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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外事件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本校材料系四年級許毓琳同學於新竹尖石橫山比麟大橋旁之小潭垂釣不慎溺
斃。據橫山分局表示，該處過去已溺斃二十多人，軍訓室亦曾公告請同學假日出遊勿去此處游泳、戲
水、釣魚。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一名酒後駕車的醉漢奪走了兩條年輕的生命。分別為本校資訊
所二年級的學生許志宏及北師大國文系三年級的學生，事件發生後引起了大眾對此事的關注，同時也
重視原本甚少被提及的交通安全問題，光復路與建功路口的紅綠燈已延長至晚上一點，資訊所許志宏
的捐款專戶亦已於三月十日結清關閉，資訊所為許志宏事件而發起的要求改變酒後駕車刑責連署活動
仍在進行中。 也許意外事件會因時間流逝而逐漸被人們遺忘，但安全問題的重要及防止意外事件的
發生不應在下一次意外發生時才重新被人們所重視。如果這份特刊能使閱者對此有所警醒的話，那麼
本刊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多情總被無情傷
～由學生意外事件談起～ 學務長 杜正恭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材四許毓琳同學邀約現就讀交大的昔日好友陳賀瑞、吳俊奇赴新竹尖石橫
山比鱗大橋旁之小潭的岩石邊垂釣。下午一時許，陳生不慎由岸邊之岩石滑落水中，他不諳游泳乃急
呼叫，許生聞知即繞過岩石到陳生落水處欲協助拉救陳生，在岸邊的吳生則迅即跳入水中救援。後來
陳生奮力掙扎游至另岸，而吳生則游回原來之岸邊，兩人筋疲力竭上岸後，不見許生。初以為許生跑
往路邊求救，旋不久卻瞥見許生面朝下浸於潭中。吳生欲再入水拉回許生，惟體力透支而不得，乃轉
往路邊呼救。二十多分鐘後，始有二位路過的山青願意幫忙，奔下拖回許生，惟彼時許生已浮出水面，
氣似已絕。二位山青及聞訊趕來之尖石鄉衛生所主任迅施予人工呼吸，再以救護車送竹東榮總。學校
軍訓室在兩點多接獲通知，即電告在本校兼任護理課之竹東省立醫院護士長趕赴榮總協助，並即通知
在高雄的許生家長。學務處接獲電話時，許生仍在急救中。我、總教官、王教官、張教官與許生之導
師吳信田教授即啟程奔往榮總。出發前, 卻接獲許生不幸去逝的惡耗。到醫院時，我再電告許生家長，
惟其父母已搭三點多之飛機北上，乃轉告其兄實情。又顧慮到當父母親趕來時乍聽惡耗的打擊，乃請
許生之姊姊自桃園趕來。因屍體停於急救間，甚為不妥。我爰請院方移屍於太平間。傍晚六點多許生
父母趕到，其母無法接受這殘酷的事實，哭聲震天，當晚榮總的夜空是很悽涼的。許母悲哀過度，幾
臨休克，我們亦請護士在旁協助，以免再度之意外發生。當晚，警察對陳吳兩生分別做筆錄，許父看
後，默然接受。材料系主任彭宗平教授、總教官、王常兩教官與我陪家長至晚上九點多始歸。 隔天
十二月二十四日早上八點我們再赴榮總，等候檢察官前來驗屍。因久候未來，許生兄姊、舅舅、王教
官、彭主任與我乃在陳生的帶路先至出事地點招魂。總教官、常教官與陳生父母、吳生則在榮總等候
檢察官。十一點許、檢察官驗屍完畢，開具死亡証明。許生家長即接洽救護車，於下午一點多將遺體
