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 2次交通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6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視訊會議 

主    席：顏總務長東勇                  紀錄:陳昭如 

出席人員： 

詹鴻霖委員 劉興淦委員(陳韻宇

代) 

彭清誠委員 

張維甫委員 黃振煌委員 鄭  傑委員 

李欣錫委員 林亦凡委員 陳馨怡委員 

黃居正委員(請假) 陳國華委員  梁莉苓委員 

區國良委員 汪奇融委員 陳濬萱委員 

趙得勝委員   

  列席人員：莊淳宇副總務長、馬明紀簡任技正、李志良小隊長、李

惠玲秘書、曾梅花小姐、陳昭如小姐 

壹、 主席報告 
1. 目前校本部正進行十大工程，未來一年預計再增加劉炯朗館、半導體

學院等新建工程，校內交通受到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原本停車位就很

吃緊的北校區，最近因北校門工程少了 100多格停車位，因此，總務

處積極走訪相關單位，覓得光復中學旁緊鄰本校的一千多坪土地，目

前已與土地所有權單位國防部簽訂代為管理契約，規劃作為本校教職

員工生(需有本校汽車停車證)及里民(按月收費)停車場，將劃設約 140

格汽車停車位，其中 40格開放給附近里民申請租用，保留 100格左右

供教職員工生停放，以解決本校停車壅塞問題。 

2. 該停車場雖緊鄰本校，但目前仍有圍牆及大排水溝相隔，待校方經費

到位將進行拆除圍牆及建橋工程，預計下學期 9月開學前完成，之後

若將汽車停放至該處，離西院單身宿舍區只有步行幾分鐘的距離。 

3. 前次交通委員會曾跟委員們報告過有關共享電動腳踏車的規劃，但建

置費用非常高昂，仍在積極尋求解方中，故目前校內通勤仍以現有的

校園公車為主，新停車場開闢完成後，將於上、下班時段新增西院接

駁路線，以增加大家將汽車停放至新停車場的意願，亦作為共享電動

腳踏車實現前的配套措施。 

 



貳、 前次交通委員會議案處理情況 
1. 有關修訂本校《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第 2點第二項之附表

並改以條列式納入要點第 4、5、7、8 及 9 點中呈現。 

處理情形：本案已於 111年 2月 11日起實施。 

2. 有關在校園內車流量大或行人穿越道前及人潮密集穿越區前（如:綜二

樓至名人堂間），設置相關標誌提醒駕駛禮讓行人乙案，已規劃於大門

入口旁、工一館地下室出口旁、綜二館旁與人事室間、電工班路口前、

南校區入口草坪旁、生科二館下坡前等路段設置共 6面標誌，藉以培

養駕駛者"人本交通"意識。 

   

   
 

