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東華大學 

11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  

車輛管理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10年12月29日下午14時 

地點：行政大樓 303 會議室 

記錄:羅靖雯 

會議時間:110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會議地點:行政大樓 303 會議室 

主席:徐副校長兼總務長輝明 

出席委員: 

學生會代表委員 洪委員梓惟、陳委員彥伶、吳委員書凡、古委

員昀哲、各學院代表委員 蘇委員宏基、彭委員玉樹、林委員斐

文、張委員希文、行政單位代表委員 林委員穎芬、鄭袁委員建

中、王委員玉君、張委員菊珍、莊委員英宏、邱委員翊承、許委

員健興、劉委員康文 

列席人員: 

黃顧問增樟、體育中心 楊主任昌斌、張嘉珍教師、林國華教師、

陳孝夫教師、總務處 何秘書俐眞、駐衛警洪小隊長國華、羅組

員靖雯、陳助理俐穎 

請假委員： 

陳委員毓昀、蔣委員明珊、藍委員玉玲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上次決議辦理情形:確認後通過。

參、  提案討論 

【第1案】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校園道路改善案，已完成施作，提本會議追認。 

說明: 

一、牌面清洗:包括向晴莊與球場及外環往球場機車禁止牌面、外環吳

全道路口標誌清洗。 



二、斑馬線補強:包括行雲莊球場、集緊館沁月莊外環、外環迎曦莊等

之斑馬線補強。 

三、牌面更換:擷雲莊與球場機車禁止進入牌面更換。 

四、增設紅慢閃燈(警示燈):包括集賢館和沁月莊、沁月莊和迎曦莊、

擷雲莊、擷雲莊與停車場增設紅慢閃燈。 

五、施作項目及位置，詳如附圖。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 

 
【第2案】提案單位：體育中心、總務處 
 案由：體育館週邊步道連接及增設機車停車格工程，提請審議。 

 說明: 

一、體育館步道與網球 場步道間未連接，導致學生往返時，經常圖方

便而跳越草溝，建議舖設連接網球場之步道，如下圖圖說。 

二、體育館後方機車停車格不足，導致經常違規停放，影響動線及景

觀，建議於體育館後方草皮增設機車停車空間改善。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體育中心會議中另建議於紅土網球場旁

設置汽車停車格案緩議。 

 
【第3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車輛管理辦法修訂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定義本校於各學期進行學生未依期限銷單累積之交通違規處理

費總金額之統計區間，擬修正第二十條第四項，敘明交通違規處

理費總金額係以入學起累計，並於各學期統計時，未依當學期公

告之期限銷單之總金額達 600 元以上者依規定應受懲戒處分。 
二、考量懲戒標準業訂於本校車輛違規處理要點，爰修訂本辦法第第

二十條第四項及第二十二條。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 

 
【第4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車輛違規處理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駐衛警取締違規停放於機車禁行區域之機車，係依據車輛管理

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及第 5 項規定，針對違規行駛及違規停放二



項違規行為開單，但學生針對違規行駛部分常提出異議，認為

學校並無違規行駛之相關佐證證據足以證明機車行駛於禁行區

域，故為避免造成爭議，擬修正本要點第 2 點第 1 項，新增「機

車違規停放於機車禁行區域，每次作業費新臺幣二百元」之規

定，以維護校園內行車安全及停車秩序。 

二、違規處理費銷單期限業訂於本校車輛管理辦法，為避免重複規

定，爰修正第 4 點酌作文字修正。 

 
決議：有關第 2點第 1 項新增「機車違規停放於機車禁行區域，每次

作業費新臺幣二百元」之規定，會議決議依現行規定辦理不新

增罰則，其餘照案通過，如附件 4。 

 
【第5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外環道路設置測速設備與取締標準，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校校內交通事故率居高不下，最近 2 年於校區外環道路累計發

