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 109 年度校園空間安全調查統計分析
一、說明：109 年度校園空間安全調查透過 Google 表單實施調查共 353
位師生填答，調查重點：財物失竊、交通安全、廁所門縫及對校
園空間安全設施建議等，期望藉由調查結果了解校園安全現況，
做為改善校園空間安全的依據。
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一）校園失竊：本校師生於 109 年度曾經失竊比例達 4.2％。
（二）交通安全：109 年度發生交通事故比例達 8.2％。
（三）廁所門縫：認為門縫間隙過大有遭偷拍疑慮者 11.7％。
（四）校園空間安全設施建議：歸類如下 1.防止廁所偷拍、2.加裝監
視系統、3.汽機車動線規劃、4.燈光照明、5.吸菸區、6.路面
雨天溼滑、7.交通設施、8.宿舍設施、9.其他等。
三、問卷填答結果分析：
（一）財物失竊：
1.失竊地點：以圖書館 3 件最多、其次機械系館 2、其餘法學院
博班的櫃子、六號排球場、行政大樓、校門口停車場、文學院、
學士班宿舍交誼廳、宿舍區、活動中心停車場、學園餐廳、資
訊處各 1 件。
2.失竊物品以腳踏車 7 件(文學院失竊腳踏車後來在碩博宿舍找
到)為最大宗、其餘物品如下：USB 隨身碟 2、小六法 1、保溫
瓶 1、鴨舌帽 1、拖把 1、腳踏車鎖 1、學餐 50 元 1、腳踏車手
電筒 1，大多屬個人隨身物品。
3.失竊物品仍以腳踏車最多，主要原因大多為車主未上鎖，且有
失而復得者，顯見係貪圖方便而將他人腳踏車騎走，雖屬無心
仍有法律責任，將持續加強宣導；個人隨身物品失竊，大多因
個人疏忽活動後未帶走以致遺失而非失竊；另校園內近年金錢
失竊，大多為外人(慣竊)入侵，且都發生在教學大樓辦公室或
教師研究室內，通常因失竊者缺乏警覺，認為校園很安全應該
不會被偷，而將個人財物放在辦公處所，讓竊嫌有機可趁，殊
不知常有慣竊犯案場域以校園為主，因為竊者認為學校師生與
環境相對單純容易得逞。
（二）交通安全：
1.事故地點大多在學校週邊，尤其以大吃市周邊及大學路最多，
就學安組協助處理交通事故及調查發現，事故主因依序車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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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遭違規車輛追撞、轉彎或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分心造成、
未遵守交通號誌管制、天雨路滑視線不佳、未讓直行車先行、
未保持安全距離、精神不濟、路況不熟、車況有問題…等；由
肇事主因可知，車禍原因不外乎缺乏防禦(衛)駕駛觀念、不遵
守交通號誌及行車速率管制、未保持安全距離…等原因所致。
2.交通事故向為本校師生意外事故最高比例者，學生使用的交通
工具以機車為主；由肇事主因可知多數車禍係因駕駛人缺乏防
禦(衛)駕駛與安全駕駛觀念疏忽所致，否則應可避免事故發
生，爾後交通安全教育須持續加強宣導「防禦(衛)駕駛與安全
駕駛」觀念。
3.將持續利用新生活動週「學生安全教育」加強交通事故案例宣
導，平時亦不定期製作「學生安全通報」提醒，並請各系所協
助加強宣導，若導師也能配合利用課堂協助宣導應有助交通事
故之降低。
4.學生發生交通事故時，90％表示不曾向學校尋求協助，多數認
為已報警、怕麻煩、事故輕微、自己可以處理…等因素而未尋
求協助；其中有 10.9％表示不知道求助管道，本組將持續加強
