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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7 年 1 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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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107 年 1-4 月份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統計表﹥

統計資料：107/01～107/04
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原住民民族學院
海洋科學學院
花師教育學院
藝術學院
環境學院
總計

一月
8

二月
0

三月
2

四月
5

6
4
0
0
4
2
0
24

0
1
0
0
0
0
0
1

2
1
1
0
4
1
0
11

3
5
1
0
2
0
2
18

總計
15
11
11
2
0
10
3
2
54

二、交通事故:
(一)校內交通事故:
107 年 4 月校內交通事故發生 6 起，原因大致為: 自摔 (4 起)【操作不慎
(3)、閃避(1)】、未注意路況(1 起)、突然迴轉(1 起)，造成 5 位同學多處擦
挫傷(含住院 2 人)，經治療後均已無礙，發生件數與 106 年(4 月份)相同
(106 年 4 月份校內交通事故 6 件)。
(二)校外交通事故:
107 年 4 月校外交通事故發生 8 起，原因大致為: 自摔 (2 起)【操作不
慎】、未注意週遭環境發生擦撞(1 起)、未注意路口狀況(3 起)、視界不佳(1
起)、突然迴轉(1 起)，造成 9 位同學多處擦挫傷(含住院 2 人)，經治療後均
已無礙，與 106 年 4 月份比較增加 2 件 (106 年 4 月份校外交通事故 6 件)。
(三)交通事故自摔統計如表二:
107 年 1-4 月因「自摔」造成交通事故約佔全部交通事故件數 50%(自摔件數
18 件、交通事故件數 36 件；校內交通事故自摔比率 67%、校外交通事故自
摔比率 38%)。四月份自摔車禍計 6 起(校內 4 起、校外 2 起)，此一現象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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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觀察，建議同學平時多保養與檢查車輛、多練習再上路。
﹤表二:交通事故自摔統計表﹥

三、105～107 年同月份交通事故件數比較:如表三
﹤表三:近三年 1 至 4 月份交通事故件數比較表﹥
年度/月份

107
106
105
總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5
3
1
4

8
4
5
9

0
0
0
0

1
5
6
11

4
8
4
12

4
6
9
15

6
6
8
14

8
6
10
16

校內

校外

總計

15
17
13
30

21
21
30
51

36
38
43
81

1.107 年 4 月交通事故共 14 件(校內 6 件、校外 8 件)，事故原因疑似為:自摔
(閃避、操作不慎)、未注意路口及前方狀況(突然迴轉)。
2.106 年及 107 年之 4 月同月份比較，107 年增加 2 件(107 年 4 月:14 件、106
年 4 月 12 件；4 月 4 日 8 日為清明連續假期)。
3.107 年與 106 年相較，至 107 年 4 月全年校內交通事故減少 2 件、校外交通
事故數相同，總件數減少 2 件，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約 5.3%(107 年 36 件、
106 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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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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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 年 1 至 4 月校內(外)交通事故分布如附圖一、附圖二。

﹤圖一: 107 年 1 至 4 月校內交通事故分布圖 ﹥

3

﹤圖二: 107 年 1 至 4 月校外交通事故分布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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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宣導:
一、【安全宣導】提醒同學，畢業季 心定和諧 慎行保平安
畢業季來臨，送舊餐會與謝師宴活動必然較多，提醒您
注意自身安全，並遵守相關法令，切記不要酒駕、疲勞駕駛
及避免深夜騎機車。
祝福大家平安順利每一天。您平安，學務處開心！
﹤圖三:減速慢行示意圖﹥

二、【Road Safety】Reminder:Stay Safe in the Graduation Season.
The graduation season is around the corner along with upcoming
farewell parties and graduation dinners.
We’d like to remind you:
Do not dri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Do not drive tired.
Avoid riding scooter late at night.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for every tomorrow.
Your safety, Our delight!

