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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制出入校園之車輛、維護教職員工生安全、保持校園

之寧靜，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於其他法令之規定。前項所稱校園包括

校總區及水源校區。 

二、本校校總區及水源校區（以下簡稱本校校園）內之所有停車空間，均應納入校方統籌管

理，但經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本校校園內汽、機、自行車之管理單位為總務處。 

四、進入本校校園內之車輛，除身心障礙者用車及經核准之公務機器腳踏車外，以汽車及自

行車為限。前項自行車種類不含電動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 

進入校園之車輛，應遵守校內交通標誌、標線之指示與規定行駛、停放，並遵守駐衛警

察之指揮。 

五、本校汽車停車場之種類，區分如下： 

(一）校總區停車場： 

1. 路外停車場：係指幼稚園前、管理學院教學館前、辛亥地下停車場、新南地下停

車場及各系所地下停車場。 

2. 路邊停車場：指以校園道路部分路面劃設者。 

(二）外圍停車場：係指公館停車場、水源校區停車場、國家地震中心、生技中心及環

研大樓等平面停車場。 

校總區停車場應設訪客專用停車位，停車位以藍色標線繪製。 

本校各停車場應設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停車位以藍色標線並繪製殘障標誌。本校停

車位僅供停放使用，不負保管責任。 

六、汽、機車使用人對於停車場之各項設施，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故意或過失

而有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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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停車證 

七、本校核發之汽車停車證，其種類如下： 

(一)校總區教職員工生及兼任教師停車證。 

(二)記者停車證。 

(三)臨時停車證。 

(四)貴賓停車證。 

(五)廠商停車證。 

(六)外圍教職員工生及兼任教師停車證。 

(七)基隆路三段三十、四十、六十巷之舍區停車證。 

(八)公務車停車證。 

凡持有前項第一款停車證者，始得停放於校總區停車場；持有前項第二至六款及八

款停車證者，僅得停放於指定之停車場；持有第七款停車證者，僅得停放舍區內及於必

要時經過校總區。 

辦理本校外圍停車場及其他校區教職員工停車證之車輛，得於星期六、日及例假日日間

進入校總區停放。 

為辦理本校汽車停車證業務之需要，管理單位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各汽車停車證之核發

比例。 

八、凡未配住本校宿舍之學生，得於學期開始時，依規定以抽籤方式辦理限額之學生汽車停

車證。 

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廠商，應填具申請書送請業務單位主管同意，經總務處核准後，得

辦理廠商停車證。簽訂契約者，應檢附契約書影本。 

凡符合「國立臺灣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者，得辦理本校貴賓停車證。 

到本校採訪之媒體記者，得向秘書室申請，辦理記者停車證。 

九、停車證不得轉讓、出借、偽造、變造或謊報遺失、逾期使用。 

十、未辦理本校停車證者，其車輛進入校園時，應依本校規定計時收費。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到校參加全校性公務會議、活動、口試及資格考試委員或持有各分校區停車證之車

輛，經各業務單位事先檢附證明文件通知事務組者。 

(二)執行電信、郵務、水電、消防、救護等 公務之車輛。 

十一、汽車停車證，每人以一張為限。申請人辦證時，應繳驗有效之本人駕駛執照、行車執

照(本人或配偶)及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 

前項申請人於辦理車證時，得同時備妥備用車輛之行車執照送驗，俾登錄於本校汽車

管理系統備查。 

前二項申請之車證，以本人或配偶之車輛為限。 

十二、汽車停車證，應置於汽車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以憑查驗或識別。 

申請補、換發汽車停車證者，應酌收工本費新台幣(下同)壹佰元整。 

十三、機車識別證，每人以辦理一張為限。每學年度更換一次。 

機車識別證應張貼於機車車頭明顯處或事務組指定之位置。未張貼本校機車識別證

者，不得停放於本校校園內及長興街宿舍之機車停車場。 

申請人辦證時，應繳驗有效之本人駕駛執照、行車執照(本人、配偶或父母)及教職員



工證或學生證。 

十四、機車識別證破損、遺失、被竊、或車主異動時，可至事務組登記及領取新機車識別

證。 

十五、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向事務組申請自行車識別證，張貼於自行車明顯處。 

      自行車識別證之有效期限： 

      (一)教職員工：於退離職後失效。 

      (二)學生：大學部四年(醫學系七年、牙醫學系六年、獸醫學系五年)，碩士班二年、

博士班四年，有效期限屆滿，仍未畢業者應重新申請。 

自行車識別證貼紙破損或換新車時，應向事務組重新申請補發識別證，每人每年得免 

費補發一次，逾次應繳交車證工本費拾元。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自行車識別證，應繳交辦證費陸佰元，其識別證之有效期限為

