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104 學年第 1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光復校區雲平大樓 4 樓第 2 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四、主持人：詹總務長錢登 
五、主席報告：略 
六、上次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七、業務報告：如附件二 

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學生事務處、事務組 
案 由：有關光復校區「籃、排球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腳踏車停車規劃案，提 
       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103 學年臨時會提案二決議辦理。 
二、 因應本處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周邊自行車位不足，致學生活動中心周邊

自行車停車狀況混亂，為處理學生自行車停車狀況，適度引導同學將自行

車停於劃設停車位置，並期使學生尊重他人步行權益，爰建請同意增加劃

設學生活動中心自行車停車位。 
三、 經本處與學生會、社聯會等學生自治組織討論後規劃增加區域(如附件 2)供

參。 
擬 辦：通過後，請總務處協助辦理劃設學生活動中心周邊自行車停車位。 
決 議：藝術中心東側由總務處於人行道適當位置劃設停車格位，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有關社科院旁（臨成大醫院 )機車停車場管制及增設停車格位規劃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因社科院旁機車停車場臨成大醫院，許多成醫就診民眾就近停放，排擠本校  

       學生停車空間，學生曾於師生座談會、學務處信箱反映。 

   二、考量本年度光復前門、都計地停實施柵欄管制成效良好，擬於該停車場規劃  

       柵欄管制，惟該停車場為平面停車場，依車輛收費管理要點規定未規範，是 

       否考量其地理位置比照地下停車場收費管制，提請討論。 

   三、檢附規劃示意圖 (如附件 3)供參。 
決 議：照案通過。惟停車場出入口管制位置及停車格位規劃，請營繕組辦理規劃， 
       再通知學生委員代表、林常青委員等通盤討論定案並再簽會社科院，後續發 
       包事宜請營繕組協助。 
 
提案三                                             提案人：學生事務處 
案 由：建請增設學生自行車工讀生作業所需板車置放空間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本處軍訓室承辦校內廢棄自行車移置任務，為辦理前述移置作業，購置板車



二台實施移置作業，原板車置放於光復校區軍訓大樓一樓迴廊，惟軍訓室大
樓配合屋頂防漏整修工程，業將迴廊廁所拆除，移入大樓室內空間，配合工
程實施迴廊已恢復原日式建築外觀，前述板車宜另覓適當地點安置。 

   二、軍訓室經檢討板車可置放適當處所，以軍訓室北側愛心自行車增加儲放空

間較為適合。

三、案經訪商擬於愛心自行車儲放車庫(原 10*2.1 公尺)，增建 5*2.1 公尺車庫，
以儲放前述板車，增建空間圖示(如附件 4)供參，所需經費(車棚含地面整平)
概約新臺幣 9 萬 6,000 元整。。

擬 辦：討論通過後，請總務處協助辦理車棚增建事宜。

決 議：請總務處協調附工東側停車棚提供適當場地放置板車。

提案四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有關本校志工汽車臨時通行單、機車停車證是否繼續免費核發及增加數量

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據本委員會 91 學年第 1 次及 93 學年第 1 次會議決議：免費核發本校藝

術中心志工汽車臨時通行單及 20 張機車停車證、學務處衛保組 5 張機車停

車證提供志工使用。

二、 經統計 104 年 1-12 月藝術中心志工汽車臨時通行單免費核發計 1537 張、機

車停車證免費核發計 18 張。 
三、 衛保組因業務需求擬增加至 9 張機車停車證，是否同意免費核發併案討論。 

決 議：暫同意繼續免費核發及增加衛保組機車停車證數量，請事務組研擬修訂管理

辦法及訂定核發機制。

提案五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第二十二條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因應本校「國立成功大學學生車輛違規罰則與執行要點」已廢止，修正「本

校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部分條文以符合現況。

二、 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及原辦法供參（如附件 5）。 
決 議：本修訂案暫保留，請學務處與總務處再研商是否有修訂之必要性。 