生兩起 A1 車禍，超速儼然成為重大交通事故潛在的危險因子。

校內設置測速設備之議題，前於 105 年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車

輛管理委員會議經陳正杰委員提案(代洪新民老師提案)後，續由

學務處、總務處等研擬規劃及編列經費，預計 109~110 年執行施

設，惟因部份人員及同學持不同之意見與抗爭，且適逢交通部對

於區間測速設備資安疑慮不予補助費用，而暫緩執行。 

二、本年 11 月外環道發生 A1 車禍後，校內師生陸續提出測速之意見

再起，例如楊悠娟老師提出：於導生聚會時曾討論校園時速問題，

同學回應，學校道路對於他們很容易飆出 70 公里以上的速度，如

果校園時速限制，可調整至 50~60 公里之間，測速開罰對同學來

說比較合理，接受度會提高。前項意見業由學生會討論、進行調

查與統計結果，多數同學仍反對校內設置測速設備，贊成的同學

中，可接受速限為 50 或 60 公里/小時居多，詳細結果請學生會代

表補充說明(如附件 5)。 

三、又校長亦於本年 11 月校慶茶會表達校內設置測速設備之決心，由

相關單位續行規劃執行，爰提案本校外環道路設置測速設備與取

締標準，以利加速辦理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本案於學生代表(學生會)不同意之前提下，以校區外環彎道附

近適當點設置定點測速設備、車速超過 50 公里/小時(校區最高



速限仍為 30 公里/小時)開單記點等原則，提送行政會議討論，

並舉辦校園公廳會，如附件 6。 

 

針對前項決議，學生代表(學生會)補充意見: 

     1.應以彎道為主之路段做測速，不能是全路段測速照相。 

     2.決定測速路段與開罰速限前，應召開校內公聽會說明。 

     3.以其他處罰方式替代罰錢。 

     4.依照路段不同設定不同速限，且限速規定應聽取專家建議。 

伍、臨時動議 

【第 1 案】提案單位:學生會 

提案: 志學門往東區外環道道路改善案，提請審議。 

說明: 外闢車道與外環道路口，建議縮減外闢車道路口，並將雙黃線

改為斜紋槽化線，如附件 7。 

決議：請總務處評估本案之可行性，並視經費狀況辦理。 
 

【第 2 案】提案單位:學生會 

提案: 志學門道路路口改善案，提請審議 

說明: 建議採行荷蘭式自行車道，路口縮小強制正交車道瘦身，如附

件 7。 

決議：請總務處評估本案之可行性，並視經費狀況辦理。 

 

陸、散會(16:30) 



附件1



外環吳全道路口遵循指標更換

外環往球場機車禁入牌面更換

外環迎曦莊斑馬線補強



向晴莊與球場機車禁入牌面更換

行雲莊球場斑馬線補強

沁月莊迎曦莊間斑馬線補強



迎曦沁月莊警示燈 

 

集賢館行雲莊外環斑馬線補強 

 

集賢館行雲莊警示燈 

 



集賢館沁月莊外環斑馬線補強

擷雲莊與球場機遮進入牌面更換

擷雲莊警示燈 1 



擷雲莊警示燈 2 

 

 



體育館連接網球場步道(直行) 體育館連接網球場步道(右轉) 

機車停車格增建(右側) 機車停車格增建(左側) 

說明:
一、體育館步道與網球 
場步道間未連接，導致
學生往返時，經常圖方
便而跳越草溝，建議舖
設連接網球場之步道，
如下圖圖說。
二、體育館後方機車停
車格不足，導致經常違
規停放，影響動線及景
觀，建議於體育館後方
草皮增設機車停車空間
改善。�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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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車輛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十條  

