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全國交通安全評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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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全國交通安全評鑑學校
基本資料與周邊環境簡介
一、學校基本資料:學校位置、面積、校內停車空間及鄰近學校
(ㄧ)學校位置
健康國小座落於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 168 號，位於三民路、延壽
街交叉口，地處台北市東區。北側為延壽街，東側臨三民路，西
側及南側皆緊鄰國宅，是社區型小學。
(二)學校面積
本校基地面積 11,459 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二層，地上五層。樓
地板面積 4317 ㎡。校地為四邊型格局，周邊道路最寬為 4 車道，
最窄為 2 車道。
(三)學校校內停車空間：
車種
小客車
機車
無障礙小客車 無障礙機車
數量
31 格
33 格
2格
1格
(四)鄰近的其他學校
西松國小、民權國小、三民國小、西松國中、民生國中、介壽國中。

二、學生及教職員人數
107 學年度共計普通班 36 班，學生數共計 1058 人，教職員共計 96 人。
三、學生上放學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統計

四、學生上放學情形
(一) 主要學生通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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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1.從三民路延壽街口進入校區 2.延壽街 168 號大門進入校區
3.從三民路 43 巷後門進入校區。
放學：單一放學管制從三民路延壽街口放學。
(二) 學生上下學時間說明
(三) 上學時間早上 7:50 前由導護老師及導護志工值勤時間入校。
放學時間低年級週二 16：00，其餘 12：00。中年級週三 12：00，
其餘 16：00。高年級週三 12：00，其餘 16：00。
四、家長接送區動線規劃
家長接送區為本校交通安全最大特色，因設置於學校建築本體
內，不論晴雨學生皆可安全在校內等待家長及安親班接送。
本校放學路隊為【三向分流】，導師將放學路隊分成三大組，
自行回家在正中間、左為家長接送、右為安親班接送；每天
放學皆由導師親自將班級隊伍帶到接送區。
五、學校周邊環境簡介
(ㄧ)上學時延壽街門口汽機車未分流，易生危險。
(二)上學家長機車接送貪圖就近門口，違規迴轉。
(三)腳踏車常騎上人行道，行人用路權受到影響。
(四)三民路 43 巷側門缺無障礙坡道。
●上學時易壅塞
●家長易違規迴轉、行人穿越雙黃線

汽機車分流區

友善人行道牽行

無障礙坡道鋪設

●腳踏車常騎上人行道影響路權
●後門口缺無障礙坡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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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自評表
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學校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 168 號

聯絡人
電子信箱
學生人數

陳怡錩
連絡電話 25282814-121
yicheng@mail.jkes.tp.edu.tw
1058 人
評 分 標 準

1.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定期召開委員會議，規劃、檢討與改
進交通安全教育有關事宜。

配分

自評分數

10%

10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一、 擬定健康交安推動小組，邀請外部專家成員參與；定期召開會議，詳
實紀錄推動情形。
(一)交安小組包含內部成員--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教師、家長 代
表、愛心導護隊小隊長；外部成員—自強里里長、松山派出所、交
通導護組、靖娟基金會。
(二 )針 對學校交通安 全內外部 共同發 掘問題 ，以交安 四守則 為核 心
思維，提出現況及思考解決策略，齊心維護社區內親師生交通安全。
(三)召開學區交通安全會議，由於本校通學特性，每學期初特別邀請學
區內安親班到校針對學校交安重點進行宣導及確認學生通學方式，
期勉共同協助保護學生通學安全。
外部
專家

一、校門口汽機車亂停、易生危險(106.11.29)
二、家長違規迴轉、未遵守交通規(107.01.16)
三、通學環境需改善，未考量弱勢學生需求
(107.4.25)
四、學生在校園走廊習慣奔跑，易造成受傷
(1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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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健康交安願景【心靈道路、健康 SAFE】
，針對交安現況擬定策略及
目標為『打造一條心靈道路，邁向健康平安文化』
(一) 脈絡分析：經交安小組分析本校為社區型小學，走路上學達到全校學
生 54%；然主要違反交安規則原因絕大多數是因通學時間不夠。
(二)文化形塑：透過各種場合宣導，配合課程教學，全校齊心營造交安新
文化。
(三)願景凝聚：【打造一條心靈道路，邁向健康平安文化】，並且延伸全面
向親師生宣導【早一點出門，安心進校門；多繞一點路，安全有保護】
。
(四)策略擬定：根據各級交安會議決議及發現之問題，提出相對應解決策
略，並於實施後評估效益，作為後續改進參考。
(五)課程融入：擬定各年級、各領域課程融入交安教學觀念，縱向橫向加
強學生對於生活情境中交安意識及自我防衛能力提升。
課題分析 (P)
汽機車分流：
解決校門口汽
機車亂停

