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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交通安全教育」 

提綱：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電子四甲 1.騎車騎慢點。2.記得打方向燈。3.眼觀四方，耳聽八面。 

機械四甲 

1.開車不喝酒，酒後不開車。2.建立正確的防禦駕駛觀念，才能保障自己的行車安全。3.行

人停看聽，駕駛慢看停。4.騎乘機車，不蛇行，遇路口慢看停。5.勿與大車並行，要與大車

保持距離，才不會被捲進輪子底下。 

機械四乙 

行車有序，不飆車、不超車、不超速，保持安全行車距離。 

騎車不喝酒，喝酒不騎車。 

騎乘機車一定要戴安全帽。 

左轉彎時，務必遵守兩段式左轉之習慣。 

要掌握車況，如煞車、後視鏡、機油、齒輪油、車體等。 

注意路況變化，進入不熟的路段，一定要降低行車速度，不要疲勞騎車。 

機械四丙 注意交通安全，不行駛在大車後方，不喝酒開車，使用交通工具不使用其他物品分心。 

電機四甲 遵守交通號誌，不超速、不違規、不蛇行、不亂鑽。 

電機四乙 不會騎車、開車，就給別人載就好，不要出來害人。 

工管四甲 減速慢行，行經路口要多注意，紅燈停、綠燈行。 

建築四甲 

1.交通安全，人人有責。尤其車輛更不可逞一時之快，交通事故所受的傷害是一輩子無法磨

滅的痛，十次車禍九次快更是不變的道理。2.騎車不厲害，預防車會才厲害。3.請正確配戴

安全帽，全天開頭燈，勿無照騎車，勿酒後騎車，行車食勿當低頭族，勿任意變換車道，路

人禮讓行人。4.高速公路行車不可以行駛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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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資工四甲 減速慢行，戴安全帽，轉彎換車道打方向燈，禮讓行人。 

企管四甲 

1.保持適當安全距離，以利做好煞車時間(距離)做準備。2.遵守交通號誌，不闖紅(黃)燈。

3.不隨意路邊停車，阻礙他人用路權。4.左右轉前 30公尺，應先打方向燈。5.不爭先恐後，

井然有序，才能行車平安。6.開車不喝酒、不嬉鬧。 

企管四乙 

建立防禦駕駛觀念，才能保障自己行車安全，一般車輛駕駛人以為只要自己遵守交通規則就

可以確保自己的行車安全，但是卻仍有部分駕駛人受到他人的傷害。自己除了要遵守交通安

全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外，防禦駕駛要注意眼光四

方，危險藏在細節中，應用情境，多預愁少意外，看得到別人也要被其他用路人看得到。 

資管四甲 

1.要安全的駕駛也就是尊重路權，遵守交通規則。2.要有防禦駕駛的觀念；人車路特性與潛

在危險。3.在轉彎車和直行車時，不要以為別人會讓，也不要以為別人有看到我。4.騎機車

時，穿著鮮明且容易判別的服裝，使用反光材料較好。5.遇到十字路口要警戒。6.騎車不要

抽煙，不要看手機很危險。7.騎車開車要注意，眼觀四方，隨時注意狀況。8.身體不舒服不

要開車。9.綠燈起步要小心。 

資管四乙 
1.騎車不超速，不闖紅燈，不酒駕。2.綠燈起步要注意。3.附近有大型車輛的時候，慢行提

高警覺。4.行車提早並確實打燈。5.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應外四甲 
左轉靠左、右轉靠右、該待轉就待轉，車多保持大多數車的速率，想同過快過慢都易發生擦

撞，放慢車速與他車保持距離，提早出門勿騎快車，下雨天不要壓線。 

休運四甲 遵守交通規則，保持限速內，經過路口減速慢行。 

休運四乙 遵守交通規則。 

觀光四甲 

我認為要先建立預防駕駛的觀念，保障自己的行車安全然後不超車，不超速，也不飆車，還

有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不闖紅燈黃燈，也要遵守交通號誌，或搭乘汽車或大眾運輸工