﹤圖四:拒絕疲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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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典事宜】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交通接駁專車 ~ 啟動了
畢業典禮當天為了服務您家長能順利蒞校觀禮，本
校特於花蓮火車站（後站出口處）及志學火車站設立
「接駁專車服務處」
，提供交通接駁專車，以服務您家長
的交通往返。
(一)申請方式:限網路申請。
(1)申請時間：107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08：00 起至 107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12：00 止。

﹤圖五:接駁車訂位系統 QR code﹥

(2)登錄網址 http://sys.ndhu.edu.tw/SA/bus_graduate/Login.aspx 或本校首
頁＼畢業典禮交通接駁車。
(3)每位畢業生限登記四張，並下載列印車票(憑票上車)。
(二)乘車日期:106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
﹤表四:畢業典禮接駁車次班表﹥

(三)乘車地點/時間/行駛路線：
行程
發車
地點

時間

停靠

來
花蓮火車站
「後站」
09：00

程

回

志學火車站

程

體育館出口(鄰近東區外環道)

09：30

09：50

10：20

10：50

11：20

11：40

12：10

12：20

12：50

13：00

13：30

13：30

14：00

14：10

14：40

17：40

18：10

18：40

15：40
16：10
花蓮火車站
「後站」志學火車站
【視
體育館花蓮志學火車站【視需
需要】原民院理工二館體育館
要】花蓮火車站「後站」
西區宿舍【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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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接駁】:各學院前至畢業典禮會場(體育館)
(1)接駁地點:各學院前。
(2)接駁時間:1330 至 1630 時止(平均每 20~30 分鐘一車次)。

(五)公車交通資訊
(1)時刻表:詳見學校首頁/關於東華/交通資訊；QR CODE 如附圖。
(2)太魯閣客運:
於花蓮火車站前站遊客中心前，搭乘 301 線至本校下
車，校內停靠圖書館、育成中心及行政大樓等三處。
(3)花蓮客運:
於花蓮火車站前站，搭乘花蓮客運「1121」（往光復）
及「1128」（月眉線）至本校，校內停靠行政大樓、育
﹤圖六:東華大學公車資訊 QR code﹥

成中心及圖書館等三處。

(六)校內交通資訊:
(1)校內接駁專車(免費):接駁時間:1330 時~1630，接駁地點及路線如附圖二。
(2)自行車:借用地點為本校大門(採現場登記免費借用，限校內使用)。
(3)OBike 共用自行車(需付費):透過手機 App 掃描車身 QRcode 啟用，即可騎乘。
(五)其他:
(1)全校畢業生及家長均可免費申請搭乘「畢業典禮交通接駁專車」，並請提早抵
達乘車地點等候，以免向隅，憑票上車，無票者亦僅能視專車尚餘空位數安排
候補等待搭乘。
(2)「畢業典禮交通接駁專車」來（回）程路線圖（如附件），屆時可依行車路線
圖，在您欲到達之地點附近下車。
(3)聯絡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承辦人員：王世全，連絡電話：86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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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畢業典禮接駁車路線示意圖﹥

﹤圖八:畢業典禮校內接駁車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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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畢業典禮交通管制示意圖﹥

