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有路安道安宣導志工團計畫 

報告人：薛聖弘 秘書長 
108.1.12 

1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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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的重要 

107年工作成果 

108年執行計畫 

快樂走出人生路 



你的夢想是什麼？ 
家庭、財富、名利、長壽、健康或公益… 

交通是我們每天生活必需， 

有平安的交通，才有幸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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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的重要 



107年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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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善行激起無限漣漪 

有路安志工團對您的意義或價值？ 

請問您宣講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讓您印象深刻或感動的事？ 

請問您加入有路安志工團的收穫是什麼？ 

請問有路安志工團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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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執行計畫 



• 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成立於1961年，民間組成公益
團體，全台唯二道安會，道安宣導拯救生命 

• 成員包括：梁郁哲理事長、全體理監事、會員、顧問、有
路安志工、薛聖弘秘書長等 

• 會址：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133號(大發駕訓班) 

• 聯絡電話：0982242112 

• Email信箱：ksts1961@gmail.com 

• 官網(ksts1961.org)、Line社群、FB粉絲團、Youtube頻
道、Blogger部落格等 

官網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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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 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 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 

• 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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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組成 

• 召集人：梁郁哲理事長 
• 執行秘書：薛聖弘秘書 
                       李其烜秘書 
• 有路安志工講師： 
李育華老師、陳功軒老師、郭祖秀老師、歐慧娟老師、 
黃月櫻老師、鄒冠菁老師、李春蓮老師、張文瀞老師、 
劉佩滿老師、張淑娟老師、鄭碧琳老師、吳煜淼老師、 
蕭月娟老師、陳癸枝老師、吳國英老師、黃萬春老師、 
鄭紅珠老師、陳德鴻老師、李世華老師、江瑞芬老師 
等共20位 10 



執行方式(道安會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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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志工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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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 
• 道安會不定期召開有路安志工講師研習或參訪，有路安志
工團應盡量出席。 

• 有路安志工講師應配合需求單位時間、地點或本會通知，
自行前往指定地點道安宣導，活動後3天內提供照片或影
片供道安促進會建檔。 

• 有路安志工須授權同意道安會使用所提供的道安宣導照片、
文字等。 

• 有路安志工得視狀況協助道安會相關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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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方式 
期程：108年1-12月。 

場次：108年預定提供25場免費公益道安宣導講座。 

對象：原則上優先提供本市國中小、高中職、老人活動
中心、社區關懷據點等單位。 

型式： 

• 1.簡報宣講(40~90分/場) 
• 2.大型車開入校園學生實境體驗「內輪差」與「視線死角」(60~120
分/場) 

• 3.老人活動中心、社區關懷據點或老人文康車(20~60分/場) 

型式1，申請單位應邀集20人以上並自備麥克風、投影機等
相關簡報設備。型式2-3不在此限。 

公司行號原則上收費宣講，每小時1,600元，政府機關或大專校
院宣講如無講師費預算，建議補助交通費500元/次。 

申請講座時間應考慮交通工具及路程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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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項目 
• 道安會協助提供道安宣導品及宣導簡報範例、海報、摺頁、
影片等文宣。 

• 道安會補助道安宣講交通費300元/次。 

• 道安會得頒發獎狀予有路安志工表現優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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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專業道安宣導講師或車禍爭議調解師 

• 除了公益講座外，收費道安宣導 

• 歡迎有路安志工加入道安促進會 

• 協助爭取金質獎路老師 

• 社會教育有功貢獻獎 

• 拯救生命，勝造七級浮屠，功德無量 

• 點點善心善舉，泛泛無盡漣漪 

• 善的循環，終究會回到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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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走出人生路 



• Q：道安促進會是怎樣的團體？為什麼要推出這個計畫？ 
• A：詳簡報說明 

 
• Q：參加有路安道安志工對我有甚麼好處？ 
• A：1.增加道安宣導的範圍與機會 
          2.提供道安宣導的教材範例與協助資源 
          3.建立社群，互相研討學習，資源共享 
          4.提供交通費補助 
          5.行善由我開始，開啟善的循環 

 

17 

常見問題 



• Q：請問道安促進會如何安排道安宣講講座？我如何配合？ 
• A： 

1.道安促進會將主動發文給國高中小、老人活動中心等，如有所屬會
員需要交通安全宣導服務，本會可免費提供有路安志工協助，再逐步
拓展至公司、社區等。 

2.道安促進會接獲需求單位的申請後，會主動安排合適的志工或在社
群貼文詢問，志工可評估時間地點認領接案，請依照排定的時間地點
自備交通工具前往並注意交通安全，原則上申請單位應具備電腦及投
影設備，如遇臨時狀況需調整請盡速通知薛秘書處理。活動後3天內
請提供照片及簡要說明供道安促進會納入成果統計，及請領交通費補
助。 

3.道安宣導品本會請高市府交通局或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盡量支援，
但資源有限，未必能完全滿足所有志工需求，敬請見諒。 18 

常見問題 



• Q：有路老師或朋友想加入可以嗎？如果想退出可以嗎？ 
• A： 

1.本計畫經107年試辦一年，成效良好，108年持續辦理，原
則上先由目前20位志工運作，視狀況再開放申請加入。 

2.如有志工想退出本計畫，本會敬表尊重，只要通知本會即可
退出，但在有路安志工團期間提供的成果資料仍應同意道安
促進會使用，退出後不得再以有路安志工身分對外從事相關
活動或發言，本會也不再提供相關協(補)助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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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Q：請問宣講的次數會不會很頻繁？會不會影響我的生活？ 
• A： 

原則上配合需求單位的需求，預估每個月約2-3場，
不一定每個有路安志工都有上場的機會，志工可在各自的
領域宣講，並將時間、地點、人數、主題、照片等資料提
供給道安促進會彙整納入成果，不補助交通費，但盡量協
助提供宣導品及教案文宣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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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 Q：請問如何開始有路安志工服務？ 
• A： 

1.加入有路安志工團Line群組並於同意授權道安會使用相關資料、
照片。 
 

2.於各自的領域發揮有路安志工精神，有機會就宣導交通安全，
將照片上傳並註明宣講的時間、地點、人數等資料。 
 

3.本會協助向交通局、監理所等單位申請宣導品、海報文宣等。 
 

4.本會主動發文國中小、高中、老人活動中心等單位提供交安宣
導服務，收到申請就會詢問志工的意願及時間，媒合合適的人
選前往宣導。 
 

5.本會宣導人員會後提供照片、資料，薛秘書確認後年底提供交
通費補助並頒發感謝狀。 21 

常見問題 



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與家庭破碎，
再多的金錢也難以彌補 

交通安全首重「車禍預防」，落實交
通安全教育是根本之道 

交通安全是態度，不是口號， 
別讓交通事故造成生命的遺憾 22 



交通安全從 提早出門 做起 

提早出門心輕鬆 
遵守速限不搶快 
小心駕駛多禮讓 
晚到總比不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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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救別人生命，也救自己生命 

行善由我開始，啟動善的循環 

鼓勵更多人（團體）參與社會公益 

爭取社會資源挹注 

擴大宣傳範圍(效果) 

交通零事故 

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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