具前往目的地。眼觀四方建立預防可能發生的意外的準備心理，防範四周圍他人駕駛不疲勞

駕駛，遵守交通規則，十字路口慢行，騎車開車不玩手機，遠離大車，珍惜生命，切忌不要

無照騎車、開車，盡量穿醒目衣物，不強快，沒有安全空間不做任何舉動。 

觀光四乙 

1.行車保持適當距離，注意前後騎車者。2.騎車速度要遵守規定，不超速。3.轉彎時要打方

向燈，同時注意後方來車，確定沒有車再轉彎。4.喝酒後不騎車，騎車不喝酒。5.不搶黃燈，

不闖紅燈，綠燈起步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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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妝彩四乙 禮讓行人，紅燈不右轉，誤闖紅燈，超車時請看左右來車。 

視傳四甲 

1.基本「紅燈停，綠燈行，黃燈要小心｣。2.行車不超速。3.轉彎要打方向燈。4.禮讓行人。

5.騎機車要戴安全帽。6.無照不可駕駛。7.開車不喝酒。8.不隨便更換車道。9.汽車乘坐安

全帶。 

餐飲四乙 時速不超過 60以上，遵守交通號誌，不闖紅燈。 

土木三甲 

1.騎車勿超速。2.機車兩段左轉。3.騎乘機車帶安全帽。4.紅燈停、綠燈行。5.騎車、開車

不喝酒。6.禮讓行人。7.車輛經路口慢看停。8.注意與前車的距離，不要東張西望。9.騎車

或開車千萬不要講電話用手機。10.騎車兩手一定要放在手把上。11.行車切勿騎快。12.不

要貪快。13.雨棚有一起行車不要並騎。 

電子三甲 轉角，巷口放慢速度，交換車道不只要看後照鏡，頭也轉過去看看，也許會有視線死角。 

機械三甲 遵守交通規則。 

機械三丙 遵守紅綠燈，騎車不要太快，保持安全距離。 

電機三甲 
1.到路口要減速慢行。2.遵守行車距離。3.酒後勿開車，開車勿喝酒。4.遇到斑馬線應減速

慢行。5.勿再行駛使用 3C產品。 

電機三乙 
1.路上有紅綠燈及道路中有限定左右轉車道。2.自我行駛中，注意前方車輛動靜，約 5至 10

秒，看後式鏡確定後方來車。 

工管三甲 遵守交通規則，保障你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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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建築三甲 

1.騎自行車配戴自行車安全帽，不可附戴坐人，應靠右側路邊行駛。2.行人請走人行道，無

人行道時請靠路邊行走，穿越馬路要遵守行人號誌，左右察看留意來車。3.家長駕騎汽機車

附戴兒童少年，依規定正確配戴安全帽，不超載，坐後座應妥繫安全帶。 

資工三甲 跟著車流走，不隨意超車、勿飆車，遵守交通規則。 

國企三甲 
不飆車、不超車、不超速，保持安全距離。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不爭先恐後，井然有

序。 

企管三甲 

1.注意大型車輛轉彎時的輪差和視野死角。2.機車不得行駛禁行機車道。3.應遵守號誌。4.

變換車道一.顯示方向燈二.察看後照鏡三.注意可能的視線盲點四.應禮讓直行車先行。5.不

因時間超速行駛。 

資管三甲 騎慢一點，戴安全帽。 

金融三甲 
1.不超速。2.不逆向。3.不闖紅燈。4.紅燈不右轉。5.禮讓行人優先通行。6.騎車正確配戴

安全帽。7.確定提前打方向燈，讓後面的人注意到。8.喝酒不開車。 

幼保三甲 1.騎車不要聽耳機。2.停紅燈時不要看手機。3.看到黃燈時不加速。 

應外三甲 

1.紅燈停綠燈行黃燈要注意。2.不飆車，不超速。3.保持安全距離。4.過馬路停看聽。5.遵

守路權，你我安全。6.勿超速。7.勿闖紅燈。8.未滿 18歲不騎車/開車。9.勿紅燈右轉。10.

