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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防網路購物詐騙：
網路購物真方便，來電要你解除分期付款是謊言，叫你操作ATM提款機購
買遊戲點數必是來詐騙，速撥165保你錢財真安全。
二、暑假期間學生交通安全注意事項宣導：
(一)安全騎乘機車：正確配戴安全帽、勿酒後騎車、行車勿當低頭族、禁止
飆車、不疲勞駕駛、勿無照騎車，並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大
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野死角，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
以維護生命安全。
(二)家長駕騎汽、機車載兒童及少年者：騎乘機車請依規定戴妥安全帽、騎
車不超載，乘車坐後座妥繫安全帶（4~12 歲或 18~36 公斤兒童請搭配使
用座椅）
、只要喝酒就不開車(提醒安全回家方式—指定駕駛、親友接送、
代客駕車、改搭計程車及大眾運輸工具)、禮讓行人。
(三)騎自行車者：請佩帶自行車安全帽，保持自行車安全設備良好與完整，
不可附載坐人、人車共道請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行人穿越道上不能騎自
行車，請下車牽車，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依規定兩段式左（右）
轉、行駛時，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遵守
行車秩序規範。
三、預防不當傳（直）銷、強行兜售商品：
受不良社會風氣影響，近期有不肖業者在校外攔截同學強行推銷兜售商品
，致被害人心生畏懼；提醒同學勿在校內從事直銷，或於校外從事強行兜
售商品等行為，以免違犯校規或觸法。若發現有上述行為，請主動婉拒或
告知師長協助處理。
四、國家教育研究院 102 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徵稿活動：
(一)徵稿對象：
1.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故事類：教育人員及社會人士。
2.品德教育漫畫類：高中職以上學生、教育人員及社會人士。
(二)徵稿主題：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自
主自律、主動積極、謙虛有禮、關懷行善、愛護環境、賞識感恩、接納
包容、公平正義，以及其它相關主題。
(三)徵稿期程：即日起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止，線上註冊報名及作品上傳日期
預定於 7 月 10 日起開放作業。

(四)投稿方式：本次活動採線上投稿，相關辦法請參閱「品德教育資源網」(網
址：http://ce.naer.edu.tw/)。
(五)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陳彥宇先生。
五、預防病毒性腸胃炎：
時至夏季，邇來病毒性腸胃炎已悄悄盛傳，提醒各位教職員生小心防範：
(一)引起腸胃炎之病毒包括輪狀病毒、諾羅病毒、腺病毒、沙波病毒及星狀
病毒等。主要傳染途徑為食用或飲用受病毒汙染的食物或水、接觸病患
的嘔吐物、糞便或接觸汙染物品傳染、少數經飛沫傳染。
(二)感染病毒性腸胃炎常見症狀有：水瀉、嘔吐、頭痛、發燒腹部痙攣、胃
痛、噁心和肌肉酸痛等症狀，通常感染後 1~3 天開始出現腸胃炎症狀，
症狀可以持續 1~10 天，大多數人會自行康復。
(三)預防方法：
1.飯前飯後要洗手。
2.為嬰幼兒、老年人更換尿布或處理排泄物後，及準備餐點前一定要洗手。
3.蔬果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4.注意居家環境衛生。
(四)健康照護：
1.補充水分及電解質，避免脫水。
2.不要和其他健康的嬰幼兒、兒童或老人，於同一房間遊戲或接觸，在沒
有腹瀉、嘔吐之後，仍應避免接觸持續 2 天。
3.病患不要準備食物，就算無症狀後，仍應間隔 2 天後再準備食物。
4.建議在家休息，請假不要至學校上學或上班。
六、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規定宣導：
(一)102 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3 年次男子已達法定兵役年齡，具役男身分，
尚未服役之役男，如要出國依法應經核准。
(二)出國短期旅遊之役男，可持護照、身分證及印章向鄉（鎮、市、區）公
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辦公時間內隨到隨辦；現就讀國內學校 20 歲以上
在學緩徵役男，也可以直接向移民署臨櫃申請，或以網路方式
(https://nas.immigration.gov.tw/)申請出境。
(三)役男出國相關規定，可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下載
出境資訊，請大家多加運用。
七、暑假出遊慎選旅行社：
(一)選定行程後，應找三家（或以上）旅行社比較行程內容，包括景點（有
無含入內門票）
、餐食、飯店等級、自費行程、購物等；詳細了解彼此間
的優異，擇一家最接近自己理想的行程參加。切記！勿以價格為第一優
先選擇，所謂「一分錢一分貨，賠錢生意沒人做」 。