違規處理費應儘速繳納，逾期未

繳清者，教職員工得直接由薪水

中扣抵，委外廠商及其僱員得逕

行由契約價金扣減並依約處

罰；訪客車輛違規經查處確認

者，應於離校前繳清違規處理

費，未繳清或違規情事重大者，

本校得禁止該車輛進入校園。 

本校學生得以愛校服務折抵違

規處理費，服務五十分鐘折抵新

臺幣一百元，愛校服務折抵金額

每累計超過新臺幣壹仟元者，應

參加本校學務處舉辦之交通安

全教育宣導課程；愛校服務之範

圍得由總務處事務組指定。如以

偽造變造或虛偽不實之文件混

充愛校服務時數證明者，經查獲

者依校規處理。 

本校學生參加學生事務處舉辦

之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課程者，得

準用前項規定之時數、額度折抵

違規處理費，並由學生事務處統

一造冊簽會總務處辦理。 

違規處理費未於每學年度九月

前依前開各項規定銷單者，本校

得不予核發新學年度車輛識別

證外，教職員工不得辦理離職手

續，學生依本校車輛違規處理要

點受懲戒處分，受處分等同銷

單，得申請本校車輛識別證。 

大學部及研究所應屆畢業生應

於畢業當學期第十四週前完成

違規處理費銷單手續，未完成銷

單者，依前項規定處分。但 109

第二十條  

違規處理費應儘速繳納，逾期未

繳清者，教職員工得直接由薪水

中扣抵，委外廠商及其僱員得逕

行由契約價金扣減並依約處

罰；訪客車輛違規經查處確認

者，應於離校前繳清違規處理

費，未繳清或違規情事重大者，

本校得禁止該車輛進入校園。 

本校學生得以愛校服務折抵違

規處理費，服務五十分鐘折抵新

臺幣一百元，愛校服務折抵金額

每累計超過新臺幣壹仟元者，應

參加本校學務處舉辦之交通安

全教育宣導課程；愛校服務之範

圍得由總務處事務組指定。如以

偽造變造或虛偽不實之文件混

充愛校服務時數證明者，經查獲

者依校規處理。 

本校學生參加學生事務處舉辦

之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課程者，得

準用前項規定之時數、額度折抵

違規處理費，並由學生事務處統

一造冊簽會總務處辦理。 

違規處理費未於次學年度九月

前依前開各項規定銷單者，本校

得不予核發新學年度車輛識別

證外，教職員工不得辦理離職手

續，學生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

定受懲戒處分，處分標準以每累

計積欠金額達新臺幣六百元予

申誡乙次，以此類推；受處分等

同銷單，得申請本校車輛識別

證。 

考量懲戒標準業訂於本校車輛

違規處理要點，爰修訂本辦法第

第二十條第四項及第二十二條。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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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學年度畢業生，不在此限。 
大學部及研究所應屆畢業生應