知道不會做等於不知道，你我都該知道。 

休運三甲 

1.不論是開車，騎車都應要防禦性駕駛，騎車或開車要專心。2.遵守交通規則，當要遇到紅

燈時放慢速度。3.當前方有大客車、公車、聯結車之類的大車時，應先禮讓大車，不要跟大

車搶快或騎在大車旁邊而造成大台車的規線死角，而發生交通事故。 

觀光三甲 
1.你看的見我，我看的見你。2.安全空間，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3.利他的用路觀，不影響

別人的安全。4.防禦兼備，防止事故發生，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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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觀光三乙 勿騎快車，遵守交通規則，請戴安全帽，騎車不滑手機。 

妝彩三甲 

1.行車時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2.綠燈時注意行駛。3.轉彎時確認有足夠安全距離再起步。

4.遠離在雙黃線突然迴轉的車輛。5.遠離在路邊突然起駛的車輛。6.注意小孩。7.注意逆向

急駛而來的汽機車輛。8.汽車臨停時，開門要注意。9.天色不佳要開大燈。10.配戴合格的

安全帽。11.轉彎要開燈號告知其他車輛。12.左轉二段式。 

視傳三甲 
沾酒精後絕不上路，遵守時速級標誌，應與前方的車輛保持安全距離，遠遠大型車輛的視線

死角。戴安全帽，減速慢行。 

數位三甲 

1.選擇一個自己舒服，自在的駕駛姿勢，繫上安全帶。2.尊重走路行人。3.注意禮讓、支通

的車輛，應讓主幹道車先行。4.於轉角及巷口處放慢車速。5.停車不要把小孩還單獨留在車

內，離座時取下鑰匙。6.變換車道，不要只靠後照鏡，應把頭轉向後方。7.轉彎時注意內輪

差。8.路口注意車輛。9.煞車不要一次，多分數次點煞。10.變換車道先打方向燈。 

餐飲三乙 
1.遠離大型車。2.遵守交通規則。3.禮讓行人。4.勿行駛於汽車之間。5.讓直行車先通過。

6.勿超速並保持車距。 

土木二甲 1.騎慢一點，減速慢行。2.專注騎車。3.不要疲勞駕駛。 

電子二甲 
不飆車，不超車。不超速。保持安全距離。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不爭先恐後，井然有

序 

機械二甲 速度放慢多注意左右來車，跟前車保持良好的距離，不要違規。 

機械二乙 1.行車慢行。2.不疲勞駕駛。3.注意左右來車。4.保持車行距離。5.遵守交通號誌。 

機械二丙 遵守紅綠燈，騎車不要太快，保持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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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電機二甲 

1.經過鐵軌時，應遵守停看聽三大原則，並放慢速度，才能保護自身安全。2.變換車道時，

應提前打方向燈，提醒後方來車自身的動向且勿突然急煞，造成後方追撞。3.行經各路口，

巷子，應放慢速度，注意左右是否有來車方可通行。4.遵守紅燈停，路燈行，不搶快，避免

有未遵守燈號的車輛違害自己的安全。5.一照規定速限行駛，不超速，可避免突發狀況發生

無法反應，而發生憾事。6.行車前先行檢查車況，安全帽或安全帶，應帶上繫上，保護好，

自身安全，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避免事故發生。 

電機二乙 1.行車慢一點，安全有保障。2.戴安全帽。3.保持行車距離。 

工管二甲 1.要注意行車距離。2.要注意前後左右的來車。3.騎車不要用手機。 

建築二甲 
1.騎車須保持警覺心遵守交通規則。2.確實配戴安全帽及扣好安全帽。3.十次車禍九次快。

4.騎機車切勿穿梭於快慢車道間，行經大路口時黃燈號誌請準備停車。 

建築二乙 
1.你看得見我，我看得見你。2.安全空間。3.立他的用路觀，不影響別人的安全。4.防衛兼

備，防止事故發生，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 

資工二甲 
出發期先檢查車況是否正常，在行車上路，行駛中要專心行車，注意四周狀況，遵守交通號

誌，才能確保行車安全，來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國企二甲 騎車慢一點注意紅綠燈，不要用手機，人身安全最重要，千萬不要輕忽。 