宣導讓師生知悉。
（三）廁所門縫間隙有 11.7％表示有遭偷拍疑慮，地點有圖書館、法
學院 3 樓以上男廁、社科院 1、2 樓女廁、研究生宿舍、共同教
室、資訊處、語言中心…等 16 處；廁所門縫間隙問題，雖已逐
年檢視改善，至今仍有未盡完善之處，建議爾後施作時應注意
廁所門板距地面的高度，或對目前有疑慮之處加裝隔板用擋板
隔住。
（四）校園空間安全設施建議共 199 則，意見歸納如下：
1.防止廁所偷拍：全面檢視門縫間隙，為求如廁的安心，將縫隙
用隔板擋住也許比較好，也可在廁所外面加裝監視器。
2.監視系統：公共區域、汽機車停車場、廁所出入口、宿舍走廊
等處應加裝攝影器材；另夜間警衛人員增加巡邏次數，尤其是
僻靜處。
3.汽機車動線規劃：校園內部分地區如公車亭對面，建議拆除分
隔島取消車種分流改為車向分流，及加強管制電動車出入。
4.燈光照明：校園內照明可以再增設，局部地區昏暗處加強照明
設施，尤其是法學院至東側門路段(修德路)、圖書館後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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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徑及學生宿舍通往田徑場之小步徑。
5.吸菸區：吸菸區不要設在圖書館停車場出口附近，該處人流眾
多常聞到煙味。
6.路面雨天溼滑：校園內落葉及部分地區易長青苔雨天濕滑。
7.交通設施：校園內多處路面不平、減速坡過多、道路人車分流
設計不良、機車停車場出入口位於路口如遇紅燈易回堵、活動
中心前十字路口，右轉車與直行腳踏車動線交織，建議打除分
隔島取消車種分流改為車向分流。
8.宿舍設施：研究生宿舍(B、C、D 棟)男宿皆未設置男用小便斗，
易造成尿液溢散致地板濕滑，增加如廁時的風險。
9.其他：希望宿舍的門禁更嚴格、針對高樓處加裝防護措施、夜
間系館門禁控制人員出入、校園流浪犬吠叫。
10.建議事項詳細統計彙整如 P.5-9。
四、校園安全設施改善計畫：
(一) 目前本校已向教育部提出「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備
補助」計畫，經費總額計 1,165 萬 6,577 元，向教育部申請補(捐)
助金額：582 萬 8,235 元，本校自籌款：582 萬 8,342 元，主要
用在防墜設備設置、照明設備及監視設備改善，待教育部核撥
經費，實際施作即可有效提升本校整體校園安全設施。
(二)其他建議或亟待改善事項，將請相關業管單位視經費預算狀況，
逐次檢討改進，使校園安全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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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校園空間安全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一、問卷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調查方式：透過 Google 表單填寫調查；回收
問卷：354 份（教職員：47 份 13.3%、學生：307 份 86.7%；男性：149 份
42.1%、女性：205 份 57.9%）。
二、問卷內容及統計如下：
第一題：請問您今年是否曾經在校內發生財物失竊？（回答「否」者，請直接填寫第 3 題）
作答
人數
比例
備註
選項
是

