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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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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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於椰林大道取締違規超速行駛，計 515 件，其中計程車 180 件

佔 35％、廠商 118 件佔 23％、洽公及訪客 149 件佔 29％、本校教職員工生 68 件佔

13％，依上述統計，以校外人士入校違規比例較高佔 87％之多。

校園安全
重 點 工 作 12

於校園內設巡邏感應點

校園汽車超速行駛取締 校園違規停車取締加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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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校園救災事項

3 月 28 日 16 時 50 分許，電機一館 306 室火警，黃耀南隊員、王讀鑫隊員等 2

人協助救災。

7 月 20 日 23 時 30 分許，基隆路 3 段 30 巷 5 弄 9 號宿舍火警，林志強隊員、

黃耀南隊員等 2 人協助救災。

12-4 危害排除

校園內摘除蜂窩及捕獲蛇類，104 年計摘除蜂窩 73 件、捕獲蛇類 7 件。

統計 104 年度於校園取締違規停車，計 185 件，其中計程車 9 件佔 5％、廠商

29 件佔 16％、洽公及訪客 110 件佔 59％、本校教職員工生 37 件佔 20％。

對於違規車輛，皆建檔列管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累計校園違規超速次數

2 次 ( 含 ) 以上者，每次裁罰 500 元。違規停放、超速車輛，累計校園違規次數 3 次

( 含 ) 以上者，每次裁罰 500 元。

3 月 28 日電機一館 306 室火警 7 月 20 日基隆路 3 段 30 巷 5 弄 9 號宿舍火警

4 月 14 日摘除藝術史所虎頭蜂窩 4 月 29 日電機二館捕獲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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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電話加監視器監視系統畫面 

12-5 整合校園公共區域監視系統

駐警隊和事務組十多年來在公共區域分別陸續建置緊急電話及監視器，管理單

位分散，又經評估後，校園內有些角落也需要裝設監視器以提升安全，因此駐警隊

計畫於設立新的監視系統時，一併整合原有緊急電話及監視器，以便完全掌握校園

各處狀況。

本項工程由營繕組代辦，102 年 11 月完成技服採購，經過多次設計審查及駐警

隊現勘，並徵詢警察機關對設置點之意見。於 103 年 10 月完成該工程之採購，104

年 5 月工程施工完成，104 年 6 月 25 日辦理驗收完成，進入 5 年全責維護階段。

本次工程總計新設 132 支校園道路安全監視攝影機、整合原舊有 275 支攝影機，

透過校區內既有有線網路或無線網路，將設置於各區之網路攝影機影像回傳至中控

室，平時可針對實際需求，做統合管路，並可藉由影像來管理校區內車輛進出管制、

道路監控、及校園安全維護。

校園內 38 處原有緊急求救電話，原本只能與駐警隊連線通話，亦於本次工程

中增設錄影錄音之功能。發生突發事件有人需要求援時，按下緊急電話，不但能和

駐警隊通話、駐警隊更可直接看到現場畫面，有助於判斷狀況、提供支援協助。

駐警隊值班台監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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