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地點：中正堂二樓會議室
主席：林健正總務長(吳宗修副總務長代)
出席：裘性天學務長、吳毅成委員、楊文美委員、高文芳委員、吳宗修委員、
楊昀良委員、呂昆明委員、劉富正委員、林梅綉委員(葉昱均代)、
簡泰淇委員、喬治國委員、林群傑委員(林哲偉代)
請假：張錫嘉、邱德亮、連瑞枝、曾聖翰、林建達
列席：郭自強
記錄：溫淑芬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駐警隊報告
1.為解決校園汽車停車位嚴重不足問題，已全面開放環校道路單邊停車，
計可增加約 262 個車位。
2.中正堂旁停車場規劃部份為藍色停車格予教職員專用，並限制每日
0000-0600 禁止任何車種停放，以確保隔日教職員來校上班時有車位可
停。
3.因蒞校來賓、學員不熟悉本校停車規定，遭駐警隊取締，爭議不斷，為
使來賓及學員更加了解本校之停車相關規定以減少爭訴，己函文各單位
請各單位承辦各項活動時，務必於邀請或報名資料上轉達本校規定。
4.校內重大慶典，如研究生考試、校慶及畢業典禮均規劃活動當天入校之
車輛，一律入校右轉單向行駛，雙向停放，車子流量及停放一切順暢。
5.規劃浩然圖書館前及中正堂前為人行徒步區，嚴格禁止汽車進入。
6.新南大門出口往中山高南下交流道及北二高新竹系統交流道指示標誌
已請科管局交通中心協助製作完成。
7.95 年 4 月起全校阻車柱管理業務由事務組改移駐警隊辦理，固定式計有
82 支、活動式計有 23 支。
8.園區巡迴巴士訂於 5 月 15 日正式入校服務，從上午 6：30 至下午 21：
40，平均每隔 15 至 20 分鐘，即有一班次進入交大校園，服務路線除
了交大光復校區(光復校區停車站計有：交大棒球場站、交大計網中心
站、交大竹湖站)、交大學人宿舍、交大華廈外，另外包括園區科技生活
館、太空計畫室、經濟部專業人員訓練中心、園區科技公司等站。
9.95 年 1 月至 5 月查獲未繳費 17 件，車證不符 6 件，偽造停車證 5 件。
10.檢附 94 學年度各項汽、機車停車識別證發放明細表，請參閱附件(一)。

乙、提案討論
案由一：95 學年度學生長時汽車停車識別證發放張數是否比照 94 學年度，
請討論。(駐警隊提)
說 明：1.學生長時汽車停車證申請表。請參閱附件(二)
2.94 學年度學生長時汽車停車證分配張數。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
一、學生長時汽車停車證發放張數仍比照 94 學年度，發放 540 張。
二、張數之分配比例請駐警隊與學聯會討論訂定，並協辦後續作業。
案由二：94 學年度違規使用停車證懲處案，請討論。
說 明：1.94 學年度查獲偽造使用停車證 5 件。請參閱附件(四)
2.查獲當時即依「校園汽機車違規處理要點」第七點處理，罰應繳
規費之二倍計＄3,600 元。
2.停車證為有價證券，未經核發單位許可自行影印使用，已觸犯偽
造文書之刑責。且此為每個人理應知道之法律常識。
建 議：使用偽造停車證之人員停發 95 學年度之各項停車證。
決 議：使用偽造停車證者停發次年度之各項停車證。並請駐警隊於違規處
理要點辦法中增修適當條文，以利後續年度辦理。
案由三：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停車證擬改發長時停車證，請討論。(駐警隊
提)
說 明：1.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原為附屬於交通大學下之一行政單位故發給
教職員工停車證，現該單位己於 92 年獨立不屬交通大學。
2.本校東區教職員工停車位本己不足，且奈米元件實驗室已有專用
之停車場。如核發教職員車證將會佔用到部份教職員工車位。
建 議：擬核發長時汽車停車證比照教職員工收費。
決 議：通過，自 95 學年度起改發長時汽車識別證比照教職員工收費。
案由四：擬修改「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請審議。(生輔組提)
說 明：1.擬修改「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說明如下：
原條文:
學生機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申請人須具有效駕駛執照及行
車執照。每部機車只能申請一張識別證，並粘貼於機車前方醒目處。
擬修改如下：
學生機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學生必須是本人、配偶、父母、
父母開設之公司、兄弟姐妹持有之機車方得申請。申請時必須提出
申請書、本人駕駛執照、本人學生證、本人（配偶、父母、父母開

