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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7 年 1至 9 月份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  

一、各學院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統計： 

統計資料：107/01～107/09 

二、交通事故: 

(一)校內交通事故: 

107年 9月校內交通事故發生 6起，原因大致為: 自摔 (3起)【操作不慎、

視界不佳、未減速】、未注意路口狀況(2起)、未保持適當距離(1起)，造成

9位同學多處擦挫傷(含 1位住院)，經治療後均已無礙，發生件數與 106年

(9月份)相同(106年 9月份校內交通事故 6件)。 

(二)校外交通事故: 

107年 9月校外交通事故發生 3起，原因大致為: 自摔 (2起)【閃避、操作

不慎】、未注意路口狀況發生擦撞(1起)，造成 3位同學多處擦挫傷(含 1位

住院)，經治療後均已無礙，與 106年 9月份比較減少 6件 (106年 9月份校

外交通事故 9件)。 

(三)交通事故自摔統計如表二: 

107年 1-9月因「自摔」造成交通事故約佔全部交通事故件數 43%(自摔件數

31件、交通事故總件數 73件；校內交通事故自摔比率 53%、校外交通事故

﹤表一:107年 1-9月份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統計表﹥ 

學院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總計

理工學院 8 0 2 5 5 5 0 0 1 26

管理學院 6 0 2 3 3 4 2 0 2 22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4 1 1 5 3 2 2 0 4 22

原住民民族學院 0 0 1 1 3 0 0 0 1 6

海洋科學學院 0 0 0 0 0 1 0 0 0 1

花師教育學院 4 0 4 2 2 4 1 0 0 17

藝術學院 2 0 1 0 0 0 0 0 2 5

環境學院 0 0 0 2 1 0 0 0 0 3

總計 24 1 11 18 17 17 5 0 1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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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摔比率 35%)。9月份自摔車禍計 5起(校內 3起、校外 2起)，此一現象須

持續觀察，建議同學平時多保養與檢查車輛、多練習再上路。 

三、105～107年同月份交通事故件數比較:如表三 

1.107年 9月交通事故共 9件(校內 6件、校外 3件)，事故原因疑似為:自摔

(閃避、未減速、操作不慎、視界不佳)、未注意路口狀況、未保持距離。 

2.106年及 107年之 9月同月份比較，107年減少 6件(107年 9月:9件、106

年 9月 15件)。 

3.107年與 106年相較，至 107年 9月全年校內交通事故減少 7件、校外交通

事故減少 8件，總件數減少 15件，年度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約 17%(107年

73件、106年 88件)、年度校內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 19%(107年 30件、106

年 43件)，年度校外交通事故發生率降低 16%(107年 43件、106年 51

﹤表三:近三年 1至 5月份交通事故件數比較表﹥ 

﹤表二:交通事故自摔統計表﹥ 

﹤表三:近三年 1至 9月份交通事故件數比較表﹥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107 5 8 0 1 4 4 6 8 3 9 5 8 1 2 0 0 6 3 30 43 73

106 3 4 0 5 8 6 6 6 9 8 3 9 2 3 0 1 6 9 37 51 88

105 1 5 0 6 4 9 8 10 7 4 11 6 2 1 5 4 13 4 51 49 100

總計 4 9 0 11 12 15 14 16 16 12 14 15 4 4 5 4 13 4 82 90 172

校內 校外 總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年度/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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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期望在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預防方面努力下，交通事故件數能持續往

下減少。 

4.近三年第二學期交通事故比較如表四: 

自 104-2至 106-2學期交通事故發生件數逐年下降:總件數分別減少 11至 15

件；降低交通事故約 14.3%至 22.7%。 

5.107年 1至 9月校內(外)交通事故分布如附圖一、附圖二。 

﹤圖一: 107年 1至 9 月校內交通事故分布圖 ﹥ 

﹤表四:近三年第二學期交通事故件數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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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7年 1至 9 月校外交通事故分布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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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宣導:  

