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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班會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一、「交通安全專題」交通局統計，國內每週就有 4名大學生死於車禍意外，每位大學  

     生平均四年會因騎乘機車發生一次交通事故，同學票選騎機車發生車禍排名第一 

     的錯誤行為統計如下： 

 

排序 因素 
得票數 

(次) 
排序 因素 

得票數 

(次) 

1 超速 37 
8 

紅燈右轉 

3 
2 高雄式左轉 20 耍帥 

3 闖紅燈 15 

9 

騎車滑手機 

2 4 未依規定讓車 12 酒駕 

5 
沒打方向燈 

8 
逆向 

未戴安全帽 

10 

機車改裝 

1 

6 
不遵守交通號誌 

6 
聽耳機 

搶黃燈 蛇行 

7 
未保持行車距離 

4 
雙載 

違規轉彎 不開大燈 

8 
騎在大卡車旁 

3 
精神不振 

未注意路況 沒有防禦駕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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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討 論 內 容 

機械四甲 
機車騎士喜歡趁紅燈逆向騎在斑馬線，也就是網友俗稱的高雄式左轉!2016年，高

雄就開單取締 5萬 8 千多件，甚至每天至少有 5件車禍是因為高雄式左轉所造成。 

電機四甲 超速。 

建築四甲 車速過快，機車過改。 

企管四丙 未依照規定讓車。未依照待轉區行駛，高雄式左轉。未依照規定超車。 

幼保四甲 
車速過快，年輕人血氣方剛，車速總是過快。未戴安全帽，耍帥，拿自己與他人的

生命開玩笑。高雄式左轉嫌等待的時間過長。 

資管四甲 騎車速度太快，欲速則不達，反應不及。速度快安全帽沒帶好。 

資管四乙 車速過快。闖紅燈。 

金融四甲 違規左右轉。搶快闖黃燈。 

休運四甲 超速。 

觀光四甲 騎太快。未兩段式左轉。搶黃燈或起步搶快。 

觀光四乙 超速騎太快，耍帥鑽車。 

觀光四丙 機車轉彎沒有打方向燈。騎車超速。不遵守交通號誌。 

妝彩四甲 第一名:車速過快。第二名:任意超車。第三名:違規左轉。 

妝彩四乙 車速過快。 

時尚四甲 未依規定讓車。轉彎(向)不當。違反號誌、標誌管理。 

餐飲四甲 直接左轉。搶黃燈。紅燈右轉。騎在大卡車旁。票選後排行第一為騎在大卡車旁。 

餐飲四乙 
交換車道不打方向燈,無論是年輕人或老人，都沒習慣打方向燈，直接轉彎，造成

後方車輛追撞。 

土木三甲 高雄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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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討 論 內 容 

電子三甲 騎乘速度過快。未打方向燈。未注意四周車況。 

機械三乙 
沒兩段式左、右轉(又稱高雄市左、右轉)現在在高雄地區有太多人都沒有遵守交通

而導致車禍很常見。 

工管三甲 闖紅燈。逆向。耍帥。 

建築三甲 
據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名為沒有讓車，沒有依規定禮讓。第二名未保持行車距離。

第三名違反號誌，轉彎不讓。 

企管三乙 票選結果為:超速。 

企管三丙 超速。 

幼保三甲 太快，闖紅燈。在大車後面有死角。轉彎車沒讓直行車。沒戴安全帽。 

資管三甲 闖紅燈超速。 

應外三甲 
騎超速，沒注意前、後方來車。很多駕駛者因在行駛時沒注意後方來車或者自身的

車速，因而常常造成車禍的發生。 

金融三甲 騎車滑手機。 

休運三乙 超速。 

資工三甲 蛇行。 

資工三乙 高雄式左轉。 

觀光三甲 隨意變換車道。紅燈右轉。超速。闖紅燈。未注意車況。 

觀光三乙 

未遵守交通規則:常常因趕時間而不遵守交通號誌，而發生車禍。例如:闖紅燈，未

依規定兩段式左轉，超速駕駛……等，個人經驗常常因要閃路邊違規停車而被左側

車給撞到，所以出門在外連走路都要小心。 

觀光三丙 騎車雙載。未戴安全帽。闖紅燈超速。紅燈右轉。 

妝彩三甲 高雄式左轉。闖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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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討 論 內 容 

