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紀錄
時 間：100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裘性天主任秘書
出 席：林進燈教務長(李錦芳組長代理)、傅恆霖學務長(伍道樑主任代理)、黃
世昌總務長、蘇義泰主任、楊黎熙組長(葉武宗技正代理)、許鶯珠主任
(高祺淳小姐代理)、林正中委員、吳炳飛委員、李文興委員（孫海光先
生代理）、李清音委員、林志潔委員、何冠霖委員
列

席：住服組喬治國組長、事務組柯慶昆組長、駐警隊郭自強隊長（張志聖
小隊長代理）
、軍訓室伍道樑主任、生輔組楊恭賜組長、執行秘書翁麗
羨組長

請 假：蔣淑貞委員、李文平委員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撥冗出席本次會議，本會近年會議雖皆無提案討論事項，惟
期能透過會議之召開，由委員提出相關建議改善事項，俾以創造無障
礙空間之校園環境。
二、前次會議裁示及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100 年 12 月 26 日召開之 100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請參閱附件 1(P.8~P.11)。
三、各單位報告事項
(一)事務組報告
1、中正堂廣場地面下陷整平維護。
2、北大門入口處人行道扶手施作。
3、北大門人行道無障礙設施施作。
4、思園人行步道連鎖磚舖設。
5、綜一館入口處及工三、四館間步道地磚舖設止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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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舊南大門人行道無障礙坡道新建工程。
7、工四館無障礙坡道下陷整修。
8、樟樹林前導盲磚破損整修。
(二)營繕組報告
1、中正堂無障礙電梯工程已取得電梯合格證，並於 101 年 4 月 27 日
順利取得使用執照，101 年 5 月 14 日辦理驗收作業完成開始使用。
2、本校「計算機中心無障礙電梯工程」教育部業於 101 年 5 月 14 日
來函核定補助資本門額度為 156 萬元整，總工程費約 270 萬元，依
申請計畫辦理後續相關事宜，預計 101 年 9 月底開始施工。
3、綜合一館 B1 男女無障礙廁所整修工程於 101 年 4 月 16 日開工，預
計 101 年 6 中旬完工。
4、已改善完成棒球場旁環校道路之人行道腳踏車停放處無障礙斜坡入
口。
5、將針對校園「宿舍無障礙廁所及淋浴間改善」計畫，擬向教育部爭
取 102 年補助。
四、本會委員以電子郵件提出本校亟需改善之地點及原因，各相關單位研
提之改善措施如下：
編號

1

2

亟需改進之地點

須改進之原因

室內溫水游泳池除入口
處及浴室內鋪設防滑墊
外，在通往游泳池慢速水
室內溫水游泳池 道下水處並未鋪設，恐因
游泳池上來後有水導致
滑倒，建議多鋪設防滑
墊。
學生活動中心前方池塘
旁邊、人社二館與人社一
館之間的草皮，草地中的
學生活動中心
造景石塊如遇雨天容易
滑倒，且有些石塊已經不
太穩定，容易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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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研提之
處理及改善措施

學務處(體育室)
室內溫水游泳池周邊
磁磚已具止滑效果，
但為更安全起見，未
來將優先考量在下水
處做橫向鋪設防滑
墊。
總務處（事務組）
荷花池及思源池附近
草地中的造景石塊，
本組將全面檢視是否
穩固，如有不穩固情
形將予以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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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中正堂與圖書館
區域間之身障人
士車位

工五館

綜合一館

中正堂與圖書館這區域
間的身障人士車位都被
非放置身障人士標誌的
車輛占用(可能是假日，
一般民眾到學校踏青)，
導致要停放到更遠的身
障人士車位，有何改善方
式、作為，開單有用嗎？
若是一般民眾進校區占
用身障人士車位，就算被
校警開單，由於非在校學
生，開單根本沒有任何意
義，不需到軍訓室繳納，
到出口繳完停車費就可
出校區。
本校身障人士車位離教
室(工五館)過遠，遇到雨
天幾乎都淋濕走到教室
(下車後需要用輔具行
走，無法撐傘)。

綜合一館有些教室的門
檻需要檢查是否有在無
障礙空間規定之 2.5 公分
以內。

由於 101 學年度新學期有
綜合館一館、女 大 一 新 生 需 在 活 動 中
二舍以及中正堂 心、綜合館一館、女二舍
以及中正堂使用電動輪
椅行動，行動路線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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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駐警隊）
1、擬請巡邏同仁加強
取締該區域違規占
用情況。
2、如為校外車輛違規
占用除開立違規告
發單外，其違規資
料將於校內建立檔
案並於下次入校時
警示告知，若未見
其改善則上鎖處
理。