(二)與旅行社接洽時，先上網或電話查詢此公司的合法性與營運狀況。
（可向
觀光局、品保協會或當地旅行商業公會詢問該旅行社的商譽）
(三)決定參加要繳交訂金、相關證件同時，一定要簽訂觀光局版的旅遊契約
書。簽約時，要注意下列幾點：
1.甲方（旅客）、乙方（旅行社）的名稱要註明清楚。
2.最少成團人數 ？ 及出發前 ？ 天，應通知甲方成團與否 ？
3.派有合格領隊證的領隊，隨團服務。
4.乙方需投保 200 萬意外險及 3 萬醫療險，甲方得自行投保旅遊平安保險。
5.簽名蓋章處，乙方的旅行社名稱、負責人、公司章，都應清楚記載。
6.若是承辦的旅行社非出團的旅行社，則契約上乙方應為出團的旅行社，
而承辦的旅行社則是乙方附屬旅行社。（如：你是找 A 旅行社，但 A 旅
行社將你交由 B 旅行社出團時，此契約書中的乙方應為 B 旅行社，而 A
旅行社則是乙方附屬旅行社）
7.簽約日期要註明清楚。
(四)任何簽單或收據（代收轉付）上，應有業務員簽名、公司印章。
(五)通常會在出發前 3~7 天召開說明會，記得核對說明會資料是否與先前所
談定內容相符？若內容有異，可依契約書規定解約。
(六)該團的領隊是否領有合格證照？可向觀光局查詢。
(七)行程中，若感覺安全上有堪虞，勿因別人（當地導遊、領隊、團員...等）
威脅利誘而屈服，安全第一。
八、預防酒駕、遵守交通規則保安全：
6月期間為學校放暑假或舉辦畢業典禮、謝師宴等相關畢業活動高峰期，提
醒師生，應遵守道路交通規則，嚴禁超速、闖紅燈、切勿酒後駕車、
違規超車、未戴安全帽等可能釀成重大交通事故之違規駕駛；另未考取駕
照之同學，勿駕駛汽、機車上路，以防杜交通事故、造成憾事。
九、防飆仔自保之道：
(一)不理會：切勿閃大燈、按喇叭、超車。
(二)不接受挑釁：放慢車速遠離。
(三)不亂瞄：避免眼神接觸產生誤會。
(四)不下車：開車遭攻擊、切勿下車理論；若見飆仔持攻擊性武器應進入超
商，大馬路等地迴避，或駛往附近警局。
(五)不看熱鬧：勿尾隨飆車族或沿路看熱鬧。
(六)速遠離：遇可疑車輛(無車牌或車牌被遮蓋)，應迅速遠離。
(七)速報警：記下事故發生點位置，撥打 110 電話報警。
十、102 年暑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注意事項宣導：
暑假將屆，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提醒同學避免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