15

4.2%

否

338

95.8%

未填

1

0%

第二題：接上題請問您失竊的地點及財物為何？
失竊人數 15 人
失竊地點

財物

圖書館 3、機械系館 2、法學院博班的 小六法 1、保溫瓶 1、鴨舌帽 1、腳踏車 7、USB 隨
櫃子 1、六號排球場 1、行政大樓 1、校 身碟 2、拖把 1、腳踏車鎖 1、學餐 50 元 1、腳踏
門口停車場 1、文學院(腳踏車後來在碩 車手電筒 1
博宿舍找到)1、學士班宿舍交誼廳 1、
宿舍區 1、活動中心停車場 1、學園餐
廳 1、資訊處 1
第三題：請問您今年是否曾經發生交通事故？事故地點？
作答
選項

人數

是

29

否

321

未填

4

比例

備註

8.2% 大吃街、神農路十字路口(全家便利商店神農店附近)、西北側
門門口、納米漆彈場前小路 2、納米看板出口，往體育館的那
條路、大學路、在高雄住家附近、雲林、校門口大學路、苗栗、
90.7%
正大路、碩博宿舍停車場、火車站附近、大吃 7-11 前、接近
中正駕訓班入口處、文化路、台南、往民雄的馬路轉彎處、東
1.1% 側門

第四題：接上題發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交通工具
車速過快
遭違規車輛追撞
轉彎或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
分心造成
未遵守交通號誌管制

人數 比例

備註

5 人 13.5% 其他原因如下：
3 人 8.1% 對方違規、天雨路滑視線不佳 2、道路積水土石
滿地、雨後泥滑打滑、地板長滿青苔缺乏清潔且
3 人 8.1%
路面裂痕導致意外打滑、對方於快車道直接右
2 人 5.4% 轉、擦撞、遭倒車車輛擦撞、中正大學的道路設
2 人 5.4% 計有夠爛，爛透爛到炸。做那麼爛的設計都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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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角然後還種一堆樹在路口、行人因為急著過馬路
1 人 2.7% 所以一綠燈就用衝的，我是綠燈左轉的機車、路
況不熟 車況有問題、對方違規跨線沒打方向
1 人 2.7%
燈、十字路口的旁邊衝出一台車、下雨天被後方
車輛逼車，打滑後自摔、1.路人突然衝出來 2.
坡度太陡 3.路面不平、路面不平整+太小（來車
19 人 51.4% 車速過快、路旁農田泥土因雨水吹刷堆積道路
中，車速 40 但無法有效煞車!而導致滑行、等紅
燈時被 TOYOTA 小客車正面撞擊機車車尾

未讓直行車先行

1人

未保持安全距離
精神不濟

其他

第五題：發生交通事故時，是否曾向學校尋求協助？
選項
人數
比例
是

7

10.0%

否

63

90.0%

第六題：未向學校尋求協助的原因？
原因
人數 比例
怕麻煩

6

13.0%

事故輕微

21

45.7%

不知道求助管道

5

10.9%

認為自己可以處
理

16

34.8%

其他

13

28.3%

備考

其他原因

已報警處理 3、給了一堆改善方式到最後也是不
了了之，感覺給意見的意義也是在浪費時間
啦、覺得與學校無關 2、距離太遠、暑假期間、
覺得丟臉

第七題：請問您在校園內使用的廁所，門縫間隙是否有遭偷拍的疑慮？
選項
人數
比例
有遭偷拍疑慮的地點
1.地點：法學院 3 樓(含)以上男廁 6、共教 2、創新
大樓 1 樓、圖書館 11、語言中心 2、大禮堂、社
是
40
11.7% 科院(1、2 樓女廁)5、學生宿舍 3、宿舍寢室通風
小窗、工學院一館地下室靠近電機系電梯的廁
所，有一間裡面有玻璃窗靠在外牆，從工學院一
館外面有心的話是能夠直接看到裡面、很多廁所
縫隙都很大、校園內絕大多數的廁所、活動中心、
碩博宿舍廁所，設備老舊，門不易扣緊、資訊處
否
301
88.3% 2、電機館 021B 會議室前面男廁。
2.建議：門可以做到底嗎、碩士宿舍廁所老舊，廁
所塑膠門和淋雨間塑膠門上下皆有很大的縫隙
八、請問您對本校校園空間安全設施有何建議?
項次
建議事項
地點
一
防止廁所偷拍
1. 檢視校內所有廁所門板距地面的高度，加裝隔板防止偷
拍；廁所下方空隙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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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裝監視系統

