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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年度交通安全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依教育部 102 年發大專院校「學校交通安全業務手冊」研訂。 

(二)本校 102年 1月修訂「校園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辦理。 

二、目的： 

為強化學生交通安全維護，藉由交通安全宣導活動教育執行，期減少 

交通意外事故，保障學生行的安全，安定學習環境。 

三、執行構想： 

在本校「校安中心決策小組」暨「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委員會」督（指） 

導之下，策劃交通安全（預防、事故處理要領、反映管道）宣教、動 

線規劃、交通導護管制、交通考照、違規糾察、交通安全競賽等活動， 

灌輸學生正確交通常識與觀念，導正交通方面的偏差行為，期使同學 

養成良好交通習慣，減少交通意外事故。  

四、權責區分：  

(一)學務處： 

1.軍訓室：結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實施交通法規與交通案例宣教，負

責交通服務隊組訓服務、交通導護、違規勸誡、學生交通事故之通

報與協處、學生機車考照規劃、交通安全班級競賽及文宣創意活動、

交通安全相關業務綜合協調等事宜。 

2.生活輔導組：配合軍訓室執行交通安全宣導與服務、違規懲處輔導

事宜。 

3.諮商中心：負責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後之人員心理輔導事宜。 

4.衛保組：交通事故傷病患協助就醫，平安保險諮詢。 

(二)總務處：負責本校交通設施設置與維護、校內車輛停放規劃，校區週

邊聯外道路及交通號誌之改進建議、管制機車進入校區、校車規劃行

駛等事宜。  

(三)各學院、所、系：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及協助學生交通事故處理與

慰問等事宜。 

五、具體作為：秉一致性、持續性原則律定各學期（年）交通安全執行要

項（如附表）管制實施，各要項具體作為如次：  

(一)持續辦理交通安全宣教： 

1.交通安全宣導週：學期第一週結合「友善校園週」推動全校交通安

全重點宣導週；將上學期交通事故分析、事故預防、安全防護重點；

配合新生訓練教育與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幹部會議宣導，由教官針

對本校交通安全狀況分析、易肇生交通事故路段、交通事故處理流

程實施宣講，使新生於新環境明瞭交通所需注意事項；下學期將政

府重大交通執法內容與宣導重點，結合學校上學期發生交通事故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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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製成宣導資料分發參考，並以標語、海報、廣播等方式密集性傳

達學生正確交通安全理念與相關交通法令規則，建立良好觀念防止

意外事故發生。 

2.機會教育：每月統計校內交通安全狀況，透過公告文宣提醒同學注

意，另蒐整重大交通事故實例藉由電視看板、電子字幕、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師生週會、海報等方式，持續性實施交通安全法規與案

例宣導。重大事故發生後，加強案例宣導。 

3.重點教育：每學期配合週會、交通服務訓練遴聘交通專業講師蒞校

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專題講座，或實施機車安全駕駛訓練，充實同學

交通安全知識與騎駕技能。  

4.宣導標語：於校內機車路口與匝道出口及停車棚處設置交通警語，

提醒同學行車安全。 

(二)成立交通安全服務隊： 每學期召募熱心服務同學，編組訓練「學生

交通服務隊」，經統一任務研習後，於上、下午人車進出 校園較頻繁

時段，實施校門口人車指揮管制，確保動線順暢與人車安全；並糾察

登記違規人車；有關交通安全服務隊編組、研習及交通安全導護實施

要點-如附件一。 

(三)辦理「校園機車考照」：為預防同學無照騎車，方便同學考照，加深

交通認知、注意行車安全，各學期協調監理站到校辦理「校園機車考

照」及道安宣講。考照辦法-如附件二。 

(四)舉辦交通安全宣導動畫影片比賽及展示：為將交通安全結合學生事

務活動，每學期鼓勵同學就交通安全教育，藉由海報（影片動畫）

創作參與校內比賽活動，並彙集作品展示各教學區，供同學欣賞，

以擴大宣教效果，比賽辦法-如附件三。 

(五)辦理交通安全班級競賽：依本校「交通安全班級競賽辦法」每學期

區分年級以班級為單位，就全學期全班在交通安全實況與宣教成效

（視狀況結合校園、賃居等生活安全實況）辨理競賽活動，實施辦

法如附件四。 

(六)加強安全帽查察工作：每日排定人員於機車出口實施安全帽查核工

作，確保學生騎乘機車有戴安全帽。 

六、輔助配合措施： 

(一)配合家屬聯繫：敦請導師於學期結束前由針對一年級生，將學校執行

交通安全理念、作法及對同學交通安全要求重點事項，宣導同學，及

利用家屬聯繫時機告知家長，並促請家長於寒暑期時間督促同學；同

時公布於學校首頁，俾落實學生校外交通安全預防維護。  

(二)交通事故預防與處理： 

1.持續蒐整校區週邊易肇事路段，藉告示牌、交通警語、宣導資料，

傳達校內全體人員注意行經上述路段應特別注意車速、號誌、車輛

及行人，減少意外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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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鑒於機車屬學生交通主要交通工具，且交通意外事故又屬校安事件