企管二乙 
騎車時應該與前車保持行車距離，或是切換車道時，要打方向燈不可以隨意快速超車，也不

可惡意逼車，以及不可闖紅燈，最重要的是不可酒後騎車，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資管二甲 

1.安全空間，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2.防禦兼備，防止事故發生，不

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3.行人道路安全，不任意穿越車道，闖紅燈，不任意跨越護欄

及安全島，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權，穿著亮色及有反光的衣服，在安全路口通過道路，預留

充足的時間，勿與沒耐性的駕駛人搶道。 

金融二甲 

1.選擇一個令自己舒適，自在的駕駛姿勢，繫上安全帶。2.行車前檢查：安全設備檢查，安

全帶、煞車系統。3.身心狀況檢查。4.注意禮讓支道車輛。5.煞車不要一次踩死，應分數次

點煞。 



7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幼保二甲 
騎車慢一點，注意紅綠燈，不要再騎車或開車時使用手機，平常騎車時時速都偏慢，即使趕

時間了，也必須注意安全，不然太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千萬不要輕忽。 

應外二甲 
1.騎機車時，一定要減速慢行，因為十次車禍九次快。2.騎機車不要共乘，因為十分危險。

3.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休運二甲 

1.紅燈停綠燈行優先禮讓行人不闖紅燈。2.記得帶有安全標章的安全帽。3.喝酒不開車，開

車不喝酒。4.遇到轉角巷口車速放慢行駛。5.左轉兩段式。6.雨天騎車應貼身雨衣不可以撐

傘。7.禁止蛇行逆向行駛。 

休運二乙 

一.切實遵守交通安全 4項守則 1.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2.謹守安全空間- 

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3.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4.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也不成為無

辜的事故受害者。二、機車安全：近年來機車事故有逐年上升，正確配戴安全帽、開頭燈、

勿酒後騎車、禁止飆車、不疲勞駕駛等。三、行人道路安全：應在人行道行走。 

觀光二甲 
1.下課、班之後一定要慢慢騎。2.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黃燈時就要慢慢停下來了。3.綠燈

時要記得左看右看後再騎。4.遇到公車或大型車時記得不要離太近，會有死角看不到。 

妝彩二甲 1.注意交通號誌。2.慢慢騎車。3.多搭交通工具。4.注意行人。5.注意警察。 

妝彩二乙 

1.不闖紅燈。2.遵守交通規則。3.不違規，不超速。4.紅燈停綠燈行。5.放慢行車速度。6.

注意小巷子。7.遠離大客車。8.看沒有行人或車輛在行駛。9.勿開大燈刺激對向車道。10.

遵守交通規範，紅燈勿右轉。 

餐飲二甲 
行經各個道路時，遵守道路規定的時速，經過路口時減速，遵守交通規則，遇到交通指揮人

員時，因聽從交管人員的指揮不搶快，交通因禮讓。 

餐飲二乙 
應該注意的都該特別小心，經過路口都該放慢速度，停看聽，並且注意交通號誌，不高速行

駛，還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狀況。 

電子一甲 
1.要拉長前後車距安全，並且要遵守交通法規。2.並且要跟汽車保持安全的距離。3.當自己

的車子不正常時，應下車撿查是否有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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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電機一甲 
1.在行車時慢行多注意周圍的車。2.注意號誌、不要搶快。3.提早出門，不要時間到了才出

門。 

工管一甲 紅燈停，交通執法擴大，為避免車禍，務必遵守交通規則，勿超速，勿違規。 

建築一甲 1.勿闖紅燈。2.速度減慢。3.保持距離。 

建築一乙 騎慢點，搭公車，不要改管，走路。 

企管一甲 
1.戴安全帽。2.不超速。3.勿酒駕。4.保持安全距離。5.開車不玩手機。6.不爭先恐後。7.