總務處（駐警隊）
距離工五館最近之行
動不便停車位為「綜
合一館停車場」及「管
理二館停車場」。然
工五館周圍均為人行
徒步區不宜規劃行動
不便停車位。
總務處（事務組）
經綜合一館教室管理
人員回報綜合一館教
室門口均無設置門
檻，惟於 3 樓 309 教
室附近走廊有一處
2.5 公分高差。
總務處（事務組）
磁磚、導盲磚脫落之
處，將儘速補平，其
餘所提路面不平之
處，將與廠商討論妥

路段磁磚脫落。請參考下 善修繕方式再由廠商
方圖示(6.1~6.6)，建請 修繕。
修補。

6.1 活動中心門口右側，坑洞容易使輪椅卡住

6.2 此兩張為女二舍無障礙坡道出口，磁磚已脫落

6.3 女二舍郵筒旁之磁磚脫落

6.4 綜合一館與工五館之間有些磁磚已經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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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圖書館前有一處磁磚脫落

6.6 人社一館旁邊之無障礙坡道，此處落差太大，輪椅容易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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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之會務工作，擬自 101 學年度起移
由總務處辦理，並配合會務移轉運作所需，修正設置要點第二點
案，請討論。(秘書室提)
說 明：
一、茲因本會近三年來(98 至 100 學年度)皆無提案討論事項，而報告
事項及委員建議改善事項則幾為事務組及營繕組之業務範圍。
二、另依據本校「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本會之
職掌為通盤檢討校內各館舍及空間施設，提出規劃與監督執行成
果。」爰依其職掌係為有關館舍及空間設施之規劃執行，此與總
務處之業務亦較為相關。
三、綜上所述，為求事權統一使會務運作更具效能，擬自 101 學年度
起移由總務處辦理，並配合會務移轉運作所需，修正其設置要點
第二點第二項為｢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由總務
長兼任；執行秘書由營繕組組組長兼任，負責本會協調與會議召
開事宜。」
四、本案通過後將依程序續提至行政會議討論。
五、檢附本校「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第二點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2，P.12~P.13)。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
参、臨時動議：無。
肆、其他建議事項
主席綜合裁示：
一、本校各項工程或設施於規劃時應參酌本校身障教職員工生之相關意
見，並於完工時請身障使用者協助總體檢驗相關軟、硬體設施是否符
合其使用之便利性。
二、請總務處依委員意見，於中正堂玉山銀行提款機前階梯增設扶手，以
維安全。
三、有關委員提出本校溫水游泳池更衣淋浴室之進出動線、設備使用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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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出入泳池階梯之安全性疑慮等意見，請學務處擇日邀請本會
吳炳飛委員及李清音委員至溫水游泳池會勘後研提改善措施。
四、請總務處參酌委員建議，於工五館靠近棒球場側門之人行步道出入
口，設置活動阻車柱，避免施工及卸貨車輛阻道影響進出安全。
五、本會委員提出之相關建議改善事項，請提至行政會議報告，並請各主
管協助向所屬單位教職員宣導勿占用相關館舍出入口及車道，避免影
響進出人員之安全性及便利性。
伍、散會：13 時 5 分

7

附件 1
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次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
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情形表
項目
編號

1

亟需改進
之地點

工程四館

2

圖書館前

3

全校

4

全校

須改進之原因
工程四館無障礙坡
道，大馬路要往無障礙
坡道交接之處坡道水
泥地不是很平坦，若是
有身心障礙 人士要經
過，尤其是推輪椅者，
可能會被卡住，造成行
走困難。
圖書館前面會通過工
三(該生為資工所學
生)工四、工六的人行
道每兩格就有一格較
光滑，下雨後行經此處
較容易滑倒。

業務單位研提之
處理及改善措施

執行情形

事務組：
已將不平水溝蓋板敲除
工程四館無障礙坡道已 重新鋪設混凝土鋪面，
洽廠商至現場勘查，後續 已完工擬解除列管。
將把不平水溝蓋板敲除
重新鋪設混凝土鋪面。