提案六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車輛收費管理要點第二點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因應臺南市政府 8月實施機車停車格收費，及 12 月開始執行委外拖吊，為

保障本校教職員生校內停車權益，擬將設管制之平面機車停車場納入收費

範圍，並修正「本校車輛收費管理要點」部分條文以符合現況。

二、 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原要點供參（如附件 6）。 
決 議：修正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



附件一 

 
附件二 

業務報告： 
事務組報告： 

(一) 大學路地下停車場 104 年 1-9 月份收入總計新臺幣 233 萬 2,819 元，支出 
總計新臺幣 185 萬 2,706 元，盈餘總計新臺幣 48 萬 113 元整，依本停車 

場合作經營契約書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盈餘分配，其中 47%歸市政府，計新 

臺幣 22 萬 5,653 元整，53%歸本校，計新臺幣 25 萬 4,460 元整。 

(二) 105 年度本校汽機車停車場管顧外包案，已於 104 年 11 月 24 日辦理開標。 

(三)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主任秘書 104 年 10 月 22 日蒞本校進行校園周遭交通問 

題意見交流，協助項目如下： 

上次會議 (104 年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號 案            由 決   議    重    點 執   行   情   形 

第一案 
提請廢止本校「國立成功

大學學生車輛違規罰則與

執行要點」案，提請討論。

照案通過。 
照案辦理。 

(事務組)

第二案 

建請增加光復校區「籃、

排球場」及「學生活動中

心」前自行車停車位，並

適度明確標示停車區塊

案，提請討論。 

一、請軍訓室與事務組研

擬細部可行方案後再於下

次會議提案。 

二、其他校區腳踏車停車

格位請一併檢討。 

一、已與課指組至現場

勘查腳踏車停車空間

並規劃，於本次會議提

案討論，如提案一。 

二、已檢視各校區腳踏

車空間，如事務組報告

(八)。     (事務組) 

第三案 
擬訂定本校計時收費停車

場管理要點案，提請討論。

 

修正通過，請再加會秘書

室法制組，經校長核定後

實施。 

校長已核定，照案辦

理。 
           (事務組)

第四案 
擬修訂本校車輛行駛校區

管制辦法案，提請討論。

修正通過，請再加會秘書

室法制組，續提主管會報

後，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

行。 

已於第 787 次主管會

報提案討論通過，及於

第 178 次行政會議提

案討論通過。 
           (事務組)

第五案 
擬修訂本校車輛收費管理

要點案，提請討論。 

修正通過，請再加會秘書

室法制組，經校長核定後

施行。 

校長已核定，照案辦

理。 

           (事務組)



    1.小東路向東轉入醫學院專用左轉道及交通時相已於 104 年 10 月設置完 

      成。 

    2.大學路段自強校區間閃燈時相已於 104 年 9 月修復完成。 

    3.勝利路、育樂街口行人專用號誌已於 104 年 10 月設置完成。 

    4.交通局表示，市政府委外之違停拖吊業務已發包，12 月起開始加強違規 

      車輛拖吊。 

(四) 光復前門機車地下停車場柵欄管制系統於 104 年 8 月 3日啟用，都計機車地

下停車場柵欄管制系統已於 11 月 16 日啟用，有效管制車輛進出且保障師生

停車權益。 

(五) 儀設大樓地下停車場已於 104 年 8 月安裝監視系統，校區地下停車場監視 

系統已建置完成。 

(六) 於 104 年 10 月 29 日實施停車場管顧人員消防演練。 

(七) 本校為解決本基地成大會館廣場及臨勝利路人行道機車違規停車，已與太子

建設進行多次協商，相關作為： 
1. 太子建設同意釋出地下機車停車場第一個小時免收費之優惠方案，期望將  

違規車輛引導至地下停車場停放。 
2. 製作警告標示牌(禁止停車，停放至地下停車場或合法停車位) 
3. 太子建設保全人員進行疏導。 
4. 太子建設保全人員及本校駐衛警進行張貼警示貼紙。 

