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 108年度各國民中小學「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活動 

暨「自行車安全教育巡迴宣導」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新竹市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8年度工作計畫。 

二、新竹市政府 108年 3月 12日府教社字第 1080045193號函。 

貳、目的： 

一、遵守交通規則，推廣正確騎乘： 

      (一)建立學生正確使用道路觀念，認識交通法規、路權、號誌、標誌及標線。 

      (二)培養學生對於自行車交通安全的認知，使具有「自身安全管理」之能力。 

      (三)健全學校騎乘自行車考照制度，增進學生對交通安全之重視。 

      (四)維護學生騎乘自行車上下學安全，防範交通違規肇事以確保生命安全。 

二、加強安全裝備，加強生命教育： 

      (一)強化學生對於自行車安全認知及行動。 

      (二)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知能與技能，強化路權觀念及學生騎車安全教育，

藉以培養正確用路心理。 

      (三)加強生命教育，不違規騎乘、不飆車，培養正確休閒活動觀念。 

      (四)強調自行車安全帽的功能作用。 

      (五)學習急救知識，培養學生危機處理能力。 

   三、透過交通安全巡迴宣教達到落實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以期提升學生遵守教

育安全之守法觀念。 

四、透過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提升教師自行車騎乘與維修技巧，並教

導如何於校園設置自行車維修站。 

參、指導單位：交通部、教育部。 

肆、主辦機關：新竹市政府。 

伍、承辦單位：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陸、協辦單位：新竹市警察局、阿診休閒自行車店、巡迴施教學校(國中小共 46場次)。 

 



柒、研習時間、地點： 

一、本市各國中及國小安全教育巡迴宣教：108年 4月至 10月間。 

二、本市各國中小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一)時間：108年 8月 16日（五）。 

(二)地點：新竹市立三民國中二樓校史室。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 95巷 15號)。 

三、本市各國中學生自行車管理暨安全教育： 

        (一)時間：108年 10月 22日（二）、23日（三）。 

        (二)地點：新竹市立三民國中四樓會議室、十七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 95巷 15號)。 

捌、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中及國小安全教育巡迴宣教：各校師生。 

二、本市各國中小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本市所屬國民中小學每校 1名，以承辦交通安全教育業務人優先或推廣自行

車教育者。 

三、本市各國中學生自行車管理暨安全教育： 

本市所屬國民中學每校 5~8名八年級學生 

【班級數 15班(含)以下 5人、16~25(含)班 6人、26~35(含)班 7人、36班(含)

以上 8人】及帶隊教師 1人(以承辦交通安全教育業務人員優先)，請帶隊老

師親自帶學生參與研習活動。 

玖、研習內容： 

    一、本市國中生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課程表，如附件一。 

    二、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課程表，如附件三。 

    三、自行車安全教育巡迴宣導，如附件五。 

 

 

 

 



拾、報名時間： 

一、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請於 108年 8月 1日(星期四)起至 8月 9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 

二、本市國中生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 

請於 108年 9月 2日(星期一)起至 10月 9日(星期三)前完成報名。 

    三、報名方式說明： 

將本市各國中生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參加人員報名表(附件二)及自行車維

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報名(附件四)逕送三民國中學務處。 

E-MAIL：tent@kimo.com或傳真(03)533-7553，學務處生教組彙整。 

拾壹、經費來源：交通部專款補助。 

拾貳、經費概算：附件六。 

拾參、各校帶隊老師及參加教師請准予公假登記，並依規定全程參加者核實予以研習

時數。 

拾肆、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准予公假辦理，並依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

定予以敘獎。 

拾伍、活動聯絡人： 

      一、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胡齊隆 主任 

          電話：03-5216121#275 

      二、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學務處生教組長 

          電話：03-5339825#282 

拾陸、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新竹市 108年度各國民中學學生「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課程表 

  地點：新竹市立三民國中四樓會議室及十七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 

時間 1 0 月 2 2 日 ( 二 ) 時間 1 0 月 2 3 日 ( 三 ) 

8:30~8:50 報 到 8:00~8:30 報 到 

8:50~9:00 主 辦 單 位 歡 迎 序 

8:30~11:30 

道路騎乘實作考驗 

1.自行車正確騎乘要領 

2.騎乘安全速度控制實作 

3.下坡騎乘技巧實作 

4.彎道騎乘技巧實作 

 