安全規劃之工作，以防杜意外事件肇生。
(一)活動安全：
1.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室內演唱會、室
內團體活動等，從事該項活動時，首先應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學
校應提醒學生熟習相關消防（逃生）器材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之使用方
式，方能確保學生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另提醒同學避免前往網咖、
舞廳、夜店等出入分子複雜的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2.戶外活動：暑假期間從事各類戶外活動，首應注意天候變化及地形環境
之熟悉。如進行登山、露營、溯溪、戲水、水岸、田野調查研究等活動
時，除需做好行前裝備檢查外，更應考量自身體能狀況能否負荷，勿至
無救生人員或公告危險水域進行活動，如遭遇颱風過境、大潮、豪雨等
天候狀況不佳時，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動，以預防突發性之危安事件。
(二)工讀安全：
由於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頻傳，請同學注意工讀廠商的信譽，儘量選擇
知名企業公司打工。此外應注意有關於薪資、勞健保等相關福利待遇措
施是否完善。同時需注意工作場合的危安因素，包括人（老闆、同事之
品德操守）
、事（工作性質與內容是否正當）
、時（工作時數與時段）
、地
（工作地點及使用器械）等，都必須確實了解評估，最好由父母陪同前
往了解，方能避免在工作當中肇生危安事件。若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
阱，可免費撥打行政院勞委會諮詢專線 0800-777-888 請求專人協助。
(三)交通安全：
1.暑假期間同學可能因為參加活動、打工兼職等因素，增加使用交通工具
的機率，因此特別提醒同學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駕駛期間應遵
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揮，減速慢行，
切勿酒後駕車及危險駕駛，以策安全。
2.為維護同學暑假期間從事校外教學活動安全，請多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以確保交通安全。
(四)賃居安全：
1.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特需注意室
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全，而肇
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此外，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
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2.注意人身安全：夜間返回租屋處或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注意有無不
明人士跟蹤尾隨，備妥個人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應隨身攜帶，
以備不時之需。
(五)毒品及藥物濫用防制：

近來不法份子運用網際網路引誘集體轟趴嗑藥案件逐漸增加，嚴重影響
同學身心健康，同時牽累吸毒者家庭經濟，影響社會治安，減損國家競
爭力。提醒同學暑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儕及
校外人士引誘慫恿而好奇嘗試，因而觸法，造成自我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六)詐騙防制：
1.面對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之詐騙犯罪手法，提醒同學為免成為歹徒
以電話假綁架或假事故（交通意外、疾病住院）行真詐財之受害者，暑
假期間應主動告知家人校外活動處所、安全及聯繫方式，避免歹徒有機
可乘。另勿沈迷網路遊戲並慎防網路交友或交易詐騙。
2.家長或學生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
騙三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
騙專線」尋求協助。
3.本校校安中心網頁已連結刑事警察局「165 最新資訊＆犯罪手法預防宣
導」網站(http://www.cib.gov.tw/index.aspx)，可供家長及師生下載最
新詐騙手法參考運用。
(七)犯罪預防：
切勿從事如飆車、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易（援交）、非
法散佈謠言影響公共安寧、上傳不當影片、竊取他人網路遊戲虛擬貨幣
及道具、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違法活動，以免誤蹈法網。
(八)居家安全：
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同學不可把玩點火器具，或從事明火等表演
活動，以防居家發生火災，並注意用電安全，如遭遇火災時切勿慌張，
應大聲呼叫、通知周邊人員自身所在位置，並進行安全避難，切勿躲在
衣櫥或床鋪下等不易發現場所。
十一、全民國防教育活動宣導：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自力環保造筏飊英雄」水上競
賽活動，實施辦法摘重如后：
(一)時間：102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08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
(二)地點：左營蓮池潭風景區（泛舟碼頭）。
(三)報名方式：各組參加隊伍 6 人，填寫報名表及自力環保造筏企畫構想。
(四)報名期限：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6 月 30 日止。
(五)總獎金：新台幣 7 萬餘元。
(六)意者請洽軍訓室。
十二、內政部警政署「CCSI 校園犯罪現場」遊戲軟體宣導：
內政部警政署為對學生族群進行犯罪預防宣導，已製作「CCSI 校園犯罪現
場」網路版及手機程式版遊戲軟體，已公布於軍訓室網頁，提供同學下載
運用。