參、 業務報告 

1. 為因應新竹市政府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本校東門機車停車場配合拆



除，大門也在不改變原有設計（由楊英風大師設計的）加入清華新的

科技、知識、意象等元素，透過鋪面重新鋪設及圍牆降低等改善，除

美化景觀也將改善行人及身障朋友們通行安全。本校規劃在成功湖畔

建置機車停車場共計 660格用以取代東門機車停車場，讓學生更貼近

餐廳、教室、宿舍等生活圈，在移動上將更加便利。今（111）年 1月

3日湖畔停車場完工，1月 10日大門綠門戶動土，本隊於 1月 26日將

東門機車場清空（400格），2月 16日將綜四館前機車停車場（30格）

清空交予市政府施工廠商佳恩營造使用。 

2. 有關校園防疫的相關邊境管制，今年依然延續去年防疫規定，每日

07-23時開放校外人士經實聯制及量測體溫後入校，其餘時間管制非因

公務進入校園。1月下旬由於另一波疫情的上升，自 1月 29日至 2月

10日緊急提升校園的邊境管制，校本部 11 個出入口封閉立體，學人、

南門機車停車場與行人出入口、105高地等 5個，保留 6個出入口；南

大校區部分：9個出入口留下大門單一出入口，每日 07-23時校外人士

經實聯制量測體溫後入校，本項措施在 2月 10日 16時全面恢復之前

的管制。CDC於 4月 27 日宣布取消實聯制，本校於 4月 28日入館改用

計中建立的實聯制連結，其餘所有校園邊境管制實聯制全面去除，唯

量測體溫依然繼續實施。 

3. 校內許多大型建案正在進行中，影響交通甚鉅，本隊協調各工區約束

駕駛於校區內行駛務必減速慢行並禮讓行人，另協調各工區除無特殊

需要請盡量將施工車輛停在工區內，釋放周邊停車位，以利校內洽公

車輛運轉停放。北校區車位不足部分，本隊也盡量增設臨時停車區（化

學館圓環），期能增加車位運轉率緩解校園洽公停車的壓力。 

4. 為配合大禮堂工程與水木前停車場部分車位被徵召作為工區，同時考

量行人通行安全，本隊 4月 21日於水木餐廳前方道路與人行道間裝設

回復式導桿，以維安全。 

5. 校園多處標線模糊處重新繪製，例：小吃部、水木餐廳前車位、工一

館後方、清華會館地下室出入口及立體與南門機車停車場。另也在工

一館後方設以ㄇ型擋隔出緊急應變疏散區。 

6. 檢附本校違規處理及親心車位申請等資料，敬請參考： 

(1) 本校近 4年車輛違規統計表，詳附件一。 

(2) 本校近 4年親心車位申請統計表，詳附件二。 

肆、 討論議題 

議案一、擬修改《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

提請審議。(駐警隊提案) 



說  明：1.本校在職專班生之上課時間有平日週間上下午及夜間假日，故夜間

假日證已無法滿足所有在職生之停車需求，學生汽車證整合成單一

種車證後，本校學生只需持有有效車證，即可於每日 06時至翌日 03

時間進出及停放校區，車證使用較為彈性及符合實際。 

        2.另為有效管理校園內停車秩序並保障公務夜留需求，擬修訂校內夜

留汽車適用對象，梅園入口右側停車場因臨運動場館周邊停車需求

較大，為提高停車周轉率並配合全校大型活動，故取消該停車場夜

留功能。 

建  議：修改《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

詳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決  議：無異議通過。 

 

議案二、擬修改《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第三、四、五

及九點，提請審議。(駐警隊提案) 

說  明：1.為利兩校區學生往來及停車公平性，整合現行學生各項汽車證。 

        2.本校在職專班生之上課時間有平日週間上下午與夜間及假日，故取

消在職生專用證，南大校區推廣中心學員汽車停車部分維持不變。 

        3.短期證維持開放有短期需求之對象申請。 

        4.工作證之停車費由現行每日 25元調至每日 30元。 

        5.本次同步於要點中統一所有費用幣值為新臺幣。 

建  議：修改《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第三、四、五及

九點，詳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決  議：經無記名投票，14票同意通過(1 名委員請假、2 名委員未表示意見)。 

 

議案三、為兩校區同學之課程往來便利性，擬試辦一年學生汽車持用『單一校

區車證可通行及停放兩校區』一案，提請審議。(駐警隊提案) 

說  明：1.依目前規定單一校區車證僅能停放於原申請停放校區，如欲前往第

二校區停放需申請第二校區停車識別證，申請費用為原車證之 1/2。 

        2.經統計兩校區學生汽車有跨校區停放需求者數量約於 30輛以下。 

建  議：擬試辦一年後將檢視試辦結果再研議是否修改法規。 

決  議：無異議通過。 

 

 



委員提問及回應 

提問一、於 5月 24日夜間，發生外送機車在北校門口附近撞傷本校計財系學生

事件，學生有骨折的情況，與家長溝通後家長可以理解並不會追究但

仍希望校方可以持續尋求解套方案及加強夜間管理外送機車。(學務長

提問) 

總務長回應：外送機車的問題總務處已處理多年，從管制數量到測速等方法都

試行過，但成效有限，將持續努力改善。未來若經費許可，將規

劃設置共享電動腳踏車，其中宿舍區會有一站，方便同學訂外送

時可自行騎電動腳踏車至校門口取餐，屆時將禁止外送機車進入

校園。 

提問二、對於偶爾有需求開車入校(ex:搬宿舍)但沒有申請汽車停車證的學生，

是否可比照外面的停車場有單日停車費上限? (學生代表汪奇融提問) 

總務長回應：請駐警隊研擬相關方案提下次交通委員會討論。 

提問三、共享電動腳踏車所需的經費是否會排擠到校巴的預算? (學生代表汪奇

融提問) 

總務長回應：校園公車目前每天有 131班、區間車 28班，未來是否減班或取消

需視共享電動腳踏車推動狀況而定，到時需以實際電動腳踏車使

用數量及情況來評估，並經過一段時間與校巴互相磨合、調整後，

才能夠定案。另外，電動腳踏車建置費用實在太高昂，可能也沒

辦法作到完全免費提供，仍在審慎評估中。 

提問四、工科系附近的文學館工程已經施工一陣子了，目前疫情影響的情況下

停車位已經不好找，可預見九月開學之後會更難停車。(原科院代表陳

馨怡提問) 

總務長回應：文學館工期到今年年底就會結束，請駐警隊這段時間實地看看工

科系附近是否還有適合停車的地方，如有則規劃後供附近師生使

用。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13:02)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08年01月 11 6 0 17