四、【Commencement Ceremony】Shuttle Services for 2018
Commencement Ceremon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completion of your study.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on opening a brand-new chapter of your lif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your family to attend the Commencement,
Dong-Hwa cordially provides shuttle services on 2018/06/09 (Sat)
between Hualien Train Station (rear station), Zhixue Train Station, and
the Shou-Feng campus.
I. Application: online application
1. Application time: 08:00 2018/05/07(Mon) to 12:00 2018/06/01(Fri)
2. Signing-up: Choose your preferred time and print the ticket(s) out at t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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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 http://sys.ndhu.edu.tw/SA/bus_graduate/Login.aspx )
3. Each student can apply for up to 4 tickets. Please present your ticket(s)
when boarding.
II. Time and Place:
【Inbound→Going to Dong-Hwa】
1.Hualien Train Station (rear station): 09:00、09:50、10:50、11:40、
12:20、13:00、13:30、14:10、15:40
2.Zhixue Train Staion: 09:30、10:20、11:20、12:10、12:50、13:30、
14:00、14:40、16:10
3.Bus route: Hualien Train Station (rear station) →Zhixue Train Station (if
needed) →Indigenous Studies Building→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uilding II→ Gymnasium→Dormitory(Ⅰ~Ⅳ) (if needed)
【Leaving Dong-Hua】
1.Gymnasium:17:40, 18:10, 18:40
2.Shuttle Route: Gymnasium→Hualien Train Station (Rear Station)
【Shuttle Bus on campus】
1.Boarding location: bus stop in front of each college
2.Boarding time:13:30~16:30 2018/06/09
III. Others:
1. All the graduates and their families can take the shuttles for free. Please
arrive at the bus stop earlier and present ticket(s) on boarding. Those
without tickets must wait for available s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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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map of shuttle route is attached.
3.For any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Mr.Wang (863-2225)
五、【安全宣導】期中考試期間，切勿疲勞駕駛，確保行車平安！
根據本校交通事故統計顯示，在期中考試期間較容易發生因疲勞駕駛或
精神不濟等因素之校內(外)交通事故。
提醒同學應確實充分休息後，再行上路。切勿疲勞駕駛，應衡量自己體
力狀況，避免因疲勞駕駛而發生交通事故，
【累了；就休息一下，再上路】；
確保安全。
在雨天及夜間騎機車時，因視線不佳，應盡量避免外出。如需外出提醒
同學穿著鮮明雨衣外套並減速慢行。
開車或騎乘機車謹遵各項道路安全規定。您平安，學務處開心！

﹤圖十:拒絕疲勞示意圖﹥

六、【Safety Reminder】 Stay safe during mid-term exam weeks.
Driving fatigue due to increased traffic accidents during the midterm exam weeks.We’d like to kindly remind you not to drive if you are
physically or mentally exhausted.
Pay attention to your own physical condition, to avoid any traffic
accidents.Take a rest when you are tired. Do not ride or drive too fast or
run through a red light. Build up a habit of leaving earlier so as not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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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h. Safety always comes first.
Avoid going out during the rain. If you need to ride motorcycles,
please wear bright-colored raincoats and ride slowly.
Follow traffic rules while operating any vehicle.
Your safety, Our delight!
七、【車輛處置】志學火車站已開始處置無主車輛，並將持續進行
停放於志學火車站無主交通工具(如腳踏車)眾多，已影響到當地整潔、
停車位不足，導致旅客的不便；志學火車站、壽豐鄉清潔隊已開始處理無主
廢棄車輛，並將持續進行。以下事項請各位配合:
(一)未張貼本校 106 學年停車證之交通工具將視為無主「廢棄車輛」，將由志學火
車站依廢棄品處理。
(二)張貼本校非當學年停車證之腳踏車之車主，請儘速遷移，或換貼本校 106 學
年停車證，以免被視為無主之廢棄車輛而被遷移。
(三)張貼本校 106 學年停車證之交通工具，請依志學車站指示整齊停放於停車位
及停車棚內。
(四)壽豐鄉清潔隊將無主車輛暫放於豐坪垃圾掩埋場(地址:壽豐鄉豐坪路 16 巷 10
號)
(五)對於志學火車站車輛處置有任何問題，可逕向豐坪垃圾掩埋場 03-8654028 或
志學火車站 03-8662966 反映。花蓮志學車站停放現況

八、【Space Clearance-Vehicles】Reminder: Clerarnce of abandoned
vehicles around Zhixue station has started and will continue
Plenty of derelict vehicles (such as bicycles) around Zhixue station
have caused problems to tidiness and parking capacity, in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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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ngers’ inconvenience. Clearance of abandoned vehicles by Zhixue
station and Shoufeng Cleaning Squad has started and will continue.
We’d like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1.Any vehicle without a valid NDHU106yr parking permit will be regarded as
derelict vehicles and disposed of by Zhixue station.
2.Please kindly move your vehicle, if with an expired NDHU parking permit,
elsewhere or apply for a new permit and stick it to your vehicle.
3.Any vehicle with an NDHU106yr parking permit should be park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by Zhixue station. Do not park randomly.
4.Abandoned vehicles will be moved to (No. 10 Lane 16 Feng Ping Rd.,
Shoufeng County)
5.For details about vehicle clearance, please call Fengping landfill 03-8654028 or Zhixue station 03-866-2966
Please follow traffic regulations when operating any vehicle. Also
remember to wear a helmet
whenever you’re riding a
scooter/motorcycle to prevent
any traffic accident. Being a bit
more careful means being a bit
safer.