提出策略 (D)

評估成效 (C)

後續追蹤 (A)

1. 規劃汽機車停車區分流機 以影片錄製宣導 設計安全上學
制，設置識別標誌旗。

前後差異，通學 學習，追蹤分

2. 繪製健康通學地圖，加強 時間明顯汽車違 析學生填答結
學生宣導。

規降低 70%、機車 果再調整。

3. 邀請家長拍攝宣導影片。

配合度高達 90%

自 編 影 片 全 校 1. 員警通學時間進行違規取 90% 以 上 家 長 了 統計校門口違
宣導：家長違規

締。

解並願意配合學 規次數及類型，

迴轉、未遵守交 2. 柔性微笑勸導家長注意安 校作法，並給予 於交安會議提
通規則

全。

正向肯定。

出改進建議。

缺 無 障 礙 坡 道 透過道路會勘與里長、新工 學生家長反映改 持續觀察校園
三民路 43 巷人 處、交通局、議員辦公室於ㄧ 善後通學道路安 四周是否有類
行 道 上 缺 乏 無 個月內改善，增設坡道及修補 全許多，車輛也比 似情形。
障礙設施

不整路面。

友善人行道：

1. 設置【腳踏車牽行禮讓行 腳踏車騎上人行 持續觀察腳踏

人行道腳踏車
未禮讓行人

較注意行人。

人】標語

道比例降低 90%

車違規情形。

2. 朝會宣導及宣導學習單。

交 安 天 使 正 向 創設【交安天使-健康斑馬人】 每周選出 6 位交 google 表單統
宣導：改善走廊 宣導安全重要。設立【導護人 安新天使在學生 計每周宣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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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奔跑

行看板】提醒學生降低速度。 違規熱點宣導。

評 分 標 準

次，改善違規。

配分 自評分數

2.強化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知能，並進行成效之檢討與回饋。

9%

8.5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一、 透過各級會議宣導，強化教師交通安全意識提升；領域學年橫向縱向
融入交安課程教學。
(一)各級會議如一級主管會議、全校教師晨會、擴大行政會議、學年會
議、領域會議、導護交接會議、學區安全會議皆對於交安問題進行議
題討論與加強宣導。
(二)落實導護交接，用心詳實記錄：每週五的導護會議及每周一教師
晨會總導護報告中歸納學生通學情況。
(三)設計學生課程學習單及通學問卷，回收統計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及通
學方式。
(四)凝聚教師共識，形塑健康國小交通安全願景及目標方向。
(五)健康交安願景目標：【打造一條心靈道路、邁向健康平安文化】
健康

主
動

尊
重

健康交安願景圖

(六)健康 SAFE：
S:See 彼此看見最安全
培養交安習慣、健全心靈道路
A:Attention 防衛兼顧的用路 主動關心他人、維護人我安全
F:Friendly 利他用路觀
打造安全空間、建立共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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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nviroment 謹守安全空間

廣納多方資源、營造安全社區

二、 進行教師交安專業對話，參與交安專業成長研習；教師共同研發課程
激盪創新交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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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對談及相關研習活動成