最高類型，因此配合輔導宣導騎乘機車儘可能佩戴全罩式安全帽，

以降低事故之危害。 

(三)落實校區及附近人車分道動線規劃與校內車輛管制：由總務處結合校

內硬體設施，規劃完善人車分道動線、停車場，及校區交管標識，對

於校內違規車輛嚴如查察、勸導，使校區達到整齊、安全、安寧之目

標。 

(四)以安全著眼勸導交通工具使用：利用宣導時機說明機車暴露可能帶來

危險，期減少機車騎乘，作法： 

1.鼓勵居住台南市區或前往市區同學儘量利用便捷安全大眾輸具，搭

乘火車。 

2.校區多廣設免費自行車停車位，並提供相關維修服務，勸導賃居週

邊同學儘量騎乘自行車。 

(五)宣導交通事故處置程序： 

1.校安中心執勤人員接獲交通事故訊息（訊息來源：當事人、當事人

同學、親屬、系所師長、警察醫療單位），立即查證並且蒐集彙整

初步事故之人、事、時、地、資料後馳赴現場、醫院採取相關處理

作為，並且通報學生家長及導師，重傷事件即報告軍訓室主任及主

任導師；依據事故傷亡情形按照教育部規定完成通報作業；稟承學

務長及相關業管主管指示，協助處理醫療救助、平安保險、法律諮

詢服務等事宜。  

2.事故檢討與精進作為：針對交通事故個案，檢討發生事故肇因（交

通設施不當、佩帶不正確或未戴安全帽、未遵守交通號誌與規則

等），除函請相關權責交通機關參酌改進外，並且以個案肇事原因

採取適時適切之宣導教育（生活導師參與系務會議通告、公告宣

導、全民國防教育教育宣導），提醒學生注意校外行的安全，防杜

類似交通事故之發生。 

3.召開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委員會：每學年（期）綜整該期交通安全

狀況檢討策進。(長榮大學校園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如附件五。) 

七、其他： 

（一）經費：配合學輔經費及年度工作管制時程編列預算，並按實際工作

執行依編列費用支應。  

（二）本計畫奉核定後作為本校執行交通安全教育主要參據，並依實況需

要修訂，未盡事宜另陳核後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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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榮 大 學 各 學 年 交 通 安 全 重 要 工 作 管 制 表 
上學期：9月至次年 1月 

項
次 

工作項目 執行期程 
辦理單位 

備考 
承辦 協辦 

一 配合交通安全手冊宣導交
通安全事項 

學年開始第一週 軍訓室 生輔組  

二 班級幹部交通安全事項宣
導 

開始第一週 軍訓室   

三 辦理上學年下學期交通安
全班級競賽 

學年開始第二週 軍訓室   

四 編組交通安全服務隊及實
施工作研習 

9-10月，學期第三
週 

軍訓室   

五 執行校門口交通安全導護

及違規糾察 

開學第 3週至學期

結束 

軍訓室 生輔組 

總務處 
保管事務組 

 

六 交通違規學生交通安全再教
育 

第四週起二週一次 軍訓室   

七 交通安全講座宣教 12月；學期第 14週 生輔組   

八 校園機車考照 11月；學期第 11-12
週 

軍訓室 總務處 
保管事務組 

 

九 交通安全輔教活動比賽 12月；學期第 13週 軍訓室 校安社、 
各系所 

 

十 實施交通安全自評 學期前 學務處 相關委員  

十
一 

編組下學期交通安全服務
隊 

學期第 17-18週 軍訓室   

十
二 

配合幹部會議、家屬聯繫
宣導 

18週寒假前 軍訓室   

下學期：2月至 6月 

一 
交通安全宣導週（上期交
安狀況宣導） 開學第一週 軍訓室   

二 
實施交通安全服務隊工作
研習 

3月，學期第二週 軍訓室   

三 
辦理學年上學期交通安全
班級競賽 

2 月份學年開始第
二週 

軍訓室   

四 
執行校門口交通安全導護
及違規糾察 

開學第 3 週至學期
結束 

軍訓室 
總務處 
保管事務組 

 