一、【志學中正路車輛停放】107-1開學了，請依告示停放；勿隨意臨

停，以免影響交通 

新的學期即將開始，同學陸續返回學校，志

學中正路街道將更熱鬧。 

因此，在尖峰時段常有同學在飲食、採購民

生必需品時，貪圖一時之便，隨意停車，以致影

響附近居民及商家出入，甚而將交通工具併排，

導致車輛堵塞，影響行車安全；為使志學村街道

暢通及維護自身安全，請依交通隊告示停放，勿隨意臨停。 

另請同學騎腳踏車時能確實握好車把及避免雙載，並留意巷道出入車

輛，以免發生危險。 

 

二、【Parking on Zhongzheng Rd】: Please pa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The new semester is about to start, and Zhongzheng Road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bustling. 

 In the rush hour when students are out for dinner or purchasing 

daily necessities, some people might covet a moment of convenience and 

park their vehicles randomly, therefore causing traffic block. In order to 

keep Zhongzheng Road free from congestion and maintain the safety on 

roads, please pa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and don’t park 

randomly.  

 And please hold onto the handlebars and do not carry back-seat 

passengers. 

﹤圖三:志學中正路停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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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宣導】校內行車速限 30公里！請減速慢行確保安全 

以下有關交通安全事項請同學配合並多加注意： 

一、恪遵校內行車速限 30公里之規定。 

二、教學區禁行機車，請勿駛入。 

三、外環道、T字路、停車棚出（入）口、仰山橋下坡路段等各

重要路口，務必減速慢行，並留心對（他）向來車避讓。 

四、行進間專心駕駛，請勿接(撥)手機或通訊器材。 

五、騎腳踏車時切忌雙載、單手駕馭（提物、撐傘、接撥手機等）、併排行

進、逆向行駛等危險行為；夜間請開啓照明及加裝反光設備。 

六、天候不良，視界不明，騎乘機腳（踏）車時請專注慢行，留心路況。 

七、行駛路口時，請路口禮讓:停、看、聽，再 GO，以避免發生意外。 

安全第一  

您平安，學務處開心！ 

 

四、【Safety Reminder】The maximum speed is 30 kms/hr on campus, 

please slow down and drive carefully. 

The followings are the traffic rules of the campus, please take extra 

caution: 

1.Follow the rules” Maximum speed is 30 kms per hour “on campus. 

2.Do not ride motorcycles into the teaching area. 

3.When passing outer ring-road, T intersection, entrance of the parking lots or 

downhill, etc. please slow down, and watch out for other vehicles. 

4. Focus on the vehicles and do not use cellphones. 

5.Do not carry backseat passenger on bicycles, or ride with one hand (at the 

same time holding umbrellas, answering phones… etc.) Do not ride side 

﹤圖四:減速慢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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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ide with other bikes or wrong-way riding. Please turn on the light 

when riding at night. 

6. Please Stop, Look, Listen While Crossing an Intersection.  

Safety always comes first.  

Your safety, Our delight!. 

 

五、【安全宣導】行經減速丘(墊)時，請減速!安全第一 

請各位師長與同學行經減速丘(墊)時(位置如附圖)，請減速，如此可避

免意外發生。 

再次提醒:   

1.機車禁止騎入教學區 

2.你的行車速度，影響到自己(與他人)的生命 

 

六、【Safety Reminder】Please Slow Down When You Go over Road 

Humps. Safety Always Comes First. 

To avoid accidents, please slow down when you go over road 

humps. Refer to the map below for locations of campus road humps. 

Safety Reminder: 

1.Do not ride motorcycles 

into the teaching area. 

2.Your driving speed 

affects your and others’lives. 

