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暨交通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104年 7月 2日(星期四)9時 30分至 10時 40分 

主持人：傅學務長 龍明教授 

地點：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校安助理 喻名暉 

本次會議出席人數應到：75員，實到：57員。 

 

壹、頒獎：(如會議書面資料 P2) 

貳、主席致詞： 

主席:感謝各位來參加交通安全委員會，今天有幾個議題要討論。學校接下來更

重要的任務要去規劃整個汽、機車分道，因為今年的 9月開始，我們應該

有機會變成市區公車從學校到屏東火車站，以及周邊賃居處的接駁車，有

可能會申請，目前這個案子會在再提當中，縣政府也會全力支持。未來規

劃汽機車車道部分，會與學生會商確整合去做的辦法，這部分過程中很感

謝生輔組莊教官與其他同仁的幫忙，才會如此順利，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如會議書面資料 P3~P4) 

主席：各位委員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有無問題，要就教承辦單位，如果沒有的話，

內容准予備查。接下來進行工作報告。 

 

肆、工作報告：(報告資料詳如會議書面資料 P4~P20)  

國際學院陳院長: 

      我對整個報告的部分，其中案例 2：外來民眾進校園來借錢，為什麼我們

學生要借他錢？還 6000多元。 

生輔組長說明： 

      我們屏科大的師生真是很善良，民眾跟三位同學借，就是分別三個人不同

金額分別是 2000，3000，1000這樣子借，那同學就是憐憫他，他們都是

互相不認識完，全沒有見過面，所以我們屏科大的教職員，學生真的是非

常的善良，聽到他是拿到清寒證明，然後把自己的生活費就借給他了。 

      這個案例我們在搶先報提醒同學說要經過查證看到可疑的人，或者是在停



車場看到別人在拔那個後照鏡，趕快就要通知教官，通知那個駐警就過去

處理。 

葉教務長: 

      學務處用了很多心力改善交通問題，不曉得說外部的民眾進到學校，是不

是更方便了？大家都知道學校裡面是禁止烤肉，不曉得在校園安全這區塊

裡面有沒有去規劃，如果民眾到校園裡面做這種活動有公車可以到達學校，

那這樣整個校安是不是有另外的規劃？像是在體育館附近有看見一些民

眾在那裡聚餐，那他們是一個團體，如果像我們以後開放學校，不曉得學

校是不是有規劃？ 

生輔組長說明： 

      針對這個部分民眾進到校園來，一直在提醒我們系舘要注意門禁的管制，

另外就是有狀況時通報校安中心跟保全這邊。校地這麼廣闊，是天大地大

屏科大，如發現狀況異常趕快通報，另外就是注意各系所的門禁安全。 

主席: 再補充一下教務長的議題，這部分我們會在請校安中心跟駐衛警這邊，在

平、假日的時候加強巡邏。本來就有在巡邏，可能在這個頻率上要更加頻

繁，這部分我們事後再去協商。 

動畜系陳志銘老師: 

      我覺得東海大學的門禁可以作為我們參考，因為我是比較擔心女孩子。我

是東海大學的校友，我想他們的方法值得我們做為借鏡。 

養殖系邱主任: 

      我們講到門禁的問題，我的感覺就是說，那個外來的車輛能不能再嚴加管

制，像我們養殖場那邊接近畜牧場的那個野生動物犬的收容中心，結果那

個養殖場那邊也不是收容中心，我那邊已經被民眾丟了十幾隻小狗在我這

邊。然後他們進來掛，我們可能沒有去檢查帶進來的東西，結果野狗，野

貓往那邊養也抓不完。那抓完了，我們就在隔壁也送不出去，就養在那邊，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跟大家報告一下，像我們的監視器，我是覺得學校是不是要統

