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車輛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4年 04月 13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三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瑞祥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記錄：楊淑萍 

貳、 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學期(自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車輛通行證申請(含補發)， 

    汽車通行證 447張、機車通行證 1,223張。 

二、本學期(自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車輛場地費收入共 21萬 

    .8,383元、設備維修更新計支出 42萬 2,247元，至本(104)年 

    舉借之校務基金尚欠款 65萬 600元。 

三、.本學期(自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共取締違規車輛件數計 177 

    件。 

四、蘭潭校區機車道閘欄靠卡機已設置完成，機車進入停車場自 104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起，請以校園 IC 卡靠卡感應。 

五、校園內管制機車行駛係為維持校園安全與安寧之必要措施，亦為 

    保障師生之共同規範。機車如因(傷殘、公務)必需進入校園內， 

    請依相關程序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發給辨識車牌才能進入。 

六、校區內劃有紅線之路段、網狀區域及違規進入校園內之機車，為 

    取締重點，請師生依規定行駛及停放。 

七、校園內腳踏車架已陸續規劃設置，請師生依規定停放，勿隨意擺 

    放影響行的安全。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103學年度各單位、系(所)申請車輛公務通行證之名冊，提請

追認。 

說明：  

  一、各單位、系(所)依所需申請公務通行證之申請表，已依規定送 

      秘書室審核後，由車管會製發。 

  二、103學年度申請案件共 12個單位，總計核發共 234張。 

決議：追認通過。 



執行情形：案內通行證均已製發完成。 

決定：洽悉 

 

提案二 

案由：蘭潭校區機車第五停車場車位不足及食科館至廢液收集場路邊 

     停車妨礙交通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學生多次建議機車第五停車場因無法容納特定時段之大量機 

      車停放，因而造成違停及擋住車輛出、入之情況嚴重，請研議 

      解決停車位不足之方式。 

二、103年 10月已新增至園藝場辦公室旁機車停車格 93個車位及 

    開放路邊停車。 

決議：將於車輛閘道系統管制設置完成後，查實停車場停車狀況再行

檢討。 

執行情形： 

  一、依車管會決議辦理。 

  二、104年新增綜教前停車場人行步道變更為機車格共 100個車位。 

  三、持續追蹤軍方釋出土地時程。 

決定：洽悉 

 

提案三 

案由：室內汽車停車場的申請及車位選定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自 102學年度開始實施室內汽車停車場繳費選位，故(102

年 9月 1日至 103年 8月 31日止)申請時以抽籤方式選定使用

車位。 

二、103年 6月調查 103學年度室內停車位申請作業，則以原 102

學年度已選用並於 103學年度繼續申請者，保留原車位；未被

申請或退租之車位開放新申請人至駐警隊辦理選位登記(先到

先選)。 

三、依「停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若申請數量超過可停放車位則

以抽籤決定。 

四、擬請確定室內停車場的車位申請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以每學年度分校區、分停車場登記，並以一人一車位為限，申



請數沒超過車位時，保留原車位繼續使用；若申請數超過車位

數，則以重新抽籤決定，且先抽中者先選車位方式辦理。 

執行情形：依車管會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提案四 

案由：進修部辦理短期課程班別的收費標準，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3年 10月經主計室查核，希望本會提出明確收費方式。 

二、進修部辦理的許多計畫課程，上課的次數及周數不同，依「停

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短期訓練班--汽車(每月 100元)、機

車(每月 50元)的收費標準。 

三、擬修正汽車(每月 100元、二個月以上 250元、六個月以上 500

元)、機車(每月 50 元、一個月以上 100 元、六個月以上 200

元)的收費依據，提請 討論。 

決議：短期班汽、機車收費增加月份區分：汽車--3 個月內收費 100

元，3-6 個月收費 250 元，6 個月以上收費 500 元。機車--3

個月內收費 50元，3-6個月收費 100元，6個月以上收費 200

元。 

執行情形：依車管會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提案五 

案由：室內汽車停車場退費標準，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3年 11月經主計室查核，希望本會提出明確收費方式。 

二、現行通行證退費標準依據 98年 9月 8日行政會議決議施行 

      至今。 

三、自 102學年度起汽車停車位申請，分室內(4000元)與室外(500

元)不同的收費標準，而室內停車場退費標準尚未訂定。 

四、擬申請車位半年內准予退還費用，以剩餘月分每個月退還 300

元，使用超過半年則不予退費，為收費依據，提請討論。 

決議：各校區室內停車場退費標準： 

  一、學期中不使用車位退費標準--扣除行政處理費 1000元後，再 



      依剩餘月份比例退還費用。 

  二、學期中申請使用車位收費標準--扣除原申請通行證費用 500元 

      後，再按使用比例月份收費。 

執行情形：依車管會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提案六 

案由：機車可入校的身分別及管理，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現行可申請機車騎入校區身分如下： 