一年，逾期應重新申請。 

第三項車證工本費、第四項辦證費，應納入校務基金。 

 

第三章 汽車 

十六、汽、機車停車證之收費及違規車輛清潔維護費等收入，應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但得優

先作為交通設施維護及僱用相關管理人員薪資之用。 

十七、本校各地下室停車場之使用，以該建築物所屬單位人員優先使用。 

前項申請辦證數若低於車位數一、五倍時，則開放供本校教職員工申請。 

第二項申請人數如超過所擬核發停車證數時，以抽籤方式定之。 

 

第四章 機車 

十八、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先至本校網頁登記車籍資料後，再至事務組領取本校核發之機車識

別證。 

若無法依前項規定登記者，應由申請單位造冊向事務組領取。 

依前二項規定領取機車識別證時，應出示具有效排氣檢驗合格章之行照，始得領取。 

持有機車識別證者，應停放於指定之機車停車場。 

無本校識別證之機車不得進入本校機車停車場停放，如進入停放超過四十八小時者，

得視為廢棄車輛處置。 

 

第五章 自行車 

十九、事務組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廢棄自行車之清理工作。但清理前，至遲應於七日前逐車

張貼通知。 

二十、本校因校園規劃使用之需要，得變更或取消原設置之自行車停車位，並將原停放該處

之自行車移至附近之自行車停車位或移置保管。 

除緊急情況外，應於七日前將移置原因及地點公告。為移置自行車，得為一切必要之

行為。 

二十一、停放於校園內之自行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務組得逕行移置於適當處所：  

        (一)未張貼有效識別證經公告七日仍未依規定張貼者。 

(二)未停放於自行車架（位）者或停放於停車區時未依規定之停放方向（式）停

放。 



        (三)在限時停放區非開放時間停放者。  

        (四)自行車雖依規定張貼有效識別證，但顯失騎乘功能者。  

        停放於本校停車區之自行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未依規定之停放方向（式）停 

放： 

        (一)設有車架者，車輪未停放於車架內。 

(二)自行車停放方向非經人員推拉、移置而明顯與校設之自行車架或現場停放自行

車停放方向有別者。 

        (三)其他依車輛之停放，經適當公告足以認定為違規停放者。 

        停放於本校內之自行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顯失騎乘功能：  

        (一)無把手者。  

        (二)無騎乘坐墊者。  

        (三)兩輪缺一者。  

        (四)輪胎破損嚴重者。  

        (五)鏈條斷裂者。 

        (六)鏈條或輪盤已鏽蝕無法騎乘者。 

        (七)車體蓄積灰塵久未使用者。 

        (八)車身整體鏽蝕面積達百分之五十者。 

        (九)其他依車輛之外觀，足以認定為不堪使用者。  

        為移置自行車，於必要時得破壞其車鎖。 

二十一之ㄧ、依第十九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一點移置之自行車，由事務組予以保管一定期

