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四、主持人：黃總務長正亮                              紀錄：林季緯、黃明仁 
五、主席報告：略 
六、頒發委員聘書 
七、上次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八、業務報告：如附件二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 材料系 
案 由：有關長榮路（自強與成功校區間）出入口紅綠燈遷移至三系館汽車地下停車  
       場出入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三系館停車場啟用，數百輛汽車由長榮路進出，建議將原設置之交通號誌 
       移位，以保障行車安全。(如附圖 2) 
決 議：請提校園規劃工作小組，重新評估檢視三系館汽機車出入動線。 
 
提案二                                           提案人：住服組 
案 由：有關勝利校區後門機車停車場動線改善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機車停車場經去年改善後，違規停車情況仍不斷發生，造成行人及腳踏車用  
       路不便，為改善此亂象，擬重新規劃車輛動線。(如附圖 3) 
決 議：同意辦理，並請保全人員加強取締。 
 
提案三                                          提案人：葉委員如萍 
案 由：建請限定汽車通行證申請數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根據 103.06.24規劃與設計學院 102學年度第六次院務會議，建築系鄭泰昇 

       主任提案，院務會議討論後之決議辦理。 

   二、光復校區汽車停車場車位不足，導致榕園周邊的停車亂象。 

   三、觀察發現甚至有部分汽車長期未移動。 
擬 辦：制定或修正校園停車管理辦法，如規範每位教職員僅限申請一張汽車停車證  

       避免將家中車輛長期停置校園。 
決 議：先統計申請 2 張以上汽車通行證人數，若申請人數過多，再於下次會議提案討 
       論。 
 
提案四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有關光復前門機車地下停車場車道改善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現有機車出入動線安排容易造成擦撞。 
   二、建議將封閉的車道改善後規畫為入口車道，原出入口車道規畫為僅作出口使 
       用。(如附圖 4) 
決 議：同意辦理，另入口斜坡道鋪面施工改善，請營繕組協助評估。 
 
提案五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有關航太系周圍道度旁水溝上水泥鋪面修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航太系周圍道度旁水溝上水泥鋪面年久失修，11/18 水泥塌陷造成車輛毀損，

為避免事故再次發生，擬請營繕組協助修繕。(如附圖 5) 
決 議：請營繕組全面檢視維修。 
 
十、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林啟禎委員  
案 由：有關協請臺南市政府處理而被技術性回覆不可行之提案，再做全面檢視整理， 
       提請 討論。 
決 議：請再行文臺南市政府協助處理，必要時親自拜訪。 
 
提案二                                              提案人：葉如萍委員  
案 由:光復校區小東路圍牆邊在門診時間經常停滿機車，目前的車道外空間規劃，植 

      樹非鋪面與鋪面空間約各半，鋪面部分有一半停滿機車，剩下一半淪為機車通 

      路，嚴重妨礙行走的舒適性。 
 決 議:請成大醫院整體評估停車空間規劃，避免就診及探病民眾之停車需求外溢至其 

       他地區；另提案轉請校園規劃小組考量，將小東路邊圍牆取消,提供友善人行 

       空間的可能性. 

 
提案三                                               提案人：詹劭勳委員  
案 由：有關航太與自強校區間閃黃燈不亮，斑馬線標示不清楚，提請討論。 
決 議：請行文臺南市政府協助處理。 
 
十一、散會 
 
 
 
 
 
 
 
 



附件一 
                                                                   

 
 
 

上次會議 (103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決議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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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 
訂定本校大學路地下停 
車場管理要點案，提請討 
論。 

使用本停車場應注意事項

中新增「（七）車輛進入停

車場請開頭燈」；有關條 
文「（三）停車場內之各項

設施，非保管操作人員或

緊急狀況，禁止任意觸動， 
故意破壞或過失毀損各項

設備者，應負損壞賠償責

任（四）禁止裝載易燃、

易爆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車

輛進入停車場，否則應負

擔致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請合併，餘照案通過。 

照案辦理 
(事務組) 

第二案 

修訂本校車輛收費管理要

點第五條，檢附修訂條文

前後對照表 (如附件五 )
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力行校區收費 
停車場已於 102 年 1 月停