三

汽機車動線規
劃

四

燈光照明

2. 門板的下面要堵住，上面也要夠高，還有監視器
3. 盡量將門縫還有隔層縫用擋板隔住，因社科院並非每層皆
有監視器。為求如廁的安心，將縫隙用隔板擋住也許比較
好
4. 眾多廁所門縫過大，研究生宿舍也是！讓人很沒有安全
感，上廁所心驚膽顫，請加強門禁管制，廁所設備更新改
善！
5. 法學院 3 樓以上馬桶門關上都有縫隙 這輩子第一次來中
正法學院上大號就被從縫隙看 我以為這是中正人嗜好,
真噁,反觀 2 樓廁所正常無縫隙,很有隱私。
6. 雖然沒遇過廁所偷拍，但或許可以在廁所外設立監視器
吧。監視器現在不是一支兩三千很便宜，可以多裝
1. 應該加裝攝影器材(5 人)及警衛人員巡邏(4 人)
2. 監視器不足或失修；監視器太少，亦無夜視功能
3. 增設緊急鈴跟監視器 巡邏次數增加(4 人)
4. 廁所出入口外架設監視攝影機、大學部宿舍走道架設監視
攝影機、各機車停車場架設監視錄影機
5. 增加宿舍內走廊監視器、宿舍門口監視器（以防不明人士
進入）
6. 腳踏車失竊問題依舊嚴重，建議增加監視器較容易找出犯
人
7. 停車場監視器多裝幾支越多越好
8. 法學院通往學人宿舍停車場的路燈及監視器希望能增加。
9. 校園後面法學院希望能加強巡邏
10. 緊急聯絡電話的功能是否正常
1. 在校內公車亭附近的廣場，腳踏車與汽車的行車動線須再
改進，以免容易發生車禍。
2. 建議校園應該管制有車牌的機車和電動車出入
1. 創新大樓往東側門停車場的路上，燈光較於昏暗，需多設
置路燈以增加照明。
2. 校園內太暗了；燈可以多一點(13 人)
3. 晚上應該都要有感應燈 有時下班外面一片漆黑 尤其寒暑
假都沒人很可怕
4. 停車場的燈光昏暗，雜草高，走廊有部分垃圾集中處燈光
昏暗，人行穿越道的視野狹小路樹過多遮擋視線
5. 校園路上照明可以增設(11 人)；局部昏暗處加強照明設
施！(例如各系館往宿舍區或是往大門口的路段)夜晚時太
暗，建議可以多設置路燈)
6. 共教奇奇的屋那條路晚上即使有小燈還是很暗，希望加裝
路燈；共同教室附近晚上太暗。有些地方路燈一直都是故
障(2 人)
7. 共教外面的燈 6 點之後，應該還是要開一下，不然六點下
課外面全黑看不到人跟路
8. 共同教室廁所女廁偏暗
9. 希望從宿舍通往員生社的路上可以安裝路燈(5 人)；員生
社至 B 棟宿舍的馬路之間的路燈有時晚上不會亮，但有些
6