運回高雄。許生之公祭於一月五日在高雄市立殯儀館舉行，本校有彭主任、王、郎兩教官、我、與三
十多位學生前往致祭。 一波才平，另波再起。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點多，陣陣的的電話聲吵醒了剛
入睡的我。研聯會主席林泉音傳來路過東院出口發現的車禍。他從殘破的碎片中發現清華的機車證，
認為受害者可能是清大學生。我即電告軍訓室值班的周教官（上學期義齋齋伯黃先生出事那晚，亦是
周教官接獲學生的電話，再召來救護車的），她馬上再通知總教官、警察隊，後來總務長、生輔組林
榮樁、資訊所林永隆所長及不幸車禍喪生的許志宏之指導教授唐傳義（兼學務處課指組主任）先後趕

往現場。 我們於早上九點再轉往埔頂派出所，慰問許生家屬、十一時赴省立新竹醫院等候檢察官驗
屍，並請殯儀公司人員略為志宏與瓊心整容。下午，唐教授、李文申教官在課外活動中心會議室與肇
事者家屬做第一次和解協商。協調會後，我再請李教官赴省立醫院處理善後。許父在六時前決定將許
生之屍體運回大溪家中。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時許，資訊所二年級碩士班研
究生許志宏以機車載其女友許瓊心（現就讀師大國文系三年級）自建功路欲經光復路十字路口回校，
被一喝醉酒之賴姓醉漢當場撞死。由於衝撞相當猛烈，機車被撞成碎片。兩位肢腳皆被撞斷，散落路
旁。尤其是瓊心頭部破裂，腦漿瀉落滿地，亦有噴至路橋上者。而書包、坐墊亦皆飛至陸橋上，路旁
停放的四部汽車亦被撞得嚴重損毀。其中被撞的第四部小貨車還飛至路中的安全島。整個肇事現場長
達一百公尺。看過現場的人，絕不敢相信一輛瘋狂車會造成如此凄慘的悲劇。如果有人親臨埔頂派出
所，目睹拖吊彼地的肇事車、被撞毀的四部車及那僅剩一些鐵骨架的機車，你就不難想像當時的景況。
我曾在三天後遇見一位義消，他說當晚去清理現場的人三天後還吃不下飯。我們的李總教官身經百戰，
他曾說什麼場面都見過，但一月二十三日中午陪檢察官驗屍後，從省竹醫太平間出來，他幾乎在我面
前嘔吐。人的生命如此脆弱，而一個惡意的念頭與作動無情地奪走兩個年青情侶的寶貴生命，誠令人
噓唏。 最近幾個星期來，一直有人從ＢＢＳ或其他方面傳來對校方處理車禍案的不滿。我聽了許多，
但因多日來要處理許多事，我也無暇回應。如今，我想應該是輪到我們說話的時候了。 許毓琳事件，
從一接獲電話，總教官、三位教官、彭主任、吳教授與我即完全投入，直至公祭完畢。尤其公祭是上
午九點在高雄。我們凌晨即需自新竹出發，備極辛苦。許生家屬看我們那麼多人千里迢迢參與都極表
感激。前一晚許父特別詢問參加人數，要為我們備餐。許生舅舅看我前往拜祭，非常感動，當場對周
遭的親朋說：
「清華有這麼關心學生的訓導長，爾後他一定鼓勵小孩考清華」
。其實，我感到很汗顏。
學生出事了，是否意味著我們在那一方面沒有做好！﹖ 許志宏的案子，是較為特殊的。一月二十三
日那天總教官、唐教授、林榮樁都未休息。林先生一直跟著處理，還為目不識丁的許父做筆錄的見証
人。二十三日早上在埔頂派出所等候瓊心父母自高雄趕來及檢察官時，我想到許毓琳事件時曾為等候
檢察官花費數小時，給家屬的感受很難過。而許志宏案是星期一凌晨發生，如果自星期六、日發生的
案件排下來，勢必要等候多時才輪到。故緊急請學務處畢聯室劉朝勝先生聯絡余泉霖市議員。我向余
市議員說明原委，請其出面幫忙協調。另一方面，總教官亦急電退休之孫廣福教官，孫教官即趕至埔