五 
交通違規學生交通安全再
教育 

第四週起二週一次 軍訓室   

六 下學期校園機車考照 
5 月；學期第 11-12
週 

軍訓室   

七 
交通安全宣導影片創作比
賽 

5月；學期第 13週 軍訓室 各系所  

八 交通安全宣講 5月；學期第 14週 軍訓室   

九 
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委員會
議 

學期結束前 學務處 各單位  

十 班級幹部宣講、家屬連繫 第 18週暑假前 軍訓室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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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交通服務隊」執行交通安全導護工作執行方案 

壹、依據：本校交通安全實際狀況辦理。 

貳、目的： 

編組『交通服務隊』於上、下午交通擁塞時段，執行校門口交通

安全導護任務，維持校門口交通秩序及騎乘機車安全防護之宣

教，以提升全校師生進出校門車之交通安全維護工作。 

參、編組與勤務訓練： 

一、現場導護指揮： 

每日『交通服務隊』執行校門交通安全導護工作時，由學務處

編教官 2-3人於長榮路一段與長大路交通擁塞區堿實施交管任

務指導及狀況協處。 

 二、執行人員： 

服務隊由軍訓室選任熱心服務勞務訓練同學與校安社成員

20-30員編成，依上下午時段區分勤務執行小組，每小組約 6

人，由導護教官帶領執行交通導護、管制勤務。 

  三、勤務訓練：為使服務隊熟練交通導護任務執行，於編成後遴聘

校內外具交通專才人員，為學員講解服務隊執勤要領與服勤注

意項，內容包括道路交通指揮與操作訓練 40分鐘、講解與研討

50分鐘，合計 90分鐘。 

  四、期中檢討：每學期依執行情形、辦理情形實施期中檢討研習乙

次。 

肆、執勤規定： 

一、執勤時間：第一、二週鼓勵前學期服務隊員採志願方式，協 宣

導及交通管制，自學期第三週起每上課日早上 0745-0815時、

下午 1655-1730時（詳細得按實際車流量增減）二個時段執勤

至學期結束止。 

二、交通導護及服務隊工作執行要點。 

（一）學生進出校區秩序管制，輔導人車通過馬路之交通規則維護。 

  （二）督導交通服務隊執勤，與特別狀況處置。 

  （三）校門口禁止停車區域車輛勸離。 

  （四）各種交通違規之糾察、登記、逃避糾察人車之糾處或舉發。 

  （五）違規人員後續輔導與處分資料蒐註辦理。 

  （六）服務隊所屬裝備、器材之管理與保養。 

伍、服務隊管理考評： 

一、團體裝備由服務隊小組長督導清點保管，個人裝備發由個人保

管與清潔，學期初發放，期末繳回，並由小組長抽查，若有不

潔除口頭警告外，轉記服務教育缺點一次。 

二、如因請假無法執行勤務者，自行找服務隊人員代理。如該代理

同學亦未能到場執行勤務，則兩人均須接受榮服扣點處份。 

附件一 



 6 

三、執勤時間若無正當理由遲到者，其處罰規定︰ 

（一）逾執勤時間五至十分鐘者，酌予扣分，並口頭警告。 

（二）逾十分鐘以上者，以未到執勤論。 

（三）若屢勸不聽者(一週內超過兩次以上者)，榮服生退請服教組

改為一般服務教育時間實施。 

五、成員第一堂課不得遲到超過十分鐘，如遲到十分鐘以內或超過

未達十分鐘被記曠課者，可透過小組長轉請同意註銷該節曠

課。 

六、本隊召開之正式會議及各項集訓若無正當理由未到者，仍應遵

守會議中已表決通過之決議事項。 

七、服務隊員服勤時之服裝、儀容、精神、紀律等，小組長於勤前

實施檢查一次，並納入服務教育考核紀錄；未依規定穿著服

裝者、執行勤務精神不佳者，依服教組相關規定辦理，並視

情節輕重退出交通服務隊。  

陸、一般規定： 

『交通服務隊』同學在執勤時間依下列規定著正式服裝︰ 