學生晚上練球或跑步皆會經過此路線，路段偏僻且全暗，
恐有安全疑慮，建議至少提供穩定照明環境；網球場至宿
舍區、碩博宿舍到大學宿舍的道路昏暗；宿舍往體育館方
向路燈可加設；回宿舍的路加強夜間照明
10. 希望好漢坡那條能有路燈，晚上走那真的有點暗(3 人)
11. 有些地點路燈設置不足；有些路段夜間燈光照明不足(5
人)
12. 有些路燈壞了，晚上騎腳踏車會有安全的疑慮；許多路燈
應該多加注意是否有壞，尤其是緊急電話前的路燈，晚上
應更加嚴謹管制人員進出(2 人)
13. 路燈壞掉也請儘速修理
14. 部分地點晚上燈光不足，可能會有安全疑慮，且校園內曾
目擊蛇出沒，若是在晚上燈光不足的情況下，有可能踩到
蛇
15. 陰暗處的路燈多一點；燈光照明不足；每次自己一個人走
的時候都覺得很恐怖(3 人)
16. 從圖書館後方途經觀陽小路到停車場的路燈於晚間時段
能否保持常亮!並加強(3 人)、路燈燈光太暗（例如：圖書
館前方空地）；圖書館到體育場的燈希望修好
17. 從致遠樓到大門口警衛室的路上，希望可以加裝路燈，晚
上很暗
18. 體育館和理學院中間道路局部區域夜間沒有照明，容易發
生危險；圖書小徑、地科館小路，路燈可以再明亮一點(2
人)
19. 希望操場的路燈可以和校園內的其他路燈開啟時間同步
20. 地下樓層白天的時候可以開小燈，不然太暗了
21. 機械館廁所燈需要亮一點
22. 路燈可以在多一點，如法學院後門晚上非常黑非常暗；晚
上很暗，法學院為什麼要五點就關門有的課明明到六點(2
人)
23. (1)校園太暗。(2)從社科院到 e 棟宿舍路上太暗(全家對
面的停車場、旁邊的影印店門口停車場、從停車場到 e 棟
的路上都太暗，且太少監視器。(3)從社科院到勞工系、心
理系的走廊廁所常態性都太暗。社科院(1 館)北側外面通
道燈壞掉
24. 電通館近大禮堂側之馬路，晚上燈光不夠明亮；大禮堂前
兩側小路也是
25. 工學院往東側門的人行道夜間很黑，希望可以多開點燈
26. 創新大樓至學人宿舍, 法學院門外靠近後山一路,多處路
段路燈不足，夜晚視線昏暗不明 ,望改善(2 人)
27. 管理學院四樓靠近 441 教室的走廊有時候很暗，晚上常會
有人在 429 教室討論也會使用到 441 旁的廁所，覺得那邊
晚上 6-22 點可以保持亮度。
28. 法學院有很多學生都會讀比較晚，建議在法學院外面道路
能多開點燈
29. 法學院正門腳踏車及汽車停車場燈光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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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法學院至學人宿舍全家商店路段晚間黑暗無充足照明，有
安全疑慮(5 人)；提升系館(戰國所)至東側門路上的安全
性例如增設路燈
31. 路燈亮一點，尤其是東側門停車場，沒有遮雨棚那一區完
全沒有燈，晚上牽車的時候很暗只能自己打燈(2 人)
32. 體育館北側(靠健走步道)的大路，夜間時因無充足的路燈
而導致無法看清路面
33. 冬天五點多就天黑，但校內靠近法學院及共教的部分幾乎
沒有燈很危險，看不清楚周圍
34. 要加強照明！宿舍到研究所宿舍，往體育館那條路，常常
晚上都沒有開燈；路燈可不可以多一點，宿舍往體育館那
方向(5 人)
35. 學校致遠樓往宿舍的路燈都不會亮
36. 創新育成中心往學士班宿舍路段夜晚過於昏暗，可能形成
校園死角，建議於該路段增設路燈。
37. 可以多一點路燈嗎？晚上從宿舍到鳳凰大道那條路好
黑，超可怕的
38. 大學路右轉至學校球場、田徑場停車場路段，照明不足且
道路兩旁雜草過長，建議改善增加學生行駛時的安全性；
覺得去體育館的路上（校外可以騎機車的那條）可以多設
一點路燈 不然晚上騎都好黑好可怕(4 人)
39. 加強行人穿越道上夜間照明
40. 有部分路燈太亮，會造成照明反效果
41. 校園內的燈改為 LED(明亮且省電)2 人