頂派出所並聯絡認識之法院人士。果然，在十點多，即接獲檢察官擬於十一點自頭份趕回之訊息。中
午，在省竹醫太平間，我們亦與雙方家長與殯儀社人士商討整容、冷凍或移靈之事。下午，我即委派
唐主任與軍訓室代表教官負責著手與肇事者協調有關民事之事宜。本與雙方家長、肇事者弟弟約定在
埔頂派出所談判，後因事移至清大課外活動中心（原來我們亦約了新竹市東區協調會的人）。另一方
面，考慮到家長身心俱乏，我們亦請總務長特別空出百齡堂二個房間供志宏、瓊心父母休息用。 有
關車禍賠償的問題，二十三日在省竹醫時我即詢問學校法律顧問魏早炳律師有關談判應注意事項及防
止對方可能脫產之舉。二十四日林先生著手調查肇事者家族背景。二十五日學務會報，我們討論到光
復路交通問題，其一是東側門紅綠燈延至凌晨一點（有人顧慮到延長紅綠燈訊號，是否鼓勵學生夜出，
但最後決議仍建議市政府將紅綠燈延後，至一時後才閃黃燈），其二是建議油罐車不要經由建功路轉
入。再來是約束大家使用陸橋，而不要徒步穿越光復。二十五日總務長在與童市長商討特二道路時，
曾藉機提及光復路交通改善問題，我亦請總務長以交通委員會主委身份再正式函文新竹市政府辦理。
二十六日我與負責此案的檢察官聯繫，代表校方向她表示全校師生對此案件的嚴重關切，特別提出兩
點請她在偵察判斷時之考量。一是賴姓肇事者在當時開車門下車後，還大笑數聲，在警察局內亦數度
咆哮，顯見酒醉過度而失去理智。我們在二十三日上午試圖自現場找回許生鑰匙時，附近商家有許多
人提及當時的情形，且願作證。再則是許志宏左腳，瓊心雙腳皆斷，而志宏機車為小綿羊型，行進時
雙腳收入，故我們研判當時志宏可能是在停車狀態，左腳在外，而瓊心是側坐，雙腳朝機車之左方，
故一受巨撞，志宏左腳，瓊心雙腳在瞬間皆斷。而肇事者亦無剎車，故再連續撞及路邊的四輛車，這

是我個人的判斷，因二十三日晨我曾詢問警員有關剎車事，他說可能是光復路剛鋪路面，看不出剎車
痕，但我不做如是觀。故我亦向檢察官表達此點，請其詳加考量。當然，檢察官有其專業的素養與運
作原則，我們不能干涉，但請慎重此事。二十七日晨新竹市國民黨黃麗卿主委前來學務處，我們再度
表示全校師生對此事之嚴重關切，黃主委答應幫忙解決光復路交通問題，並轉交一萬元慰問金于資訊
所林所長。十點許，唐教授與我齊赴大溪許家，代表沈校長轉交校方之慰問金於許父，唐教授並轉交
黃主委之慰問金。下午，青工會徐主任亦曾至許家慰問。聯合報林記者後來從黃主委處得知消息，與
我就多方面交換意見。詳情刊於一月二十八日之聯合報地方版，茲不累述。過年期間，我一直在新竹
與多位律師、法律界人士討論我們的法律對酒後駕車肇事者的審判與法官的認定傾向。事實的結論是
很令人洩氣的，酒後肇事以過失殺人論之，刑期兩年以下，通常都可緩刑。這些牽涉立法的問題，不
是我們一下子可以解決的。人命不值錢，夫復何言！ 如果有人還說校方對此事的處理不夠，我倒想
問問你們做了什麼？！二十三日凌晨，我被電話吵醒，葉總務長、總教官、林先生、周教官等人在寒
風中處理事件時，放砲講人不是的那些人，還在睡窩裡。二十五日的學務會報時，我即對諸位主任表
示對清華學生冷漠的不滿。許毓琳為救人而捨命，材料系佈告欄未見任何悼文，只在小海報牆有一則
材料系及道明中學的悼詞。我在當時問過一些材料系的學生，還有人不知此事，真令我傷心。而今，
許志宏慘死，二十三日這一周我未見校園內有任何學生對此事的實際運動，一片死寐。除了ＢＢＳ那
些說人的片面之詞，難道我們的學生不能有具體行動，向新竹市政府、市民表達我們對光復路交通，