營繕組：
關於工三、工四、工六的
人行道每兩格就有一格
較光滑，下雨後行經此處
較容易滑倒部分，將現勘
了解實際狀況後再研擬
後續改善措施。

工三、工四的人行道，
經現勘了解後，應指 98
年底新作完成之鋪面，
該鋪面係使用防滑磁
磚，目前與館舍管理員
協調注意平常清潔避免
青苔霉菌類滋生，以維
持安全良好之行人動
線。
無論男廁或女廁幾乎 事務組：
廁所馬桶水箱蓋上面可
都沒有可以放東西的 擬轉知各館舍管理單位 以放置衣服或物品，中
地方以及衣服掛勾。
檢討改善。
正堂廁所已設置掛勾，
並發函通知各館舍管理
單位檢討設置需求。
全校的路都很難走，完 營繕組：
事務組已有巡查機制，
全沒有顧慮到現在女 將會同各館舍（或事務 如有損壞會洽廠商立即
性學生越來越多，校園 組）進行檢討。
改善，本項已納入校園
路面的設計非常不適 事務組：
景觀暨人行道會議中定
合女鞋行走，鞋跟不但 總務處對於路面維護已 期檢討。
非常容易磨損壞掉，還 有巡查機制，如有損壞會
很容易卡住，發生跌倒 洽廠商立即改善，至於鋪
或者拐傷的危險，希望 面使用材質必須配合現
學校可以改善路面狀 場景觀，女性穿高跟鞋機
況，盡量把所有的路都 會越來越高，總務處會注
舖平，不要使用會有很 意路面材質挑選。
多坑坑洞洞的材質或
者會產生間隙的路材
（例如木頭或者洞洞 8

磚）來鋪路。

5

管理二館

一樓的磁磚非常滑，容 營繕組：
易跌倒
管二館戶外無較滑之磁
磚鋪面，如果有將即刻進
行瞭解改善。至於室內部
分，將會請管院看看是否
能改善。
道路顛簸不平。

6

小木屋鬆餅
到二餐間

7

活動中心及
一餐旁的小
徑

8

浩然圖書館
藝文空間入
口

9

浩然廣場

10

機車 C
停車棚

下雨天太過濕滑，容易
滑倒。

營繕組：
本段校園人行道已列為
改善重點，但因改善經費
較高且周邊停車位等問
題，目前正積極規劃當
中。
事務組：
將在斜坡處將施作防滑
條止滑。
事務組：
將請外勤班加強巡視，如
有違規將張貼違規單依
據校園車輛管理辦法處
理。

時常遇到在浩然圖書
館藝文空間入口有腳
踏車停在無障礙道，擋
住輪椅動線的情況，建
議該處標註禁停腳踏
車。
路面不平，容易跌倒。 營繕組：
浩然廣場剛改善完竣，本
項所稱位置不明確，將再
進行瞭解後改善。
地面有很多坑洞，下雨 事務組：
會積水。此外停車位數 已針對機車棚進出口破
9

管二館戶外無較滑之磁
磚鋪面，至於室內部
分，已與館舍人員協調
於雨天時加強濕滑處
理，同時設立警告標誌
避免室內奔走，以維護
室內安全行動空間。
道路顛簸不平校園人行
道已列為改善重點，但
因改善經費較高且周邊
停車需求等問題，目前
積極規劃改善當中。
已在斜坡處重新施作連
鎖磚比較容易止滑。
已無腳踏車停在無障礙
通道，擬解除列管

本項所稱位置未臻明
確，後續將隨時檢視，
如有不平整即通知相關
單位改善。
破損較嚴重地方已重新
鋪設混凝土，擬解除列

量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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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E 停車
棚

12

交清小徑

13

交清小徑

不知道為何一樓的地
面材質有部分 是採取
鐵網式設計，導致穿跟
鞋時很容易卡住扭傷
腳，機車的腳架也很容
易卡在縫隙中，讓機車
動彈不得。
此外，由於這種詭異的
鐵網式設計，導致只要
下雨的時候，水就會滴
到地下一樓的停車
場，導致地下停車場變
得非常潮濕，牽車的時
候也會被滴下來的水
弄濕及弄髒。
小徑中設有路障，雖然
原意是為了防止機車
通過，但也連帶導致輪
椅無法通過。

損較嚴重地方重新鋪設
混凝土，但地面坑洞係屬
該棚全面性問題，將檢討
是否全面改善；另該棚已
無其他空間可增設停車
位，總務處會在校園其他
適合地點增設機車停車
棚。
駐警隊回覆：
C 棚是規劃給無證洽公
機車停放，目前有停車位
500 個，應足夠容納洽公
機車停放。且現有面積已
全部規劃停車位，無多餘
面積可增設。
營繕組：
所稱地點應該是 D 棚，有
關地坪採用格柵部分，已
規劃於近日內即進行改
善施工。

管

有關 D 棚地坪格柵已規
劃於近日內開始逐步進
行改善施工

駐警隊：
1、考慮到升降阻車柱對
交清小徑阻車柱為清
於阻擋機車之功
大、交大共同設置之活動
效，實不宜移除之，
伸縮阻車柱，若有輪椅要
因此會同清大駐警
通過可通知清大或交大
隊勘察現場，待清大
巡邏人員，即可遙控通
方面決議之後，一同
行。
設置現場告示牌。
2、清華、交大兩校，皆
建請於交清小徑阻車 張志聖小隊長說明：
有持遙控器之機動
柱標示巡邏人員之電 將依委員建議標示巡邏
人員可開啟升降阻
話。
人員電話，俾利身心障礙
車柱。現場告示牌將
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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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交清小徑