﹤圖十一:志學火車站車輛停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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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通訊息:
當你發生交通事故時，你可以這樣處理:

﹤圖十二:交通事故處理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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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警示來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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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救護報警示意圖﹥

﹤圖十四:蒐集證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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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劃線定位示意圖﹥

﹤圖十六:移動車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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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警詢筆錄示意圖﹥

16

2018/05 刊

交通安全報【第 21 期】
肆、案例宣導:
1: 107/04/20 校內車禍
時間: 107 年 04 月 20 日約 1245 時
地點:迎曦莊出入口(近外環道)
天候:晴天
說明:
貨車自迎曦莊駛離，機車行駛於外環道，機車為
閃避由迎曦莊後門出來之小貨車，不慎自摔（當
事人自述忘記當時時速，未撞到貨車）
。
人員:四肢擦挫傷
財損:車身部分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圖十八:107/04/20 車禍示意圖 ﹥

未注意路口狀況。

2: 107/04/13 校內車禍
時間: 107 年 04 月 13 日約 0030 時
地點:東華洗染坊（K 書中心旁)
天候:晴天
說明:
倒車拿冼好的衣物。
人員:無
財損:
門窗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圖十九:107/04/13 車禍示意圖 ﹥

倒車不當（誤將油門當煞車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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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04/12 校內車禍
時間: 107 年 04 月 12 日約 1925 時
地點:志學道仰山莊路口處
天候:晴天
說明:
汽車往志學門方向行駛，自行車往花施教育學
院方向行駛，於路口擦撞。
人員:
額頭及嘴內撕裂傷、臉部及四肢擦挫傷
財損:
汽車及自行車部分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圖二十:107/04/12 車禍示意圖 ﹥

1.未注意路口狀況
2.夜間騎車未穿著明亮衣服及裝設反光裝置

4: 107/04/14 校外車禍
時間:107 年 04 月 14 日約 1310 時
地點:志學街禾楓居宿舍路段
天候:晴天
說明:自撞路邊電線
人員:頭部及身體局部挫傷
財損:車身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操作不慎自撞(據當事人自述剛考上駕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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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04/13 校外車禍
時間:107 年 04 月 13 日約 1721 時
地點:吳全 129-1 號(蓮園，7-11 附近)
天候:陰天
說明:
機車橫跨馬路與汽車擦撞
人員:
四肢擦挫傷
財損:車身損毀
疑似事故原因分析:
1.疑似汽車不熟悉號誌闖紅燈
2.未注意路口狀況
﹤圖二十二:107/04/13 車禍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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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宣導活動:
一、106 學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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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人次宣
導。

﹤表五:交通安全宣導統計表﹥

106-2 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率:
﹤表六:106-2 學期交通安全宣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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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各學院(系)實施交通安全宣導管制表:
﹤表七:5 月份各學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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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18)
﹤表八: 各學院(系)實施交通安全宣導場次統計表﹥

二、4 月份活動剪影:

說明：107.4.18 交通安全教育日安全課程
地點: 行政大樓 214 會議室

說明：107.4.18 交通安全教育日安全課程
地點: 行政大樓 214 會議室
﹤圖二十三: 4 月份交通安全宣導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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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參加 5 月份交通安全課程(2018/5/16),可抵免車輛違規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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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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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原因統計與案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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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至本校車輛管理系統提出申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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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課程後當場蓋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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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1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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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16th
2.Time: 15:00 ~ 16:00 (including check-in)
3.Location: Room 214,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5. Lecture topics: Traffic accident cause statistics and case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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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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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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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ring the completed form to Room 107,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to
process the deduction.

﹤圖二十四:交通安全課程海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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