效

檢

討

與

回

饋

交安核心小組針對健康交安校本議 健康校本交安議題的解決策略，並
題凝聚四大共識。(107.10.8)
規劃策略執行期程。(107.10.8)
參與全國交通安全研習座談會，增 初步規劃健康交安藍圖，在現有規
進核心教師交安知能。(107.10.18) 模上力求精進。
校內擴大行政會議交安專業分享， 規劃校門口【汽機車分流計畫】
，重
針對校門口狀況說明。(107.9.15) 新安排家長接送動線。(107.9.20)
交安核心小組會議討論健康交安藍 提出【心靈交安、健康 SAFE】目標
圖及目標願景。107.12.15~108. 01 【打造ㄧ條心靈道路，邁向健康平
安文化】
各領域專業對話，綜合領域、藝文領 各領域提出課程融入方式；由其是
域、社會領域、健體領域。107.12 綜合領域將下學期 3/11~3/22 訂為
交通安全宣導週融入各學年教學。
擴大行政與學年會議中進行校內交 交安小組提出：
【交安天使-健康斑
安議題報告：
【學生走廊上奔跑】
。 馬人】構想，正向鼓勵代替處罰。
將擬訂實施計畫徵選交安天使。
社會領域規劃縱向融入課程，1~6 年 從課程設計中可看出與社會議題
級融入符合型塑學校交安文化。
環環相扣，6 年級【公民實踐-改善
交通環境】更是結合十二年國教中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指標。
藝文領域研擬中年級偶戲動畫課程 藝文領域為本校特色發展重點，學
融入交安教案、高年級結合交安校 生從美感中學習交安觀念，拍設逐
本感謝交安志工設計卡片。
格動畫最合適交安宣導推廣。
資訊團隊研擬高年級【安全穿越 VR VR 虛擬實境是能有效讓學生進入
體驗】進行教學活動。108.01.05 交安情境中安全體驗學習。此為健
中年級設計線上【交安對戰題庫】， 康 VR 融入教學先例。
將交安常識題庫匯入平板中讓學生 題庫能收集學生填答對率及正確
反覆精熟學習。
性，並根據數據強化教師教學重點
評 分 標 準

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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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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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家長與社區民眾進行交通安全宣導。

6%

6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一、結合多元管道及各種集會時機向家長宣導交安理念，增進家長認同
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一)小一新生家長座談會：宣導過馬路守則【停看轉揮動】，並邀請家
長共同示範操作，讓家長親自體會口訣設計理念。
(二)學校日班親會：各年級家長親師溝通時間宣導學校推動交安的理
念，針對宣導重點邀請家長共同配合。
(三)學區安全會議：本校安親班為學生放學後主要集中地(55%)，因此每
學期 2 次學區安全會議針對安親班配合學校交安規劃事項宣導重點。
(四)導護志工會議：定期召開導護志工群組會議，提出對於學區導護注意
事項及交接重點。
二、規劃配合各項活動宣導交安理念，強化社區民眾對於提升交通安全重
要。
(一)校慶交安宣誓簽名板：配合校慶當天社區指標人物及家長到校，共同
宣誓遵守交通安全，並配合學校宣導。
(二)始業式活動全校宣導：配合始業式禮貌運動，宣導禮貌運動在交通安
全中對於駕駛人、導護志工、讓路的行人都應該要心存感謝！
(三) 童軍團童盟日闖關宣導：民生童軍團童盟日邀請四校共同在健康國小
進行闖關體驗活動，特別設置內輪差及車輛視覺死角宣導。
三、 運用 E 化平台及社群網絡拓展宣導範圍，即時掌握反饋社區及學校周
遭交安狀況。
(一) 健康導護 line 群組：守護健康交通的導護志工 line 群組有最即時的
交安狀況，能有效及時補足交安漏洞。
(二) 家長會志工團臉書社群：能讓家長瞭解學校交安理念，並且由家長親
自拍攝宣導影片更有代表性。

李台華里長於校
慶簽交安宣誓板

新生家長ㄧ起做
【停看轉揮動】

社區童盟日活動宣
導交安重要

評 分 標 準

張新立教授四守則
於電視牆輪播

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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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劃符合交通安全核心能力的教學課程與設計相關教案，並運用相
關資源進行教學。

10%

9.7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以校本問題訂定【打造ㄧ條心靈道路，邁向健康平安文化】為課程
願景，並依交安四守則研擬【心靈道路、健康 SAFE】做為目標。
(ㄧ)分析健康校本交安議題：核心小組發現本校走路上學已達 54%，但最
大問題點在校門口前總有家長冒險違規迴轉；另外是家長接送汽車、
機車混雜，造成交通阻塞，險象環生。因此，決定以改變家長、學生
生活習慣才是根本解決交安問題。故訂定以標語：
【早一點出門，安心進校門】
絕大多家長知道交安重要，冒險違規總是因為時間來不及，因此宣
導學生能在家做好出門準備，提早一點出門上學才不會很趕。
【多繞一點路，安全有保護】
家長都希望將學生送到校門口，捨不得讓孩子多走一點點路，因此造
成門口交通堵塞；學校宣導汽車往三民路 43 巷接送區較適合

