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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校園週遭自行車停放秩序宣導

  11-1-1. 試辦交通熱點自行車臨時停放區案

為避免自行車違停佔用餐廳或便利商店等區域出入口，影響行人出入，於鹿鳴

廣場及小福廣場試辦自行車限時停放區，並設置相關宣導牌面及地面標字，本案已

於 104 年 4 月 24 日開放每日中午用餐時段（11：30 ～ 13：30）自行車停放使用，

然非開放時段亦有其停放需求，經與學生會代表討論，並於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報

告通過，將開放時段修正與校內限時停放區時間相同（07：20 ～ 24：00）。

  11-1-2. 續與臺北捷運公司合作拖吊違停車輛

為持續維護舟山路口暢通，3 月仍持續與臺北捷運公司簽約合作，提供水源校

區部分場地，作為捷運公司拖吊違停車輛 ( 貼有本校車證 ) 之移置場所，並協助通

知所有人領回，今年接收由捷運公館站移置之違停車共 230 輛。

  11-1-3. 辦理自行車停放秩序宣導月活動

緊鄰本校校總區之路段，時常出現停放大量貼有本校自行車證車輛之違停失序

現象，造成附近店家、住戶、通勤市民的不便，嚴重影響本校之社會形象及觀感。

事務組於3月 2日至 3月 13日、9月 14日至 9月 30日，辦理「自行車停放秩序宣導月」

活動，派員於校外重點區域舉牌宣導，鼓勵本校之教職員工生自律停車，共同尊重

人行空間，並搭配加強拖吊移置校內違停車輛之手段，以收實質嚇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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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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0 公斤 )，事務組辦理廢鐵

拍賣，交由廢棄車得標廠商 ( 東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1.5 元 / 公斤 ) 稱重變賣，變

賣所得 4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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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

輛，拍賣所得 7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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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6

輛次，廢棄車輛清理數為 3,531 輛，合計拖吊 20,597 輛；另針對校園內停車需求大

的區域，以人力整頓約 4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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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事務組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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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輛。

  11-2-4.「2 代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啟用

事務組於 104 年 10 月啟用「2 代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新系統可行動上網即

時上傳拖吊資料，並利用電子簽名板替代領車單據，推動無紙化環境，此外保管車

輛條碼化，有效追蹤保管車輛流向。

  11-2-5. 新生入門書院開課宣導

為令新生對臺大校園自行車有更

深入瞭解，事務組例來均派員於新生入

門書院開設「腳踏車大作戰」課程，主

講人以大量有關臺大自行車新聞影片、

圖片，搭配介紹校園自行車使用規定、

宣導新生應注意之正確騎乘行為，課程

生動有趣，課後滿意度評比一直是首屈

一指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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