止營業，將本收費項目刪

除。) 

照案辦理 
(事務組) 

第三案 
有關力行校區魔法學校旁 
停車格是否可以停車案， 
提請 討論。 

一、俟警衛亭左側機車停

車場完工日期確定後，公

告綠色魔法學校通往地下

室車道旁平面區域禁止停

放機車。 
二、請事務組與營繕組規

劃力行校區交通動線，於

下次會議報告。 

照案辦理 
           (事務組) 

第四案 

目前校區周邊測速設備的 
數量及需要增設相關設備 
需求調查應儘速完成，並 
將需求請交管系老師協助 
依風險程度排列優先順 
序，看看是否可由學校納 
入中、長程計畫或是列入 
預算來改善，提請  討論。 

依法學校不宜提供測速相

關設備，請協調警察局交

通大隊協助設置。 

照案辦理 
           (事務組) 



決定：有關臨時動議第二案，請全面檢視被技術性回覆不可行之提案，併同本案持續 
      向臺南市政府反應協助處理，餘洽悉備查。 
 
 
 
 
 
 
 
 
 
 
 
 
 
 
 
 
 
 
 
 
 
 
 
 

第五案 

學校目前應該先解決車輛 
動線與路口衝突的問題， 
在校園範圍內透過動線的 
設計，讓車輛在離開學校 
時不會立刻穿越馬路，提 
請 討論。 

俟學務處確定明確之適合

動線設計地點後，再協調

臺南市政府處理。 

已發文臺南市政府交

通局，光復前門於上下

課時間改為三時相號

誌。 

臨 時 動

議 第 一

案 

光復與成功校區中軸原地 
下道之維修孔影響行人視 
線，提請 討論。 

請營繕組設置告示牌。 照案辦理 
           (營繕組) 

臨 時 動

議 第 二

案 

小東路轉至成杏校區擬增 
設左轉燈，提請討論。 

請與提案五一併協調市政

府處理。 

經詢問臺南市交通

局、警察局，目前技術

上不可行。 
           (事務組) 



附件二                                                           
    業務報告： 

事務組報告： 
    (一) 大學路地下停車場 103 年 1-9 月份收入總計新臺幣 250 萬 8,964 元，支出總 
        計新臺幣 189 萬 4,046 元，盈餘總計新臺幣 61 萬 4,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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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萬 9,011元整，53%歸本校，計新臺幣 32萬 5,907元整。 

    (二) 104年度本校汽機車停車場管顧外包案訂於本(103)年 11月 27日開標。 

(三) 力行校區交通動線規劃：(如附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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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出 102張違規三聯 

    單。 

  3.查獲偽造 103年度汽車通行証 3件。 

 (二)臨時及特別支援勤務: 

  1.103年 4月 26日健康體適能校園路跑交管勤務,派遣警力 11人次協助維持  

    秩序及安全。 

  2.103年 5月 25日副總統及立法院院長蒞校演講,派遣警力 9人次協助會場附 

    近交通秩序及安全維護。 

  3.103年 6月 7日畢業典禮派遣警力 13人次協助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 

  4.103年 6月 20日身心障礙博覽會派遣警力 2名協助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 

  5.103年 6月 24日幼稚園畢業典禮派遣警力 2人次交通指引 

  6.103年 6月 27日至 6月 29日學生搬離宿舍,派警力 30人次(含保全 6人) 

    協助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 

 

  7.103年 9月 11日至 14日學生進住宿舍,支援警力 29人次(含保全 6人)維持 

    交通秩序及安全。 

  8.103年 10月 3日 2014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大匯演-搶先看派遣警力 6人次 

    維護交通秩序及安全。 

  9.103年 10月 26日成大商圈萬聖節嘉年華會安全勤務派遣警力 8人次(含保 

    全 1人)維護交通秩序及安全。 

  10.103年 11月 11日 83周年校慶活動派遣警力 11人次維護交通持秩序及安 

     全。 

  11.103年 11月 22日至 23日第 40屆皮膚學會派遣警力 12人次維護交通持秩 

     序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