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交通安全會議記錄 

上學期期初會議 

一、時間：109年 9月 9日 

二、地點：圖書室 

三、主席：陳志奇校長                          紀錄：徐文義 

四、議題： 

       1.本學期預定舉辦的交通安全活動。 

       2.學校推行事項，各班老師配合的事項。 

       3.家長接送時常逆向停車或迴轉險像環生，學校因應方式說明。 

五、主席致詞：各位老師大家好，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大家來召開本學期 

              的第一次交通安全會議，希望會中有問題大家能踴躍 

              發言提問。 

六、業務單位報告： 

       1.本學期本校預定舉辦的活動有 

         (1)校內交通安全宣導。 

         (2)配合語文競賽舉行書法及演說比賽，希望各位老師配合。 

         (3)新坡派出所 11/06 蒞校進行自行車暨機車教育安全宣 

            導。 

       2.請各班導師利用導師時間進行交通安全之宣導，並請搭配交 

         通安全教具及光碟，交通安全常識題目由學務組負責準備。 

       3.學務組將於路口密集值勤勸導勿逆向停車讓家長能改善配 

         合。 

主席：接下來請問各位老師有沒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提案？ 

      教導主任：針對新生及剛開學，本校交通路口家長常會將車擠於 

      門口，是否能妥善處理交通擁擠之狀況，請學務處再規劃溝通， 

      感謝！ 

學務組長：主席、各位老師很感謝大家的提問， 

           1.針對路口車輛擁擠，學務組將從兩方面做努力。 

             (1)區分汽機車接送位置，集合家長接送的學生，針對學 

                生個別叮嚀並將宣導單由學生轉交家長。 

             (2)利用班親會時間跟家長宣導。 

           2.本校交通安全宣導將針對安全帽部分加強，讓學生感受 

             遭受撞擊時的危險，若有安全帽保護頭部，生命安全會 

             得到更大保障。 

主席：以上的問題除了學務處多規劃協調，也得要家長能配合，家長的 

      部分希望透過導師多溝通，教室中能多運用光碟給予學生安全教 

      育。很感謝今天各位老師的參加，今天會議就到此為止，散會。 

七、建議事項：無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交通安全會議記錄 

上學期期末會議 

一、時間：110年 1月 13日 

二、地點：圖書室 

三、主席：陳志奇校長                          紀錄：徐文義 

四、主席致詞：各位老師大家好，今天召開本學期末的交通安全委員會 

              期末會議，接下來請學務組說明一下本學期推行事項及  

              成果，另外針對本學期交通安全的教育及活動規劃，請 

              老師提供意見。       

五、學務組長：主席、各位老師大家好，學務組這邊很感謝這學期各班 

              級的配合，以下我逐一報告這學期的推行事項： 

              1.二個出入口交通皆實施機車、汽車單邊接送，實施 

                狀況良好感謝全體師生及家長的配合，過程十分順 

                利。 

              2.在法令上幼童專用車是不能搭載七歲以上的孩子 學 

                校會向安親班宣導 如安親班不改善則知會家長。 

              3.部分家長接送違規的情形，機車未戴安全帽或三貼， 

                汽車坐前座或不繫安全帶，顯示家長的觀念待加強，  

                學校加強和學生家長宣導，透過向家長宣導，避免違 

                規事件。 

              4.交通安全輔助教材有影片觀賞、學習單、影片延伸與 

                討論、影片相關法規、交通安全諮詢單位請老師多加 

                利用。 

    主席：很感謝今天各位老師的參加，今天會議就到此為止，散會。 

六、建議事項：無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交通安全會議記錄 

下學期期初會議 

一、時間：110年 2月 24日 

二、地點：圖書室 

三、主席：陳志奇校長                          紀錄：徐文義 

四、議題： 

          1.校外教學應加強交通安全部分討論。 

          2.本學期預定舉辦的活動。   

五、主席致詞：各位老師大家好，今天很高興邀請大家來召開本學期的 

             第一次交通安全會議，希望會中有問題大家能踴躍發 

             言提問，接下來我們請學務組來說明一下，本學期預定 

             舉辦的各項交通安全活動。 

六、學務組報告：大家好，接下來本人要報告的事項如下： 

           1.針對本校各年級的校外教學，請總務處聯繫旅行社及遊 

             覽車公司安排各班級務必進行交通安全演練，並請老師 

             拍照及協助指導，希望學生玩得開心，也要出快樂平安 

             歸。 

            2.本學期本校預定舉辦的活動有： 

              (1)新坡派出所「交通安全宣導」於 5月 7日上午 8:10 

                 進行宣導，屆時再請各班級風雨教室參加。 

            3.校門外兩側增畫紅線加強宣導車輛不可停留避免 

              造成交通阻塞。 

 