心靈道路願景圖：時鐘代表【早一點出門】，

代表【多繞ㄧ點路】，下午 5 點亮燈

(二)擬訂健康交安課程融入方式：以綜合領域為主軸，規劃每年級於下學
期第 5 週、第 6 週實施每班 2 節課交安核心能力課程；各領域根據
縱向課程規劃統整融入交安教學。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在下學
期課程中進行以【心靈道路、健康 SAFE】為教學核心。
除了加入校本特色藝文領域及結合資訊科技領域，全面性實施交通
安全教學融入外，在班級生活指導方面強化【交安禮貌運動】期待
營造校園交安新文化。
二、 縱向橫向連結學年領域課程，提供交安資源運用導入班級；激盪研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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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安 VR 體驗與 AR 操作，結合藝文走入社區感動志工心靈。
(ㄧ)綜合領域：安排 3/11~3/22 各年級 2 節 80 分鐘課程。全校進行交安課
程，當週為【交通安全宣導週】營造校園交安氛圍。
年級
課程
內容

ㄧ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平安上學去 健康安全行 社區我最行 交安小博士

五年級

六年級

交安人車路 交安天使

(二)藝文領域：藝文領域為本校特色重點發展，於領域會議中將交安議題融
入於各年級課程，尤其以【交安動畫】
【感謝導護卡片】最具特色，動
畫由學生親自拍設更能設身處地感受交安重要。
年級
課程
內容

ㄧ年級
AR 彩繪
過馬路

二年級
三年級
交安戰鬥卡 立體社區
造型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交安標語版 交安偶戲達 感恩卡
畫
人
片設計

(三) 科技領域：研發 VR 融入交安，VR 體驗有三特徵：透過 3D 技術讓使用
者認為是真實空間。臨場感(Immersion) 互動性(Interaction) 想像力
(Imagination)置 HTC vive 將【安全穿越】道路體驗於六年級進行。

評 分 標 準

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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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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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7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校區設計建置健康通學地圖及交通號誌圖供教學使用，創設交安多
功能空間營造路口實景，供學生練習過馬路步幅測量及時相練習。
(ㄧ)配合汽機車分流計畫，繪製健康通學地圖讓老師能於教室或班群
空間進行教學；並設計學習單畫出自己通學方式進行形成性評量。
(二) 拍攝三民路、延壽街口環景圖並建置情境於 B1 交安多功能空間；並
依比例繪製行穿線供學生練習通過步幅；並設計課程記錄每班學生安
全通過路口時間記錄。

步幅練習教室

健康國小通學路線圖：步行、汽機車接送、導護崗

設計供學生實測安全通過秒數

二、 配合校本特色課 程 -社區踏查讓學 生實際於社區交 安號誌進行操
作，並以學生假日熱點 101 大樓、富民生態公園進行交安教學。
(ㄧ)結合三年級社區踏查及四年級校外教學課程，老師帶領學生在社區
實際操作過馬路及介紹社區交通號誌。
(二)因應學生假日需求，實地學習富民公園及 101 大樓週遭不同交安
環境與空間。學生最後以分組報告及繪製社區地圖，讓學生從實際
操作學習交安號誌。

學生於社區練習過馬路

學生於 101 商圈練習過馬路

評 分 標 準

回校製做社區模型圖

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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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動。

9%

8.8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依校本交安問題規劃全校性活動：藉由親師生社區共同參與強化交
安意識，提高對於學校推動交安之認同；於活動後進行成效評估檢討，
研擬修正改進方式。
(ㄧ)校門口汽機車亂停：全校朝會進行校門口影片播放，讓全校學生觀
看校門上學縮時影片，數數有幾種交通違規及次數。
●精進策略：設置【心靈道路，健康 SAFE】願景牆，提醒家長學
生早一點出門，安心進校門；多繞ㄧ點路，安全有保護。同時擺設
汽機車接送區旗幟劃分區域；宣導汽車接送向前儘快駛離。
●成效評估：7:30~8:00 每週汽車臨停 50 輛/天→20 輛/天。機車
98%停於機車接送區，違規迴轉從 30 輛/天→5 輛/天

