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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管理與規劃
重 點 工 作11

11-1 校園週遭自行車停放秩序宣導

11-1-1 星光專案 - 校園自行車夜間行駛安全宣導活動

為提高校園夜間自行車行駛安全，於 105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舉辦星光專案，

藉由活動宣導讓同學自行採購更完整的夜間照明及反光設備，並為全校師生自行車

免費黏貼反光飾品（同時具有反光及夜光 2種功能），合計共發放 10,000張反光貼紙。

因反光飾品效果及外觀頗受師生及同仁好評，105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間再次辦

理相同活動，以嘉惠新生及上次未及參加活動之同仁。活動每日同步拍賣 30 輛二手

自行車，同學反應相相熱烈，10,000 片反光飾品於第 3 日中午前即黏貼完畢。

星光專案活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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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調整鹿鳴廣場周邊用餐區及自行車限時停放區

鹿鳴廣場周邊餐飲服務多元、又鄰近教室，平日人潮眾多，師生遊客都習慣在

此區域的樹蔭下停留休憩、用餐，然而自行車穿越及臨停的情形常常對於用餐者造

成干擾。於是 8 月份暑假期間，事務組調整此區的停車及用餐空間。

鹿鳴廣場行人、自行車及車輛動線分流規劃示意圖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96

其中原本位於 7-11 前方的自行車限時停放區，移至鹿鳴廣場景觀牆後方，調整

後新設停車區距離原址約 30 公尺，步行時間約 1 分鐘，藉以引導自行車動線繞過

人潮眾多的區域；另外，鬆餅屋前方亦設置自行車限時停放區，解決共同教學館上

課同學的停車需求，這些停車區皆以綠籬區隔遮蔽，以美化景觀。而用餐桌椅則集

中設置在 7-11 前方廣場，讓人潮與自行車停車區域分開，希冀透過行人、自行車及

車輛分向分道通行，讓本區域的行人活動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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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校園自行車管理

11-2-1 廢棄自行車及二手自行車拍賣

拖吊移置保管 2 個月仍無人認領之廢棄車 ( 重 49,220 公斤 )，事務組辦理廢鐵

拍賣，交由廢棄車得標廠商基榮實業有限公司（2.43 元 / 公斤）及好天氣自行車店（2

元 / 公斤 ) 稱重變賣，變賣所得 114,480 元；此外事務組辦理二手自行車拍賣活動，

本年度共拍賣二手車 1,829 輛，拍賣所得 731,600 元全數納入校務基金，專款專用

於自行車相關業務。

11-2-2 持續辦理校園違停自行車輛拖吊及廢棄車清理作業

為有效整頓校園停車秩序，維護校園環境景觀，本年度計拖吊違規車輛 12,250

輛次，廢棄車輛清理數為 3,625 輛，合計拖吊 15,875 輛；另針對校園內停車需求大

的區域，以人力整頓約 21,720 輛次自行車，有助於維護校園環境景觀，也減少拖吊

卡車之往返趟次，降低卡車之廢氣排放。

11-2-3 辦理「自行車回收專案」

事務組為提倡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環保理念，賡續辦理提供回收獎勵金鼓勵本校

學生，將已不再使用之自行車交與事務組回收，共同響應環保，還給校園美麗環境，

提升自行車停車位周轉率；今年度共回收 72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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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設置不鏽鋼車輪式車架

結合臺北市停車管理處推廣綠色交通計畫，爭取於校內鹿鳴廣場、行政大樓、

環工所、土研所、卓研大樓、環研大樓、桃花心木道及小小福鬆餅屋前等地設置

750 組不銹鋼車輪式車架，可美化校園景觀、減少自行車停放時傾倒意外，亦為校

方撙節經費約 13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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