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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
重 點 工 作12

12-1 執行校園安全維護

駐衛警察隊為確保校產及個人財物安全，除日夜間積極執行校園巡邏及巡護防

竊勤務外，並加強宣導各單位作好門禁管制工作及個人財物之保管，共同維護校園

安全。( 統計 105 年查獲竊嫌 8 人 )

12-2 維護校園交通安全

駐衛警察隊持續執行校園車輛違規取締工作，尤以校園行車速限，籲請全校師

生共同配合校方規定，共同維護校園交通安全及觀瞻。

統計 105 年度於椰林大道取締違規超速行駛，計 190 件，其中計程車 58 件佔

31％、廠商 57 件佔 30％、洽公及訪客 58 件佔 31％、本校教職員工生 17 件佔 8％，

依上述統計，以校外人士入校違規比例較高佔 92％之多。

對於違規超速車輛，皆建檔列管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累計校園違規次數

2 次 ( 含 ) 以上者，每次裁罰 500 元。

統計 105 年度於校園取締違規停車，計 137 件，其中計程車 4 件佔 3%、廠商

23 件佔 17%、洽公及訪客 81 件佔 59%、本校教職員工 8 件佔 6%、學生佔 21 件佔

15%。

對於違規停放車輛，皆建檔列管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累計校園違規次數

3 次 ( 含 ) 以上者，每次裁罰 500 元。

於校園內設巡邏感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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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校園救災事項

1 月 2 日 1 時 35 分許，中非大樓

206 室火警，賈輔華隊員、劉振雄隊員、

郭芳祥等 3 人協助救災。

1 月 3 日 14 時 55 分 許，1 號 館

L03 室火警，顏田誠隊員、林志強隊員、

王讀鑫隊員等 3 人協助救災。

2 月 12 日 9 時 35 分許，化工系

102 室火警，顏田誠隊員、林志強隊員、

黃宗榮隊員等 3 人協助救災。

5 月 7 日 13 時 33 分許，凝態中心

110 室有毐氣體外洩，許安北小隊長、

石世杰隊員、劉昆霖隊員、高燦池小隊

長、顏田誠隊員、王俊陽隊員等 6 人協

助救災。

7 月 11 日 07 時 55 分許，生機系

301 室置物櫃物品悶燒火警，楊圳哲隊

員、石世杰隊員等 2 人協助救災。

10 月 12 日 23 時 15 分許，水源校

區修齊會館 968 室，電線走火引發火

警，林誌緯隊員協助救災。

1 月 2 日中非大樓 206 室火警

5 月 7 日凝態中心 110 室有毒氣體外洩

校園汽車超速行駛取締 校園違規停車取締加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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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危害排除

校園內摘除蜂窩及捕獲蛇類，105 年計摘除蜂窩 67 件、捕獲蛇類 3 件。

12-5 緊急電話全面改為藍光標示

自 5 月起，校園內 37 處緊急求

救電話，由營繕組協助更換為藍色 

LED 燈光。根據眼科醫師的說法，

色盲人口中，紅綠為多，藍色盲少，

因此藍色警示燈之辨識度會較高。如

果使用夠亮的藍燈，色盲者仍然看

得到，但色調可能有些偏移，因此，

緊急電話全面更換為藍光標示，比

起原來的紅色燈光，更顯目而且容

易辨識。

此外，校園裡的緊急電話在去

年 6 月完成了設備更新，從話筒改

成對講機，只要按下按鈕就可以直

接和駐警隊通話了！而且還增加了

錄音錄影的功能，緊急電話旁邊都

設有攝影機，駐警隊可以直接看到

現場的狀況，有助於判斷狀況、提

供支援協助。

1 月 13 日摘除太極池旁樹上虎頭蜂窩 5 月 20 日農場捕獲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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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緊急求救 APP - NTUHELPER

臺大校園很大，發生緊急事故時，

人員想求救但常常說不清楚自己的所

在位置、也不一定知道駐警隊的電話，

可能延誤救援時間。為提升師生的人

身安全，校長指示開發緊急求救 APP，

並希望每位學生都應該安裝，以備不時

之需。於是自 7 月起，由計資中心協

助開發智慧型手機專用的 APP，在發

出求救訊號時，APP 可自行將 GPS 座

標傳送給駐警隊，同時也可以同步和駐

警隊通話，讓駐警隊第一時間掌握事件

狀況。計資中心利用臺大校園地圖網

站現有的畫面和程式，製作報案管理

端的應用程式，一旦有人使用緊急求

救 APP 並按下「SOS」，駐警隊的值班

台電腦立刻發出警報聲、並以臺大校園

地圖套疊顯示求救者的發訊位置、建物

名稱、以及發訊者的姓名和連絡電話，

同時 APP 也會自動發簡訊，通知發訊

者的緊急連絡人。

APP 程式於 11 月初提送 APPLE 

SOTRE 和   GOOGLE PLAY 審 查，

APPLE STORE 要求修改了三次才允許

上架，因此延至 11 月底 APP 才全部

上架，從 APPLE SOTRE 和 GOOGLE 

PLAY  搜尋 「NTUHELPER」即可下載

安裝。截至年底 NTUHELPER 仍在進

行優化及測試，預計更新版發佈後才會

向全校師生宣導，屆時將可協師生於緊

急狀況時迅速尋求協助。

計資中心工程師和駐警隊、徐副總
說明 APP 開發情形

工程師展示求救簡訊內容

NTUHELPER 畫面，按 SOS 立即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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