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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大 湖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學 生 交 通 車 管 理 要 點 
111年 6月 14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111年 6月 20日湖農工學字第 1110004731號公告施行 

壹、依據：  

  教育部 102 年 7 月 4 日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交通車管理實際需求訂定。 

貳、目的： 

  為妥善解決同學搭乘交通車問題，縮短學生上、放學時間及維護同學安全，以服務學生

為目的，代辦交通車接送服務租用與管理工作，特定本管理要點。 

參、實施方式： 

一、由學校招標優良交通車公司，代辦學生上、放學接送租用事宜。 

二、訂定學生交通車駕駛員行車安全注意事項，俾便確保行車安全，並列入契約範圍。 

三、每學年依學生實際需要及搭乘人數，增減車數及調整各車行車路線及發車時間。 

四、如因事故需臨時換乘交通車者，需事先申請，始可上車；未申請者，本校有權拒絕

搭乘，以確保學生安全。 

五、遴選熱心負責同學擔任車隊長及副車隊長，負責安排座位、維持秩序及維護行車安

全等事宜。 

六、教官室負責車隊長的管、訓、用及考核。 

肆、交通車管理： 

一、路線規劃： 

（一）乘車意願調查： 

1.新生入學：應於新生始業輔導當日登記填寫「新生交通車搭乘調查表」，

俾綜整規劃行車路線。 

2.在學學生：(須視該路線交通車，是否尚有空位) 

a.學期間因故需更改路線。(如附表一) 

b.補辦搭乘交通車。(如附表二)  

3.轉學生：依現有交通車路線登記搭乘，不得要求增設停靠站或延伸路線。(如

附表一) 

（二）新設路線、停靠站，須符合下列條件： 

1.須原有路線經過或可延伸（不影響原搭乘交通車同學權益）。 

2.距離原停靠站至少 1公里(含)以上。 

3.至少有三位同學（含）以上。 

（三）若未能於開學前，提出申請學生交通車新增、異動並完成手續，校方主動依

新生報到所簽署之交通車路線調查表，排定開學後之學生交通車路線，爾後

各階段申辦異動，應依本要點辦理。 

二、車型及車齡限制： 

（一）交通車以 43人座大車安排為主，本校得視需要機動調整車型。 

（二）各線車輛之車齡以 10年為限，逾齡之車輛不得行駛。 

三、起站發車時間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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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交通車抵達學校時間應介於上午 07：10至 7：40間(每星期一、三、四、五)；

上午 06：50至 07：20間(每星期二)，本校據此推算起站發車時間。 

四、各站開車時間： 

（一）依表定時間發車： 

上學時學生應於發車時間前十分鐘到站，司機依表定發車時間行駛，如因

交通狀況不良等致延後到站達七分鐘以上時，請先打電話給車隊長或本校

教官室詢問車輛狀況。 

（二）學生遲到： 

學生遲到超過應搭車時間，司機將繼續往下一站行駛，以免影響全車學生

到校時間（家長可自行送學生至後續停靠站上車）。 

（三）學生曠課(因車公司導致)： 

因故導致缺曠學生，可拿缺曠紀錄表至教官室實施註銷當日之曠課。 

（四）點名： 

每日上、放學均需配合車隊長實施點名，並於每週一將上週未搭車學生名

單交回教官室，俾統計實際搭車人數。 

五、人員管理：  

（一）交通車進出校園應遵守教官指揮，行車有序，不得爭道搶先，維護交通秩

序與安全。 

（二）遴選熱心負責同學擔任車隊長、副車隊長，負責安排座位、維持秩序及維

護行車安全等事宜。 

（三）各車車隊長、副車隊長表現良好者，依學校相關辦法予以奬勵。 

六、乘坐學生交通車應依公告乘車時間表，提早十分鐘到達指定地點候車，並遵守下列

規定，違者依規定處分： 

（一）應依指定之車號及站名上、下車。 

（二）不得私下與駕駛設定停靠站。 

（三）上車前須出示乘車證，接受車隊長或駕駛檢查。 

（四）無乘車證或冒用他人車票、偽造或塗改變造車證者，視情節輕重以小過以

上之懲處。 

（五）禁止在車上喧嘩、說髒話、打架、賭博、抽菸、吃檳榔、喝酒、騷擾同學、

車上奔跑等，違犯者視情節輕重以小過以上之懲處。 

（六）不聽從、不接受車隊長或副車隊長指揮與規勸管理者、未依照座位表乘坐

者，違犯者視情節輕重以小過以上之懲處。 

（七）偷搭乘交通車或未依規定申請變更路線搭乘者，除補繳乘車費用外並處以

小過以上之懲處。 

（八）破壞車上公物者，另需照價賠償。 

（九）如嚴重影響行車安全或車上秩序，除依上述懲處外，將通知其導師、家長，

願接受停止搭乘交通車之裁處、改換交通方式上學，以維護其他學生休息

之權益及乘車之安全性。 

伍、乘車異動、收(退)費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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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交通車為以月計算(包月制)【一人一座】(無立位)，故補辦搭乘交通車，須視

該路線交通車，是否尚有空位而定，不受理單程、單日搭乘；除特殊狀況需求者可

受理，分述如下： 

（一） 住宿生：每週一、五搭乘交通車返校、返家。(限住宿生返鄉交通車未經路

線之學生) 