禮讓是最平安的。 

企管一乙 1.專注騎車開車，小心行人。2.不闖紅燈，不超速。3.騎機車時不亂鑽。 

資管一甲 

1.選擇一個自己舒適，自在的駕駛姿勢，繫上安全帽。2.尊重走路的行人。3.注意禮讓，支

道車輛，應讓主幹道車輛先行。4.轉角及巷口處請放慢車速。5.停車時不要把小孩單獨留在

車內，離座時應取下鑰匙上鎖。6.變換車道不要只靠後照鏡，應把頭轉向想變換車道，以消

除死角。7.轉彎時應注意內輪差，車身越長輪差越大，減速慢行。8.路口遇路燈變黃燈時，

應迅速判斷，緩慢減速或快速通過。9.煞車不要一次踩死，應分數次點煞。10.夜間時若為

停於路口支第一輛車，不要關閉大燈。11.變換車道先打方向燈。12.向外開啟車門應注意來

車行人。 

金融一甲 

1.路上遇到大型的車子，請不要跟它搶道，也盡量避免在車的死角做行駛。2.建立防禦駕駛，

除了自己要遵守交通規則外，也要防範他人駕駛因疏忽或故意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3.路燈

一樣要注意安全 4.經常去檢查後方小燈或煞車是否正常。5.避免緊急重煞車。6.與前方車輛

保持隨時可煞停，不會撞到前方車輛的安全距離。7.認識標誌，號誌，標線的含意。 

幼保一甲 
1.十字路口，減速慢行。2.紅燈停，路燈行，不要搶黃燈。3.與大車保持適當距離。4.轉彎

車要禮讓直行車。5.變換車道應打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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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休運一甲 

1.晚上騎車要開大燈，慢慢騎。2.紅燈停路燈行，保持行車安全距離。3.安全帽一定要戴，

不酒駕，不超速，不闖紅燈，要兩段式左轉。4.禁上疲勞駕駛。5.確實戴安全帽，轉彎要打

方向燈。 

休運一乙 
1.注意安全以外，要住一三寶來撞自己，也要自己小心。2.勿壓雙黃線，不隨意超車。3.勿

紅燈左轉。 

觀光一甲 騎車慢一點，可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不要當路上三寶。 

妝彩一甲 
遵守交通號誌，紅燈停，綠燈行，黃燈不等於綠燈，綠燈不等於紅燈，請勿為了逞快而發生

事故，悔不當初。勿酒後騎車開車，別害人害己，安全第一才是王道。 

妝彩一乙 

1.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2.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

行為。3.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4.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

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視傳一甲 
1.不要闖紅燈。2.不超速。3.轉彎要打方向燈。4.注意左右來車。5.避免在大卡車旁邊騎車。

6.預判路況。 

數位一甲 

1.應要遵守防衛性駕駛觀念 2.不可急於闖黃燈 3.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4.就算打了方向燈也

要注意是否有來車 5.轉彎車優先禮讓直行車 6.過馬路時，若沒有號誌燈，應使用手機電筒

告訴左右來車，前方有行人正穿越馬路 7.有人車的地方，盡量避免開到遠光燈。 

餐飲一甲 

1.不騎快，不騎帥。2.慢慢騎，不超速。3.遵守路口標誌。4.要待轉就待轉。5.不闖紅燈。

6.騎在機車道，不要騎去汽車道。7.夜晚視野不佳，不騎快或休息上路。8.不要疲勞駕駛。

9.勿使用手持電話。10.酒後不上路。11.穿會反光衣服。12.配戴良好合是安全帽。13.不爭

先、爭道、並行。14.不要無照駕駛。 

餐飲一乙 不闖紅燈，禮讓行人，轉彎先禮讓再行，遵守交通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