 

 

 
﹤圖五:減速丘(條)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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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宣導】大型車視野死角多，請遠離大型車，確保平安！ 

豔陽高溫下，許多機車騎士在停等紅綠燈為躲太陽，常有停靠在路邊樹

蔭下或是車子陰影處遮陽的習慣。 

在此提醒同學:切勿「拿生命躲太陽」，停靠在大型車旁的陰影內躲避陽

光。因為大型車視野死角多，過於貼近時常會被大型車內輪差捲入而導致悲

劇發生，請遠離大型車，確保平安。 

更多交通安全宣導影片可參考生輔組/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宣導影片；網址: 

https://osa.ndhu.edu.tw/files/11-1007-5135-1.php?Lang=zh-tw 

開車或騎乘機車謹遵各項道路安全規定。 

黃色線內都是車子的視線死角 

 

 

 

 

 

 

﹤圖七:大型車視野死角示意圖﹥ 

﹤圖六:行車錯誤停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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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Safety Reminder】Large vehicles have many blind spots .Away 

from the truck(bus…) on Road for safety. 

With the high heat of the sun, many locomotives tend to stop in the 

shade of trees or proximate cars to hide from the sun while waiting for 

traffic lights..  

Reminder : 

Large vehicles(bus, delivery truck, semi-truck, tractor-trailer, etc.) 

have many blind spots. 

Please stay away from them for safety. 

More traffic safety films, please refer to our traffic safety website， 

website: https://osa.ndhu.edu.tw/files/11-1007-5135-

1.php?Lang=zh-tw 

Always follow traffic regulations when operating any vehicle.  

 

十、【車輛停放】9/22-24 日中秋連續假期，請注意志學火車站停車規

定，並小心行車安全，避免疲勞駕駛 

志學火車站前腹地有限，常因停車紊亂問題，造成車站管理及出入旅客

的不便。 

 

2018/09/22-24日為中秋連續假期，在連續假日返家過節時，敬請配合志

學火車站告示，切勿隨意停放。並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共乘方式至志學

火車站或花蓮火車站； 

車輛停放說明如下: 

一、志學火車站停車空間規劃 如圖 1、2。請各位配合公告停放，將個人之交通工

具(自行車、機車、汽車)停放在志學火車站停車棚內或停車位，以維持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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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暢通。 

二、車站前方道路兩側，現均已畫紅線(如圖 3)，禁止停放，以免遭到拖吊。 

三、車站左側停車棚前，禁止停放車輛(如圖 4)。 

四、身心障礙車位左邊斜線區為其下車區，請同學不要誤認為機車停車格(如圖 5)

所示。 

提醒: 

開車或騎乘機車謹遵各項道路安全規定；騎機車時，請配戴全罩式安全帽，多一分

小心，多一分安全；以避免交通意外事故發生，確保自身安全。 

﹤圖八:志學火車佔車輛停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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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Vehicle Parking】Parking at Zhixue station during holidays 

(2018/09/22- /09/24)；Reminder: be safe in holidays. 

Due to limited space in front of Zhixue station, parking often causes 

inconvenience to passengers. 

The three-day holidays are around the corner. We’d like to kindly 

remind you to pa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lletin board of Zhixue 

station. Do not park randomly. T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or car-

pool, if at all possible. 

Parking instructions: 

1.The parking space in front of Zhixue station is as picture 1 and 2.Please park 

your bike, scooter or car in the carport or lot to keep the road clear. 

2.The road in front of Zhixue station has already been marked with red lines 

(picture 3).  Please do not park on its two sides, or your vehicle will be 

towed away. 

3.Do not park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tation, in front of the carport (picture 4). 

4.The oblique-line zone is the dismount area for Disabled parking space 

(picture 5). Please do not park there. 

Reminder: 

1.Please follow traffic regulations when using any vehicle.  

2.Also remember to wear a helmet whenever you’re riding a 

scooter/motorcycle to prevent any traffic accident. 

