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本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修正原公告名稱「本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為「本校

安全管理事項及公共區域禁止行為」。 

二、 依據本校安全管制現況，酌修正部分條文，包括門禁規定、

禁止滑草、動物保護規定等。 

三、 增列禁用飛行器事項、本校步道使用規定、禁止行為由警衛

判定之其他事項，並明確駐衛警權責。 

辦 法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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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本校校區安全管理事項及公

共區域禁止行為 

本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

項 

依修正規定內容，酌修正

公告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安全管理事項: 

(一)晚上 11時至翌日上午 6

時不開放校外車輛進入校

園。 

一、校區門禁時間: 

(一)學園路校門：晚上 11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不開

放校外車輛進入校園。 

(二)一心路校門: 晚上 11

時至翌日上午 6時不開

放。 

配合體泳館營運上午門禁

時間修正為 6時，並將校

區門禁時間納入安全管理

事項。 

(二)校園開放空間公共區域，

開放校外人員自由參觀，

非經邀請不得私自進入建

築物內部。 

二、安全管理事項: 

(一)校園開放空間公共區域，

開放校外人員自由參觀，

非經邀請不得私自進入建

築物內部。 

項次調整。 

(三)學生家長及親友訪客，至

遲於晚上 11時前離去，

除特殊情形且經核准外，

不得留宿。 

(二)學生家長及親友訪客，至

遲於晚上 11時前離去，

除特殊情形且經核准外，

不得留宿。 

項次調整。 

(四)施工單位之工作人員留

宿，應於施工前將留宿人

員名單送交本校駐衛警察

隊備查。 

(三)施工單位之工作人員留

宿，應於施工前將留宿人

員名單送交本校駐衛警隊

備查。 

項次調整。 

(五)校區內公共空間辦理團體

或從事商業活動，應向本

校總務處保管組提出申請 

(五)於校區內公共空間辦理團

體活動或從事攝影、販售

等商業活動，應向本校總

務處保管組提出申請。 

酌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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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山區步道地形陡

峭，僅適合晴朗日間使

用，務請小心慢行，並應

自負安全責任。 

 增列本校步道使用規定。 

二、除依前條第五項規定申請

許可，本校公共區域禁止

行為如下： 

(一)露營、滑草或使用明火

(例如烤肉、瓦斯爐烹

煮、營火、施放爆竹煙火

等)。 

二、安全管理事項: 

(四)校園內禁止露營、烤肉或

從事任何體育活動、舉辦

團體活動，並不得隨意亂

丟垃圾、攜帶寵物進入。 

一、禁止烤肉事項酌修正

為使用明火，並舉明

例。 

二、原鷺鷥草原禁止滑草

事項入法。 

三、亂丟垃圾於廢棄物清

理法已有規定，爰刪

除。 

(二) 攜帶寵物未以繩或鍊圈

束、餵食動物(含野生動

物)或放養動(植)物。 

 參照動物及野生動物保護

法修正禁止事項。 

(三)使用空拍機、遙控飛機等

飛行設備。 

 增列禁用飛行器事項。 

(六)其他經本校警衛人員(含

駐衛警察及保全人員)認

定有妨礙他人(含本校)權

益或妨害公共秩序、公共

安全或善良風俗之行為。 

 增列禁止行為由警衛人員

判定之其他事項。 

三、本校警衛人員得制止違

反安全管理事項、從事禁

止行為或未經許可之活動

者，不聽規勸者，本校駐

衛警得協請警察單位協

處。 

一、安全管理事項: 

(六)前項未經申請許可之活

動，如經發現，本校駐衛

警隊得要求相關人員立即

停止。 

 

明確警衛人員權責及增列

請警察單位協處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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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公告(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附件： 

 

 

主旨：為維護校園安全，公告本校校區安全管理事項及公共區域禁止

行為。 

依據：依據本校 111 學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安全管理事項: 

(一) 晚上 11時至翌日上午 6 時不開放校外車輛進入校園。 

(二) 校園開放空間公共區域，開放校外人員自由參觀，非經邀

請不得私自進入建築物內部。 

(三) 學生家長及親友訪客，至遲於晚上 11 時前離去，除特殊

情形且經核准外，不得留宿。 

(四) 施工單位之工作人員留宿，應於施工前將留宿人員名單送

交本校駐衛警察隊備查。 

(五) 校區內公共空間辦理團體或從事商業活動，應向本校總務

處保管組提出申請。 

(六) 本校山區步道地形陡峭，僅適合晴朗日間使用，務請小心

慢行，並應自負安全責任。 

(七) 校區各建物至遲於晚上 11 時設定門禁警報，人員並立即

離去；因演出或實務需要留校者，應事先向駐衛警察隊報

備。 

二、 除依前條第五項規定申請許可，本校公共區域禁止行為如下： 

（一） 露營、滑草或使用明火(例如烤肉、瓦斯爐烹煮、營火、

爆竹煙火等)。 

印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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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攜帶寵物未以繩或鍊圈束、餵食動物(含野生動物)或放

養動(植)物。 

（三） 使用空拍機、遙控飛機等飛行設備。 

（四） 其他經本校警衛人員(含駐衛警察及保全人員)認定有

妨礙他人(含本校)權益或妨害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善

良風俗之行為。 

三、 本校警衛人員得制止違反安全管理事項、從事禁止行為或未

經許可之活動者，不聽規勸者，本校警衛人員得協請警察單

位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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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2月7日

總務處事務組

 為修正「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及「公告本

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簽請鑒核。

 

依據「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公告本校

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及本校111年11月28日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主管會報會決議事項辦理。

檢陳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單二份(附件1、
4)、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二份(附件2、5)、「汽機車管理

暨違規處理辦法」(修正草案)(附件3)及公告本校校區門禁

及安全管理事項(修正稿)各乙份(附件6)。
本校112年起將新增機車出入之車牌辨識系統，並為維持

校內交通秩序及有效管制，爰修正「本校汽機車管理暨

違規處理辦法」部分條文。

本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於101年5月23日公告(附件

7)，迄今已逾10年，有必要依現況酌予修正，並已依說明

一主管會報決議再修潤文字。

 奉核後，請秘書室協助將前揭二提案排入校務會議審

議。

會辦單位：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40701/ / /
保存年限： 05年

第1頁，共2頁

111100515330-7



校長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第2頁，共2頁

111/12/07 09:30:54

事 務 組
組 長馬傳宗    

111/12/07 12:20:11

總 務 處
副總務長林宏源    

111/12/07 14:50:52

總 務 處
總 務 長莊政典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12/07 15:14:29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1/12/07 15:18:04

秘 書 室
秘 書吳淑鈴 

代

111/12/07 18:02:42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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