一招標來裝這個監視器？像我們裝的監視器這邊找那邊找都很貴，然後壞

掉這個系統不能用壞掉那個系統不能用，所以造成監視器沒有很大的作用

途。我是覺得說學校現在裝設那個監視器非常有用，因為像我們系管的避

雷針兩年前被偷走，然後又重新裝過一次避雷針，那個避雷的纜線，結果

監視器都看不到，竊賊都閃旁邊過，所以我一直在懷疑是不是在裝的人的

問題，還是監視器角度上的問題，我怎麼看都不懂。 

主席: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總務那邊再協商看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另外我們的車



輛管理辦法會針對假日跟平日這部分做一些管制，做一些收費管制，等下

在提案 3會提這個問題。那未來在學校尤其是假日部分，對車輛管制我們

必須要更加嚴謹，我們也在研擬辦法，朝這個方向做好。那現在公車入校

園學校開放之後，對系管的門禁制度可能要重新在檢查一遍，我們這邊會

在跟總務協商如何去改善這一塊。針對假日的部分我們也希望說未來進入

校園我們需要收費，外面的民眾進來我們都一定要收費。另外也可能會更

嚴謹的去做一些換證的工作，以確保學校裡面的安全。 

餐旅系劉主任: 

      我有個建議，像我們去國家公園或者去迪斯尼，不如我們播一些或者放一

些我們學校禁止的東西，就是他們坐進來的時候就請公車司機廣播。比如

說歡迎各位嘉賓蒞臨，這是屏東科技大學。那我們屏東科技大學裡面禁止

放煙火，禁止烤肉，希望各位嘉賓…..我想很多國家或者是迪斯尼都有這

種廣播或是圖文的方式來提醒遊客，什麼東西是在這個園區是禁止的。我

想可能不會百分之百有用，但是起碼我們有告知的作用在裡面。 

主席: 謝謝劉主任的健議，我們向屏東客運那邊協商看可行性如何。因為公車駕

駛是他們的，我們沒有辦法強制他們去做這一塊，但是我們可以盡量協商

這個部分。剛剛幾個很好的建議，請這邊記錄下來，我們時候會再去處理。 

伍、提案討論與建議：(如會議書面資料 P17~P18)  

提案 1: 

主席: 對這個第 1個提案，我補充說明在 5月 29日有交通安全評鑑，評鑑委員

到學校這邊來訪視。評鑑委員提到在體育館前方要去靜思湖的路口，他們

都看到學生經常直接在安全柵欄那邊直接迴轉，因為那邊是一個大轉彎，

是非常危險的，那這也是我們早期設定一個防撞桿的部分，委員建議把它

做成固定式。另外在學府路前方在 5年前的交通安全訪視裡面也提過，我

們當初是用這樣的方式，那是因為它的路寬跟路長，距離的問題，所以在

前方不可以有缺口。所以委員建議都用固定式阻隔把它隔起來，不知各位

委員有無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那請總務處事後前往會勘規劃與阻隔

型式。 

提案 2: 

主席；執行要點已經通過，所以在下次的校園暨交安會議請各單位協助報告這部

分，相關單位有無意見，沒有的話，本提案通過。 

提案 3: 

提案單位鍾隊長補充說明: 