對酒後肇事的不滿與憤怒嗎？！ 二十七日抵許家慰問時，適接秘書來電謂家父病危，彼時，千頭萬
緒，百感交集。家父中風臥病已垂三年多，我每天最怕接到來自台南的電話，結果竟在此刻發生。我
即打道回竹，交代唐主任一些處理原則後，即搭下午火車趕回台南，幸賴鄧教官聯絡成大醫院護理長，
及唐主任聯絡靜宜李校長再轉成大前校長等人的幫忙下，將家父逕轉送成大醫院急診。那晚，我在急
診室陪了家父一陣，見其恢復呼吸，旋即搭野雞車回竹，因為有太多牽掛事要處理。凌晨兩點多，我
一人自交流道徒步走回，目睹車子在冷清的光復路狂馳的景狀。我曾經駐足車禍發生處良久，冷風徐
來，蕭颯之氣，令人不寒而噤。隔晨內人責問我為何不坐計程車，我推說計程車要價太高，其實我只
是想體驗五天前許生事件發生的景象。夜黑風高，斯人獨憔悴…… 有關和解的事，因大部分律師告訴
我只要有和解，法官對肇事者的判刑即減輕，甚至可緩刑，即使是酒後肇事者。過年前，我曾請唐主
任向許父探求意見，是否可不要急著和解，藉以向檢察官施點壓力以加重肇事者刑期。有關錢的事，
我們可在開學時發動全面捐款。但許生雙親篤信佛教，認為賴姓肇事者撞死他們小孩，這個債由賴家
來償。如果是多人的捐款，則許家將背負一堆人的債。二月初，請余市議員與大溪鎮民代表主席出面
協助和解事宜，我曾與余市議員數度接觸。後來許父全權交由唐主任處理，唐主任充分與許父溝通瞭
解後，又與肇事者兄弟談了兩次，終在二月十三日達成協議，賠償新台幣兩百二十萬。我個人對這個
數字很不滿意，但我尊重許生家長的意見。尤其是唐主任幾星期來的痛苦煎熬，痛失一優秀的學生，
又要承受一堆理不完又更亂的種種事，我們雖不滿意但可接受。我刻正請校方法律顧問幫忙審視和解
書之合法性與適度性。 如果有人認為這樣學校做得仍然不夠，我倒覺得很對不起許毓琳家屬。對毓
琳的捨身事件，我花的時間沒這次多，赴高雄公祭，我們準備了一副輓聯，奠儀 3000 元，公祭前幾
天，毓琳父親來電謂毓琳屍體擺在殯儀館衣冠室，非常空淒，欲徵得我同意，以清華名義置一花環，
錢他自己付。那天，在榮總，許母對交大陳、吳兩同學哭說「還我小孩來」，許父馬上上前安慰陳、
吳兩生，謂許母悲哀過度，語無淪次，請原諒，他不怪他倆。多麼明理得體的長輩！當時，我幾乎熱
淚奪眶而出。當然人也有真情流露的時刻。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許毓琳屍體抬上救護車回高雄時，許
父終於才放聲大哭，站在旁邊的我早已淚流滿面。冥冥中，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清華于讀者文摘上
看到一篇失事飛機的駕駛在脫離險境後仍返回欲救一位卡在座位上之乘客而不幸雙雙被燒死的事。毓
琳之死，也許僅是如今紛雜的社會熔爐中興起的一絲漣漪，但 「為朋友而死，世間的愛，沒有比這
個更偉大」 事實上，最近也有另一種聲音傳至，即學生在校外出事，學校無責任，不需花費這麼多

時間。尤其一件是在上課時間跑到鄉下玩，另一件是三更半夜還載女友在外遊盪。但我個人不做如是
觀，學生就是學生，出了問題我們就要處理，不要談責任問題，這是良知的事。自從一月二十三日志
宏出事至今已是第四週，我幾乎每天都要處理此事的後續問題，而勢必放棄一些原來我該做的事。如
家父在成大急診室，我只好花半天二千四百元請特別護士在白天照顧，晚上再情商住南部的兄姐輪班，
而我自己趕回新竹處理許生的事。過年前，唐主任說已有人送花圈至許家。按一般慣例，應是公祭時