妝彩三乙 搶快。 

時尚三甲 闖紅燈。沒戴安全帽。 

數位三甲 沒打方向燈。闖紅燈。不開大燈。沒有兩段式左轉。沒有戴安全帽。 

數位三乙 超速闖紅燈。甚至喜歡集體以為很帥占據車道，馬路都是他們的一樣橫衝直撞。 

餐飲三甲 突然轉彎。沒有打方向燈，也沒注意後方是否來車。 

電子二甲 車速過快。 

機械二甲 違規超速。 

電機二甲 
超速行駛，騎車速度過快，如發生緊急狀況時，會來不急反應，而造成追撞，超速

車禍造成的傷害比其他錯誤行為還要嚴重。 

電機二乙 開車、騎車時超速行駛。未依兩段式左轉。行駛中使用手機。為保持行車距離。 

建築二甲 違規。 

企管二甲 高雄式左轉:1票，闖紅燈:1票，酒駕:27 票，超速:6票。 

資管二甲 搶快，超速，闖紅燈。 

資管二乙 車速不注意，不遵守交通規則。 

應外二甲 
通常以未注意車前狀況為最多。近年來，現在的高雄式左轉，也造成許多的車禍。

未依規定讓車，也是危險的錯誤行為。 

金融二甲 未使用方向燈。 

休運二甲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 

觀光二甲 車禍大多是在十字路口，肇事第一名的是「未依規定讓車」。 

觀光二乙 酒駕。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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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討 論 內 容 

妝彩二甲 騎快。 

時尚二甲 方向燈未打。騎車未兩段式左轉。逆向騎車迴轉。 

數位二甲 未依規定讓車，超過五成的人都未遵守。 

餐飲二甲 高雄式左轉。闖紅燈。 

餐飲二乙 闖紅燈。 

機械一丙 闖紅燈。超速。進入大型車視線死角。違規轉彎。 

電機一乙 交通違規(超速、未遵守號誌、未禮讓行人)。 

工管一甲 隨意變換車道。 

建築一甲 違規左轉、搶快。 

企管一乙 未保持安全距離。聽耳機。精神不振。 

幼保一甲 趕時間，太晚出門。車速過快(因車速過快導致擦撞或摔車等)。 

資管一甲 超速。違規左轉。沒有防禦駕駛觀念。 

資管一乙 
車速太快，很多年輕人因為騎車的速度過快，導致煞車時來不急反應，而造成嚴重

的車禍，所以騎車時要保持適當的速度，以免發生危險。 

金融一甲 左轉未依規定二段式左轉。 

休運一乙 車速過快。超車不當。 

觀光一丙 騎太快。不戴安全帽。騎車嬉鬧。 

數位一甲 搶快。 

餐飲一甲 

常見機車騎士不遵守兩段式左轉，在該停紅燈的路口直接左轉，這種高雄式左轉疏

忽從綠燈方向而來的右轉車，常出車禍。駕駛人會衝黃燈，未通過路口及變換為紅

燈，易生車禍，建議遇到黃燈即停下不要強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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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安全專題」在校園中遇到校外商家行銷或市場調查，應如何處理？ 

班級 處 理 方 法 

機械四甲 立即向學務組反應。不准入班宣導。不准入班發傳單。不准入班貼傳單。 

電機四甲 直接拒絕，離開並向校方反應。 

建築四甲 有禮貌地拒絕。 

企管四丙 

不必理會。通報學校學務處，由學校解決。跟商家說:請不要打擾我們的上課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我們所耗損的每分每秒，不是他付得起的。跟他說:業務不好當，

學生更難當，請他不要從學生下手因為更沒業績。跟他說:你已打擾學生作息，我

們可要求學校對你做出提告。 

幼保四甲 快速離開，並通知教官。好言規勸，請他離開。 

資管四甲 看時間來得及救協助填寫。不對視馬上走掉。假裝沒看到。找理由不填寫。 

資管四乙 委婉的拒絕他，跟他說不需用。 

金融四甲 委婉拒絕。 

休運四甲 果斷拒絕，請校方協助驅離。 

觀光四甲 告知不需要並告訴他，要趕課須先行離開。 

觀光四乙 通報馬組長。立即加速離開。勿留個資給行銷人員。婉拒推辭。 

觀光四丙 不予理會。報告給學校處理。 

妝彩四甲 
禮貌拒絕，快速離開。如行為造成同學困擾，可通報學務處教官或警衛人員，避免

直接衝突。 

妝彩四乙 直接拒絕。 

時尚四甲 大學生應自主表達想法。學會拒絕行銷。 

餐飲四甲 面帶微笑，委婉拒絕。 

餐飲四乙 學會說不，有急事的推託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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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處 理 方 法 