      針對提案 2報告:第一點，教職員工以學生機車的收費情形，目前我們從



101年學生是完全免費的，職員部分是 40塊，基於我們行总部分在各個大

專院校的調查，只有我們學校是免費的，我們屏東大學的汽車收費是 300

塊，美和科大的收費是 200塊錢，國立中山大學是 200塊。幾乎都是 200

塊以上，在整個年度，一個學期，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學生機車上萬輛在

學校穿梭，說實在收費有它的一個用處，你有收費我們就會有金額去保護

道路的一些專戶，道路整修還有一些標線的設置，我們可以將這些經費百

分之百的專款專用。第二個就是我們對於為什麼要會辦理這個車證收費價

額，基於我們一個長久的民禁管制，現在很多一些家長或是很有意願，來

就讀本校的家長帶一些我們的高職生進入學校，這是遠途來的，所以在台

中，台南要進入校園沒辦法進入，那基於政府考量，一個有善的校園是不

是建議委員們有一套收費的標準，然後加上我們一個軟、硬體的一個宣導，

或是管制或是一個在這邊控制進來的一個遊客，我想對於我們本校的一些

生意會有大大的提振，報告完畢。 

      另外再補充說明就是監視系統的問題，監視系統說實在，我們從民國 95

年就開始建制兩套系統，全校一個光纖網路的一個監控中心在國際學院裡

面，因為我們學校是雷區，所以我在建議那個監視系統，這套系統可行性

是有的，因為它的儲存是兩個單方面在儲存，可是雷擊的部分造成我們維

修的經費很大，是不是每一個入口或各系舘門口，在編制預算裡面建置主

機，都由系管那邊來主控，不用到監視系統，一個好遠的一個光纖網路拉

到監控室，實在是它的維修費用非常的高，像養殖系，養殖系它的監控系

統裡面的監置有監置了四隻系統，就只是針對留下一樓的門口而已，就有

四隻到目前已經建置 7，8年了，運作都蠻方便，而且現在透過我們手機

或是透過我們的網路，我們都可以隨時的監看。 

主席: 這部分收費的部分，學生代表對機車的收費有無意見。 

學生會代表:在這個收費的狀況下，有提早跟學生說明嗎？ 

主席: 這部份我們之前稍微有跟學生會提過了，本來我們就是要做這一塊，因為

現在校園公車如果辦起來的話，未來收費可能會更貴，這個我們希望說機

車都不要進來，因為我們已經到校外去接學社的學生，包含這些校外的學

社學生可能都是免費可以搭乘的，所以未來騎車，機車進來，我們停車費

會更貴，就是你一定要買停車場的位子，我們可能會規劃好停車場，所有

的停車場的位子或許是這個的十倍都可能，未來會這樣子做，除非他是在

偏鄉地方或是其他公車沒有到達的地方，我們才會考慮他的收費狀況。如

果是在可以搭公車的位置，我們收費就會很貴，未來將朝這個方向去做。

再來，未辦理停車證入場標準，這邊我建議訪客，家長，洽公，廠商，這



些如果是他徒步進來，我們不應該收費，一般徒步到學校幾乎沒有在收費，

這邊徒步的部分應該是不用收費。另外是假日的部分，需要換證。那汽機

車的部分，包含學生辦理證件，每個人都收錢。學生如不辦理證件，不辦

理停車證的話，我們每部進來還是收他費用。我建議每次收費機車是 15

元，小型車是 50，大型車是 100。每次包含平日假日都一樣，除非他來洽

公的部分就不用了。） 

植醫系鄭主任: 

      這邊有提到團體參訪，這地方在執行時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團體參訪有

的時候他是我們的貴客，就是說比較不一樣的屬性的，他們進來要觀光，

要看一看可能不太一樣，可能在這個地方我們在執行的時候要很注意，到

時候執行的人有沒有辦法判斷會造成一些困擾。 

主席: 我們剛剛有提到第二點的第一項把它刪除，因為訪客這部分並不是開車進

來，我們現在是針對開車進來或是騎摩托車進來的人，或是搭大型遊覽車

進來的收費，針對車子收費而已，不針對人，因為針對人很奇怪，因為我

們到每個學校去，我們走進去沒有收錢，應該是沒有這樣收費，現在各大

學應該是很少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不針對人，針對車，所以第二點的第

一項把它刪除。那第二點的第二項變成第一項，那第二點就好，我們希望

平日跟例假日都辦理這樣的情況，包含在這邊周遭的整個鄉鎮，辦證入校。

那如果是學生的話，一樣汽機車我們都收費，只要他不辦證汽機車我們都

收費。那如果是廠商，洽公的部分我們就換證好了，就不用收費了。 

軍訓室林主任: 

      我個人住在學人宿舍，宿舍那裡有兩個老師的家庭住在裡面，平常可能會

有一些訪客或是朋友會經常來拜訪兩位老師，我想說家庭住在這邊的話，

是不是還要按校門口這樣收費，是不是還有其他另外考量？ 

主席: 我們把它併入，如果是訪客和洽公一樣是這樣子的併入，這是比較特殊的

案情，案件比較少。 

鍾隊長: 

