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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6 學年度） 

106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新鮮人成長研

習) 
106/9/15 27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週教育宣導 
106/9/25-29 

107/3/5-3/9 
1123 軍訓大樓 

 

都市交通問題診斷 106/10/2 42 軍訓大樓  

大專院校機車駕駛安全教

育—實際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與防禦駕駛 

106/10/26 48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講座—車輛保險與

交通事故理賠實務 
106/11/10 46 國際演講廳  

交通安全宣導講座--「交通安

全防禦駕駛」 
107/3/26 42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5 學年度） 

105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新鮮人成長研

習) 
105/9/10 27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週教育宣導 
105/9/19-23 

106/2/27-3/3 
1233 軍訓大樓 

 

都市交通問題診斷 105/10/2 40 軍訓大樓  

大專院校機車駕駛安全教

育—實際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與防禦駕駛 

105/10/27 40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講座—車輛保險與

交通事故理賠實務 
105/11/3 47 國際演講廳  

交通安全宣導講座--「交通安 106/2/21 53 軍訓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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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禦駕駛」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4 學年度） 

104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新鮮人成長研

習) 
104/9/10 25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週教育宣導 
104/9/21-25 

105/3/1-4 
1073 軍訓大樓 

 

都市交通問題診斷 104/10/5 38 軍訓大樓  

大專院校機車駕駛安全教

育—實際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與防禦駕駛 

104/11/5 55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講座—車輛保險與

交通事故理賠實務 
104/12/3 91 軍訓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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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講座--「交通安

全防禦駕駛」 
105/3/18 46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講座―「淺談防禦駕

駛---許你一個平安回家，不被

意外擊落的未來」 

105/4/28 55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3 學年度） 

103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新鮮人成長研習) 103/9/13 30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週教育宣導 
103/9/22-26 

104/3/2-6 
1073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講座—大專院校機車

駕駛安全教育 
103/10/28 47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講座—車輛保險與交

通事故理賠實務 
103/11/25 42 軍訓大樓 

 

2015 指定駕駛校園宣導活動 104/5/4 510 
光復校區 

中正堂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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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2 學年度） 

102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新鮮人成長研習) 102/9/14 28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週教育宣導 
102/9/23-27 

103/2/24-27 
735 軍訓大樓 

 

大專院校機車駕駛安全教育研習

營 
102/11/29 28 軍訓大樓 

 

正確騎乘機車及交通事故案例探

討 
102/11/29 28 

台南市車輛交通事

故鑑定委員會 
 

FORD 安全節能駕駛體驗營 103/3/15 120 
軍訓大樓 

成功湖周邊 
 

交通安全講座—交通事故保險理

賠實務 
103/3/25 25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

講室 
 

MOTO7 校園安全駕駛活動 103/5/21 86 光復校區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1 學年度） 

101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新鮮人成長研習) 101/9/15 28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週教育宣導 101/9/24-28 862 軍訓大樓   

MOTO7 校園安全駕駛活動 102/2/26 51 光復校區   

社團博覽會交通安全宣導 102/2/25-2/26 650 光復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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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0 學年度） 

100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交通安全宣導 ( 新鮮人成長研

習 ) 
100/9/13-14 2800 中正堂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00/9/19-23 1532 軍訓大樓   

機車、自行車烙碼 100/11/11 108 光復地下停車場管理室   

交通安全文宣宣導 101/12/15-31 550 光復校區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00/2/20-24 1250 軍訓大樓   

交通安全週宣導活動 101/2/29-3/3 850 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社團博覽會交通安全宣導 101/2/29-3/1 1150 光復校區   

交通安全廣告文宣 101/2/29-3/1 600 光復校區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9 學年度） 

99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

數 
場地 備考 

車禍案例宣導 ( 新鮮人成

長研習營 ) 
99/9/12 2800 中正堂   

校周週邊易肇事路段圖 ( 99 

新鮮人寶典 ) 
98/9/13 4000 

99 新鮮人寶典手

冊 

校周週邊易肇事路段圖 ( 99 

新鮮人寶典 )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99/9/20 -24 2300 軍訓大樓   