再送花圈、輓聯即可。但經唐主任一點出此事，怕人家又說怎麼沒清華的，乃請資訊所林所長先送兩
個花圈，我再補送一個罐頭塔。一月二十七日我送了兩萬元奠儀，公祭前又再送去沈校長與我的輓聯，
與總教官的花圈。二月十五日我參加許生之公祭，這是我十多年來第一次除出國開會外第一次停課，
以前即使是感冒失聲，我仍堅持上課的。過年時，我復與保險公司討論以團體保意外險的事，因一般
的學生平安保險額度最高僅三十萬元，如果鼓勵學生，尤其是研究生投保，不幸實驗出事或有意外時，
也許親人較有保障。此事已在二月十四日校務會報提出，特責成生輔組協調辦理。如果這一切仍是做
得不夠，我實在也認了。也許，多情總被無情傷…… 也許，有人是刻意將箭頭指向沈校長，希望他表
態。其實，沈校長非常關心此事，我在一月二十三清晨先電告校長有關許生車禍事，上午九時我去派
出所，葉總務長則面告校長有關現場的處理。爾後幾週內，我幾乎天天向校長報告後續的處理經過。
事實上處理事情有權責的劃分，我以學務長身份事必躬親處理許多事，更要著手考量如何防止意外再
度發生。沈校長亦一直在努力著後者的事，校長曾在二月八日函文新竹市政府，就此次許志宏車禍事，
請童市長慎重考量光復路的交通問題，以免再有清交學子受害。另外，新竹市國民黨部亦已函文中油
公司與新竹市政府，建議油罐車改道事與光復路建功路口交通號誌事。志宏的公祭，本來校長是計劃
要參加的。但臨時接獲一個須在當天上午出庭應訊的法院通告，致使校長不得不改變初衷。前一晚校
長面臨痛苦抉擇，我建議其應代表清華為「事實」在法院陳言（此事說來話長，略而不述），由我代
表他參加公祭，並將向學生說明。當天，我在現場，爾後唐主任在校車上都已向同學表明。希望同學
們可諒解。 兩位不幸喪生的學生皆姓許，志宏的女友亦姓許，毓琳、瓊心家皆住高雄鳳山。一件是
十二月二十三日發生，另一件是一月二十三日，我不想說這是巧合，但我不希望再有。請諸位同學知
福、惜福，好好照顧自己，不幸萬一有意外，親朋好友師長皆要跟著痛苦。這幾周來，除了三位許生
的家屬外，唐主任是最大的受害者。我非常佩服他艱苦的走了過來。毓琳是我曾教過的學生。志宏喜
愛棒球，與我有共同最愛的嗜好，每周三，我們曾一起在棒球場奔馳。如今，一切皆空，留給我們一
片的惆悵。午夜夢迴，我想起了唐主任轉述其夫人的一句話： 「毓琳、志宏、瓊心已經走了。如果
他們的走能夠讓我們生者有所反省，則他們的死，也許較有意義。」 許志宏指導教授的話 資訊所唐
傳義教授 我是許志宏的指導老師，關於志宏的公祭, 非常感謝交大鄧校長親臨唸訃文, 清大杜學務長
代表沈校長致祭 ( 沈校長因國際會議的國名爭議遭立委沈富雄控告出庭 ), 還有交大應數系張鎮華
教授及那麼多清交兩校的同學一起到大溪為志宏送行。我想把志宏身後的一些事情讓大家知道: 1.還
是要特別感謝交大應數 82 級同學的治喪。 2. 和解: 和解協調主要是由我和交大資管研二蔡興樺同學
代表許父及許瓊心家屬出來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協調, 中間也有本校張教官及多位應數 82 級的
同學參與, 而對方一直都是肇事者的弟弟出面, 我們一直都不希望民意代表的介入。許父非常傷心 ,
完全不願意出來參加和解的協調, 他一向的態度是: 他不管金額到底是多少, 他只關心肇事者及肇事
者家屬有沒有道歉的誠意, 他明明白白的指示我們一些指標來偵測誠意 ( 基本上也是以金額以及對