   (八)各校區腳踏車停車空間及違停情形(如附件 1)。 
 
駐警隊報告： 

(一)、平時持續性維護交通安全勤務： 

    1.於每日上、下班（課）時段，駐警與保全員於校門口及勝利路中軸路口指 

      揮交通。 

    2.勸導取締校園違規停車，開單告發或張貼警告貼紙 5~11 月，共開出 232 

      張違規三聯單。 

   (二)、臨時及特別支援勤務： 

       1.104 年 6 月 30 日至 7 月 6日學生離校搬遷支援警力 36 人次協助維持交通 

         秩序。 

    2.104 年 9 月 5 日至 6日新生入住支援警力 12 人次。 

    3.104 年 9 月 12 日至 13 日舊生入住支援警力 12 人次。 

    4.104 年 10 月 31 日萬聖節成大商圈大學路成功校區及勝利校區門口維持交 

      通秩序 6人次。 

    5.104 年 6 月 6 日畢業典禮，會場及交通管管制 14 人次。 

    6.104 年 10 月 15 日至 28 日，勸導取締都計地停，機車違停 28 人次。 

    7.104 年 10 月 22 日至 31 日整理勝利校區與成大會館路口交通 26 人次。 

    8.104 年 11 月 11 日校慶活動支援警力 8 人次，協助交管及安全維護。 

    9.104 年 11 月 11 日傑出校友頒獎會場入口，支援警力 3人次協助交指勤務。 
 



 
 



「籃、排球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腳踏車停車規劃 

 
 ( 建議移除固定腳踏車白鐵架，重新畫設停車標示框線，解決停車亂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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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旁（臨成大醫院）機車停車場管制 

及增設停車格位規劃 

 

 
 
 
 
 
 

 
 

行人腳踏車通行 
機車通行 石墩隔開 

行人、腳踏車通行 

機車停車區 

附件 3 



 
 

[預定增設機車停車空間規劃] 

 
 

 
 

機車停車區 行人腳踏車通行 

腳踏車停車區 

機車停車區 
機車停車區 

機車停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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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置放板車 原愛心自行車棚 

 
 

  

草皮 
原車棚 增建區塊 

原車棚長 10公尺、深 2.1

公尺，擬向西增建 5 公尺 

附件 4 



國立成功大學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十二條  車輛違規處理如下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四款者吊扣其汽車通行  
    證、機車停車證及偽造、複製 
    品，並自查獲日起停止其申請 
    權一年。 
二、各單位如發現違規車輛應通知 
    駐警隊，由校警貼警告單或開 
    立違規罰單。 
三、違規罰單未繳交者停止其申請  
    權一年。 
四、違規情節重大者得提交通管理  
    委員會議處。 

五、本校校園停車空間廢棄車輛之 

    認定原則與廢棄車輛之查報、 

    認定、移置、保管及清除，依 

   「國立成功大學校園停車空間 

    廢棄車輛處理原則」辦理。 

六、本校校園違規車輛罰款收費事 

    項，依「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 

    費管理要點」辦理。 

第二十二條  車輛違規處理如下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四款者吊扣其汽車通行  
    證、機車停車證及偽造、複製 
    品，並自查獲日起停止其申請 
    權一年。 
二、各單位如發現違規車輛應通知 
    駐警隊，由校警貼警告單或開 
    立違規罰單。 
三、違規罰單未繳交者停止其申請  
    權一年。 
四、違規情節重大者得提交通管理  
    委員會議處。 

五、教職員工車輛之違規處罰由總 

    務處執行，學生車輛之違規處 

    罰由學務處執行。 

六、本校校園停車空間廢棄車輛之認 

    定原則與廢棄車輛之查報、認 

    定、移置、保管及清除，依「國 

    立成功大學校園停車空間廢棄 

    車輛處理原則」辦理。 

七、本校校園違規車輛罰款收費事 

    項，依「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費 

    管理要點」辦理。 

一、因應本校「國

立成功大學學生

車輛違規罰則與

執行要點」已廢

止，刪除第五款條

文以符合現況。 

二、以下款次依序

調整。 

 