一、研究生只要申請即可於上班日 20:00~06:00，假日及寒暑假

18:00~06:00入校。 

二、車管會印製之 1.傷殘人員臨時入校證(黃色)-受傷或身體障

礙、2.執行公務臨時通行證(紅色)-臨時各項活動布置、布展

或公務所需、3.訪客臨時通行證(紫色)-校外廠商，以上視需

求至駐警隊辦理。 

決議：黃色臨時入校證及紅色公務臨時通行證之身分別維持不變，訪

客臨時通行證限以送便當之廠商為主，飲料業者不予申請，並

於 104學年度開始實施。 

執行情形：依車管會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提案七 

案由：擬修正車輛管理委員會各委員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行要點二、「本會置委員十八人，由總務長、學務長、進修

推廣部主任、軍訓室主任、事務組組長、駐警隊小隊長、各校

區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學生會會長)、進修部班聯會總幹事等

為當然委員，師範學院教師代表、農學院教師代表、生命科學

院教師代表、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代表、理工學院教師代表、管

理學院教師代表、職員代表、技工代表等組成……」。 

二、擬修正為「本會置委員十九人，由總務長、學務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軍訓組組長、生活輔導組組長、事務組組長、駐警隊

小隊長、蘭潭學生會會長、民雄學生會會長、新民學生會會長、

進修部學生會會長等為當然委員，師範學院教師代表、農學院



教師代表、生命科學院教師代表、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代表、理

工學院教師代表、管理學院教師代表、職員代表、技工代表等

組成……」。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學生部分：蘭潭學生會會長、民雄學生會會長、新民學生

會會長及進修部學生會會長等 4人，會長兩字修正為代表，並

由學生會自行推派代表。 

執行情形：依車管會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自 104學年度起，取消印製黏貼式機車通行證，提請討論。 

說明： 

一、機車通行證主要為檢查、辨識之用，本校已全面改以電子辨識

系統，故自 104學年度起，不再製發機車通行證。 

二、本校業於 104年 2月 1日完成所有校區機車出、入口閘欄機及 

    靠卡門禁管制設置，所有機車出入均需以校園 IC卡靠卡通行。 

  三、機車進入校區均需提出申請繳費，並於車輛管理系統完成建 

      檔，即能賦予各校區停車場出入口之權限。 

決議：自 104學年度起，取消印製黏貼式機車通行證。 

 

提案二 

案由：104學年度車輛通行證樣式與申請收費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4學年度汽車通行證之樣式草稿(附件一)，敬請票選。 

二、依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通行證申請與收費。 

三、申請期限內，教職員工申請通行證名冊及費用由本會造列，並

送請出納組依冊辦理薪資扣款。學生(舊生部分)於學期結束前

線上申請者，費用由 104學年度註冊繳費單之場地管理費一併

收取，但辦理就學貸款者不適用此收費方式。 

四、申請期限後，所有個人或班級申請者，依往例由各校區業務單

位(出納組、民雄總務分組、進修部總務組、新民聯合辦公室、

駐警隊、各校區警衛室)代收申辦。 

 



決議： 

一、104學年度通行證樣式經投票表決，由第二家廠商所提供編號 

      C款得票最高，獲選為 104學年度汽車通行證之樣式。 

  二、申請及繳費方式依往例辦理。 

 

提案三 

案由：車輛出入口閘欄機橫桿遭撞壞無法使用，需賠償公物，提請討 

      論。 

說明： 

一、邇來進入校區之部分車輛，因搶快不待完成靠卡及橫桿放下動 

      作，而撞壞橫桿，致無法使用必須更新。 

二、經詢價橫桿每支為新台幣 3300元、工資每次 500元，合計 3800 

      元，並繳入違規罰款項目由出納組代收。 

三、本校學生若不慎撞壞，因橫桿的回收再利用，故折半賠償收費， 

     每次撞壞橫桿賠償公物 2000元。並可以下列方式擇一賠償(一) 

     繳交賠款 2000元。(二)以工讀方式(104年 1小時基本時薪為 

     115元)在機車入口處舉牌宣導折抵。 

決議：撞壞閘欄機橫桿者不分身分別，必需賠償新台幣 2000元。惟 

      學生可依下列方式擇一賠償(一)賠償新台幣 2000元(二)於駐 

      警隊勞動服務 20小時折抵。 

 

