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年龜山國小交通安全訪  
視簡報



子標準
 

1-1：
 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運作（包括交通安全教育年度實施

 計畫、計畫目標之研擬、學生交通核心能力之規劃等）
 (10分)

1.組織辦法與架構完整，

 
成員擴大至校外人士，定期召開會

 議，紀錄完整。



子標準
 

1-1：
 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運作（包括交通安全教育年度實施

 計畫、計畫目標之研擬、學生交通核心能力之規劃等）
 (10分)

1.組織辦法與架構完整，

 
成員擴大至校外人士，定期召開會

 議，紀錄完整。

基本目標
結合交通安全四大守則，從小培養學童交通安全能力。

增進學生交通安全觀念。
降低青少年交通事故傷亡件數。
避免青少年交通事故意外的發生。

交通安全四大守則
我看得見您，您看得見我。(A)

謹守安全空間。(B)
利他用路觀。(C)

防衛兼顧的安全用路行為(D)



子標準
 

1-1：
 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運作（包括交通安全教育年度實施

 計畫、計畫目標之研擬、學生交通核心能力之規劃等）
 (10分)

 
訂定實施計畫與相關執行辦法或要點，並就計畫推動情形進行檢討、考核

桃園市龜山國民小學108學年度交通安全及教學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及本校校務會議加強推行交通安全教育實

 

施要點辦理。

二、適應當前交通安全發展情勢及本校環境需要。

貳、

 

目標：

一、增進學生交通知識，遵守交通規則，維護交通秩序

二、根絕學生交通安全事故，確保學生通學安全。

三、由師生本身做起，進而影響社會並擴大到社會，俾能共遵守交通安全，維護社會

 
秩序。

參、

 

實施原則：

一、交通安全教育是學校課程的一部份，而非附屬的課程。

二、交通安全教育應與學校行政互相配合，與各科教學密切聯繫。

三、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須與級會、導師時間、健康與體育、

 

幹部訓練、彈性課程

 
、團體活動課程配合實施。

四、交通安全教育需充實設備、佈置環境，擴大學生學習領域，提高教育效果。

五、交通安全教育特別重視日常生活之交通秩序，並能隨機引導，以養成正確之觀念

 
，適應現實生活環境。



子標準
 

1-2：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知
 

能強化效益
 

(9分)
1.召開全校教職員交通安全教育座談會，並就相關意見或

 決議事項進行追踪、檢討。



子標準
 

1-2：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知
 

能強化效益
 

(9分)
2.辦理交通安全教師研習、示範教學等教師增能多元學習活動，並進行成效檢討

 與回饋。

交通安全教師研習

教師增能多元學習活動



子標準
 

1-3：向家長及社區民眾
 

進行交通安全宣導
 

(6分)
利用座談會、網路、活動、公布欄等多元型式或管道向家

 長與社區民眾進行宣導。



子標準
 

2-1：依交通安全核心能力(四
 守則)研訂教學課程(教案)及課程

1.規劃各年級課程主題、課程架構、時數，並能切合學生交通安

 全核心能力。

(依交通安全核心能力及交通安全四守則規劃課程架構及編撰教

 案) 



子標準
 

2-1：依交通安全核心能力(四
 守則)研訂教學課程(教案)及課程

2.課程內容以與學童相關問題為主，如行人、自行車和乘客(機

 車、汽車和大客車) 等課程主題。



子標準
 

2-1：依交通安全核心能力(四
 守則)研訂教學課程(教案)及課程

3.善用交通安全相關資源與教案，並積極自編合宜教案

(依本局訂定之交通安全核心能力及交通安全四守則規劃課程架

 構及編撰教案)



子標準
 

2-1：依交通安全核心能力(四
 守則)研訂教學課程(教案)及課程

4.進行教學成效之檢討與回饋



子標準
 

2-2：
 校內落實情境教學或實地參觀校外交

 通環境，進行情境教學。
2.校外交通環境之情境教學，如利用輔助教材（如校外社區交通

 地圖）或實地進行校外交通環境之情境教學



子標準
 

2-2：
 校內落實情境教學或實地參觀校外交

 通環境，進行情境教學。



子標準
 

2-3：
 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動（例如：交

 通安全常識測驗、學藝活動或比賽，專題
 演講、案例宣導、拍攝上放學或周遭環境
 檢視行為及危險路口等）。

1.訂定交通安全活動辦法及實施計畫，且活動執行過程相關資料

 建檔完整。



子標準
 

2-3：
 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動（例如：交

 通安全常識測驗、學藝活動或比賽，專題
 演講、案例宣導、拍攝上放學或周遭環境
 檢視行為及危險路口等）。

2.辦理全校性的活動，活動能依自己的校本問題做設計。



子標準
 

2-3：
 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動（例如：交

 通安全常識測驗、學藝活動或比賽，專題
 演講、案例宣導、拍攝上放學或周遭環境
 檢視行為及危險路口等）。

3.交通安全活動內容及型態多樣化。

(以交通安全四守則、學童安全過馬路為核心進行活動) 