 

 

 

 

 

附件 5 



國立成功大學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 

                                 中華民國 85 年 08 月 21 日第 130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6 年 12 月 17 日第 135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15 日第 141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04 月 25 日第 142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04 月 21 日第 149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6 日第 152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5 月 19 日第 161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18 日第 178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確保校園安全及安寧，維護校園公共秩序，加強車輛管理，特訂本辦法。 

第二條  以配合校園規劃，審議本校車輛管制辦法之研修及車輛管理問題，從事本校交通整體規

劃先期作業，以維護校園秩序，促進校園安全為目標。 

第三條  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之汽車，憑汽車通行證、停車卡、車輛感應貼 

        紙進入校區；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級之本校專任教師得向總務處 

        申請個人專用停車位。 

第四條  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生之機車，憑機車停車證、停車卡、車輛感應貼紙分別停

放於平面或地下機車停車場。無本校停車證之機車，不得進入停放。違反者，得以口頭

或貼警告條勸導，超過四十八小時，得施以拖離、開立違規罰單或其他必要措施。 

第五條  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生之腳踏車，憑腳踏車識別證分別停放於各校區指定之腳

踏車停放區。 

第六條  各種推廣進修教育班學員之汽車憑臨時通行單停放於指定停車場。 

第七條  下肢重度殘障學生領有殘障手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汽車通行證。學生臨時傷病須

以汽車代步，持有醫院證明者得經校警同意後放行。 

第八條  一般廠商及特約廠商申請廠商汽車通行證應檢具切結書由業務相關單位提出申請經總

務處核發。 

第九條  未辦理本校停車證者，其車輛進入校區時，應抽取票卡，計時收費，並停放 

        指定停車場。但有下列情形，得免收費： 

    (一)、參加公務會議之車輛，經出示校函、口試及資格考試委員聘函、開會通知 

          單或邀請函者。 

    (二)、消防車、救護車、郵電車、運鈔車等執行公務車輛。 

第十條  工程車、送貨車向駐警出示維修單或送貨單登記後換取臨時通行牌進入校區。開學及學

期結束期間學生搬運行李出示學生證登記後，換取臨時通行牌進入校內宿舍區。 

第十一條  車輛運出公物應出示相關單位之「物品運出憑單」，並主動接受檢查，經駐警登記後

放行。 

第十二條  機車禁止行駛校區，但殘障機車、公務機車、送報機車或特殊情況經校園交通管理委

員會決議通過者，得經駐警查驗後放行。 

第十三條  有公務來往之機關(含報社、電台)公務車憑貴賓證通行校區，貴賓證由秘書室核發。 

第十四條  教職員工申請汽車通行證、機車停車證需持行照(應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所有)、

駕照、員工識別證至事務組辦理。需用腳踏車識別證逕到事務組領用。 



第十五條  學生申請汽車通行證需持行照(應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所有)駕照、學生證至事務

組辦理。車輛應停放於指定停車場。開放數量及費用由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核定。 

第十六條  學生申請機車停車證需持行照、駕照、學生證至軍訓室辦理。需用腳踏車識別證逕到

軍訓室領用。 

第十七條  本校各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或會議車輛如需進入校區者應事先向駐警隊申請，以利安排