 一、晴天執勤時間︰頭戴服務隊便帽或膠盔，上半身內著襯衫外著

反光衣，下半身著深色輕便長褲、腳穿著皮、球鞋等。(穿著服

裝，以整齊清潔、不穿背心、短褲、拖鞋及奇裝異服為原則)。 

 二、雨天視雨勢決定執勤與否︰小雨以頭帶膠盔，身著黃色雨衣，

可穿著雨鞋。 

 三、重要慶典執勤時間，比照晴天著裝。  

柒、所需經費： 

一、上學期『交通服務隊』執行交通導護所需裝備、研習、誤餐所

需經費，由當年度籌補學輔專款支應；下學期由次年度學輔專

款經費補助。 

二、交通導護人員值勤，酌發誤餐費，交通服務隊基於執勤安全需

要，依學期實際執勤天數投保團體意外險，費用由學校學年度

編列經費支應。 

捌、其他： 

一、交通服務隊執行「交通導護」成果以學期為單位，實施班級交

通安全競賽，評比方式依本校「班級交通安全」競賽活動辦法

辦理。 

二、下學期交通服務隊於下學期榮服生遴選編成及實施訓練。 

三、本要點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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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校園機車考照」執行方案 

壹、依本校交通安全計畫暨學生交通安全實際需要辦理。 

貮、目的：因應學生機車駕駛需求，協調體檢及監理單位蒞校協助辦

理校園機車考照及宣教事宜，方便無駕照同學行車安全知識了解

及駕照取得，並閑熟交通安全所須注意事項。 

參、辦理時間及地點：年度辦理考照兩次，約於第十至十一周（周五）

協請台南監理站到校實施測考，並於考照前請診所至校先行協助

考照體檢（若無診所支援則由同學自行體檢畢再行報名）；考照地

點：二教借一教室筆試，路考於第一停車場實施。 

肆、考照辦理事項： 

一、報名：具考照意願之無駕照同學可於上班時間 10-12時、下午 3-5

時逕至軍訓室登記報名（同時上築夢 e網填報），並備妥有關報名

資料：1.一吋照片 3張（不得使用辦理身分證之大頭照）、2.身分

證正、反影本各一份，補路考者【有輕型駕照或汽車駕照、持有

監理站簽證筆試成績體檢表】需再繳交駕照正、反影本或報名表

乙份，影本註明”＝限考照使用＝”3.報名費 540元(區分考照

250元含筆試、路考、駕照費 200元、體檢費 90元；若屬補路考

免體檢者 325元，)。 

二、考照前講習：考照前，協調監理站講師到學校為具考照意願同學

實施考照前講習二小時，合格後方可報名。 

三、體檢：名前須完成體檢，學校儘量協調有考照體檢服務診所到校

服務，或由同學至衛生所辦理，未完成體檢者不受理報名。 

四、考照練習：考照前第一停車場協請保管事務組開放假日（8-17

時）提供同學練習；軍訓室備考照交通法令供同學借閱。 

五、考照實施：全體考生考照日 13：50請帶身分證，俾供查驗，依

筆試場外公布之座次表就坐。統由監理站測員講解規定及道安宣

教，筆試開始，補路考者即前往路考場考照，機車及安全帽須自

備（儘可能併車）。 

六、考照結果於考照當天 18時公佈於學務處及軍訓室網頁。 

七、發照與新手駕駛交通安全宣導：考照合格者於考照完成三天，集

中於教室實施新手交安宣講，提示交通安全注意事項後發放駕照

（合格者）或退費（未通過考照者）。 

伍、其他：應路考需要 考照當日第一停車場由事務組協助局部管制

（東側八格、西側六格）。未盡事宜另修訂補充公布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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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年度交通安全宣導影音（動畫、影片）創作比賽執行方案 