案例宣導



子標準
 

2-3：
 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動（例如：交

 通安全常識測驗、學藝活動或比賽，專題
 演講、案例宣導、拍攝上放學或周遭環境
 檢視行為及危險路口等）。

4.活動結束，皆能進行成效分析，並依照成效結果做活動的修正
 。



子標準
 

2-4：
 辦理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活動，規

 劃完善的安全措施及實施安全教育
。1.辦理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活動時，出車前能對車輛安全進行審核。



子標準
 

2-4：
 辦理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活動，規

 劃完善的安全措施及實施安全教育

。

2.舉辦行前教育，包括行前說明及安全門逃生演練。



子標準
 

2-4：
 辦理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活動，規

 劃完善的安全措施及實施安全教育

。

3.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活動結束後，針對交通安全事項召開檢討會議。



子標準
 

3-1：建置學生通學資料與運
 用，並設置路隊及短期補習班、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接送規劃

 
(8分

。

1.詳細完整的學生通學方式資料(如走路、家長汽車接送、家

 長機車接送、自行車、校補習班接送等)

題目： 學生通學方式資料 人數

1. 走路 前門200人、後門100人、側門50人

2. 家長汽車接送 前門10人、後門100人、側門140人

3. 家長機車接送 前門12人、後門51人、側門49人

4. 補習班接送 側門407人、後門 53人



子標準
 

3-1：建置學生通學資料與運
 用，並設置路隊及短期補習班、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接送規劃

 
(8分

2.學生路隊組織及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接送規劃



子標準
 

3-2：
 校園進出之人車動線、交通工具停

 放、交通管制計畫等規劃

。

1.通學環境及校內人車動線規劃
(請製作人車分道示意圖，如附件6) 



子標準
 

3-2：
 校園進出之人車動線、交通工具停

 放、交通管制計畫等規劃

。

1.通學環境及校內人車動線規劃



子標準
 

3-2：
 校園進出之人車動線、交通工具停

 放、交通管制計畫等規劃

。

2.校內各種交通工具停放設施



子標準
 

3-2：
 校園進出之人車動線、交通工具停

 放、交通管制計畫等規劃
3.校門及校內交通管制狀況



子標準
 

3-3：
 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理

。

1.訂定交通服務隊或糾察隊選拔及表揚辦法，

 
且有良好的訓練計畫與執行狀

 況(含紀錄)。



子標準
 

3-3：
 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理

2.訂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及考核獎勵措施，且有良好的訓練計畫

 與執行狀況(含紀錄)。



子標準
 

3-3：
 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理

3.參與之學生數量、導護人數，以及相關的裝備。

 
。

參與之學生數量 60

導護人數 每日7位老師，9位志工。

相關的裝備 背心、指揮旗



子標準
 

3-4：
 針對學生違規、交通事故作統計，並

 實施輔導作為
1.統計學生違規、交通事故資料，且有輔導作為。



子標準
 

3-4：
 針對學生違規、交通事故作統計，並

 實施輔導作為
1.統計學生違規、交通事故資料，且有輔導作為。



子標準
 

3-4：
 針對學生違規、交通事故作統計，並

 實施輔導作為
2.利用學區交通事故資料分析事故特性態樣（如時間、空間、違

 規型態、碰撞型態等），且能運用於教學與活動。



子標準
 

3-5：
 規劃家長接送區及鼓勵學生步行通學

1.家長接送區之設置完善與運作良好。



子標準
 

3-5：
 規劃家長接送區及鼓勵學生步行通學

2.能善用學校環境及鼓勵學生步行一段路進出校園



子標準
 

3-6：
 建立愛心服務站的機制與管理

1.愛心服務站計畫與執行(含相關辦法)



子標準
 

3-6：
 建立愛心服務站的機制與管理

2.定期追蹤與檢討



自評面向四：創新與重大成效
1.最近三年內獲得縣市政府（或全國）之交通安全獎項



自評面向四：創新與重大成效

2.最近三年學校有其他特殊、創新或優良事蹟



自評面向四：創新與重大成效

3.學校自評特色與優點，如有校本位交通安全教育特色



自評面向五：交通安全教育加分項目

1.以SWOTS分析、PDCA模式確實瞭解學校現況並有檢核改善機制



自評面向五：交通安全教育加分項目

2.積極參與本市辦理之交通安全教育及志願服務交通導護暨教育

 活動，例如學生通學交通安全維護研習、自行車暨機車安全教育

 計畫及承辦或參加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輔導研習及教育類基礎暨

 特殊教育訓練等



自評面向五：交通安全教育加分項目

3. 志願服務相關業務是否完善處理（如:志願服務紀錄冊領冊率

 、志工保險投保率、基礎暨教育類特殊訓練受訓完備率、半年報

 按時填報等）





 
校園環境：國小49班，附設幼兒園一班，特教班及資源班。



 
教職員人數:114人。



 
學生數:1238人。



 
建物資料:五棟大樓、一間圖書館、幼兒園及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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