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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109 學年度新生領航營─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交通安全一把罩」宣導活動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活動時間 

起 109 年 09 月 07 日 

迄 109 年 09 月 07 日 

 



109 年 09 月 07 日～09月 07 日 

109 學年度新生領航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交通安全一把罩」宣導成果報告 

 填表 109年 09月 13日 
一、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樹德科技大學學務處生輔組 

活動名稱 
109 學年度新生領航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交通安全一把罩」宣導 

活動時間 109 年 09 月 07日(星期一)上午 0900時～1200 時 

活動地點 
(一)管理大樓四樓走廊廣場 

(二)管理大樓四樓外廣場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參加人數 

 

參加人數 男 女 小計 

本校職員 2 0 2 

本校教師 19 14 33 

本校學生 624 937 1,561 

合計 645 951 1,596 
 

活動性質 □講座  □研習會  ■活動 

二、經費憑證名細 

經費項目 金額 憑證單號 備註 

講師鐘點費 12,230 #01  

助理講師鐘點費 15,285 #02  

印刷費 2,040 #02  

雜支 1,660   

總計 31,215   

預算經費：        新台幣 31,215元正 

實際補助經費：    新台幣 31,215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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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內容﹙過程、特色﹚ 

（一）大型車視野死角體驗： 

以大型車輛進入校園，讓學生坐上駕駛座當起駕駛，以實際

瞭解大型車駕駛開車時存在視野死角的危險性，藉由親身體驗以

提高自身於道路上之安全防禦作為，避免危險事故發生。 

（二）模擬酒駕體驗活動 

讓學生戴上 3D 眼鏡及自行車模擬酒後駕車情境，經由模擬試

駕，讓學生們身歷其境，加深對酒後駕車危險性的印象，建立「酒

後不開車（騎車）」觀念。 

（三）本活動以大型車視野死角及模擬酒駕體驗，解說、互動、討論，

讓學生瞭解大型車視野死角及模擬酒駕等交通事故始末、處理及

防範未然，特辦理此宣導。 

四、活動效益 

（一）透過大型車視野死角體驗：藉由親身體驗以提高自身於道路上之

安全防禦作為，避免危險事故發生。 
（二）模擬酒駕體驗活動，讓加深對酒後駕車危險性的印象，建立「酒

後不開車（騎車）」，尊重他人生命的觀念。 

 

五、檢討與改進﹙優缺點﹚ 

優點： 

初淺易懂，活潑生動。 

缺點： 

部份學生未能主動參與或玩 3C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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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心得 

 

 
 

心得報告：﹙看圖說故事﹚ 

    藉由公路總局公路高雄市區監理所講師，講解大型車視野死角及模擬

酒駕，瞭解大型車駕駛開車時存在視野死角的危險性，及加深對酒後駕車

危險性，提高自身於道路上之安全防禦作為，避免危險事故發生，以降低

機車事故為目標。 

 
 
 



 109 學年度新生領航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交通安全一把罩」宣導成果報告 

六、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109學年度新生領航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交通安全一把罩」宣導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時間：109 年 09 月 07 日 

地點：管理大樓四樓走廊廣場、管理大樓四樓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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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量表成果統計 
(一)講師教學評量項目 

 

 



 

 

 

 



 

 

 

 



(二)工作人員/場地評量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