間，期滿後無人認領者，視為廢棄物處理。 

前項所稱一定期間如下，並自該拖吊日之翌月起算： 

(一)依第十九點、第二十一點第一項第四款移置保管者為一個月。 

(二)依第二十點、第二十一點第一項第一、二、三款移置保管者為二個月。 

(三)每年六月移置保管者為三個月，七月移置保管者為二個月。 

二十二、自行車保管場應詳為記錄保管車輛之移置地點、保管時間及繳費等事項，並應核對

領車人之身分、單位、姓名、證件種類，並由領車人簽名或蓋章，以供查考。 

二十三、經依第二十一之一點視為廢棄物者，得參照資源回收之精神及臺北市處理妨礙交通

車輛自治條例第五條之規定，依下列規定拍賣之：  

(一)拍賣相關訊息應於事務組網頁公告之。  

(二)拍賣對象以本校教職員工生或於校內設有機構之同仁為限，每次拍賣每人限購

一台。 

(三)參加拍賣者應親持在校相關證明文件購買，每學年每人可購買二手自行車次數

以 1次為限。 

(四)年度內購買之二手自行車因失竊而領有報案相關單據或車輛損壞不利騎乘而送

交校方回收者，不受前款之購買次數限制。 

二十四、自行車拍賣之價格，應依其車輛狀況及市場行情為新臺幣陸佰元、捌佰元及壹仟貳

佰元等三級價格。 

二十五、本校各單位因實際需要須增設、變更及撤除自行車架(位)者，應向事務組提出申

請。 

二十六、拍賣自行車之所得，應納入校務基金，專款專用於自行車相關事務。 



二十七、自行車所有人申領代管車輛時，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移置費及保管費之收據或其

他證明文件，經保管人員查核無誤後加蓋領訖章發還。 

委託他人代領者，除前項證件外，應由車輛所有人出具委託書。 

二十八、自行車所有人應遵守一般汽機車交通安全規則。 

 

第六章 收費 

二十九、本校汽車停車證停放時間分日間及夜間二種。 

日間停車證之停放時間為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止；夜間停車證之停放時間為下午六

時至翌日上午八時止。但本校教職員工生辦理日間停車證者，停放之時間為上午五

時起至翌日凌晨三時止。 

持有廠商日間汽車停車證之停車時間為上午六時至下午十時止。 

三十、本校教職員工生辦理校總區停車場日間汽車停車證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柒佰元

整；辦理全日汽車停車證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壹仟元整。辦理外圍日間汽車停車

證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佰元整；辦理外圍全日汽車停車證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伍佰元整。 

辦理本校汽車停車場汽車停車證者，除第一項費用外，應配合各門禁管制系統酌收遙

控器保證金壹仟元整或感應卡保證金參佰元整。 

依前項繳交保證金者，中途退證或未續辦車證時，於繳回遙控器或感應卡後，退還保

證金。 

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員工汽車停車證以一年為期，於每年九月辦理，清潔維護費自薪俸

中扣繳。於學期中辦理者，亦同。學生及非編制內之人員，則應於辦證時繳交現金。 

本校學生及專任計畫人員以辦理外圍、生醫工程館、辛亥及新南地下汽車場停車證為

限，於每年二月及九月辦理。但專任計畫人員不需以抽籤方式辦理。 

本校教職員工如因研究或工作需要而將車輛臨時於凌晨三時至凌晨五時停放校園內

者，可填寫申請單，經所屬系所單位主管簽章後，送交於事務組呈核，俟總務長核可

後，得於夜間免費停放於校總區。 

前項所稱臨時，指每次停放時間以三日以內為原則。但一個月以九日為限。 

與本校合作之政府機關單位、計畫或實驗性質、駐點本校單位及隸屬政府機關財團法

人性質等公務車輛，需有進入本校洽公需求者，方可申請公務車停車證，其停車證停

放時間及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教職員工生，其收取停車清潔維護費納入校總區停車場

營收，惟特殊狀況另行專案辦理。 

本校教職員工生辦理本校室內停車場機車停車證者，每月收費壹佰元整。 

三十一、來校之廠商車輛，經相關業務單位證明後，得辦理廠商汽車停車證。每證每月收取

清潔維護費貳仟肆佰元整。 

與本校簽訂長期契約之廠商，憑契約得辦理廠商汽車停車證，每證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壹仟捌佰元整。如因業務需要而於夜間將車輛停放在校園內者，經業務單位證