十三、預防雷擊的重要注意事項：
(一)應停止游泳、划船並上岸到安全的避雨場所。
(二)不要在空曠無防雷建築物內避雨，如工棚，車棚，遮陽傘下。
(三)遠離建築物外露的金屬物體、鐵欄杆、高大廣告牌。
(四)不要在大岩石下、山洞口避雷雨，及不宜停留在大樹下。
(五)雷雨天減少佩戴金屬飾品，並注意不要高舉球拍、雨傘或魚桿等物品，
避免增加有效高度成為「尖端」而遭雷擊。
(六)發生閃電雷鳴時，電源或電話線路都可能遭受雷擊的高電壓侵入，即使
安裝了避雷針，也應拔掉電器的電源插頭，防止感應電場造成不必要的
損失；房間中央較為安全，勿停留在電燈正下方，並請離開照明線、電
話線、電視線等室內線路。另外對於精密儀器與設備需確實連接 UPS(不
斷電系統)及使用三孔電源線與插座，避免因雷擊後損壞。
十四、H7N9 流感最新疫情：
國內自今(102)年 3 月 31 日起至 6 月 25 日止，累計 423 通報病例，其中 4
月 24 日出現首例境外移入 H7N9 流感確診病例、421 例排除 H7N9 感
染、另 1 例由機場港埠送檢驗中。提醒全校教職員生， 10 日內有 H7N9
流感流行地區之旅遊史或居住史，應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包含生病期
間盡量於家中休養、維持手部清潔、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注意體
溫、必要時就醫等。另現階段無證據顯示有人傳人現象，但為能預防感染
H7N9 流感，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如住家鄰近有大型養禽場，或有飼養禽鳥者，請確遵下列事項：
1.飼養禽鳥需避免與野鳥接觸或共用食器。
2.定期清洗、消毒養禽設備及其排泄物，清消時應戴口罩。
3.避免直接接觸家禽、鳥類或其糞便。接觸過家禽、鳥類或其分泌物後，
要立刻用肥皂和清水澈底洗淨雙手。
4.飼養的禽鳥死亡時，請密封包裝後，以一般廢棄物處理，由垃圾車清運；
如有疾病疑慮，可洽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處理。
5.接觸禽畜後 10 天內，如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類流感症狀或結膜炎，
請戴口罩就醫，並主動告知禽鳥接觸史。
(二)平常做好個人衛生習慣：
1.養成良好衛生習慣、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維護身體健康。
2.用肥皂勤洗手，不亂摸口鼻及眼睛。
3.肉品及蛋類必須完全煮熟後再食用。
4.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後立即洗手，刀具、砧板也要徹底清洗後才能
再度使用。
5.不要購買或飼養來源不明或走私的禽鳥。
6.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澈底清潔雙手。
7.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及養禽場。

十五、學生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
學生在學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可運用學校校園安全聯繫電話請求協
助，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人員實施 24 小時服務，校內電話：(07)6577711
分機 2885、專線電話：0911885115。
十六、校園安全統計及案例宣教：
(一)校園安全統計：(資料時間 102.06.10~102.06.23 日)
情況
類別
機車車禍
運動傷害
疾病送醫
其
它

校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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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數

影 響
人 數

受 傷
人 數

8

11

11

6
2

6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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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汽車車禍
意外受傷
網路詐騙
合

計

校安事件
件 數

影 響
人 數

受 傷
人 數

1
1
1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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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9