錄製校門口縮時攝影

設置機車接送區

【心靈道路願景】
牆】

交安天使-斑馬人

(二)走廊上奔跑宣導：
●精進策略：田徑隊學生拍攝走廊上不奔跑影片，並於校園電視
牆及全校兒童朝會播放。
●精進策略：發現學生走廊上奔跑熱點放置導護人型看板。
●精進策略：設置交安天使-健康斑馬人，撰寫交安天使計劃徵選
健康斑馬人；參照國際交安模式(玻利維亞)，於下課時間穿著斑馬
服於校園內宣導走廊上鼓勵走代替跑，上下樓梯慢行。並每週遴選
優秀斑馬天使。
●成效評估：經老師協助統計，每日下課走廊上宣導前約 50 人/1
天，經宣導鼓勵後可達約 20 人/日，且以低年級學生居多，從健康
中心數據也可看出每月走廊受傷比例皆低於教室內受傷數。
二、豐富多樣化的交安宣導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體會交安觀念的重要。
(ㄧ)邀請靖娟小黃帽講師入班教學活動：邀請小黃帽講師入四年級 B 班群
進行教學活動，活動中體驗汽車視覺死角，並有教具操作。
(二) 校慶小客車實際體驗駕駛視覺死角：校慶當天由家長提供小客車現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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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民眾學習小客車駕駛視覺死角，以及現場講師講解內輪差。
(三) 愛校服務帶領學生到校外實際操作過馬路：五年級學生配合到校外打
掃利用時間操作舉手過馬路及練習集體過馬路隊形。
(四) 圖書館小博士有獎徵答活動：結合圖書館【健康書院】設置交安主題
書展區，並辦理有獎徵答活動鼓勵學生閱讀相關書籍。
(五) 童軍團民生社區童盟會交安宣導：配合社區四校童盟會 20 週年大會
辦理交安闖關攤位，設計交安四守則讓學生熟記。
(六) 五月第二週辦理【感恩月】感謝導護志工：邀請所有導護志工上台授
予感謝狀及感恩胸章，由全校師生對辛苦的導護志工進行感謝。
(七) 多語文競賽各主題融入交安宣導：請校內出題老師在朗讀、寫字、作
文比賽的主題以交通安全讓學生發揮，並張貼優秀作品展覽。
(八) 兒童節慶祝活動【為愛而跑】路跑活動宣導交安：每 3 年ㄧ次的為愛
而跑河濱公園路跑活動，路途中進行各種交通號誌，學務處利用機會
掛置宣導紅布條進行學生及社區交安宣導。

圖書館交安書展

多語文主題融入

實地校外過馬路練習 交安天使-健康斑馬人

為愛而跑交安宣導

童軍團童盟會活動

小客車視覺死角

感恩導護志工們

三、透過校園安全體檢單收集資料、統整數據並表楊張貼優秀作品。
(ㄧ)每班發放校園安全體檢單並設計 3 等量表量化自我評估，確實回收
後可統計掌握學生對於交通安全的能力優缺。另外，透過質性的描述
或是繪圖，了解學生對於校園內安全的擔憂與易發生危險的地方。並
且公開表揚優秀作品並張貼。
●成效評估：統計後發現學生對於活動滿意度皆達 90%以上，對
於交安宣達重點認知皆達 95%，惟要持續改善的事校園中仍有奔跑
覺得危險情形，須持續宣導改善。
評 分 標 準