明後，得申辦廠商全日汽車停車證，每證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仟元整。 

廠商已申辦停車證之車輛，因工程需要申辦兩區以上停車證者，自第二區起其停車

證收費以五折計。 

水源校區創新育成公司及其員工之車輛，得辦理水源校區汽車停車證，每證每月收

取清潔維護費柒佰元整；該公司進駐廠商及其員工之車輛，每證每月收取清潔維護



費壹仟元整，如因業務需要而於夜間將車輛停放在水源校區內者，經業務單位證明

後，得申辦廠商全日汽車停車證，每證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貳仟元整。 

第一項辦證期間以一個月為一期，第二項辦證期間以契約所訂期間為限，第三項辦

證期間以一年為一期。 

與本校簽有合約之駐校廠商，其送貨車輛於三十分鐘內離校者，免予收費；但超過

三十分鐘者，追溯自該入場時間開始計費。 

三十二、汽車中途退證者，應繳回停車證。汽、機車辦理退費者，以月計，並於次月開始退

費，惟已開立發票者（應稅），其退費金額須扣除 10％行政處理費後，再退還剩餘

金額；僅開立收據者（免稅），其退費金額須扣除 5％行政處理費後，再退還剩餘

金額。 

三十三、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得憑本人之殘障手冊，免費辦理日間汽車停

車證。 

前項申請人之車輛，若需於夜間停放者，應依規定辦理全日汽車停車證。辦理校總

區全日汽車停車證者，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佰元。辦理外圍全日汽車停車證者，收取

清潔維護費貳佰元整。 

三十四、未持有本校汽車停車證者，進入本校校園應依本校規定計時收費，除有要點十但書

之情形外，依下列標準收費： 

(一)進入校總區之汽車，每三十分鐘收取清潔維護費參拾元整。 

(二)進入辛亥地下、新南地下或公館停車場之汽車，每三十分鐘收取清潔維護費貳

拾元整，但於凌晨零時至上午八時止之費率減半。 

(三)進入水源校區停車場之汽車，每三十分鐘收取清潔維護費壹拾伍元整。 

(四)大型重型機車禁止進入校園，進入本校停車場之大型重型機車，其停車位與清

潔維護費費率準用小汽車之規定辦理，禁止停放機車停車場。 

(五)進入本校停車場之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其停車位、清潔維護費費率

及違規罰則管理方式準用本要點機車之規定辦理。 

本校教職員工生、兼任教師、專任計畫人員、校友及退休教職員工及校外身心障礙

人士事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設定者，得享優惠費率，若欲使用電子票證繳費

者，得依前揭證明及相關文件申請設定，以享優惠費率。 

本校教職員工生、兼任教師、專任計畫人員於三十分鐘內離校者，免予收費。但超

過三十分鐘者，追溯自該入場時間開始計費。 

本校停車場清潔維護費，以三十分鐘為計費單位，未滿三十分鐘，以三十分鐘計。 

無入場或無停車紀錄可稽者，清潔維護費應溯自當日零時起算計費。 

計程車進入本校應計時收費，於三十分鐘內離校者，得免予收費，但停放校內停車

位或超過三十分鐘者，追溯自該入場時間開始計費。 

三十五、至本校參加活動之大型車輛，應由主辦單位向事務組申請，案經核准後，始得進入

校園，進入校園之大型車輛不得任意迴轉。如需停放者，應停放於指定之場所。 

前項所稱大型車輛係指二十人座以上之遊覽車、三噸半以上之貨車及施工之重型車

輛。 

三十六、未持有本校汽車停車證者，申辦公館、水源校區、辛亥與新南地下停車場之汽車停

車證，需檢附駕駛執照、行車執照及身分證正、影本各乙份。 

收費標準如下：全日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柒仟元整；日間月租者，每月收



取清潔維護費伍仟伍佰元整；夜間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仟元整；計時停

車者，得享停車優惠費率。 

本校校友、退休教職員工、大學里、學府里、龍坡里、水源里、文盛里、龍淵里、

龍泉里、富水里、龍門里、臥龍里、古風里及芳和里之里民，辦理公館及水源校區

汽車停車證，全日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肆仟伍佰元整；日間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仟元整；夜間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貳仟伍佰元整。 

本校校友、退休教職員工及前項各里里民，辦理辛亥及新南地下汽車停車證，全日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陸仟參佰元整；日間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伍