提案四 

案由：本校廢棄腳踏車輛管理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車輛管理辦法規定-車輛長時間佔用車位(架)，經張貼 

    通知於車體明顯處，逾期仍未處理者，視同廢棄物清理。 

二、車輛管理委員會將不定期派員，於校園內清查無法使用之廢棄 

    腳踏車，張貼標示公告，並於一個月後請環安中心清理集中放 

    置。 

三、集中管理之腳踏車，由車輛管理委員會開放認領，並為有效管 

    理便於區分建檔，將提供免費貼紙，貼於腳踏車後輪弧上，以 

    玆識別。 

四、擬設置集中放置點為(蘭潭校區-變電站後空地、民雄校區-警 

    衛室後、新民校區-管院大樓前腳踏車停車場、林森校區-警衛 



    室後)，以隨時有效管理校園內之廢棄腳踏車輛。 

決議： 

  一、駐警隊在校園裡發現車輛長時間佔用車位(架)，經張貼通知且 

      1個月後逾期未處理者，送回保管場集中保管；經 2個月後車 

      主未前來領回，則開放認領。 

  二、為保障認領人之權益，每學年每人限認領 1次。 

 
伍、臨時動議 

提案人：總務處駐警隊 

案由：民雄校區新增人文館後側機車出、入口，取代原西側(藝術館)

機車出入口，提請討論。 

說明： 

一、民雄校區園西側(藝術館)機車停車場，因位置偏僻除發生多起

變態騷擾外，機車及財物失竊亦時有所聞。 

二、違規停放之車輛因阻擋而影響中和社區居民出入，不時遭住戶

電話或寫信至本校抗議。 

三、該處因道路彎曲與樹木叢生而影響行車視線，雖交通局設有標

線、標置警示，但也險象環生。 

四、經本處相關人員現場勘查後，擬於暑假另於人文館後側圍牆新

增一處出入口取代，並封閉原出入口。 

決議：新增人文館後側圍牆出、入口取代，並封閉原出、入口。 

 
陸、其他建議事項 

建議人：陳錦嫣委員(理工學院教師代表) 

事由：民眾辦理校園 IC卡時，須要跑很多單位後再送件至電算中心，

對一位不熟悉校園環境的人是很大的不便及困擾，是否可以有

同一窗口收件後傳遞至電算中心。 

決定：電算中心為校園 IC 卡的管理製發單位，所需申請作業流程，

將於其他會議時向電算中心提出建議。 

 

建議人：楊孟華委員(師範學院教師代表) 

事由：本校教職員工申請汽、機車時機車免費，部分學生反映申請汽、

機車時，是否機車也可以免費。 

決定：列入下次會議提案討論。 



建議人：朱銘斌先生 

事由：本校室內停車場停車位，常被未申請車位者佔用，甚有出國占

用無法移車，讓申請人權益受損，建請設置閘欄機管控進出。 

決定： 

一、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B1室內停車場，比照其他停車場管制 

    方式，增設閘欄機管控車輛進出。 

二、林森校區 B1室內停車場，因尚有一半以上車位未被認購，擬 

    擇期再討論。 

 

建議人：黃健華委員(進修部學生會代表) 

事由：校園內停車場監視器重點路段畫質是否可以清晰一些。 

決定： 

一、停車場監視器屬大面積監視範圍，無法涵蓋全部車輛，同學 

      如果認為鏡頭需要增加或角度需要調整，請逕至駐警隊反映。 

二、因機器老舊部分監視器畫質很差，經費許可下將編排汰舊換新。 

 

建議人：李明翰委員(新民學生會代表) 

事由：新民校區機車停車場因排水溝淤積容易積水，容易造成學生滑 

      倒等意外發生。 

決定：下雨天若發生積水影響行車，請先拍照並 Email告知駐警隊，

駐警隊再協同相關單位進行處理。 

 

建議人：王政偉(蘭潭學生會代表) 

事由：機車第四停車場動科系加工廠外，原本有劃停車格之後又刪

掉，目前是劃紅線，該處有白線又有紅線，不知此處是否可以

停車。 

決定： 

一、校區內畫紅線區域一律禁止停放車輛。 

二、畜牧場場區由牧場負責管理，如因車輛違規停放影響其車輛進    

出，本隊也會依規定前往開單告發。 

 
柒、散會 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