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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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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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落實校外教學車輛審核、完備申請檢核計劃。
(ㄧ)校外教學計畫依規定於 15 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並會簽相關行政處
室。總務處依契約辦理租車事宜，並要求廠商提前傳送相關車籍和駕
駛資料。
(二)出發前由總務處會同各班教師或家長代表驗車，檢核駕駛、車籍資料
與車輛安全裝備及現況，資料完整。
二、規劃辦理大客車行前教育、實際操作安全門逃生。
(ㄧ)各年級依照健康國小校外教學辦法提出課程計劃及行程規劃，教師於
班級內結合健體課程進行大客車逃生宣導影片。
(二)學年或班級校外教學，由班級導師進行行前說明；畢業校外教學參觀
前，辦理行前說明及交安講解。
(三)強化安全措施，每學年辦理一次全校大客車逃生演練，強化學童對
1 條安全帶、2 個滅火器、3 支擊破器、4 個擊破點、5 個安全門的概
念，並實際練習開啟安全門。畢業校外教學參觀前，辦理大客車逃生
演練。校外教學出發前利用乘車時播放大客車安全影片。
(四)確實召開校外教學活動檢討、詳實紀錄會議紀錄;校外教學活動結束召
開檢討會議，針於與交通安全有關事項，如：車況、駕駛態度與行為、
交通狀況…等進行檢討。交安事項若歸責於廠商，則行文糾正並依罰
則處理；若屬校內處理，則進行改善。會議決議納入下次校外教學租
車與規劃，並將車輛檢討記錄列為後續辦理採購時評選廠商參考。

大客車逃生演練說明

小朋友逃生門實際操作
評 分 標 準

全校宣導大客車逃生安全
配分

17

自評分數

回目錄
8.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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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服務班與中心接送規劃。

8%

7.6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調查分析學生通學方式並詳實記錄；統整校內課後照顧班、攜手激勵
班、課後社團統一規劃放學動線。
(ㄧ)詳實調查學生通學方式：建置每日通學資料，並於每學期學區安全
會議中要求所屬安親班共同配合學校宣導重要事項。

學區安全會議每學期召開

學生通學方式分析圓餅圖

班級上學 走路 自行車 家長汽車接 家長機車接 通車(公車)通車(捷運) 通車(校車) 安親班 其它 人數
加總
567
26
246
193
22
3
0
0
1
1058
百分比 54% 2%
23%
18%
2%
0%
0%
0%
0% 100%
排序
1
4
2
3
5
6
0
0
7
班級放學 走路 自行車 家長汽車接 家長機車接 通車(公車)通車(捷運) 通車(校車) 安親班 其它 人數
加總
355
20
90
79
14
5
0
489
6
1058
百分比 34% 2%
9%
7%
1%
0%
0%
46% 1% 100%
排序
2
5
3
4
6
8
0
1
7

(走路上學比例：54%，放學到安親班比例：46%)

(二)配合校體空間規劃特色放學路隊編組：本校在建築空間上有室內家長
及安親班接送區，能遮陽避雨。為了校園安全，學校統一放學出口，
因此為了全校學生分流，在放學路隊編組上特別做了三向安排。
(三) 全校教師配合路隊規劃均親自帶班級走到校門口：本校教師為顧及學
生安全，均從班級帶到校門口，並配合【三向分流】安排隊伍。因此
在新進教師座談就傳承這項優良傳統。

特色：三向分流放學路線圖

全校放學統一出入口

評 分 標 準

全校老師將班級帶到穿堂放學
配分 自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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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規劃人車動線、交通工具停放的安排，實施交通管制。

8%

8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通學環境無人車衝突情形，學校用心積極改善路口通學環境並創設
【友善人行道】符應交安守則-利他用路觀。
(ㄧ)規劃汽車及機車接送區，強化汽、機車分流，改善過往交通壅塞情形。
(二)三民路 43 巷因左、右轉車輛較多，故將行人專用號誌秒數減少(不影
響行人通行)，以利車輛通行避免塞車。
(三)會勘增設三民路 43 巷，學校南後門旁人行道之無障礙坡道，以供行動
不便之學童與民眾通行。
(四)至今推動「友善人行道」，自行車牽行方式上人行道，保護學童安全。
二、落實校門安全管制，規劃通學出入管制方式；創新運用移動式紅龍
做為區隔。
安全 1：家長進入教學區都需要換證件，避免學生進入學校到教學區之間
產生安全防護落差。
安全 2：所有學生(含課後班、社團、攜手班)放學採單一出入口，由駐校
警衛及保全人員共同守護學校親師生安全。
三、規劃校內車輛停放空間，訂定教職員車輛管理辦法；落實校門安全
管制及地下室人車出入管制，確保校園安全。
本校教職員開車則由地下停車場進入；另本校設有中央廚房也由
地下室進入校區供餐，因此地下室安全管制為本校校園安全重點。
安全 1：地下停車場鐵門及保全卡配對教職員才可擁有，並可查出入時間，
並設有巡邏箱由警衛定時巡邏。
安全 2：學生非經教師帶領不可自行到地下室，地下室也設有警衛巡邏簽
到點，消除校園安全死角。
安全 3：廚房人員皆列冊，每天進入校區供餐後須立刻放下鐵門，若查未
依規定將於午餐會議嚴格要求，確保校區師生安全。