阿診休閒單車-張善診老師 

(外聘講師 1 位、外聘助教

2位、內聘助教 5位) 

9:00~9:50 

自行車路權認知、汽機車接

送及搭乘大眾運輸應注意

事項 

講師：新竹市交通隊警官 

(內聘講師 1位) 

10:00~10:50 

自行車意外傷害急救 

講師：消防隊意外急救教官 

(內聘講師 1位) 

11:00~12:00 

自行車正確騎乘、行車速度

影響騎乘安全及路權禮讓

觀念 

講師：張善診老師 

(外聘講師 1位) 

11:30~12:30 綜合座談 

12:00~13:00 午 餐 
講師費說明： 
10月 23日研習之外聘講師費及外聘助教
費依實際授課時間 2小時給付鐘點費。 
10月 23日研習之內聘助教費依實際協助
授課與隨隊時間為 3小時給付鐘點費。 
 
內聘講師費：10/22  2位*1時＝2時 
外聘講師費：10/22  1位*3時＝3時 
            10/23  1位*2時＝2時 
外聘助教費：10/22  1位*2時＝2時 
            10/23  2位*2時＝4時 
內聘助教費：10/23  5位*3時＝15時 

13:10~15:10 

人身基本安全配備、騎乘技

巧、基本維修及車身結構、

安全配備 

講師：張善診老師 

(外聘講師 1位、 

 外聘助教 1位) 

 



附件二 

新竹市108年度各國中學生「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研習活動報名表 

學 校 職稱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用 餐 

備 考 
聯 絡 電 話 身 份 證 字 號 葷 素 

 教師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學生 
  

  
□男 

□女   

備註：師生人數總計      人,請於 108 年 10 月 9 日(三)前將本市各國中生自行車安全教育研習

參加人員報名表(附表二)逕送新竹市立三民國中學務處 E-MAIL:tent@kimo.com 或傳真

(03)533-7553彙整，並請電話確認：5339825#282或 121生教組。 

※因安全帽為個人用品，故每人須自備一頂自行車安全帽參加研習活動。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筷。 

※參與學生需辦理保險，請詳填上表資料。 

※本校不提供停車場，請至鄰近路邊或收費地下停車場停車。 

 

 

 



附件三 

新竹市 108年度各國民中小學「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課程表 

活動地點:三民國中二樓校史室 

時間 8月 16日(五) 課程內容 負責人 

08:30~8:50 報到 
三民國中 

學務處 

08:50~9:00 主辦單位歡迎序 
三民國中 

洪碧霜 校長 

09:00~10:00 

1.自行車安全騎乘須知 

2.自行車構造與功能講解  

3.簡易保養與維修 

1.基本安全概念 

2.基本檢查、正確騎乘操作 

3.調整與維修教學 

4.安全上路騎乘教學 

阿診休閒單車 

張善診 老師 

(外聘講師 1位) 

10:00~12:00 自行車簡易維修(一) 
1.基本障礙排除 

2.換補胎教學 

阿診休閒單車 

張善診 老師 

(外聘講師 1位 

外聘助教 2位) 

12:00~13:00 午餐 
三民國中 

學務處 

13：00~15:00 自行車簡易維修(二) 
1.更換煞車塊 

2.煞車線、變速線更換 

阿診休閒單車 

張善診 老師 

(外聘講師 1位

外聘助教 2位) 

15:00~16：00 落實校園交通安全教育與綜合座談 
三民國中 

洪碧霜 校長 

講師費說明： 

外聘講師費：8/16  1 位*5 時＝5 時 

外聘助教費：8/16  2 位*4 時＝8 時 

 

 



附件四 

新竹市 108年度各國民中小學「自行車維修種子教師培訓」研習報名表 

學校名稱： 

活動時間：108年 8月 16日(五) 

活動地點：三民國中二樓校史室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餐點 性別 

   
 葷 

 素 

 男 

 女 

 

填表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附註：參加人員除上網報名外，並請於 8月 9日(五)前，核章後將本表利用電子郵件、

傳真繳件至三民國中學務處﹙電子郵件：tent@kimo.com 、 FAX：533-7553） 

聯絡電話：533-9825分機 282或 121生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