3.Being a bit more careful means being a bit s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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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安全宣導】107-1 學期辦理迎新、聯誼或校外活動，請注意活動及

交通安全 

新學期開始，各系陸續辦理迎新、聯誼或校外活動，學務處特請各活動

負責人應於籌辦期間，確認各項安全細節，以人員平安為最高原則。 

如辦理校外活動租用大型遊覽車，請注意以下原則： 

1.依教育部規定，為保障學生校外教學租用車輛安全，學校辦理校外

教學活動時，應慎選信譽良好之旅行社或遊覽車公司、客運公司。車輛應安

排至少為 5年內新車，並且應填妥車輛安全檢查表。 

2.出車前務請依車輛安全檢查表、填具，並請事先作逃生演練，可參

考本校「大型遊覽車火燒車安全逃生宣導注意事項」(網頁:生輔組/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相關表格)。 

 

十三、【Safety Reminder】Safety Comes First while Holding Orientation 

Activities 

As the new semester begins, most departments are holding various 

on-or-off-campus activities. We’d like to remind all the personnel in 

charge of mentioned activiti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all participants. 

 If you are renting a large tour bus for off-campus activities, please 

follow the guidelines: 

1.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cautions should be taken and only reputable travel agencies or tour 

bus companies be considered.  

2.The vehicle should be less than 5 years old.  

3.The vehicle safety checklist should be completed and 

emergency reminder be announced. (https://osa.ndhu.edu.tw/files/14-1007-104628,r3766-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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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通訊息: 

一、【法規宣導】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一)「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第 5點，業經教育部於中

華民國 107年 9月 7日以臺教學(五)字第 1070135944B號令修正發布。 

(二)請本校各單位依注意事項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辦理各項工作。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第五點修正規定: 

五、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其契約訂定應以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

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為依據，並將下列事項於契約載明： 

（一）應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車(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如附表一)、車

齡：五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為原則（計算出廠日期至租用時間）、乘

客定員、車號、行車執照、一年內之檢驗及保養紀錄。離島地區或改

裝裝載升降設備用車，因新車數較少，得租用十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

輛。 

（二）駕駛人一年內不得有重大違規及肇事紀錄。 

（三）檢查租用車輛效期內之保險證明文件。 

（四）註記該次活動租用車輛車號、駕駛姓名，且不得任意更換駕駛。 

（五）其他特殊約定事項。 

 

 

 

 

 

 

 

 

﹤表五: 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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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車輛安全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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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遊覽車逃生演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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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大型遊覽車火燒車安全逃生」宣導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 :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 

(一)熟悉車上安全配置: 

(1)車用滅火器(如圖十): 

大多放在駕駛座後方、安全門右側等處，平時須注意設備有效期限，

以免失去效用。 

 

 

 

 

 

 

 

 

 

 

(2)防煙面罩(如圖十一、圖十二): 

可在駕駛座後方拿取，確保在煙霧瀰漫的環境中找到逃生路線。 

防煙面罩使用方法:將面罩罩於頭部並將面罩下緣抓緊 

 

(3)車窗擊破器(如圖十三、圖十四): 

大多設置於駕駛座窗戶附近或兩側車窗旁。「擊破點」為窗戶四個角

落，用力敲擊，車窗如果只出現裂縫，則持續朝裂縫處加以撞擊逃

生。 

﹤圖十:車用滅火器﹥ 

﹤圖十一:防煙面罩﹥ 

﹤圖十二:防煙面罩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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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門(如圖十五、圖十六、圖十七、圖十八): 

發生火燒車事故時，乘客可直接朝車身中後段設置的安全門進行逃

生。  

安全門開啟步驟:打開保護蓋向內拉開開關推開安全門 

 

 

 
 

 

 

 

 

 

 

 

 

 

 

(5)車頂的逃生天窗(如圖十九、圖二十、圖二十一): 

﹤圖十三:車窗擊破器﹥ 
﹤圖十四:車窗擊破器方式﹥ 

﹤圖十五:安全門位置﹥ ﹤圖十六:打開保護蓋﹥ 

﹤圖十七: 向內拉開開關﹥ ﹤圖十八: 推開安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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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與安全門相似，可向上推開，並旋轉把手後即可打開。 

逃生天窗開啟步驟:向上推開逃生天窗旋轉把手轉至水平推開 

 

 

 

 

 

 

 

 

 

 

 

 

(二)冷靜逃生: 

客車駕駛應先用廣播呼籲乘客冷靜，並接著把車及時停靠路邊，

再將車輛車門開啟後熄火關閉電源，依序引導車內乘客逃生。 

 

