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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交通管理機制
革 新 事 項2

2-1 辛亥地下停車場出口動線導引

辛亥停車場營運至今已邁入第 4 年，然仍偶有訪客、外賓對於停車場動線及環

境不甚熟悉，故於停車場內規劃繳費臨停區、停車及出口動線等動態指引，提高導

引效果及安全性，本案已於 105 年 7 月 17 日施作完成。

2-2 新南地下停車場公告燈箱設置規劃

為提供停車場使用者相關資訊，如先繳費後取車注意事項、管理中心提供悠遊

卡加值服務、區域導引及指示、貼心提醒內容，利用公告燈箱輪撥方式，並可依需

求隨時更新內容，本案已於 105 年 8 月 18 日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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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3 辛亥門及長興門出、入口停管設備改善提高夜間警示安全性

囿於校園夜間燈光較為昏暗，常有車輛或自行車撞擊柵欄機擋桿，為提高夜間

警示，已於辛亥門及長興門出、入口增設柵欄機檔桿上之 LED 燈條，加強相關停管

設備夜間能見度，以維護校總區停車場出入口夜間行車安全，本案已於 105 年 8 月

31 日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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