壹、目的：本強化本校交通安全，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動畫（影片）創作比

賽，鼓勵同學就生活、學習結合交通安全認知參與創作；甄選優良作品配

合學校多媒體看板播放宣導，提昇交通安全安全維護，減少交通事故。 

貮、實施方法： 

  一、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同學。 

  二、作品內容：  

(一)內容：由參加者依同學日常所需注意交通安全規則（包括安全帽配

戴、機車二段式左轉、路權、防止疲勞駕駛、行車減速與安全距離、嚴

禁酒駕、強制保險、車禍事故處理等事項、學生機車易肇事路段）或交

通安全實例為題自由創作。（相關法條、規定可參考學校交通安全網頁

或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交通安全宣教參考資料。 

(二)作品格式：以 WMV型式製作動畫（1-2分鐘）、影片（2-4鐘）短片，

錄於 DVD片。 

 三、實施時間：第二學期第三至十三週公告至截止收件。 

(二)評審時間：作品分由評審老師於第十五週完成評審，評審結果與成

績於公布於學校首頁及學務處網頁。 

 四、評審： 

(一)評審：敦請本校媒體系、大傳系各推薦一位傳播藝術、美宣設計專

長老師擔任；另由軍訓室推派教官就宣導效果協助評審。 

(二)評分標準：總分 100分（創意與製作難度 40%、影音效果 20%、主

題 20%、整體美感 20%）若作品同分則依創意…順序高分者為優先。 

 五、獎勵：前三名及佳作四名發給名超商禮券（金額依預算訂定）及獎狀

乙幀。其餘參賽同學可獲參加獎乙份；若屬集體創作，獎金由作品創作

者自行均分。 

以上得獎者配合於師生週會頒獎。 

 六、作品展示與運用： 

(一)展示：作品經評審後，除配合於次學年度友善校園周活動播放外，

並作為學期電梯（視）看板交通安全宣導內容。 

(二)作品存檔：獲佳作以上作品作為本校交通安全宣教基本參考資料 

參、行政事項及一般規定： 

 一、作品應遵從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不得抄襲（若屬參考或剪輯有關

宣教資料請註明出處）若經查獲，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狀）；作品

授權本校「交通安全」宣導之用。 

 二、參賽作品請勿使用隨身碟交件。 

 三、屬集體創作作品，請於送件時註記姓名，以利獎狀製作。 

 四、參賽同學製作影片所需 DVD光碟可向軍訓室領用一片。 

 五、其他：經費由本校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支應，未盡或修訂事

宜另行補充或修正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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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學生校園生活暨交通安全班級競賽』活動執行方案 
壹、依據：本校學生校園安全教育及交通安全維護實際需要辦理。 

貳、目的：藉由班級競賽方式，促使全校注意整體校園安全、秩序維護，

並發揮同儕規勸力量，有效減少各類各種違規、危安情事，促進校園

清淨、和諧與安全。 

參、實施對象：以大學日部所有班級為主要競賽單位。 

肆、執行辦法： 

一、競賽時間：區分上、下學期為實施評比時間。 

1.上學期：自上學期開學日起至當學期末止（2.3.4年級自暑期起算）。 

2.下學期：自上學期期末起至下學期期末止。 

二、競賽方式：採年級分組，以班級為單位進行評比。區分上學期四組（、

下學期三組） 

１.Ａ組：大學四年級各班級（下學期不列入評比）。 

２.Ｂ組：大學三年級為各班級。 

３.Ｃ組：大學二年級各班級。 

４.Ｄ組：大學一年級各班級。 

三、評比項目：區分：交通安全、賃居安全、安全維護暨菸害防制等三

項，各分項項目加分、扣分基準：如附錄 

伍、獎懲： 

一、獎勵：每組取最優前三名班級 

1.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團體禮券（超商金額另訂），全班同學記嘉 

獎貳次，於此活動有重要貢獻班級幹部酌予增重獎勵。 

2.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團體禮券（超商），全班同學嘉獎壹次。 

3.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團體禮券，全班同學記嘉獎壹次。 

 （禮券額度依經費狀況酌予調整獎勵種類視學期整體校安狀況酌予

提高或降低） 

二、輔導教育：每組最差班級，於評比成績確定公佈後，請導師配合班

會時機主持召開班級檢討會，全班同學均須與會，並納入班會紀錄。 

陸、其他：經費--由年度訓輔經費支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 

附記：成績計算方式（加扣分說明）： 

a.班級基本配分：交通安全（50%）、賃居安全（20%）、安全維護與菸

害防制（20%、其他（10%）（配分依上比率彈性律定）。 

b.加分=班級三大項目總加分。 

c. 扣分=班級三大項目總扣分。 

d. 班級加權值：班級平均人數-以年級總人數除以班級數，班級人數

除平均數等於加權值基準，例如：年級班平均人數 40，而該班人

數 50權值為 50/40=1.25。30人權值為 30/40=0.75。 

班級成績=（a+b-c）*d 

當班級分數相同時，以班級人數多者排序在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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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成績核算方式有修正時配合於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修正。 