機車停放區整齊

改變行人號誌時相

地下入口嚴格管控

評 分 標 準

統一學生離校出口

配分 自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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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理。

8%

7.1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設置健康交安天使-【健康斑馬人】計劃，落實執行導護交接會議，教
師會議宣布每週導護安全重點。
(ㄧ)結合校本交安願景【心靈道路，健康 SAFE】培訓健康交安天使-斑馬
人計劃；徵選 6 年級學生 6 位，並經過學務處培訓後，在走廊上正向
鼓勵方式提醒學生走廊上不奔跑。規劃定點輪值表到各年級宣導交安
四守則的內容。完成任務後於兒童朝會公開表揚。
(二)落實校內導護工作；推動導護志工站崗，守護學生通學之路
1.訂定導護工作實施辦法，教師依導護輪值表執行導護勤務。
2.每週召開導護交接會議，並將巡視紀錄及會議紀錄核章存查。
3.校長及學務主任公開感謝全校師長共同守護學童安全。
4.辦理新進志工訓練並參加進階導護研習，以提升導護工作知能。
5.每年推薦績優導護志工參加優良導護志工甄選，接受全市表揚。
二、導護志工穩定，鼓勵參加小黃帽培訓；善用資源購置充足導護裝備。
目前導護志工成員約 57 名(中午及下午放學時段)。其中約 20 名導護
志工為畢業生家長及部分社區人士。導護裝備皆充足及補充更新。

導護工具齊全完備

優良導護志工頒獎

資深導護志工

評 分 標 準

新進導護志工訓練

配分 自評分數

11.針對學生違規、交通事故作統計，並實施輔導作為。

8%

7.5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統計學生違規、交通事故資料，了解原因後給予正向輔導；以本學區交
通事故資料分析事故特性，依照校本交安願景導正。
(ㄧ)連續三年學區之學生交通零事故。
(二)兒童朝會及全校集會進行宣導，說明學區事故熱點、危險路段及易
肇事之交通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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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走行人穿越線、開車門未注意來
車、接送車輛違停為學校常見違規

違規事項

正向輔導及結合課程或機會宣導

未走行人穿越道

兒童朝會上以相關交安事故影片宣導

汽機車違停、違規迴轉

柔性勸導家長或鼓勵學生教導家長正確觀念

走廊上奔跑，樓梯追逐

示範正確方式並給予機會練習操作

評 分 標 準

配分

12. 規劃家長接送區及鼓勵學生步行。

4%

自評分數
4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一、 本校家長接送區之設置完善，劃分汽機車接送區實施分流；鼓勵學生
進出校園走段路，健康主動好兒童。
(ㄧ)於校園周圍規劃家長接送區—依來車方向進行分流，規劃動線及地
點，善用三民路 43 巷家長送區。
(二)配合車輛分流措施，鼓勵學童下車後走一段路進入校園：善用校園環
境，提升家長陪同學生走路上學意願；學校更鼓勵學生養成步行通學
之習慣。目標為硬體環境改善後，學生通學步行人數可達 70%。
(三)【舉起小手過馬路、看見你我更安心】推行「舉手過馬路」
，結合學期
期初路隊訓練，並至校外路口實際練習。
評 分 標 準

配分

13. 建立愛心服務站的機制與管理。

4%

自評分數
3.6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ㄧ、建立愛心服務站計劃設置【健康學區愛心長廊】，定期走動掌握合作
機制。
(ㄧ)訂定愛心服務站實施計畫：依規定與社區店家簽訂愛心服務站。
(二)定期聯繫並記錄推行狀況與需求。
21