      主席：接下來請問各位老師有沒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提案，有的話 

            請提出來？ 

      主席：交通安全活動是全校共同的活動，並不僅是學務組或老師             

            的工作，且交通安全對每個孩子都是攸關生命，請大家共 

            同努力。 

七、建議事項：無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交通安全會議記錄 

下學期期末會議 

一、時間：110年 6月 30日 

二、地點：圖書室 

三、主席：陳志奇校長                          紀錄：徐文義 

四、議題： 

          1.交通安全法規宣導。 

          2.本校交通安全相關政策檢討。   

五、主席致詞：各位老師大家好，因為疫情關係，我們的會議採用線上 

              開會。我們針對學校的交通安全政策做個討論，並針對 

              上放學交通動線實施 1學期來進行檢討，加強交通法規 

              後座繫安全帶、反怠速、騎乘機車戴安全帽宣導，希望 

              讓本校的交通安全教育更落實，並能知法守法，及將交   

              通法規傳達落實到學生日常生活中。 

六、學務組報告：主席、各位老師大家好，學務組感謝這學期各班級的 

                配合，本學期本校推動了相當多活動，以下是本學期 

                的交通安全實施成效，並請提供建議： 

             1.本校上放學時間承蒙新坡派出所提供協助指揮交通， 

               忠愛路上的車輛速度有依速限行駛，讓學生及導護志  

               工，不受超速車輛呼嘯而過的威脅。 

              2.新坡派出所「交通安全宣導」已於 5 月 7日進行宣 

                導學童反應熱烈，有機會將舉辦相關活動。 

              3.放學路隊感謝導師及導護老師的指導，學童不排路隊 

                的情形改善許多。 

              4.學府路與忠愛路口紅綠燈交通號誌，偶有汽機車 

                駕駛闖紅燈情形，已請新坡派出所協助，養成民眾守 

                法習，確保學生安全。 

      主席：很感謝學務組的規劃，各位老師有問題請儘量提出建言， 

            可以作為修正的準則，還有老師有問題嗎？很感謝今天各 

            位老師的參加，今天會議就到此為止，散會。       

七、建議事項：無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 

交通安全會議照片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 

主題：辦理交通安全教師研習 
執行情形： 

         一、全校教師參與四小時以上交通安全研習及示範教學活動。 

         二、教師於教師 E學院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自我進修與成長。 

     

成果照片 

 

說明：除研習課程外並作「交通安全五大守則」演示教學。 

 

說明：教師 E學院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自我進修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交通安全教師」研習成果報告 

研習名稱  交通安全五大守則 

主辦處室  教導處 

辦理時間  110年 3月 3日 12：30~16：30 ，研習時數 4小時 

辦理地點  會議室 

研習對象  本校教職員 研習人數 15 

課程內涵：  

(一)路權守法：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二)看見你我：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三)安全空間：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四)利他用路：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五)防衛兼備：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有關 109學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重點參考資如下; 

共同性重點主題：大型車視野死角及內輪差、腳踏（電動\電輔）自行車、路口安全、校園

周邊熱點 

參考資源： 

(一)兒童安全過路口數位課程 (108年：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1910311722095 (交安入口網)、

https://ups.moe.edu.tw/info/10001239 (教師 e學院) 

(二)兒童安全通過路口_教學指引手冊 

(https://168.motc.gov.tw/theme/teach_sch_2/post/1906121100732 ) 

(三)安全騎乘自行車數位課程 (110年：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2102031703872 (交安入口網)、

https://ups.moe.edu.tw/info/10001355 (教師 e學院) 

(四)安全騎乘自行車_教學指引手冊 

(https://168.motc.gov.tw/theme/teach_sch_2/post/2102031644816 ) 

(五)大型車視野死角及內輪差宣導影片(108年：

https://168.motc.gov.tw/theme/fullsized/post/1912031021508 ) 

(六)108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輔導總評報告 

(https://motcbox.motc.gov.tw/navigate/s/B1648A1955F54242B484B6394A1183026BL ) 

(七)109年中華民國第 17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手冊 

( https://motcbox.motc.gov.tw/navigate/s/ECE3F3823D7C4F0F95A673ACFD1690756BL ) 

預期成果：  

增強同仁對交通安全五大守則的認知，了解交通安全五大守則內容、規範及罰責，保護自己

亦保護他人，並能向學生宣導交通安全之重要性。 

成效檢討：  

同仁對交通安全五大守則有更清楚的了解，表示會更加注意教學上、生活中的交通安全五

大守則細節，且會向學生宣導。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交通安全教師」研習－成效檢核表  

研習名稱  交通安全五大守則 

主辦處室  教導處 

辦理時間  110年 3 月 3日 12：30~16：30 ，研習時數 4小時 

辦    理    情    形  

二、研習滿意度 

研習人數【23】  

問卷回收數【23】 

項   目 
滿意度統計(人數) 

1 分 2分 3分 4 分 5分    

1 活動主題符合教學需求    3 12 

2 活動內容豐富且實用    2 13 

3 授課講師講解清楚完整    2 13 

4 講義資料充實完善    2 13 

5 研習日期與時間安排適當    2 13 

6 承辦單位提供的服務良好    3 12 

7 研習成果可運用在教學現場    2 13 

8 您對本活動的整體滿意程度    2 13 

三、進階需求  

(條列) 

1.希望在可以多充實實際交通狀況之照片，也能提供教學教材的參考資

料。 

四、研習心得 

(條列) 

1.對交通安全五大守則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會向學生宣導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保護自己也不傷害他人。 

3.原來不同的的視野，會影響道用路的安全性。 

五、研習建議  

(條列) 

 

六、回應與省思 

(承辦單位) 

請各位同可以至桃園市政府 e路平安網站下載(網址：

http://traffic.tyc.cloud/news.php）實際交通狀況之照片及影片，

以利於教案撰寫與教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