 辦理單位     學務處軍訓室 

長榮大學『學生校園生活安全班級競賽』加、扣分項目 

  扣分 加分 

區分 事         由 扣分標準 事         由 加分標準 

交通

安全 

車禍死亡者 每人 6-10

分 

住宿資料交通工具欄填錄達

80%以上 

每班 2分 

酒駕 每件 5分 協助車禍事故同學報警及照顧

者 

每件 2分 

違規致車禍者（未戴安全帽增扣 1

分 

每人次 4分 參與學期交通服務隊或交通競

賽活動績優 

每人 1分 

超戴、超速、闖紅燈、違規轉彎 每件 2分 學期班級未發生交通事故 每班 3分 

校園內車輛超速或交通事故 每件 3分     

機車進入校園者 每車次 2分     

未戴安全帽者 每人次 1分     

無停車證進校者(依總務處查報) 每車次 1分     

  校園車輛攔檢不停逃逸或抗拒規勸

者 

每人次 3分     

  住宿資料交通工具欄填錄低於 50% 每班 2分     

住居

安全 

賃居資料未填註 每 2人 1分 全班均填註者且資料正確者 加 5分 

賃居夜間喧嘩致影響鄰房及社區安

寧 

每人次 3分  賃居資料依規定隨時更新者 每件 1分 

垃圾隨意亂丟致影響環境清潔者 每人次 2分     

汽機車亂停致遭人檢舉者 每人次 2分 賃居在外優良事跡者 每件 3分 

賃居處不當行為致有損校譽 每人次 5分     

菸害

防制

及安

全維

護 

違規吸菸者 每人 4分 自願擔任紫錐花志工 每人 3分 

酗酒、賭博、注射或使用禁藥、毒

品者 

每人 4分 參加紫錐花專案活動者 每人 2分 

    檢舉吸菸查證屬實者 每人 2分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經「性平

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情節較輕 

每人 3分 維護公共安全者 每人 4分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經「性平

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情節較重 

每人 6分     



 11 

毆打同學、互毆或涉校園霸凌者 每人 4分     

妨害公共安全者 每人 4分     

涉其他校安暴力偏差行為者 每人 4分     

破壞公物屬實 每人 3分     

上表加扣分項目得視整體校安狀況要求增列或調整。 
  

全學期班級無上項各事由扣分者加總分 5分。 

上表得依學期整體校安狀況，在不違反公平原則平均調整。 

     
 

 

 

 

 

 

 

 

 

 

 

 

 

 

 

 

 

 

 

 

 

 

 

 

 

 

 

 



 12 

長榮大學校園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99.09.15 九九學年度法規編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99.10.14 九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01.10.31 一零一學年第一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1.12.26 法規編審會審議通過。 

                                102.1.3 一零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強化校園交通安全之事前預防、教育宣導與交通事故處理，特設
置「長榮大學校園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
理校園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博雅學部主
任、人事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學生會會長、校安服務社社長等組
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軍訓室主任兼任執行總幹事。 
本會得另聘請轄區警察機關、里長，及教師代表擔任本會顧問；教
師代表由軍訓室薦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負責校園交通安全教育規畫、推廣，提昇學生交通安全維護。 
二、規劃校園車輛行駛、停車與罰則相關事宜。 
三、召開交通安全執行研討會，檢討精進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措施。 
四、其他有關交通安全事宜。 

第四條 本會任務包括預防管理、教育宣導與交通事故處理，其分組與工作
分配如下： 
一、預防管理： 
 （一）總務處： 

1.規劃校園交通管理辦法、管理校園車輛通行及停車設施等
事宜。 

2.訂定車輛之通行及停車管理事項，處理各種車輛通行、停
車違規罰則及申訴事項。 

（二）學務處： 
1.負責學生交通安全導護、違規糾處，輔導學生考照事宜。 
2.交通安全相關業務綜合協調等事宜。 

  （三）學生會：提供交通安全預防措施建言及協助宣導。 
  （四）校安服務社：協助學生交通安全服務。 
二、教育宣導： 
（一）教務處：指導交通安全教育。 
（二）各學院：結合各類集會時機宣導交通安全課題。 
（三）博雅學部：通識課程結合交通安全宣導。 
（四）人事室：專責全校教職員工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事宜。 
（五）學務處：負責學生交通安全案例宣導，交通服務隊訓練 

、交通安全規範，交通安全競賽活動。 
三、交通事故處理： 

（一）各學院：學生重大交通事故協處、慰問。 
  （二）學務處： 

        1.學生交通事故之狀況掌握、協處、連絡、通報； 事故統計
分析。 

        2.負責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後之人員心理輔導事宜。 
        3.交通事故傷病患協助就醫與平安險辦理。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任務之執行由本會總幹事負責協調，其實施細則另訂之。 
第七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