      學生部分如果沒有辦證，另外再收費可能比較困難，我本身跟車輛管理辦

理裡面，學生不辦證，屬於違規部分，我們會開罰單，開罰單一人 200元。 

      另外關於團體參訪是我們事務組的業務，因為我們時常遇到一些各級的團

體過來，他是用遊覽車或集體過來參訪。一般我們現在目前的收費標準是

他的人數，比如說他今天要來我們學校辦一些游泳活動，我們就是以人頭

在計算，比如說他 300人，我們每一人酌收 15元，全部就是 4500元，目

前這個辦法都一直在持續的在進行。只是說這個收費在我們學校的法規裡



面沒有這一項的標準，就是說是不是把這個團體收費裡的 15塊把它列入

我們這個車輛管理辦法範圍裡面？ 

主席: 在團體收費的部分，事務組如果認為有需要的話把它列別的地方，就列在

這個地方(車輛管理辦法)不是很恰當，應該是列在比如說我們參訪的或是

導覽的一些管理辦法裡面，應該是列在那個地方吧，不應列在這裡，如果

列在這裡，我覺得不適合，因為這是針對車輛的管理辦法，好像並不是很

適合。人數的話我們收費都是針對車輛來收費並不是針對人數來收費，大

部分都是這樣子。如果你要叫他走進來，跟團體一樣走進來，你要跟他收

費嗎？也不可能吧，如果每一個人都是 15塊，於情於理都不適合，對他

們觀感也不好。那如果是參訪的行程的話，看要列在參訪那部分收費好了，

不要在這裡收費。如果他是要團體進來，團體進來我們就收他一部車的錢

就好，應該是這樣會比較好。應該是在校園導覽那一塊會比較好。我看把

它列在校園導覽那一區塊吧。 

植醫系鄭主任: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能還要去做出指導端跟執行端，把執行專案處理好,

把那些可能進來應該列級起來,把應該可以收費與不可以收費的，把它列

出來，這個把它做出來的話，我們執行起來比較不容易犯錯。 

主席: 另外剛剛提到學生如果不辦證，則依校規處理，車輛管理辦法裡面，車輛

進入校園，我們就是收費，不管他有沒有辦證，收到他自己去辦證為止。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比較理想一點。 

學生會代表: 

      希望如果以後有收費的話，盡可能在道路上的修補上斟酌，去年李會長有

提出減速丘的整治，看需不需要在某些路段再把它鋪平一點，在校園內還

是有很多道路還是坑坑巴巴的，這是我們的意見。 

張總務長: 

      我們今年有修補道路編了 400多萬元，至於講那個漢堡坡，我們有一個已

經把那個高度給削平了。如果是覺得路面高層差的問題，我們會在前面把

那個路面給墊高，所以你看到前面有一塊新的路面，那是因為我們整個路

面都補好了。那今年我們會利用暑假時間，因為暑假學生最少，我們去修

馬路的時候才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體育室林主任: 

      我想請問一下,你今天讓車子進來是因為讓他們方便還是造成學校的污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這次去中央大學，車子假日進去一天是 60塊,如

果是平常日收費是一次 30元 ,那我們學校是假日讓車子進來會不會造成



我們的車子比人還要多?路比較寬,雖然說我們學校地大,可是停車的時候

亂停的話會造成我們的困擾?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那大學上課跟我們

差不多,也是兩公頃,可是他們一進去校園就是 30元,那假日的話是一天

60元,兩天 120元 。那我們學校的收費 50元的話,我相信像假日的話我們

要排隊了 。 

葉教務長: 

      學生的機車可以不收費,可是剛剛的辦法說學生的識別證要收 100塊 。第

二個,校友的機車要40塊,校友如果開車進來部不用錢,那不是很奇怪嗎 ?