仟元整；夜間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貳仟柒佰元整。夜間、星期六、日及國

定例假日日間月租者，收取清潔維護費肆仟元整。 

第一個月之月租費，得以實際天數計算。 

辦理日間或夜間月租者，逾時停車期間，計時收費。 

一次繳納六個月以上者，可享九折優待，但已享優惠者除外。 

前項優惠鄰里，僅學府里、大學里、龍坡里、龍門里、龍淵里、水源里及富水里，

得享臨時停車計時優惠費率。 

三十七、本校收費機車停車場，採每日計次收費方式者，每次收取清潔維護費貳拾元整，隔

夜持續累加，但以二週為限，逾期移置處理。 

本校教職員工生得享臨停費率減半優惠，但需設定電子票證或於出場時至管理中心

出示證件及繳費。 

校外人士辦理全日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佰元整，本校教職員工生得享每

月收取清潔維護費壹佰元整優惠，辦證期間與汽車停車證同。 

 

第七章 罰則 

三十八、車輛進入本校校園而有下列違規情形之一者，由本校駐衛警察隊逕行攔查、確認違

規取締或執行之。 

(一)無入場或無停車紀錄可稽者，於校園內行駛或停放者。 

(二)未將汽車停車證或其他證明文件置於汽車前擋風玻璃內明顯處。 

(三)汽、機車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或車格內者。 

(四)辦理停車證之車輛，逾時停放校園內者。 

(五)停放車輛與汽車停車證之車號不符者。 

(六)意圖供行駛之用而偽造或變造停車證者。 

(七)未禮讓行人或自行車優先通行、超速、鳴按喇叭、練車、蛇行及未遵守交通法

規者。 

(八)非身心障礙或執行公務之機車，在校園內行駛或停放者。 

(九)占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者。 

(十)其他經公告禁止之行為。 

(十一)違反校內各停車場管理須知者。 

前項車輛得予以記錄違規，或加鎖並計時收取清潔維護費。如係使用過期車證者，

應自期限屆至日之翌日，依臨停方式計時收費；如係偽造、變造停車證者，應自所

偽造、變造停車證之啟用日起算，依臨時停車方式，計時收費。 

第一項之車輛如經加鎖者，汽車得收取清潔維護費伍佰元整；機車得收取清潔維護



費參佰元整。機車如經拖吊者，應加收拖吊費貳佰元整，每日保管費伍拾元整，未

逾半小時者，不收取保管費。 

第一項之車輛違規停放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者，應加倍收取清潔維護費。 

三十九、持有本校停車證而違反第九點之規定者以及公然侮辱、誹謗執行公務之人員情節重

大者，經主管單位查核確定者，即逕予撤銷其汽車停車證，並停止其辦理下期新證

之權利。違規人如係學生並得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處理。 

四十、違規之汽、機車經加鎖者，其車主於開鎖時，須出示證件，登記姓名及服務單位或就

讀系所，繳交相關費用後，開鎖放行。 

四十一、事務組拖吊違規之自行車，應拍照存證，並應將拖吊地點及違規車輛照片於當日公

告於事務組之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網頁。  

        自行車所有人應上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網頁查詢違規紀錄，並列印領車單據，連同

個人相關證件至自行車拖吊移置場辦理領車手續。 

        自行車所有人應於公告之日起二個月內領回，逾期未領回視為廢棄自行車，由事務

組清除或公告拍賣之。  

        非營業用自行車具有效車證者，如停放違反第二十一點第一項第 1至 3款規定，每

學年違規遭拖吊次數累計達三次以上，車輛所有人應繳交移置費，移置費每次伍拾

元。非營業用自行車不具有效車證者，每次違規遭拖吊，車輛所有人應繳交移置

費，移置費每次壹佰元。 

營業用自行車之停放違反前述同款規定遭拖吊移置保管者，車輛所有人應繳交移置

費及保管費。移置費每輛次新臺幣壹佰元，保管費每輛每半日新臺幣貳拾伍元，移

置費及保管費均應納入校務基金。 

        事務組保管之自行車如有遺失者，車主得在待拍賣之自行車中選擇乙台以為補償；

如有損壞，事務組應負責修復或比照遺失之情形處理。 

四十二、事務組得公布違規者之姓名、服務單位或就讀系所及違規事實。 

四十二之一、校園交通違規事件之執法應依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辦理。 

前項作業標準，由總務處另定之。 

四十三、不服本要點之處置者，應以書面向本校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 

四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