(三)反應「速度」是逃生的關鍵: 

平時容易忽略車內安全宣導影片，其實發生火燒車情況時，「速

度」是逃生的關鍵，謹記車內安全設備以及各逃生路線能隨時應變緊

急狀況，才能在狀況發生時及時逃生，以避免同樣憾事發生。  

 

(四)火燒車安全逃生影片 

可參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製作之「火燒車安全逃生影

片」:網址: https://youtu.be/Ra-j3vuJ-a8。或至本校學校網站首

﹤圖十九:逃生天窗位置﹥ ﹤圖二十: 向上推開逃生天窗﹥ 

﹤圖二十一: 旋轉把手轉至水平推開﹥ ﹤圖二十二:車體結構及逃生路逕﹥ 

https://youtu.be/Ra-j3vuJ-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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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宣導影片下

載。網址:http://www.student.ndhu.edu.tw/files/11-1007-

5135.php 

 

二、【活動通知】機車防禦駕駛宣導短片競賽，請踴躍參加 

【activity】Welcome to join motorcycle defense driving propaganda 

short film competition  

(一)轉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為廣召青年學子齊力宣導機車安全，特別舉辦「『騎

機 30秒』-機車防禦駕駛宣導短片競賽」。 

(二)徵件日期自 107 年 7月 20日至 107 年 10月 19日 17時截止，最高獎勵為

10萬元。 

(三)活動詳情請至活動網頁查詢：https://contest.bhuntr.com/tw/44674210112608102b 

(四)各獎項每名各得獎金及獎狀乙張。 

第一名，獲獎金新臺幣 100,000元整，

獎狀乙紙，共 1名 

第二名，獲獎金新臺幣 50,000元整，

獎狀乙紙，共 1名 

第三名，獲獎金新臺幣 30,000元整，

獎狀乙紙，共 1名 

佳作獎，獲獎金新臺幣 10,000元整，

獎狀乙紙，共 2名 

最佳人氣獎，獲獎金新臺幣 10,000元

整，獎狀乙紙，共 1名 

 

 

 

﹤圖二十三:活動海報 ﹥ 

https://contest.bhuntr.com/tw/44674210112608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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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宣導: 

1: 107/09/13 校內車禍 

時間: 107 年 09 月 13 日約 1225 時 

地點:理工二館東區外環道路口 

天候:晴天 

說明: 

A 車由志學門往集賢館方向行駛 

B 人欲過馬路至理工二館外環道車棚 

人員:四肢擦挫傷 

財損:車身部分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機車與行人未注意前方路況 

 

2: 107/09/17 校內車禍 

時間: 107 年 09 月 17 日約 0920 時 

地點:多容館西區外環道路口 

天候:晴天 

說明: 

A 車由外環道往志學門涵星莊方向行駛 

B 車由校外聯外道路入校往多容館方向 

人員:四肢擦挫傷 

財損: 

車身部分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未注意路口路況 

﹤圖二十四:107/09/13 車禍示意圖 ﹥ 

﹤圖二十五:107/09/17 車禍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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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09/20 校內車禍 

時間: 107 年 09 月 20 日約 1415 時 

地點:仰山橋往西區宿舍下坡路段 

天候:晴天 

說明:  

騎自行車自仰山橋往西區宿舍方向行

駛，疑因刹車故障，車輛撞及路緣失

控，人員衝上草地，身體腹部撞擊一旁之消防栓。 

人員: 左腎臟破裂 

財損: 

車身部分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下坡路段，疑似煞車失靈自摔。 

 

4: 107/09/10 校外車禍 

時間:107 年 09 月 10 日約 1305 時 

地點:大學路一段(臻愛楓晴民宿附近)  

說明: 

從家中騎車到校途中。 

人員: 

四肢擦挫傷 

財損: 

車身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雨天路滑自摔 

﹤圖二十六:107/09/20 車禍示意圖 ﹥ 

﹤圖二十七:107/09/10 車禍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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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宣導活動: 