室內溫水游
泳池

管二館外停
車場

浩然圖書館
廣場

建請提供身心障礙人 張志聖小隊長說明：
載明相關聯繫方
士交清小徑阻車柱升 本校業有提供該類人士
式，以便利身心不便
降之遙控器。
登記申請交清小徑阻車
人員使用清交小徑。
柱升降遙控器之制度，並 3、全案於 2 月 15 日前
定期檢測遙控器功能。
完成。
建請於本校 室內溫水 學務長之說明：
游泳池增設無障礙 泳 目前室內游泳池始開始
池設施。
營運，將視營運結果再研
擬設置無障礙泳池設
施。未設置前身心障礙人
士出入泳池可請救生員
協助。
主席裁示：
有關委員提出於本校室
內溫水游泳池增設無障
礙泳池設施之建議，請業
務單位估算所需經費後
研提相關措施，俾利身心
障礙教職員工生從事游
泳活動。
管二館外停車場常有 柯慶昆組長之說明：
行人穿越停車場，造成 該停車場旁業已設置專
人車爭道，建議改善。 供行人使用之人行道，惟
仍有行人穿越，顯係使用
習慣使然。
主席裁示：
相關單位於設置相關設
施前，應調查使用者之意
見，俾以設置符合其需求
之設施，本案請事務組除
加強宣導現行措施外，再
研擬相關改善方式。
浩然圖書館廣場之無
柯慶昆組長說明：
障礙坡道，因坡道較斜 將現勘後研擬改善措施。
長，且設置位置較偏
遠，建議研處改善，俾
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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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室內游泳池無障礙
空間設施、殘障坡道等
皆符合法令規定，並備
有手推電動式無障礙入
水設備，俾便身心障礙
人士出入泳池，如需使
用可請救生員協助。

該處停車空間需求不
足，難以減少停車位增
設人行道，事務組將加
強宣導使用既設人行步
道。

無障礙坡道設置位置靠
近圖書館門口旁邊，位
置並不偏遠，因地形及
階梯高差原因需設置長
坡道，以符合法規，擬
解除列管

附件 2
國立交通大學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 二、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 第二項修正召集人及執行秘
人，組成方式如下：
人，組成方式如下：
書由總務長及營繕組組組長
（一）當然委員：主任秘
（一）當然委員：主任秘 兼任。
書、教務長、學務
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人事
長、總務長、人事
室主任、營繕組組
長、諮商中心主任
等七人。
（二）推選委員：
1.身心障礙教職員

室主任、營繕組組
長、諮商中心主任
等七人。
（二）推選委員：
1.身心障礙教職員

工二至四人，由各
單位推薦，並經校
長同意後任之，任
期二年。

工二至四人，由各
單位推薦，並經校
長同意後任之，任
期二年。

2. 身心障礙 學 生二
至四人，由諮商中
心資源教室推
薦，並經校長同意
後聘任之，任期一
年。
（三）遴聘委員：由校長
遴聘熱心關懷身心
障礙教職員工生之

2.身心障礙 學 生二
至四人，由諮商中
心資源教室推
薦，並經校長同意
後聘任之，任期一
年。
（三）遴聘委員：由校長
遴聘熱心關懷身心
障礙教職員工生之

教師二人擔任，任
期二年。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
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
由總務長兼任；執行秘
書由營繕組組長兼任，
負責本會協調與會議召
開事宜。

教師二人擔任，任
期二年。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
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
由主任秘書兼任；執行
秘書由文牘議事組組長
兼任，負責本會協調與
會議召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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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9 年 3 月 31 日 88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訂定
96 年 11 月 30 日 9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身心障礙教職員工生有一安全、方
便、無慮之生活環境，特成立「推動無障礙空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營
繕組組長、諮商中心主任等七人。
（二）推選委員：
1.身心障礙教職員工二至四人，由各單位推薦，並經校長同意後聘
任之，任期二年。
2.身心障礙學生二至四人，由諮商中心資源教室推薦，並經校長同
意後聘任之，任期一年。
（三）遴聘委員：由校長遴聘熱心關懷身心障礙教職員工生之教師二人擔
任，任期二年。
本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由總務長兼任；執行秘書由
營繕組組長兼任，負責本會協調與會議召開事宜。
三、 本會之職掌為通盤檢討校內各館舍及空間施設，提出規劃與監督執行成果。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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