告標示及

減速慢行。7、建立防衛性駕駛的觀念。8、避免與其他車輛太接近。9、車子要定期檢查及

保養。 

建築一甲 

1、時常複習交通號誌表。2、勿酒駕，小心三寶。3、遵守交通規則，小心跨越雙黃線。

4、盡速通過平交道，請：停、看、聽。為第一準則。5、回家路上小心，上課路上小心。 

建築一乙 

1、請勿橫衝直撞，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要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樂。4、司機

右腳位置放在準煞車位置，控制煞車板。 

企管一甲 

1、遵守交通，騎乘速度不超速。2、確實依號誌通行，確實行車前檢查車況，防止過度駕

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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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一乙 

1、不趕時間，不騎快車。2、不一邊騎車，一邊看、玩手機。3、留意交通號誌、注意交通

案全。4、留意聯結車轉彎，須注意死角。5、開車時不得玩手機。6、要繫上安全帶。7、

騎車、開車需禮讓行人、尤其是老弱婦孺。8、騎車須戴安全帽。9、雨天視線不佳，除開

燈之後盡可能慢行。10、大馬路騎車，不可直轉右轉須分段二段式左轉。11、騎車開車要

當心，別違規，政府在各大交通路口有裝違規偷拍相機，小心吃上罰單。 

幼保一甲 1、遠離大車，自行注意安全。2、保持安全距離 20 公尺。3、多使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資管一甲 1、遵守交通規則，轉彎要打方向燈。2、騎車以慢為原則。 

應外一甲 1、遵守交通規則。2、隨時注意四周環境。3、交通號誌要遵守。 

金融一甲 

1、後照鏡要看。2、騎車不滑手機。3、騎車不鑽縫。4、方向燈要使用。5、保持車距。

駕駛經驗：同學甲：差點被三寶給擦撞，還好當下沒有在看手機，才沒發生事故，適當地

做出反應。同學乙：在下雨天的時候，沒注意自己的輪胎已經差不多該換了，一不小心騎

太快打滑自摔，所以同學乙的分享希望同學們要時常注意自己的輪胎。 

休運一甲 

1、晚上騎車或開車時，要記得開車燈，尤其下雨天時要更加注意路滑，務必減速慢行。

2、看到大型車輛時，如：砂石車、大貨車、公車…等，要保持安全距離，能離多遠就多

遠，因為大車的後視鏡有視線死角，有些角度較難看到，所以不要跟大車搶快，一不小心

可能就發生事故了。 

休運一乙 

1、需維持良好的車況，並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不熟時需慢行。3、控制車內音響音量，

確保車外重要聲響能在車內聽到。4、不酒後駕車及不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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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如何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資工一甲 

遇到十字路口時，減速慢行，注意來車，如要超車請看後方來車及打方向燈，彎道請不要

壓車耍帥，安全最重要，紅綠燈是交通號誌，而非參考標物。 

觀光一甲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駕駛。2、路況如果不熟悉，一定要慢行。3、安全帶一定要在

行駛前繫上。有一天騎車上班，綠燈行駛在路上，結果路邊停車的一位先生沒有察看是否

有機車經過，就直接把車門全部打開，剛好打到我的摩托車，我就往旁邊倒地，幸好擦傷

而已，後方騎士也沒有撞上。 

妝彩一甲 

1、最近交通大隊多次於澄清路大門及正修路側門針對違規機車停放實施拖吊，呼籲同學遵

守交通規則將機車停放於道路停車格位內，以免荷包受損(罰金 600)。校內停車位仍可申

請，電話：(07)7358800 轉 2553(周一至周五 08:00-17:00)。2、騎機車不可超速，不求

快，安全第一。3、當騎車要轉彎時，一定要兩段式停在待轉區，不可直接左轉，這是目前

最常發生的危險事件。4、騎機車時切記不可以闖紅燈，也不要太急躁，綠燈還沒亮，就急

著加油門衝出去，這也是很危險的事。5、騎車時不僅不要違反交通法規，更要注意預防旁

邊違反交通法規的人。 

數位一甲 

1、貨車、公車、大貨車、在機車行駛中，請注意死角，不宜太靠近。2、遵守行車安全準

則，車輛性能行駛前注意，反測試。3、長途行駛，中途應做適當休息。 

數位一乙 

1、維持良好車況，避免違規。2、路況不熟要慢行。3、防止疲勞駕車。4、酒後不開車。

5、保持行車安全距離。6、遵守交通號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