108年02月 0 12 0 12

108年03月 14 8
160

(校園徵
182

108年04月 124 5 0 129

108年05月 39 12 0 51

108年06月 68 8 40 116

108年07月 2 17 0 19

108年08月 8 81 0 89

108年09月 4 9
2246

(清理回
2259

108年10月 9 102 0 111

108年11月 40 52 195 287

108年12月 1 15 50 66

合計 320 327 2691 3338

 108.12.31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10月31日移撥20部堪用腳踏車供清華學院之『清華T-BIKE』計畫。
2. 截至10月31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365部。

附件一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09年01月 10 53 0 63

109年02月 7 55 0 62

109年03月 11 39 0 50

109年04月 20 36 0 56

109年05月 5 30 0 35

109年06月 10 26 0 36

109年07月 18 19 0 37

109年08月 9 34 0 43

109年09月 10 7 1619（無主） 1636

109年10月 27 44 385（無主） 456

109年11月 6 47 266（無主） 319

109年12月 28 25 70 123

合計 161 415 2340 2916

 109.12.31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10月20日移撥20部堪用腳踏車供清華學院之『清華T-BIKE』計畫。
2. 截至10月23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218部。

附件一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10年01月 2 17 185 204

110年02月 23 26 0 49

110年03月 72 38 19 129

110年04月 4 47 50 101

110年05月 131 42 93 266

110年06月 63 25 0 88

110年07月 49 12 0 61

110年08月 57 25 98 180

110年09月 25 26 1263 1314

110年10月 128 32 1047 1207

110年11月 31 39 33 103

110年12月 25 48 17 90

合計 610 377 2805 3792

 110.12.31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本年度兩校區共回收1900輛無主及廢棄腳踏車。
2. 截至10月26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284部。

附件一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11年01月 7 38 0 45

111年02月 30 26 0 56

111年03月 37 57 3 97

111年04月 72 35 8 115

111年05月 16 23 0 39

111年06月 0

111年07月 0

111年08月 0

111年09月 0

111年10月 0

111年11月 0

111年12月 0

合計 162 179 11 352

 111.5.23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附件一



其他 教職員 汽車 機車

102 0 16 10 6 16

103 1 12 9 4 13

104 2 20 15 7 22

105 1 12 7 6 13

106 0 8 2 6 8

107 0 6 3 3 6

108 0 11 2 9 11

109 1 8 3 6 9

110 1 2 2 1 3

111 1 3 4 0 4

合計 7 98 57 48 105

備註：

111.5.23製表

清華大學歷年親心車位申請統計表

目前使用中之汽車車位有 2 個。

車位種類申請人身份
小計年度

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款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第 

七  

條 

 