42. 路燈可改用較為白光的燈泡，昏黃的燈炮有時還是會造成
視線上的死角 2
43. 各系館往宿舍區或是往大門口的路段夜晚時太暗，建議可
以多設置路燈
44. 廁所隔間內照明不佳，容易沒有看到水漬滑倒
45. 位於學人宿舍旁的機車停車場，後半段毫無燈光!晚上牽
車有安全疑慮
雖然覺得這或許跟校安無關，但還是想建議&麻煩呈報給相關
單位。吸菸區可否不要設在圖書館停車場？那裡人來人往，人
流量大，也不是校園內的偏僻空間，每次路過都會聞到濃濃煙
味真的很崩潰！謝謝。
行政大樓後棟往共教大樓方向出口的戶外通道容易生長青
苔，在雨季很容易滑倒
1. 自行車道規劃爛透。在路口的樹最好都砍掉，等撞到人飛
起來再動作根本沒屁用。
2. 機車停車場設在路口根本亂來，全部都堵在路口是什麼招
式。
3. 腳踏車道設計跟汽車容易打結的，希望改善
4. 中正大門口警衛室(大學路 1 段這個)旁有些許汽車停車的
場地(進入校園這側)，第 2 支路燈，螺絲突起很多，很多
腳踏車和行人會經過此處，是否可以改善，裝螺絲套等等。
5. 校園內減速波太多了，還有創新大樓機車停車場那邊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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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夠小
6. 活動中心前十字路口，右轉車與直行腳踏車動線交織，建
議打除分隔島取消車種分流改為車向分流
7. 校內每個地方的柏油路都非常不平，下坡時十分危險
8. 校門口腳踏車往機車停車場，常常直接左轉十分危險
9. 拆除快慢車道間分隔島並除去交叉路口處植栽樹木
10. 請車輛(電動車、腳踏車)不得已而逆行時，車速不要過
快。特別是晚上時，過馬路有視線死角
11. 對機動車輛 嚴格限速 執法 並廣設監視裝置
12. 校園內車輛(有內部教職員也有外部人員)行車速度有的
過快非常危險應加強宣導改善屢勸不聽者應取消其校園內
行車權利
13. 活中公車站對面，形同會慢車道分離（汽車跟腳踏車）就
問你們在外面開車可以從快車道直接右轉？那個設計明顯
有問題嘛是要等有人被撞了才要改？且校園內汽車的車速
也該實際控管吧媽的都開有夠快喔
14. 中吃晚上閃紅燈那條很危險 應該改成紅綠燈
1. 研究所男生宿舍沒有小便斗，外溢的尿漬可能增加如廁時
的風險(3 人)
2. 碩博生宿舍(B、C、D 棟)男宿皆未設置男用小便斗，易造
成尿液溢散致地板濕滑，增加如廁時的風險！
1. 學校內黑暗的角落過多，既使有警衛定時巡邏仍然不足。
學校要加強的應該是無時無刻的安心，而不是出事後的緊
急處理機制
2. 研究生停車場位置很偏僻又很少人，應多留意此地點！
3. 校园网路非常不安全，随便都能将全校各资外泄，害我们
家一直收到诈骗电话，学校可以再夸张一点，看你们能赔
多少
4. 狗狗問題，會吠叫
5. 負責夜間校園安全的 11111 聯絡人不專業，回報問題僅叫
通報人自行確認問題是否存在，態度非常消極
6. 我在學校外大吃 711 曾遭偷拍且跟蹤回家的事件，有打給
警察想要報案，但因為跟蹤及偷拍是模糊沒有明確規範
的，警察請我日後自行注意或要留下證據，但當下已經很
慌張沒有注意證據，希望學校之後的巡邏車可以多巡視有
關學校附近的區域，謝謝～
7. 希望宿舍的門禁更嚴格
8. 腳踏車進行登記制
9. 很多廁所的門都壞掉了，根本鎖不起來。
10. 針對高樓處請加裝防護措施，避免學生遊蕩閒晃
11. 電通館的教室和廁所重新裝潢，設立多一點垃圾桶
12. 緊急電話多設顯眼區
13. 定期檢查監視系統是否有問題，走廊燈是否還是亮的(避
免晚上燈光昏暗)，晚上系館可以控制人員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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