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度臺南市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車駕駛及隨車人員
安全訓練研習實施計畫
ㄧ、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6條規定暨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
案辦理。
二、研習目標：
(一) 提升幼童專用車駕駛員與隨車人員交通安全知識與緊急應變能力，確
保幼童專用車安全品質。
(二) 加強幼童車駕駛員與隨車人員責任意識，更臻具備維護幼童車安全之
概念，以落實幼童乘車安全。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交通部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部公路總局嘉
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
(四) 承辦單位：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四、研習對象及人數：
(一) 臺南市公私立備有幼童專用車之幼教機構駕駛員與隨車人員，溪北場次
180人，溪南場次140人（分2場各70人），計320人。(將視疫情調整人數
及溪北場提防疫計畫)
(二) 全程參與研習人員核予8小時研習時數。
(備註:因各場次場地人數限制，溪南場線上報名為125人，Google 表單報
名【限無法於報名系統報名者】為15人，額滿後，請配合報名溪北場，
以確保上課品質。另外，各場次各幼兒園報名人數請控制在5人內，超過
者主辦單位將予以刪除。)
五、課程內容：交通安全相關法規與事故防範、交通安全觀念認知與行車安全守
則、滅火器課程及緊急救護情境案例解說小兒及成人版 CPR(心肺復甦術)+AED 及
哈姆立克等急救技能使用機制及操作時應注意事項教學說明、CPR+AED 分組
實作操演指導教學暨考照，詳如附表。
六、研習時間與地點：
(一) 溪南場次：110年10月16日(星期六)於永康國小。
(二) 溪北場次：110年10月30日(星期六)於新營國小。
七、實施方式：配合理論與實務經驗，並結合課程講授與實際演練辦理。
八、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自公告日起於110年10月8日前內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溪北場課
程代碼3208470；溪南場課程代碼：3219014)報名或透過 Google 表單(如
下)【限無法於報名系統報名者】，額滿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本研習不
提供外縣市教師或人員報名)。
1.溪北場 Google 表單及 QR Code: https://forms.gle/tPVfdeFt5ii5teLj9

2.溪南場 Google 表單及 QR Cod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saFRHQAoMJsGjViyM3dEmF
9FNItR7SxZykscfhCRlXOiYg/viewform

(二) 確認錄取名單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及臺南市教育局網站查詢。
九、經費來源：由交通部年度專款補助及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支應。
十、防疫措施：落實防疫實名制、量測體溫、佩戴口罩、消毒，並視疫情發展及
應變措施，改採線上教學或減少報名人數，屆時另行公告。
十一、實際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績效卓著者，從優核予敘獎鼓勵。
十二、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110年幼教機構駕駛員與隨車人員交通安全教育研習課程表(溪北場)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00-08:20

報到

承辦單位

簽到、領取講義

08:20-08:30

開幕式

承辦單位

長官致詞

交通安全法規與
08:30-10:00 安全通過路口準
則
10:10-11:00

行人與自行車交
通事故風險防範

11:10-12:00 課程複習暨測驗

12:00-13:00

研習內容大綱

1.交通安全相關法規。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2.交通事故防範、處理及善
廖信智組長
後。(內聘2節)
1.安全駕駛觀念。
麻豆監理站
2.行車安全守則。(外聘1
單中書小姐
節)
1.方式：綜合測驗，以是非
新營國小
及選擇題為主，題數40題。
陳慧鴻組長
2.審核標準：制訂筆試合格
成績。(內聘1節)
午休

滅火器課程及緊
意外事故滅火器課程與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3:10-14:00 急救護情境案例
緊急救護情境案例講解
周哲丞教官
解說
(內聘1節)
小兒及成人版
CPR(心肺復甦
術)+AED 及哈姆
CPR+AED 教學、筆試
14:10-15:00 立克等急救技能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內聘1節)
使用機制及操作
時應注意事項教
學說明
CPR+AED 分組實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等 CPR+AED 分組演練、分組考
15:10-17:00 作操演指導教學 預計13位講師(分組 照
暨考照
教學)
(內聘26節)
備註：
＊研習中手機請關機或設定靜音，並請準時與會。
＊響應瓶裝水減量，請研習學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臺南市110年幼教機構駕駛員與隨車人員交通安全教育研習課程表(溪南場-A)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研習內容大綱

08:00-08:20
08:20-08:30

報到
開幕式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

簽到、領取講義
長官致詞
1.「接送安全」、
「防禦駕
駛」、「風險感知」。
2.交通事故防範、處理及善
後。（內聘2節）
1.安全駕駛觀念。違規態樣宣
導（如超載、改裝座椅及幼童
專用車載運國小學生...等)

08:30-10:10 交通安全相關法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規與事故防範 張年宏組長

10:20-11:10

交通安全觀念認
麻豆監理站
知與行車安全守
莊景輝先生
則

2.行車安全守則、內輪差與視
野死角教育宣導（外聘1節）
1.方式：綜合測驗，以是非及
選擇題為主，題數20題。
2.審核標準：制訂筆試合格成
績。（內聘1節）

承辦單位
11:20-12:10 課程複習暨測驗 詹榮原主任

12:10-13:00

午休

小兒及成人版
CPR(心肺復甦
術)+AED 及哈姆
13:10-14:00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立克等急救技能
使用機制及操作
時應注意事項教
學說明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預
CPR+AED 分組實
計7位講師（分組教
14:10-16:00 作操演指導教學
學）
暨考照
滅火器課程及緊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6:10-17:00 急救護情境案例
陳冠傑先生
解說

小兒及成人版基本急救技能操
作機制等說明講解（內聘1
節）

CPR+AED 分組指導教學
暨考照
（內聘14節）
意外事故滅火器課程與
緊急救護情境案例講解
（內聘1節）

備註：
＊研習中手機請關機或設定靜音，並請準時與會。
＊響應瓶裝水減量，請研習學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臺南市110年幼教機構駕駛員與隨車人員交通安全教育研習課程表(溪南場-B)
時間
08:00-08:20
08:20-08:30
08:30-09:20

09:30-10:20

10:30-12:10
12:10-13:00

課程名稱

講師

報到
承辦單位
開幕式
承辦單位
滅火器課程及緊
急救護情境案例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解說
小兒及成人版
CPR(心肺復甦
術)+AED 及哈姆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立克等急救技能
使用機制及操作
時應注意事項教
學說明
CPR+AED 分組實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預
作操演指導教學 計6位講師（分組教
暨考照
學）
午休

13:10-15:00 交通安全相關法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規與事故防範 張年宏組長

交通安全觀念認
麻豆監理站
15:10-16:00 知與行車安全守
莊景輝先生
則

16:10-17:00 課程複習暨測驗

承辦單位
詹榮原主任

研習內容大綱
簽到、領取講義
長官致詞
意外事故滅火器課程與
緊急救護情境案例講解
（內聘1節）

小兒及成人版基本急救技能操
作機制等說明講解（內聘1
節）

CPR+AED 分組指導教學
暨考照
（內聘12節）
1.「接送安全」、
「防禦駕
駛」、「風險感知」。
2.交通事 故防 範、處理及善
後。（內聘2節）
1.安全駕駛觀念。違規態樣宣
導（如超載、改裝座椅及幼童
專用車載運國小學生...等)
2.行車安全守則、內輪差與視
野死角教育宣導（外聘1節）
1.方式：綜合測驗，以是非及
選擇題為主，題數20題。
2.審核標準：制訂筆試合格成
績。（內聘1節）

備註：
＊研習中手機請關機或設定靜音，並請準時與會。
＊響應瓶裝水減量，請研習學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