設之公司、兄弟姐妹）之行車執照、相關證明文件（戶口名簿、戶
籍謄本正本、公司行號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每部機車只能申請
一張識別證，並粘貼於機車前方醒目處。本校周邊道路交通流量大，
行車路況較複雜，大一新生對於學校周邊道路交通不熟悉，為維護
學生行的安全，大一新生不得申請機車證。機車識別證遺失、損毀
重新申請時須重新繳交規費。
決 議：條文修正後通過，條文修正如下：
學生機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須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
機車方得申請。申請時必須提出申請書、本人學生證、駕駛執照、
行車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身份證、公司行號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
件）
。每部機車只能申請一張識別證，並粘貼於機車前方醒目處。機
車識別證遺失、損毀重新申請時須重新繳交規費。大一新生不得申
請機車證。
案由五：擬修改「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五十三條，請審議。(事務組提)
說 明：1.為利校園腳踏車管理需要，擬修訂「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輛管理
辦法」第 53 條及增列 53 條之 1。
2.「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新舊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五)
決 議：條文修正後通過，條文修正如下：
原第五十三條改置於第五十二條
被拖離之腳踏車參個月以上未領回者，本校得以無主車輛處理。
增訂第五十三條
停放於校內之腳踏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律以廢棄腳踏車清除：
一、無把手者。
二、無騎乘坐墊且外觀老舊者。
三、兩輪缺一者。
四、輪胎破損嚴重者。
五、鏈條斷裂且鏽蝕嚴重者。
六、未貼有當年度之腳踏車識別證者。
七、其他依車輛之外觀，足以認定為不堪使用者。
腳踏車管理單位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廢棄車輛清理工作，但清理
前，應先於十五日前逐車張貼通知，車主若逾期未移置或撕毀通知
單者，管理單位一律以廢棄物處理。

案由六：擬修改「校園汽車停車收費要點」第三條，請審議。(駐警隊
提)
說 明：1.擬修改「校園汽車停車收費要點」第三條，說明如下：

(1)因常有教職員工於學年度中途離職、車子賣掉或是廠商因工期
結束等因素即不再使用車證而要求退費，但因管理辦法中規定
不得退費，常引起爭議。
(2)建議將條文中之「所繳規費概不退費」刪除。
原條文:
申請本校發行之各種識別證時，除須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輛
管理辦法」規定之資格外，另須繳交停車規費；所繳規費概不退費。
擬修改如下：
申請本校發行之各種識別證時，除須符合「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輛
管理辦法」規定之資格外，另須繳交停車規費。
決 議：條文修正後通過。
丙、臨時動議
一、校園死角如垃圾處理場、污水處理場、環校道路請增設巡邏點夜間加強
巡邏。(駐警隊提)
決議：同過。

附件三

94 學年度學生長時停車證分配表
舊生
光復校區
明細

博愛校區

申請人數

核發張數

申請人數

核發張數

博士班

３９９

２５７

４７

２１

碩士班

１２４

８０

２７

１２

大學部

７７

４９

類別

申請比例

約 0.64

約 0.44

新生
光復校區
明細

博愛校區

申請人數

核發張數

申請人數

核發張數

博士班

７６

５４

５

４

碩士班

８０

５７

８

６

類別

申請比例

約 0.71

約 0.75

附件五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
第 53 條及增列 53 條之 1，新舊條文對照表
新條文

舊條文

說明

第五十三條
前條被拖離之腳踏車參個月以上未
領回者，本校得以無主車輛處理。

第三十條
被拖離之腳踏車
參個月以上未領
回者，本校得以
無主車輛處理。

配合增訂 53 條
之 1 修正，以
資明確。

第五十三條之一
無
停放於校內之腳踏車，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一律以廢棄腳踏車清除：
一、無把手者。
二、無騎乘坐墊且外觀老舊者。
三、兩輪缺一者。
四、輪胎破損嚴重者。
五、鏈條斷裂且鏽蝕嚴重者。
六、其他依車輛之外觀，足以認定為
不堪使用者。
腳踏車管理單位(總務處事務組)每
年至少應進行一次廢棄車輛清理工
作，但清理前，應先於十五日前逐車
張貼通知，車主若逾期未移置或撕毀
通知單者，管理單位一律以廢棄物處
理。

1. 校 園 廢 棄
腳踏車之
認定標準。
2. 明 訂 腳 踏
車管理單
位(總務處
事務組)。
3. 廢 棄 腳 踏
車處理程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