方回應的態度 ) 的度量方式, 他曾經哭著說, 如果對方沒有誠意的話, 他不要錢, 不惜....。 還好經過
上星期三下午及本星期一晚 上兩次的協調之後, 對方的誠意均能滿足許父的指標。 最後每人以兩百
二十萬 ( 其中保險一百五十萬, 賠償七十萬 ) 達成共識。 在我最原始的想法, 我其實不惜和解不成,
要以此來凸顯酒醉駕車的荒謬, 讓肇事者從重量刑, 讓立法者重新立法。但是經過多日與許父溝通之
後發現, 許父及其家屬能夠了解對方道歉誠意稍許化解心中的恨意才是第一優先考慮之處。至於賠償
金額的多少是在許父了解肇事者的工作、信用及償債能力後的一個估算, 其實再多的錢又何嘗能喚回

志宏和瓊心呢? 3. 司法: 目前和解書已拿到, 我也拜托學務長交由本校的法律顧問諮商中。 一旦簽定,
肇事者仍要接受刑事的判決, 只不過有和解書則是代表肇事者有悔意，其量刑則不會太重。其實問題
的癥結在於我國對酒醉駕車的量刑太輕了, 因此酒醉者仍開著車上路; 我還曾在 BBS 上看到有人
post 一個案例, 酒醉駕車肇事後又不肯和解, 判刑卻只有一年十個月, 天啊! 4. 立法: 我非常痛心酒
醉駕車的量刑尺度間接導致了此次慘事, 我深深以為酒醉駕車的危險性不亞於玩弄一支上了膛的槍
械, 為了讓未來不要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目前我會蒐集各國酒醉駕車的罰則及我國的受害者資料,
希望最後有一個聲明請大家連署 , 連署後我們應該去立法院陳情。 5. 光復路交通問題的補救: 感謝
沈校長和總務長在這方面的幫忙, 其中沈校長寫信給宋楚瑜及童勝男, 要求近期召集本校及工研院共
商方法, 不知他們有沒有回應? 6. 大家要保意外險: 人世無常, 再一次提醒大家要投保意外險, 我也
聽說學務長在請保險公司設計一個較優厚的意外險, 謝謝。 PS. 在此感謝出事當天清晨三點左右，總
務長、總教官、生輔組林先生、資訊所林所長在埔頂派出所的幫忙，更感謝學務長在現場積極與檢調
單位聯絡協調，使驗屍工作能盡早進行稍慰悲傷的家屬。 沈校長對新竹市政府之發函 受文者 童市
長勝男副本 宋省長楚瑜 史院長欽泰時間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八日主旨：光復路清大校門口一帶
交通問題請予協調處理 說明：本校校門外光復路光明新村口一帶，交通紊亂，車輛違規行駛或停車，
習以為常歷來為交通安全之瓶頸，不但有礙觀瞻，且屢生事故。去歲五月，宋省長楚瑜巡視竹市時，
對此十分關切，曾面允鈞座暨君山撥款三億元，協助解決交通停車問題，原擬待特二號道路興建時，
一併規劃解決。現特二號道路案因牽涉多方，近期內恐難定案，而該處交通情況，日見惡化，春節前
數日，有酒醉駕車者，高速直闖黃燈（該處十二點後紅綠燈改圍閃黃燈），損毀路邊車輛四部，本校
資訊所研究生許志宏及來訪之師範大學中文系四年級許瓊心閃避不及當場碾斃，淪為輪下支鬼，全校
師生為之悲愴不已。逝者已矣，生者耑耑，視該路口為虎口，然新竹台北線中興號上下車均在該處，
為師生必經之要道，是否可請市府再近期內召集本校及工研院共商一方法，俾全校師生行路安全有所
保障。 校長沈君山 馬路如虎口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資訊所二年級碩士班研究生許志宏以機車載其
女友許瓊心自建功路欲經東側門十字路口回校，被一喝醉酒之賴姓醉漢當場撞死。該路段交通流量相