因為校友都帶著小孩子都是要住在附近而以,如果校友的機車也要收費,

是不是校友他可以出示校友身分,這件事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因為過去

我們曾經看過一些老一輩的校友,他們說不想回到校園裡面來,因為學校

校門不太友善。結果他告訴我,他是民國 60年畢業的校友,我知道後就把

他擋下來了。人家高高興興帶了一家子想要回到我們學園看一看,所以說

在校友這方面有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 

      學校過去會有一些開放假期的時候讓一些車輛進來,那就是一些車輛把零

食帶進來野餐,他會造成學校的一些不方便,所以學校在上課時間不讓這

些車輛進來對學校環境污染,治安問題是很重要的。所以說在開放外部車

輛進來,校安跟環境這個部分要好好思考,尤其是一些人來學校野餐的問

題。 

主席: 假日,平日的定義去說,如果是假日的話是兩倍,把價錢提高。另外我們會

跟總務處那邊以及校安以及駐衛警協商去管制。校園開放在未來勢在必行,

因為我們現在有公車進入校園,我們希望我們的學校已經把他納到觀光景

點之一,未來勢必還是要開放的,與其把它禁止不如讓他們進來,我們可能

在管理上面多費心一點。我們再跟總務處及校安與駐衛警這邊商量，如何

去做好。這樣我們假日的部分,我們把它乘上兩倍,所有的基本我們都乘上

兩倍。 

動苗所莊老師: 

