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105 學年第 1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二、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 4 樓第 6 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四、主持人：詹總務長錢登 
五、主席報告：略 
六、上次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七、業務報告：如附件二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成功校區海工大樓汽車地下停車場柵欄管制設置案，提請討論。 
說 明：因施工便道之出入口目前先暫時放置石墩避免車輛由此進出，為管制車輛進 

       出，擬於南側原既有出入口設置柵欄管制系統(如附件 2)。 

決 議： 
一、 同意設置柵欄管制系統。 
二、 請邀請水利系、土木系及環工系系主任及營繕組協調進出動線及周邊整體

景觀規劃。 
三、 請適度考量該處機車停放問題。 

 
提案二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光復校區汽車收費刷卡管制系統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因應實施校外汽車收費及有效管制汽車進入校園，規劃收費管制系統(如
附件 3)。 

二、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已於 105 年 7 月 7 日核發本校光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

營業登記證。 
決 議： 請吳副總務長協助彙整各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再提案討論規劃細節。 

 
九、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鄭宇正委員 
案 由：有關光復校區與力行校區間之交通問題，提請討論。 
決 議：請事務組與市府協商改善，評估設置行人專用時相可行性。 
 
提案二                                                 提案人：軍訓室 
案 由：有關光復校區郵局前及排球場周遭腳踏車違規停放問題案，提請討論。 
決 議：請軍訓室邀集相關單位會勘。 
 
提案三                                              提案人：陳世威委員 
案 由：有關修齊大樓停車場出入口增設警示燈案，提請討論。 
決 議：請事務組選定適當位置裝設警示燈。 
 



提案四 提案人：鄭宇正委員

案 由：有關自強校區臨小東路人行道增設機車停車格案，提請討論。

決 議：請事務組與市府溝通協調，評估增設停車格可行性。

十、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上次會議 (105 年 4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號 案            由 決   議    重    點 執   行   情   形 

第一案 

有關教職員機車停車卡、 
汽車感應磁扣申請數量， 
以 1 人 1 卡(磁扣)或 1 車 1 
卡(磁扣)發放原則案，提請  
討論。 

暫行以 1車 1卡(磁扣)核發

為原則，每人以核發 2 卡

(磁扣)為上限。 
 

 

照案辦理。汽車通行證

核發計 2751 張(含核

發 2 磁扣 257 個)，機

車停車證核發計 1023

張(含核發 2卡 59張)。 

(事務組) 

第二案 
擬修訂本校車輛行駛校區

管制辦法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修訂內容再簽

會法制秘書審閱。 
 

照案辦理。並於 105年

6 月 15 日提行政會議

修訂通過。 (事務組) 

第三案 
擬修訂本校車輛收費管理 

要點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修訂內容再簽

會法制秘書審閱。 

 

照案辦理。105年 5月

19日校長核定通過。 
           (事務組) 

第四案 
擬訂定本校違規車輛拖吊 

處理要點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訂定內容再簽 

會法制秘書審閱。 

 

照案辦理。105年 5月

19日校長核定通過。 

           (駐警隊) 

第五案 

擬修訂本校校園停車空間 

廢棄車輛處理原則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修訂內容再簽

會法制秘書審閱。 

 

 

 

照案辦理。經 105年 4

月 18 日 104 學年度校

園交通管理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修訂通過。         

           (事務組) 

第六案 

建立本校學生自行車車證 

核發管理資訊系統案，提 

請討論。 

 

 

 

 

 

 

1.請學務處向計網中心提

出系統建置需求。 

2.請事務組協助自行車證

設計印製。 

3.發放管制機制請學務處

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本處預計於 11/17 日

由學務長邀請總務處

事務組、駐警隊等相關

單位，就校園自行車管

理問題進行研討，研擬

後續管理方向，本案將

視會議結論，再決定未

來自行車識別證之管

理做法。    (軍訓室) 

第七案 
擬規劃光復校區汽車柵欄 
刷卡管制系統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請事務組將規

劃細節於下次會議再提案

討論。 

照案辦理。規劃細節於

本次會議提案一討論。           

           (事務組) 

第八案 

擬規劃東寧校區 93巷收費 

停車場案，提請討論。 

 