交通部「 99 年大專與高中

職學生交通事故改善計畫」

訪視 
99/11/24 50 軍訓室會議室 

交通部「 99 年大專與高中

職學生交通事故改善計畫」

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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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自行車烙碼 99/11/11 87 
光復地下停車場

管理室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00/2/14 -18 2250 軍訓大樓   

  

學生停車證發放 

日期 
發放張數 

備考 
腳踏車 機車 

99/8/1-100/7/31 7122 5892   

  

腳踏車拖吊 

日期 公告 拖吊 領回 認領 環保局回收 

99/8/1-100/7/31       247 70 

99/10/16 ～ 99/10/29 
無人管理暨違規

停放車輛公告考 
        

99/10/30   385       

99/11/1-100/2/1     68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8 年度） 

98 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車禍實例宣導 ( 98 新鮮人成長研

習營 ) 
98/9/13 2600 中正堂   

車禍處理實務 ( 98 新鮮人成長研

習營 ) 
98/9/13 2600 中正堂   

校周週邊易肇事路段圖 ( 98 新鮮

人寶典 ) 
98/9/13 3000 98 新鮮人寶典手冊   

交通安全宣導海報 全年 6000 
住宿區交誼廳、公佈欄、

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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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 98/9/21 ~98/9/25 2000 軍訓大樓 軍訓課 

交通安全網頁 全年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7 年度）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廢棄及違規

自行車拖吊

作業 

上下學期各執行 2 

次，每學年辦理 4 

次回收業務。 

97 年度全年共計拖吊 

635 輛，車主領回 502 

輛，開放認領教職員工

及學生認領 91 輛，環

保局回收 42 輛。 

  
廢棄及違規自行

車拖吊作業 

剪鎖服務 不定期 
97 年度全年共計服務 

52 人次。 

同學因自行車鎖鑰匙遺失

或遺失後尋回，須協請教官

室協助剪開大鎖者。 

剪鎖服務 

試辦自行車 不定期 已服務學生及處組所需 軍訓室為服務臨時自行車 試辦自行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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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中繼站 計 42 人次，待試行成

效後評估是否擴大服

務。 

遭竊學生及處組內新進人

員，刻由校內廢棄及違規拖

吊自行 車 作業公告認領

結束後另行檢整，試辦自行

車救援中繼站，供學生及處

組內臨時或緊急需求使用。 

中繼站 

辦理學生機

車停車證發

放作業 

團體辦理：學年開

始後第 1 週。 

97 年度學生機車停車

證發放作業 3654 張，

自行車識別證貼紙 

4536 張。 

  
辦理學生機車停

車證發放作業 個別辦理：隨到隨

辦。 

辦理免費機

車烙碼 

辦理時間 97 年 

10 月至 12 月每

週 2 、 4 下午 2 

點至 5 點 30 分。 

共計自行車 186 輛機

車 132 部。 

協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

一分局下轄東寧派出所共

同執行免費自行車及機車

烙碼。 

辦理免費機車烙

碼 

校安專刊 不定期 

校安專刊：6 篇 7 則。 
針對同學生活、學習，以圖

文方式，藉校安專刊發佈與

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訊息；另

掌握各平面與電子媒體訊

息，即時製作公告。 

校安專刊 

大代誌：8 篇 8 則。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6 年度）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備考 

機車安全駕駛講習 96/9/18 大一新生 
雲平大樓前廣

場 
  

自行車安全體驗活

動 
96/9/18 大一新生 

光復校區籃排

球場 
  

交通安全宣導 96/10/2 
大二軍訓選修

生約 150 人 
軍訓教室 

以影片及簡報完成行人交通安全宣

導教育活動。 

交通安全宣導 96/10 
全體軍訓選修

生 
軍訓教室 

製作交通安全教學光碟，由各軍訓教

官於軍訓課堂中宣導。 

交通安全宣導 9/17-96/12/3 全校學生 無 自 2007 年 10 月起分別於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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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22、11/23、12/10 因應製作寄發交

通安全宣導短文至全校同學之電子

信箱。 

96 學年交通意外協處：12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