當大，歷年來有數起車禍發生於此，傷害重者甚至當場死亡。學校一方面已請求新竹市政府改善該處
交通，另一方面也希望同學們能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在行經該路段時，以行走天橋為佳。
───────────────────┬────────┬─────┬──── 時 間 | 地 點 | 當 事 人 │ 經 過 事 實 │傷、
診狀況│備 考 ───────────────────┼────────┼─────┼──── 71.10.15|光復路校門|物理系八五級
溫禮謙│該生不慎被貨車撞│溫生當場死│死亡一人 19:10|口 | │倒並拖了廿十多公│亡。 │ | | │尺。 │
│ ───────────────────┼────────┼─────┼──── 79.01.08|加油站旁 |電機系九二級鄧文武│該生乘
坐同學之機│小腿骨折，│受傷一人 23:00| | │車後座，為閃躲來│先送省竹急│ | | │車，致鄧生從車上
│診，次日轉│ | | │摔落。 │台中榮總。│ ───────────────────┼────────┼─────┼──── 79.05.13|
清華郵局十|新埔工專電子科張焜│該生牽車時，被機│先送省竹急│受傷一人 23:20|字路口 | │車從後
撞傷。 │診，腿部縫│ | | │ │七針。 │ ───────────────────┼────────┼─────┼──── 79.06.02|光復
路、食|動機系九二級高千翔│該生乘機車與一國│高生無礙，│受傷一人 14:00|品路口 | │中生相撞。
│國中生不治│死亡一人 | | │ │死亡。 │ ───────────────────┼────────┼─────┼──── 79.10.20|光
復路旁 |化學系九三級陳沁梅│受傷。 │送省竹醫院│受傷一人 3:00| | │ │急診 │
───────────────────┼────────┼─────┼──── 80.05.30|光復路旁 |動機系九四級張光榮│該生乘
坐同學機車│大腿骨折，│受傷一人 22:00| | │後座，與對面來車│送省竹醫院│ | | │相撞。 │診治。 │
───────────────────┼────────┼─────┼──── 81.01.29|光復中學對|化工所博三周世海 │該生騎
單車與新竹│肋骨折一支│受傷一人 08:30|面 | │分局外事課長徐銘│，送南門醫│ | | │辰所騎之機車相
撞│院診治。 │ ───────────────────┼────────┼─────┼──── 82.02.12|光復路﹑食|電機系九六級

盧俊銘│該生騎機車與吳水│輕微外傷，│受傷一人 23:05|品路口 | │欽先生駕駛之汽車│送省竹醫院│
| | │相撞。 │診治。 │ ───────────────────┼────────┼─────┼──── 84.01.23|光復路香雞|資訊所
碩二許志宏 │許生載許女於香雞│兩人當場死│死亡二人 2:20|城店旁 |北師大許瓊心 │城店路口遭
酒後駕│亡。 │ | | │車之賴先生所撞。│ │ ───────────────────┴────────┴─────┴──── 相關資料
由軍訓教官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