車輛停放。 

第十八條  無夜間停車證者不得於夜間將汽車停放在地下停車場過夜，因出差或值勤而將汽車停

放地下停車場過夜者，應出示相關證明。 

第十九條  汽機車應停放於停車格位，遵守一般交通規則，嚴禁超速、禁鳴喇叭。 

 第二十條  汽車通行證、機車停車證應張貼於車輛明顯處。嚴禁轉借、偽造、複製。 

           如有毀損、遺失、換車者，請持相關證明，申請免費補發，無相關證明事 

           證者，依申請當季重新繳費後始得補發。停車卡、車輛感應貼紙如有毀損、 

           遺失，補發時酌收工本費。 

第二十一條  車輛違規事項如下   

        一、偽造、複製通行證、停車證者。 
        二、硬闖校區不聽制止者。 
        三、汽車未張貼通行證行駛校區者。  
        四、通行證借供他車使用或使用他車通行證者。 
        五、按鳴高音量喇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影響上課者。 
        六、行車速限超過時速廿五公里者。 
        七、未停放在停車區或格位者。 
        八、汽車無夜間停車證隔夜停放地下停車場者。 

        九、未遵行方向(逆向)駛者。 

第二十二條  車輛違規處理如下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者吊扣其汽車通行證、機車 
            停車證及偽造、複製品，並自查獲日起停止其申請權一年。 
         二、各單位如發現違規車輛應通知駐警隊，由校警貼警告單或開立違規 
             罰單。 
        三、違規罰單未繳交者停止其申請權一年。 
        四、違規情節重大者得提交通管理委員會議處。 

        五、教職員工車輛之違規處罰由總務處執行，學生車輛之違規處罰由學 

            務處執行。 

         六、本校校園停車空間廢棄車輛之認定原則與廢棄車輛之查報、認定、移 

             置、保管及清除，依「國立成功大學校園停車空間廢棄車輛處理原則」 

             辦理。 

         七、本校校園違規車輛罰款收費事項，依「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費管理要 

             點」辦理。 

第二十三條  腳踏車之違規罰則，汽、機車之違規罰款及各種汽車通行證、機車 

            停車證之收費標準，由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研議，並經校長核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核訂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費管理要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二、本校人員車輛行駛校區收費標準

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車通行證，每學年繳 

交新臺幣 2,000 元整；教職員工

地下機車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

臺幣 500 元整。學生汽車停車

證，每學年收費新臺幣 1,000 元

整，需停放於指定停車場；學生

機車地下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

臺幣 300 元整。雲平大樓汽車地

下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5,400 元整，校區其他汽車地下

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廠商汽車通行證，

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4,000 元整，

於每年八月一日起，每三個月遞

減四分之ㄧ收費。 

(二)汽車夜間停車單每張新臺幣 30  

    元整，限當日使用。 

(三)附設醫院人員汽車限申請指定 

    區域停放之汽車停車證，每學 

    年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 

(四)附設幼稚園學生家長汽車限申 

    請指定時段及區域停放之汽車 

    通行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500  

    元整。 

(五)教職員工申請大型重型機車

（250cc 以上）地下停車證，每學年

繳交新臺幣 1,000 元整；學生申請

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600 元整，並需

停放指定停車區。 

(六)停車卡、車輛感應貼紙毀損或遺

失，補發酌收工本費新臺幣 100 元

整。 

二、本校人員車輛行駛校區收費標準

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車通行證，每學年繳 

交新臺幣 2,000 元整；教職員工

地下機車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

臺幣 500 元整。學生汽車停車

證，每學年收費新臺幣 1,000 元

整，需停放於指定停車場；學生

機車地下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

臺幣 300 元整。雲平大樓汽車地

下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5,400 元整，校區其他汽車地下

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廠商汽車通行證，

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4,000 元整，

於每年八月一日起，每三個月遞

減四分之ㄧ收費。 

(二)汽車夜間停車單每張新臺幣 30  

    元整，限當日使用。 

(三)附設醫院人員汽車限申請指定 

    區域停放之汽車停車證，每學 

    年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 

(四)附設幼稚園學生家長汽車限申 

    請指定時段及區域停放之汽車 

    通行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500  

    元整。 

(五)教職員工申請大型重型機車

（250cc 以上）地下停車證，每學

年繳交新臺幣 1,000 元整；學生申

請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600 元整，並

需停放指定停車區。 

(六)停車卡、車輛感應貼紙毀損或遺

失，補發酌收工本費新臺幣 100 元

整。 

因應臺南市政府

8 月實施機車停

車格收費，及 12

月開始執行委外

拖吊，為保障本校

教職員生校內停

車權益，擬將設管

制之平面機車停

車場納入收費範

圍。 

 