於當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十四週 

前完成違規處理費銷單手續，未

完成銷單者，依前項規定處分。

但109學年度畢業生，不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規處

理費之收費標準及學生未依限

銷單受懲戒之處分標準，由車管

會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規處

理費之收費標準，由車管會另定

之。 



2 

國立東華大學車輛違規處理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二、  入校車輛有本校車輛管理

辦法所列之違規情事且

經駐衛警開立違規處理

通知單者，應繳納違規處

理費，除作業費外，車輛

經本校拖離者，須負擔拖

吊費：

(一)作業費按車種及違規項目

分項或分次收費如下：

1.汽車每項新臺幣二百元。

2.機車每項新臺幣一百元。

3.自行車每項新臺幣五拾元。

4.行駛汽車未繫安全帶者或

騎乘機車未戴安全帽者，每

次新臺幣三百元。

5.違規停放於校內建築物門

廳、騎樓、走廊、樓梯間或

室內區域如教室、儲藏室、

廁所盥洗室等處所者，汽車

每次新臺幣四百元，機車每

次新臺幣二百元，自行車每

次新臺幣一百元。

6、違規停放於校內標明指定

用途之專用停車位者，不論

車種，每次作業費為新臺幣

六百元以上一仟二百元以

下。 

(二)拖吊費按車種依次收費如

下：

1.汽車每次新臺幣八百元。

2.機車每次新臺幣二百元。

3.自行車每次新臺幣一百元。

二、  入校車輛有本校車輛管理

辦法所列之違規情事且

經駐衛警開立違規處理

通知單者，應繳納違規處

理費，除作業費外，車輛

經本校拖離者，須負擔拖

吊費：

(一)作業費按車種及違規項目

分項或分次收費如下：

1.汽車每項新臺幣二百元。 

2.機車每項新臺幣一百元。 

3.自行車每項新臺幣五拾

元。

4.行駛汽車未繫安全帶者

或騎乘機車未戴安全帽

者，每次新臺幣三百元。

5.違規停放於校內建築物

門廳、騎樓、走廊、樓梯

間或室內區域如教室、儲

藏室、廁所盥洗室等處所

者，汽車每次新臺幣四百

元，機車每次新臺幣二百

元，自行車每次新臺幣一

百元。

6、違規停放於校內標明指

定用途之專用停車位

者，不論車種，每次作業

費為新臺幣六百元以上

一仟二百元以下。 

(二)拖吊費按車種依次收費如

下：

1.汽車每次新臺幣八百元。

2.機車每次新臺幣二百元。

3.自行車每次新臺幣一百

元。

現行第一項修正，說明如下：

為維護校園內停車秩序，並考量

機車違規停放機車禁行區域，已

影響校園內行車安全及校園停

車秩序，為遏止相關違規行為，

爰增訂第 7 目。 

四、學生違反本校車輛管理辦法 四、學生違反本校車輛管理辦法 違規處理費銷單期限業訂於本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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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累計之違規處理費未依車

輛管理辦法第二十條規定

之期限完成銷單者，違規處

理費金額換算為交通違規

點數，記點標準如附表一，

並依累計點數受懲戒處

分，處分標準如附表二。

所列之違規事項，其衍生之

違規處理費應於次學年度

九月前繳納或以愛校服務

銷單，未完成銷單者，其違

規處理費金額換算為交通

違規點數，記點標準如附表

一，並依累計點數受懲戒處

分，處分標準如附表二。

校車輛管理辦法，為避免重複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校內同學對裝設測速照相機之反應

在調整限速以及會開罰的情況下，支持校內裝設區間測速照相機嗎？

在調整限速以及會開罰的情況下，支持校內裝設一般測速照相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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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會議提案表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車輛管理委員會會議 

提案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案 號 第 5 案 

案  由 有關本校外環道路設置測速設備與取締標準，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本校校內交通事故率居高不下，最近 2 年於校區外環道路累計

發生兩起 A1 車禍，超速儼然成為重大交通事故潛在的危險因

子。校內設置測速設備之議題，前於 105 年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車輛管理委員會議經陳正杰委員提案(代洪新民老師提案)

後，續由學務處、總務處等研擬規劃及編列經費，預計 109~110

年執行施設，惟因部份人員及同學持不同之意見與抗爭，且適

逢交通部對於區間測速設備資安疑慮不予補助費用，而暫緩執

行。

二、 本年 11 月外環道發生 A1 車禍後，校內師生陸續提出測速之意

見再起，例如楊悠娟老師提出：於導生聚會時曾討論校園時速

問題，同學回應，學校道路對於他們很容易飆出 70 公里以上的

速度，如果校園時速限制，可調整至 50~60 公里之間，測速開

罰對同學來說比較合理，接受度會提高。前項意見業由學生會

討論、進行調查與統計結果，多數同學仍反對校內設置測速設

備，贊成的同學中，可接受速限為 50 或 60 公里/小時居多，詳

細結果請學生會代表補充說明。

三、 又校長亦於本年 11 月校慶茶會表達校內設置測速設備之決

心，由相關單位續行規劃執行，爰提案本校外環道路設置測速

設備與取締標準，以利加速辦理後續相關事宜。

附  件

備註：若為條文修正案，請附條文修正對照表。 0950105 修訂/表 S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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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校內道路安全改善會議之共識，改善志學
門、志學門往東區宿舍外環道道路設施，提請
審議。
主持人 洪梓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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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交通安全協會之建議



志學門往東區宿舍外環道道路改善



志學門往東區宿舍外環道道路改善



志學門往東區宿舍外環道道路改善



志學門路口道路改善



志學門路口道路改善



志學門路口道路改善



校內同學對裝設測速照相機之反應

在調整限速以及會開罰的情況下，支持校內裝設區間測速照相機嗎？

在調整限速以及會開罰的情況下，支持校內裝設一般測速照相機嗎？



校內交通事故分析109



校內交通事故分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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