      開放是一個重點,我有一個不同的想法,就是假設我們學校要發展這些光

電或者是電動車,那是不是說他們可以停在校門外面?然後我們用車子去

把他們載進來,坐在裡面導覽而不是讓車子進來,當你去導覽的時候就可

以去控制,去兼顧這些安全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學長提到說將來台灣好行,

開放這些事情,但是大家都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安全的問題。假設

今天我們要去實行的,幾個月之後發現一個女學生因為這些進來的人出了

事情,那到時候我們又趕快去禁止?我想我們應該回到基本去解決,去思考



些開放的問題,或者是說我們開放的時有一個管制的方法形成我們的一個

特色,像我剛剛講說我們假如有電動車在門口可以去載送接他們去導覽,，

我們就可以按人頭去送，因為我覺得回歸到基本的問題就是你收這個錢，

目的是什麼？是去維修停車，所以我們才用車子，機車的數目來算還是為

了要去清潔費？那清潔費就應該以人頭來算，我的想法是這樣。然後假設

今天一個校友開了一輛遊覽車，載了一團的人要怎麼去收費？我覺得到時

候都會有一些問題的產生，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大家可以去思考，用一種有

管制的開放，甚至用來凸顯我們特色的開放，而不是就讓他進來，然後我

們什麼都不去管他，然後再來想說要怎麼樣維持學生的安全,我覺得這是

有點本末倒置的一個想法。那第二個我會覺得竟然要開放收錢，那是不是

應該把收下來的錢的辦法順便有一個專用，把它設置在某些部分，把它定

下來，我覺得這個也是未來會產生問題的地方，可以請大家參考一下。 

主席: 基本上老師提到的問題我們都想過了，第一個學校的校門口沒有這麼大的

停車場，那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們要蓋停車場，一個停車場至少要容納 100

輛左右的停車，或是機車要到三或四千輛，如果包含學生都這樣子限制的

話至少要三，四千輛。未來我們會實施的就是仁愛路跟修身路附近，做一

個停車規劃，包含停車位，我們大概估算過可以容納 3，4千的機車。再

來就是電動車的部分，因為想到盈利的問題，我們一直在考量這個問題也

是我們很頭痛的問題，盈利上這個不簡單，要負擔這麼多人事成本，真的

很難，光是校園公車部分，這幾年賠了大概 1000多萬，但是我認為可以

救一個孩子都應該去救，所以賠錢還是要做，所以現在政府這邊也是說，

現在的校園公車路賠錢也是要做，所以我們一直積極在做這塊。未來這個

校園的規劃我們不是說就直接開放不管，我們有在想說要如何管制，我們

現在把機車管制先定好，把所有的配套措施做好，包含整個駐衛警這便，

校門口這邊的安全部分做好，那或許會更好，我們先試辦看看。 

陸、臨時動議： 

      修正本校管理辦法第 5條，增加第 3項車輛改裝處理。 

      說明:近來有學生改裝汽機車在校院內行駛，產生的噪音嚴重影響老師授

課，同時也違反相關的交通法規，為了防辦改裝車輛進入校園，以修正本

校的車輛改裝管理辦法防止類似狀況發生，請委員討論。 

主席: 這要說明一下，最近我們發現很多汽、機車改裝排氣管，在校園裡面這個

噪音很大，而且它的排氣管朝上，廢氣會噴到別人的臉，所以我們為了要

解決這個問題，本來機車改裝就是違法的，我們需要灌輸學生守法概念，

在車輛管理辦法裡第 5條的第 3項，增加車輛改裝部分管理辦法，如果改



裝車輛進入校園我們可以去開違規單，請大會裁決這個部分。如果違犯者

將被法辦，遣送相關單位法辦。學生依校規處分。 

材料所洪老師: 

      這個改裝車輛會引起一些紛爭，因為改裝車輛並非完全都是非法的，那合

法的改裝也不影響到這個部分，那可能就會開始有糾紛產生。 

主席: 把第 3項前面改成非法改裝車輛。改裝車輛的確有些是合法的，但必須通

過申請，不知學生會有無意見。 

學生會代表: 

      如果學生申訴他的改裝車輛是合法的，希望雙方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配套，

因為有些人說自己是合法的，但是一整年都被人家一直申訴，會覺得不是

很好。 

材料所洪老師: 

      這個改裝確實會影響到別人的權益，所以有兩個部分，第一個，他可能是

合法，但是合法他確實會影響到我們這些人的權益。第二就是他本來就是

不合法的，所以這兩個部分需要設定好。 

主席: 既然是合法的，監理單位如果認為是合法，我們沒有必要去跟他做一些

argu（爭議），如果是非法的話，我們當然就提出來。通過意見，前面加

上非法改裝用字。 

張總務長: 

      總務處這邊還有一點可能要說明一下，學生會的學生也在順便一起說明，

總務處其實會做一些交通場合配合學校政策，在沒有路的情況下自己會開

一條路出來。舉個例子，旁邊的木設系就開一條路出來，我們就把樹種圍

籬起來，但他們卻把樹給壓死。那在學校裡面我們要怎樣去處理這樣的學

生？要記大過嗎？還是抓來罵一頓？我在思考這個問題，學校是應該定格

法規強制執行呢？ 

學生會代表發言 

      一般我們學校學生可能想要走捷徑，這部分我們會去加強一下會去管制。 

主席: 有時候在假日時這些學生可能會騎到操場裡面去，不只一台，一看就看到

三台，在操場跟棒球場旁邊已經騎出一條路來了。請學生會這邊幫忙一下，

請學生自力一下，畢竟在學校也是一個小社會，也是要守法。那裡本來就

不可以騎車，同學卻把它騎進操場裡面，但停車場就在旁邊而已，請學生

會會長在幫忙宣傳一下。 

張總務長: 

      學生違規是不是應該嚴格去取締？我們這邊取締嗎？還是校安中心這邊



教官去取締？ 

主席: 我們的取締案件是全國最高的，但是學生還是沒辦法去守法。取締方面駐

衛警這邊跟校安都有在辦。 

張總務長: 

      第二個要補充的是要強調我們學校的校門口那個棕園開水溝的工程，預計

會在 7月 20號左右就開始準備施工，會大概有一個月時間是我們交通的

黑暗期，把校門口原來 20米的寬度改成 14米這樣。大概會有 25天左右

會有這樣的狀況。我們也要求施工廠商嚴格把關交通問題，先跟各位委員

先提出來報告一下，我們會盡量去維持交通安全。但是有些學生騎去那邊，

那邊的限速寫 25，但他們騎卻是 50以上。可能我們的基本教育上還是要

去跟學生宣導一下不要在校園內超速。 

葉教務長: 