 

 

 

請資產管理組規劃，東寧

路 93巷出入口設置柵欄管

制前請先與該區使用單位

協調。 

 

 

經資產管理組陸續對

該區使用單位舉辦說

明會、意見調查及多次

協調溝通，已進行柵欄

設置工程。 

       (資產管理組) 

附件一 



決定：第一~五案解除列管，第六~八案持續追蹤。 
 

附件二 
業務報告： 

事務組報告： 
(一) 大學路地下停車場 105 年 1-9 月份收入總計新臺幣 243 萬 3,040 元，支出 

總計新臺幣 171 萬 4,493 元，盈餘總計新臺幣 71 萬 8,547元整，依本停車 

場合作經營契約書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盈餘分配，其中 47%歸市政府，計新 

臺幣 33萬 7,717元整，53%歸本校，計新臺幣 38萬 0,830元整。 

(二)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105 年 10 月 13 日函示與本校合營之大學路地下停車場因

用人成本逐年增加，致營收逐年降低，建請本校委託專業停車場業者經營，

並納入智慧停管設備，俾增加收益及提升服務品質(公文如附件 1)，將與交

通局研商後續規劃細節。 
(三) 三系館汽、機車地下停車場柵欄管制於 105年 9月 1日啟用，社科院汽車地

下停車場柵欄管制於 105年 10月 20日啟用，有效管制車輛進出及保障師生

停車權益。 

(四) 社科院、雲平東側機車平面停車場監視系統於 105年 6月架設完成，保障師

生停車權益及校園安全。光一舍西側汽車停車場監視系統預計本月完成架

設。 

(五) 105年 10月 20日由吳副總務長主持，邀集臺南市交通局、警察局、環保局

及學務處，共同研商後火車站人行道腳踏車違規停放處理議題。 

(六) 因臺南市政府委外拖吊自 105年 4月 15日上路，為配合市府維護市容整潔

美觀，以及師生、洽公民眾機車停放需求，本校與市府通力合作努力，已於

105年 7月中旬新增 600個機車停車格。 

    
   資產管理組報告： 
       為整治東寧校區空地環境及活化校產，在未依計畫使用前，擬委外經營收費 

停場。於 104 學年度第 2 次校園交通委員會提案討論，由於該空地旁東寧路 
93 巷，業經 102 年辦理廢除巷道現為校地；因無管制，民眾仍可自由通行該 
巷道，為加強人車管制及避免後續因通行時效形成公用地役關係，致遭再次 
指定為既成巷道，決議先設置行車管制措施，再辦理停車場招商，本案辦理 
情形如下: 

(一) 東寧路 93 巷出入口設置柵欄管制，經本組陸續對該區使用單位舉辦說明會、 
意見調查及多次協調溝通，已完成柵欄設置工程，俟計網中心連線即可進行

管制。 
(二) 東寧校區委託經營停車場於 105 年 10 月 20 日召開會議擬訂招商文件，同年 

11 月 7 日公開招標，11 月 21 日截標，預訂於 12 月 6 日召開第二階段評選會

議，選出經營廠商。 
 

   駐警隊報告： 
  (一)、平時持續性維護交通安全勤務： 

   1.於每日上、下班（課）時段，駐警與保全員於校門口及勝利路中軸路口指 



     揮交通。 

   2.勸導取締校園違規停車，開單告發或張貼警告貼紙 5~10月，共開出 21張 

     違規三聯單。 
   (二)、臨時及特別支援勤務： 
      1.105年 6月 5日畢業典禮，會場及交通管制支援警力 18人次。 

      2.105年 6月 24日至 6月 26日學生離校搬遷支援警力 21人次協助維持交通 

        秩序。 

      3.105年 9月 3日新生家長座談會，支援警力 6人次。 

   4.105年 9月 3日至 9日學生入住支援警力 24人次。 

   5.105年 9月 10日至 11日舊生入住支援警力 24人次。 

   6.105年 10月 29日萬聖節成大商圈大學路成功與勝利校區門口維持交通秩 

     序，支援警力 6人次。 

   7.105年 10月 15至 16日研發替代役博覽會及展覽會，支援警力 17人次。 

決定：有關事務組報告(二），請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