(二)案例宣教：
1.機車車禍：
事件：
(1)6 月 10 日 2330 時，系葉同學騎機車於 186 甲線帝君檳榔攤前
下坡彎道，疑天雨路滑自摔，造成四肢膝、肘關節擦傷，及右手小臂
有一 5cm 撕裂傷縫合。(主因天雨路滑，副因車速過快)
(2)6 月 11 日 1208 時，系陳同學騎機車載同系陳同學行經 186
甲線玩山園餐廳附近彎道不慎自摔，造成兩位陳同學雙腳及腹部擦
傷。(疑騎車失慎)
(3)6 月 14 日 1900 時，系林同學騎機車載同系駱同學行經 186
甲線仁祥山莊附近，遭一自小客車擦撞摔車，造成林生四肢擦撞傷，
駱生右臉頰、下巴及手腳四肢擦撞傷。(疑校內人士駕車失慎)
(4)6 月 16 日 1510 時，系王同學騎機車行經 186 甲線玩山園餐廳
轉彎處，不慎擦撞欲轉停之轎車，造成手腳擦傷。(主因校內人士駕車
失慎，副因同學車速過快)
愛心小叮嚀：
(1)本次機車交通意外事故 8 件，經統計肇發地點於 186 甲線 5 件、柑
宅巷/學府路/大社各 1 件；探討發生原因主要仍為「車速過快」，次
為「天雨路滑」及「行車失慎」等，提醒同學 186 甲道路速限為 50
公里，請減速慢行、小心行駛。
(2)依本學期統計分析，車禍事故主要為車速過快，請同學務必小行駕
駛、減速慢行才是王道。
(3)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酒精
濃度超過0.25毫克/公升或血液中酒精濃

度達0.05％，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
其駕駛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
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酒
測值達0.55毫克/公升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11％或酒後駕車肇事，依
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遭移送法辦，依法可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2.其它：
事件：
(1)6月14日1925時，系李同學未能妥慎保管個人財物，致遺失報
警處理。(未妥管個人財物)
(2)6月18日2350時，系高同學網購電玩遊戲配備，於轉帳新台幣
4,000元後，賣家未依約出貨。(網路詐騙)
愛心小叮嚀：
(1)個人財物理應由個人妥為保管，若因故無法妥慎保管時，應請同學代
管，以避免遺失或遭竊。
(2)網路購物雖然方便，提醒慎選信用良好商家，最好是採貨到付款為佳
，若不慎發生糾紛或遭詐騙請儘速報警處理。
十七、性騷擾預防與處理：
(一)性騷擾是指一切足以讓人產生不舒服性聯想的故意行為，且是違背個人
意願的，可能透過強迫、威脅或不預期等言
詞、非言詞和身體接觸的方式發生在任何人
身上。遇到性騷擾的情況大不相同，因此臨
場的處理方式及應對技巧也不盡相同，但不
論遇到何種情況，切記不要懷疑和壓抑自己
的感覺，應立即採取制止行動。
(二)性騷擾基本預防：
辨識潛在騷擾者之警訊指標，並與其保持適度距離：
1.歧視女性而認為女性本該順服、依賴者。
2.喜用汙衊性言語評論女性者。
3.濫用藥物或酗酒者。
4.過度壓抑自己情緒與感受者。
5.低挫折容忍力與處理壓力有困難者。
(三)性騷擾處理：
1.明白對騷擾者表示抗議，大聲說「不」！要求其立即停止騷擾行為並道
歉。
2.可聯合其他受到相同騷擾的被害人一起勇敢採取行動。

3.相信自己的直覺，不要忽視或懷疑自己，理直氣壯的表達自己的憤怒，
向在場的人大聲說出自己的遭遇，阻止騷擾者繼續其騷擾行為，如未來
欲提出申訴時，才有人證可以證明騷擾行為確實發生。
4.拒絕的態度要嚴肅明確，前後一致。
5.避免與性騷擾加害者的再次接觸，在公事及私事間劃清界線。
6.將自己的遭遇告訴他人，不僅可以避免自己被孤立、獲得情緒上支持，
還可和有相同經驗或願意幫忙的朋友一起想辦法，阻止性騷擾繼續發生。
7.勿期待或要求特別的待遇，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8.不要與可能的騷擾者(客戶、同學)共飲，減少應酬或見面的可能性。
9.沉著冷靜，並出其不意的掙脫。使用防身技巧，保護自己，掙脫後並可
用各種方式引起旁人注意，利用群眾嚇退、制止騷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