附件 6 



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費管理要點 

85 學年度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98 年12 月28 日98 學年度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修訂通過 

99 年1 月4 日校長核定 

100 年4 月29 日99 學年度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修訂通過 

100 年5 月13 日校長核定 

101 年3 月28 日100 學年度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 年3 月30 日校長核定 

103 年4 月23 日102 學年度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 年4 月29 日校長核定 

104 年6 月30 日103 學年度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修訂通過 

104 年7 月31 日校長核定 

一、為有效執行本校校園車輛行駛校區有關通行證，車輛停車證，車輛罰款收費事宜，依國立 

成功大學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第二十三條訂定「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費管理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人員車輛行駛校區收費標準如下： 

(一) 教職員工汽車通行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教職員工地下機車停車證，每學年繳 

交新臺幣 500 元整。學生汽車停車證，每學年收費新臺幣 1,000 元整，需停放於指定停車場； 

學生機車地下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300 元整。雲平大樓汽車地下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 

交新臺幣 5,400 元整，校區其他汽車地下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廠商汽 

車通行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4,000 元整，於每年八月一日起，每三個月遞減四分之ㄧ收費。 

(二)汽車夜間停車單每張新臺幣30 元整，限當日使用。 

（三）附設醫院人員汽車限申請指定區域停放之汽車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2,000 元整。 

(四)附設幼稚園學生家長汽車限申請指定時段及區域停放之汽車通行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500 元 

整。 

(五)教職員工申請大型重型機車（250cc 以上）地下停車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1,000 元整；學生 

申請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600 元整，並需停放指定停車區。 

(六)停車卡、車輛感應貼紙毀損或遺失，補發酌收工本費新臺幣100元整。 

三、未辦理夜間停車證或夜間停車單而過夜停車者，經告發開立違規單者，需繳納罰款新臺幣 

300 元整，得連續告發。出差公假人員憑證明文件免費停放。 

四、汽車臨時通行單每張新臺幣30 元整，限當日使用，由申請人憑本校員工識別證、學生證 

至事務組統一辦理，相關費用至出納組繳納。 

五、對外營運收費停車場收費標準如下： 

(一)大學路地下收費停車場供本校學生、研討會及校外人士停放，收費方式分為計時、計月、 

優惠票券。計時收費，以每小時新臺幣20 元整收費。計月收費，採月繳每月以新臺幣2400 

元整計算，季繳每月以新臺幣2000 元整計算，半年繳每月以新臺幣1800 元整計算，本校 

學生每月以新臺幣1200 元整計算。優惠票券收費，每2 小時收費新臺幣20 元整。 

(二)光復校區收費停車場僅供校外訪客或洽公車輛停放，收費標準以臺南市公有路邊或室內停車場 

    收費標準，加計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各型車輛停車未逾30分鐘免費。逾30分鐘，小型車停車每 

    30分鐘收費新臺幣15元；中型及大型車停車每30分鐘收費25元，未滿30分鐘以30分鐘計。 

六、汽車進入校園應依有關規定行駛、停放，違規經告發者需繳納罰款新臺幣300 元整，未繳 



清罰款者禁止進入校園，且於翌年度申請通行證時不予核發。違規停放情節嚴重者，予以 

加鎖，開鎖費新臺幣200 元整。 

七、機車未依規定停放於停放區，經告發開立違規單者，須繳納罰款新臺幣150 元整，得以連 

續告發，違規停放情節嚴重者，予以加鎖，開鎖費新臺幣100 元整。 

八、腳踏車未依規定停放於停車格位者，逕行拖離至指定場所。腳踏車領取時，須繳納違規保 

管費新臺幣50 元整。 

九、本要點經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討論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