一、107學年第 1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入班宣導 

開學迄今交通安全入班宣導，計完成 5系所、7場次、590 人次宣

導。 

107-1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率:  

﹤表七:交通安全宣導統計表﹥ 

﹤表六:106-2學期交通安全宣導率﹥ 

﹤表八: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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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各學院(系)實施交通安全宣導管制表:  

各學院(系)實施交通安全宣導場次統計表(統計至 109.10.1) 

二、9月份活動剪影:  

 

 

 

說明：107.9.8新生始業式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 體育館 

說明：107.9.10 物理系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 理工一館第一講堂 

 

 

﹤表十: 各學院(系)實施交通安全宣導場次統計表﹥ 

﹤表九:10月份各學院(系)交通安全宣導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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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7.9.10歷史系大一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人社二館 B107教室 

說明：107.9.13 迎曦莊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迎曦莊交誼廳 

  

說明：107.9.13經濟系大一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人社二館 B109教室 

說明：107.9.12 交通安全教育日安全課程 

地點:行政大樓 214會議室 

  

說明：107.9.28大學入門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管理學院第一講堂 

說明：107.9.28 光電系交通安全宣導 

地點:理工二館 C403教室 

 

 

 

 

﹤圖二十八:9 月份交通安全宣導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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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 10月份交通安全課程(2018/10/17),可抵免車輛違規(罰

款)。授課主題:交通事故處理原則 

為減少本校交通事故的發生，藉由「積極」、「主動」、「常態」方式，安排

交通安全入班宣導，為增加本校學生參加之誘因，凡參加交通安全宣導講習

者，可選擇抵銷校內車輛違規單，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活動期程如下： 

(一)活動日期：107年 10月 17日 

(二)活動時間:1500~1600 (含報到) 

(三)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二樓 214室會議室 

(四)授課主題: 交通事故處理原則 

(五)實施方式。 

(1)每月第三週星期三為「交通安全教育日」，並於當日下午 1500~1600時安排

宣導課程。 

(2)上課人數以 30位為限並採網路預約方式。跨域自主學習活動暨報名系統網

址: https://sys.ndhu.edu.tw/SA/XSL_ApplyRWD/ActApply.aspx 

(3)流程: 

1.請先至跨域自主學習系統報名； 

2.至本校車輛管理系統下載列印「車輛違規愛校服務申請單」； 

3.攜帶「車輛違規愛校服務申請單」【限半年內車輛違規】，完成課程後當場

蓋章認證，可抵銷違規單罰款 100元； 

4.持申請單至總務處事務組(行政大樓 107室)銷單 

(4)本組亦接受各院系申請交通安全入班宣導，抵銷校內車輛違規單同方式

三，惟上課時數須至少 50分鐘(含)以上方可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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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Deductions of Safety/Vehicle Violation Fine by Attending the 

Traffic Safety Course (Oct 17th, 2018)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vehicle accidents, a series of 

traffic safety classes will be offered.  Anyone attending one class could 

be granted with deductions from the current safety/vehicle violation fine.   

Class information: 

1.Date: Oct 17th 

2.Time: 15:00 ~ 16:00 (including check-in) 

3.Location: Room 214,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4.Lecture topics: How to deal with traffic accidents  

6.Notes: 

1)The fourth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is set as the Traffic Safety Day.  

One traffic safety class will be offered at 15:00-16:00. 

2)Each class accommodates 30 persons max by appointment on a first-

come-first-serve basis. Please sign up via: 

https://sys.ndhu.edu.tw/SA/XSL_ApplyRWD/ActApply.aspx 

3)For anyone who wishes to get deductions ($100NT deduction for every 

50-minute class) from the current safety/vehicle violation fine shoul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1)Visit the NDHU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2)Download and fill out an application form for “Service Learning of 

Vehicle Violation” 

(3)Bring it to the class 

(4)Have the form verified and stamped after finishing the class. 

(5)Bring the completed form to Room 107,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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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he deduction.   

﹤圖二十九: 交通安全教育日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