（二） 建教生：每逢學校有重要活動需搭乘返校參加活動。 

二、車資減免(補助)資格： 

依據教育部非山非市補助計畫及招標契約，本校學生可依據下列身分資格申請車資

補助及減免，分述如下： 

（一）車資減免：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特境家庭、清寒家庭及導師薦報者，至多 35 名。(於

每學期開學後兩週，依實際需求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三)、身心障礙學生、擔

任車隊長、副車隊長學生。 

（二）車資補助：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特境家庭、身心障礙學生(子女)及原住民學生。 

三、乘車異動、退費申請條件： 

（一）住家搬遷：因住宿遷徙之故，可申請辦理交通車路線異動（但須視現有搭

乘路線是否有空位），經系統核對退費差額或補差額之費用。(如附表一) 

（二）長期病假：學期中因病須長期住院或在家療養，連續請病假達上課日 20天

(含)以上者。 

（三）因公受訓：因受學校指派公務或參加研習而不克到校上課，須連續請公假

達上課日 7天（含）以上者。 

（四）不可抗力之因素：學校因遭逢重大天然災害、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或其他

不可抗力之因素停課時，得依實際停課天數辦理。 

（五）辦理異動：學期中學生辦理休學、轉學等異動者。 

四、符合第三點申請退費條件者，應備齊相關證明文件請於申請日起五日內(不含例假

日)辦理完成手續，逾期視同放棄。 

(一) 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者，經系統核對退費或補差額。 

(二) 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者，該月全額退費。 

(三) 符合第三點第三、四款者，依未搭乘之實際天數退費。 

(四) 符合第三點第五款者，退還停止搭乘日後之費用。(如附表四) 

五、除第三點各款外，如因其他因素須停止搭乘者，退費條件以搭乘設算如下：(如附

表五) 

（一）每月發車前辦理異動者，全額退費。 

（二）每月發車後未逾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每月發車後逾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每月發車後逾三分之二，不予退費。 

六、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需於期限內繳費，經催繳兩次者，將取消搭乘交通車權益並

繳清取消搭乘前之費用；如有經濟困難者，可至教官室提出分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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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交通車費用如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全額補助時，本要點各款有關補繳、

催繳、減免及退費等事項不適用之。 

陸、一般規定： 

一、學生上、放學必須出示乘車證接受稽查，否則不得乘車；若車證遺失應立即報備並

申請補發。 

二、本校教職員工如有需求搭乘學生交通車時，得向教官室提出申請，並依規定繳納費

用。 

三、違反規定者，若累犯屢勸不聽情節嚴重者，除依規定懲處外，學校於通知家長後，

得取消其搭乘交通車權益，並不予退還剩餘車款。  

四、本校依搭車學生交通車意願調查人數調派學生交通車，必要時得增減停靠站位置、

調整或合併路線及行車時間表，各線每學期(中)有權利調整合併路線及行(候)車時

間。 

柒、本要點未竟事宜，悉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捌、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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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學生交通車 更換站別 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原站別  更改後站別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換站原因 □搬家 □另有合適站點 □便於接送 □校外學習 □ 其他               

承辦人  生輔組長  

備註： 

欲申請換站者，請先填寫換站申請單，須視該路線交通車，是否尚有空位再進行更換站別，

經系統核對需退費差額或補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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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學生交通車 申請搭乘 申請單 

第一聯：教官室留存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搭乘地點  搭乘日期 年   月   日 起 

特殊身分 
□無   □中低收、低收   □特境家庭      □清寒證明    □原住民 

       □身心障礙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  □其他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承辦人  生輔組長  

備註： 

(一)欲申請搭乘交通車者，請先填寫申請搭乘申請單，須視該路線交通車，是否尚有空位再

進行搭乘並於期限內繳費。 

(二)交通車問題請洽教官室或撥打 037-992213。 

(三)搭車路線及時間，請密切注意教官室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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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大湖農工   學年度第   學期每月交通車費用減免申請表 

班級：               路線：               站別： 

申請學生：                                申請日期： 

導師： 

檢附文件： 

□低收入戶證明(分級數) 

□清寒證明 

學生家庭狀況，請詳細說明(例如：成員、收入、貸款)： 

         
 

 

 

 

 

 

 

 

□其他： 

學生家庭狀況，請詳細說明(例如：成員、收入、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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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學生交通車 退費 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搭乘地點  退費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退費原因 
□長期病假(連續 20日以上)   □因公受訓(連續 7日以上)    

□天然災害(連續 7日以上)    □其他               

承辦人  生輔組長  

備註： 

（一）申請退費者，請先填寫退費申請單，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釘於後方，於五日內(不含例

假日) 送至教官室學務創新人力完成手續辦理，逾期視同放棄。 

（二）退費金額，依實際天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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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學生交通車 停止搭乘 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搭乘地點  取消搭乘日 年   月   日之後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停止原因 
□家長接送   □搭大眾交通工具   □住宿    □轉學/休學 

□校外學習   □其他               

承辦人  生輔組長  

備註： 

依據本校交通車管理要點第伍點第五項規定，以搭乘設算如下： 

（一）每月發車前辦理者，全額退費。 

（二）每月發車後未逾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每月發車後逾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每月發車後逾三分之二，不予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