土木三甲 反推銷公司產品。 

電子三甲 不理會。 

機械三乙 主動通報老師或教官。立即迴避。 

電機三丙 盡可能不要參與，並予以拒絕。 

工管三甲 謝謝，我不需要。 

建築三甲 溫和拒絕。太超過告知學校。在班會提出。 

企管三乙 理性拒絕，並且通知警衛。 

企管三丙 不予理會。若遇到可疑人士推銷，調查之理由進入校園，應通報老師或教官。 

幼保三甲 我趕時間。通報給教官有推銷者。假裝沒聽到。 

資管三甲 跟商家勸說，或者跟校園管理員反應處理。 

應外三甲 
因避免外來的人是否心存惡念，如果有人靠近，找人詢問事情，請為了自身安全，

應該盡量遠離，或者盡快結伴離開，以防自己捲入不可預料的事情。 

金融三甲 告知師長，請他離開。 

休運三乙 看內容若需提供過多個人資料則不配合。 

資工三甲 說不。 

觀光三甲 
一般不留資料純屬調查，可以協助。商業調查推銷，可以以微笑推託。有些需要交

代，可以協助。遇到有興趣的，可以留下資料觀看。 

觀光三乙 

已買過:告訴行銷人員此產品已經購買過，不需要再買，讓他放棄繼續行銷的念頭。

至校安中心:到校安中心告知目前校內有行銷人員來做調查，請老師來協助處理。

委婉拒絕:告訴對方此物品用不到，或者買了會被家人念，各種方法委婉拒絕。 

觀光三丙 委婉拒絕說不需要。 

妝彩三甲 告知商家無此需求。 

妝彩三乙 謝絕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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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處 理 方 法 

時尚三甲 填假資料，找藉口，快跑。 

數位三甲 跟校安報備。拒絕。 

數位三乙 勇敢說不，沒空。 

餐飲三甲 
試著聽，所謂行銷或調查並去跟他們說學校的優點，以及那些方便的地方，例如停

車管理，地方指南，實作的設備工具等等..。 

電子二甲 婉轉拒絕。 

機械二甲 
要看校外商家或市場調查的人，問甚麼再回答，不方便回答的話，就回答說要去上

課，去吃飯。 

電機二甲 
在沒有透露個人資料及聯或資料狀況下，可以接受調查，如有不知道的東西就隨便

填。 

電機二乙 通報學校。不予理會。如果是可疑人物，立即連絡學校或報警。 

建築二甲 理性拒絕。 

企管二甲 直接無視走過去。對他說趕時間或沒興趣拒絕。配合他坐地查或推銷。 

資管二甲 禮貌拒絕。 

資管二乙 向學校反應。 

應外二甲 

對對方說沒空或者有事，先行離開。客氣的拒絕對方，然後離開。委婉的跟對方說

聲不好意思，或者不用。商家行銷時，可以選擇不要購買，選擇是否要購買，在於

自己。勿輕易留下資料給調查人員。 

金融二甲 看是否有需求，若無需求委婉拒絕。 

休運二甲 不留個人資料。不理會。通報校方。 

觀光二甲 有禮地拒絕並尋求師長的協助。 

觀光二乙 不予理會。報告學校保全或教官。報告老師。 

妝彩二甲 通知師長。 

時尚二甲 先警告他校園內不可推銷及調查。再繼續的話直接說我們一起去學務處聊。 



9 

 

班級 處 理 方 法 

數位二甲 找理由說有事，然後快速離開。可以通報教官。避開他們，不要靠近。無視。 

餐飲二甲 拒絕回答，例如:可說不好意思，在趕上課。 

餐飲二乙 禮貌拒絕，通知學務處。 

機械一丙 直接委婉拒絕，不加以理會。 

電機一乙 應避免留下個資，以免遭有心人士利用。情節重大者，應回報學校師長。 

工管一甲 直接拒絕。不理他。可以了解一下。 

建築一甲 拒絕，以保護自身安全。 

企管一乙 不理他。幫忙他。聽聽他說什麼。 

幼保一甲 不好意思，我趕時間。校內不接受行銷。喲!同業的。 

資管一甲 勇敢的拒絕。沒時間再趕上課。已經寫過了。沒有興趣。 

資管一乙 

遇到商家行銷的話，應該跟他說自己有事，然後離開，或者直接拒絕他的行銷，但

是如果是市場調查的話，我認為是可以接受，因為只是調查而已，而且市場調查可

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給那些來調查的人知道你的想法。 

金融一甲 

為保護故人個資案全，決不填寫任何個人資料。視情況拒絕，但對所推銷的產品或

服務符合個人需求，一定要先求證(上網或問親朋好友與師長)，才有下一步購買或

支付動作，以免掉入圈套受害。會告知商家，行銷員行銷需依學校核准才可以進行

銷售或調查，並視情況通知學務組處理。 

休運一乙 我上課要來不及了。 

觀光一丙 冷處理。 

數位一甲 禮貌地婉拒，若覺得困擾，或是行銷手法不當，可向學校反應。 

餐飲一甲 不理會，通知教官。推說急去上課，急忙走開。當作沒看到。 

妝彩一乙 直接推掉他的行銷行為和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