      電算中心跟幼保系附近的徒步區這邊，我會建議看看徒步區是不是有必要

存在，因為如果實用性不高，把這些道路都阻隔了，那阻隔的結果就造成

學生為了節省時間，他們就這樣走捷徑，所以我建議這些區域是不是要重

新評估阻隔的必要性。 

主席: 針對徒步區的部分，我們以今年跟去年來比，一個學期從原本的案件降到

剩下 4個案件。我們並不是要阻隔學生使用路的路權，主要是那個路段確

實是很危險。至於第一階段徒步區的部分我們可以再考量看看，這個徒步

區如果只有少數的違規，何必去將就這些少數的違規，如果多數人讚成我

們還是會繼續執行，如果對大家都有不好，我們才同意拆掉。 

生輔組長: 

      關於交通違規取締，可參閱會議資料第 25頁，根據本校交通安全執行及

工作分辦要點，落實交通違規，取締與安全講習，在生活輔導主這邊主要

是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教的部分，機車交通安全講座。總務處的權責，主

要是運用駐警，保全還有相關的人力，結合進出校門口停車識別證的檢查，

還有保全巡查校園的時機，取締違規，包括未帶安全帽，逆向併行，3天

內沒有辦車輛識別證的車輛與登記。針對屢犯的違規，屢勸不聽者，委由

軍訓室及各系的輔導教官，系輔導教官會通知家長想辦法追踪輔導，糾正

他這樣的違規行為。 

木設系林老師: 

      沒有比較具體的法則，該記過，該開除的就讓他離開這麼好的校園吧。他

不適合接受我們的教育。學校的好壞是學生營造出來的，如果我們的同學

在校園裡面慢慢走在校園裡的，跟上課前一分鐘才飆到學校，一下課馬上



飆離校園，我敢說這樣子的學校真的是沒有希望。如果學生上課前早就在

學校裡面，他的興趣就是在學校裡面在學校裡面做活動，我想我們學校不

進入世界百大也很難。所以我覺得說要有具體的罰則，因為我不贊同現在

社會上的一些看法說不應該處罰學生，要有正面的讚賞跟負面的懲處。他

將來畢業以後進入社會，社會有相關的罰則，刑責，做錯事抓去關，學校

裡面沒有警惕，我們是不是違背了教育的原則？希望說我們要獎勵好的學

生，對於不好的學生我們給予適當的罰則。 

主席: 既然違規就要依校規去處分。要讓學生去做一些守法的概念，現在在學校

某些部分是可以被原諒，但是在社會上面沒有人會這麼寬容，希望學生能

夠盡量去守法。 

葉教務長: 

      當我們從校門口進來，包括自己有時候開車都會開得太快，我們教職員都

沒有好好去做，還要期待學生騎車在時限 40公里以內，這個不太容易，

隨便一加油可能就超速了。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以前在台大有個學生就

專門在學校裡面找老師，教職員的車輛，學校裡面有速限，一超過就把他

照相照下來，然後放上 BBS裡，什麼時間，幾點，什麼地方，哪一部車，

它的速限是多少，造成老師教職員事實上造成很大的壓力。如果要這樣做，

基本上都要從教職員先做起。 

主席: 這部分我們可能會做一些措施，因為我們在 5月 29號，交通安全評鑑委

員有建議我們去買測速槍。這個測速槍只是做一些警示用的，只是測速，

然後攔下給他看速度這樣，告知你的速度已經超過，請他做一些調整。未

來我們也會朝這個方向去做。起先做一些警誡告發，如果有改善是最好，

如果沒有改善我們再把他列在交通安全違規裡面。 

柒、主席結論： 

      今天我們討論到這裡，相信對於校安問題有比較多了解，提醒大家事前多

做準備、多宣導，交通事故就會減少，請各系所主任、老師多加宣導，對

同學總是有幫助的。最後還是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 

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