回目錄

(三)宣導愛心服務站地點與服務項目。
(四)製作張貼愛心服務站地圖。
(五)配合學生通學路線，定期檢核愛心服務站地點、店家數量。
(六) 頒發感謝狀及工作守則，及平時聯繫之機會，定期檢核追蹤學生使
用愛心服務站情形。

學區累計 9 間愛心商店

愛心商店標誌

評 分 標 準

學生於愛心商店練習借電話
配分

14.創新與重大成效。

5%

自評分數
4.7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一) 規劃健康交安願景：心靈道路 健康 safe
由本校交安小組共同依照交安四守則凝練出願景目標：【打造一條心靈
道路、邁向健康平安文化】，然後以 SAFE 四字分別給予不同意涵：
S:See
彼此看見最安全 培養交安習慣、健全心靈道路
A:Attention 防衛兼顧的用路 主動關心他人、維護人我安全
F:Friendly
利他用路觀
打造安全空間、建立共好文化
E:Enviroment 謹守安全空間
廣納多方資源、營造安全社區
(二) 擴大交安社區參與，結合童軍童盟日活動宣導
童軍活動是本校特色之ㄧ，結合社區四校共同參與的童盟日活動宣導健
康交通安全內容，讓更多社區人士一起重視交通安全。
(三) 設計健康交安願景牆，宣導校本交安理念
將校本交安問題融入【早一點出門，安心進校門；多繞一點路，安全有
保護】
，讓學生能提醒自己及家長，交通安全就是提早讓心裡有準備。
(四) 結合科技融入交安，運用 AR、VR、平板交安題庫對戰系統
依照不同年齡科技運用能力進行交安課程教學，低年級於結合過馬路
轉頭看 AR 塗色、中年級運用題庫系統來交安問答 pk、高年級體驗 VR
虛擬實境過馬路。
(五) 設置交安補給站，提供安全練習步幅與自行車教學空間
於校園內剩餘空間設置依比例步幅情境教室，讓學生能安全計算過馬路
22

回目錄

步幅；另外於地下室貼製自行車訓練道供自行車教學。
(六) 規劃安全放學動線，全校親師生配合放學三向分流路隊。
依學校空間特性設置三向分流動線，且全校老師都將隊伍帶到校門口放
學，統一社團、安親班、課後班、攜手班放學出入口以保障學生安全。
(七) 調整行人交通號誌時相，讓交通順暢不擁塞。
觀察學校周遭交通號誌及行人使用方式後，發文調整三民路 43 巷行人
穿月號誌時相，讓行人等待時間多一點，但對於交通流量大的路口有明
顯幫助。
(八) 創設友善人行道，架設自行車人行道牽行標誌
為學校步行學生安全考量，規劃學校四周人行道為『友善人行道』
，自
行車須牽行尊重行人用路權，此舉也增加學生步行上學意願。
(九) 創立交安天使-健康斑馬人計劃，正向鼓勵遵守走廊不奔跑
參考國際交安優良模範，玻利維亞宣導交安的模式，在校園中培訓交安
天使，下課時在走廊上正向提醒學生勿奔跑嬉戲避免危險。
(十) 重大榮譽
107 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特優。
107 年臺北市政府交通安全教育評鑑金輪獎。
學 校 自 評 特 色 與 優 點

ㄧ、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方向清晰明確。
學校交安願景—心靈道路，健康 SAFE
學校交安口號—打造ㄧ條心靈道路，邁向健康平安文化
二、檢視學校交安困境，提出具體解決策略。
(ㄧ)錄製校門口通學影片，讓學生主動發掘違規事項並提醒家長改善。
(二)訪問學生家長，掌握後門口無障礙通學困境，透過道路會勘進行施
工改善。
(三)發現校內道路違規情形，提出創新「交安天使-斑馬人」正向鼓勵遵
守走廊不奔跑。
三、交通安全教育課程縱向橫向連結完整。
規劃特色課程融入交安宣導，視覺藝術 1-6 年級皆設計相關課程、健體
領域依照交安四守則設計體育活動、英語領域也將交安用語及交通號誌、交
通工具融入教學；交通安全委員會訂定出本校交通安全宣導週。
四、親師生社區齊心協力，無差別宣導交通安全。
(ㄧ)校內利用各種親師溝通機會如學校日、新生家長說明會、校慶體表
會宣導、安親班學區會議宣導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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