行駛本校校本部汽車識別證之種類、 

發放對象及限制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發給在 

本校服務之專（兼）任教師、 

職員、技術人員、工友、專任 

助理及退休同仁。 

（二）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發給 

居住在本校東、西院之教職員 

眷屬，限停放於職務宿舍區停 

車位（格）時有效，非停放於 

職務宿舍區停車位（格）時停 

車費比照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 

式辦理。職務宿舍區之區域定 

義由駐警隊公告。 

（三）工作汽車識別證：發給需長時 

間於本校校區工作之人員（如 

建築、廠商、餐廳之員工、長 

期送貨車輛等）。 

（四）學生汽車識別證：發給本校在 

學學生，為公平起見，若登記 

申請人數超過限制額度時，另 

擇日公開抽籤。 

（五）汽車夜間及假日識別證：發給

本校 EMBA、IMBA、MBA及在職

專班學員，限於非上班時間（平

日 18時至翌日 03時）及國定

例假日（06~03 時）入校停放。 

（六）(五)短期汽車停車證：發給本

校教職員工生及短期工作人

員。 

（七）(六)臨時汽車停車證：發給訪

客、洽公車輛，於本校大門或

南門申請進入校區。 

（八）(七)貴賓汽車識別證：依國立

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

管理要點辦理。 

行駛本校校本部汽車識別證之種類、 

發放對象及限制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發給在 

本校服務之專（兼）任教師、 

職員、技術人員、工友、專任 

助理及退休同仁。 

（二）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發給 

居住在本校東、西院之教職員 

眷屬，限停放於職務宿舍區停 

車位（格）時有效，非停放於 

職務宿舍區停車位（格）時停 

車費比照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 

式辦理。職務宿舍區之區域定 

義由駐警隊公告。 

（三）工作汽車識別證：發給需長時 

間於本校校區工作之人員（如 

建築、廠商、餐廳之員工、長 

期送貨車輛等）。 

（四）學生汽車識別證：發給本校在 

學學生，為公平起見，若登記 

申請人數超過限制額度時，另 

擇日公開抽籤。 

（五）汽車夜間及假日識別證：發給 

本校 EMBA、IMBA、MBA 及在職專 

班學員，限於非上班時間（平日 

18時至翌日 03時）及國定例假 

日（06~03時）入校停放。 

（六）短期汽車停車證：發給本校教 

職員工生及短期工作人員。 

（七）臨時汽車停車證：發給訪客、 

洽公車輛，於本校大門或南門 

申請進入校區。 

（八）貴賓汽車識別證：依國立清華 

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 

要點辦理。 

1.本校在職專班 

生之上課時間 

有平日週間上 

下午與夜間及 

假日，本證已 

無法滿足在職 

生之停車需求 

，建議刪除。 

2.未來本校學生 

只要持有有效 

車證，即可於 

每日 06時至 

翌日 03時間 

進出及停放校 

區。 

3.修訂本項規定 

後，對於學生 

汽車停放需求 

將更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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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條款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第 

十 

三 

條 

所有汽車入校停放時都必須停在規劃 

之停車位（格）或由本校臨時指定之

停車位。本校各停車位（格）禁止於 

03時至 06時停放。唯下列情況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職務宿舍區停車位（格）開 

放居住於職務宿舍區且其汽 

車貼有本校有效之教職員汽 

車識別證或職務宿舍區識別 

證之汽車停放。 

（二）奕園停車場開放住宿於本校 

學生宿舍區且其汽車貼有本 

校有效之學生汽車識別證之 

汽車停放。 

（三）專案申請並經核定之汽車依 

其申請停放位置及時間停放。 

身障人士所使用之汽車方能停放於身 

心障礙停車位上（停車時車上需備妥

身心障礙手冊）。 

所有汽車入校停放時都必須停在規劃

之停車位（格）或由本校臨時指定之 

停車位。本校各停車位（格）禁止於 

03時至 06時停放。唯下列情況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停放於奕園停車場。 

 （二）停放於排球場旁停車場。 

 （三）持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或職 

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者停放 

於職務宿舍區停車 位（格）。  

身心礙人士所使用之汽車方能停放於

身心障礙停車位上（停車時車上需備 

妥身心障礙手冊）。 

1.為更有效管理 

校園內停車秩 

序並保障公務 

夜留需求，擬 

修訂校內夜留 

汽車適用對象。 

2.梅園入口旁停

車場因臨運動 

場館周邊，停 

車需求較大， 

為提高停車周

轉率並配合全 

校大型活動， 

故取消該停車

場汽車夜留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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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校區安寧、交通安全、環境景觀及停車秩序，特訂定本校校園車輛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包括本校教職員工生、校友、入校來賓及工作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車輛包括校區之汽、機車及腳踏車等車輛。 

第四條 本辦法分章規定汽、機車及腳踏車之通行、停放、違規的管理以及廢棄車輛處理規則。 

第五條 本辦法所提之各類車輛識別證之申請、收費及違規處理，依照另訂之「國立清華大學車

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執行。 

第二章 汽車通行 

第六條 

 

 

 

所有進入校本部之汽車除第九條所特准之車輛外，其餘汽車一律持用本校所核發之識別

證方予通行。校外來賓車輛（無本校所核發之識別證）每日07時至23時限經由本校大門

或南門申請臨時汽車停車證或經車輛辨視系統作業後進入校區；每日23時至07時不受理

入校申請，有緊急事故者，經門崗值勤人員查明同意後，車輛得進入校區。 

南大校區現有停車場及開放時間： 

(一)戶外平面汽車停車場：開放停車時間每日6至24時。 

(二)綜合教學大樓地下汽車停車場：開放停車時間每日6至24時。 

(三)進修推廣大樓地下汽車停車場：開放停車時間平日7至23時，例假日關閉。 

 

第七條 

 

行駛本校校本部汽車識別證之種類、發放對象及限制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發給在本校服務之專（兼）任教師、職員、技術人員、工 

友、專任助理及退休同仁。 

（二）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發給居住在本校東、西院之教職員眷屬，限停放於職務

宿舍區停車位（格）時有效，非停放於職務宿舍區停車

位（格）時停車費比照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式辦理。職

務宿舍區之區域定義由駐警隊公告。 

（三）工作汽車識別證：發給需長時間於本校校區工作之人員（如建築、廠商、餐廳之

員工、長期送貨車輛等）。 

（四）學生汽車識別證：發給本校在學學生，為公平起見，若登記申請人數超過限制額 

度時，另擇日公開抽籤。 

（五）刪除 

（五）短期汽車停車證：發給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短期工作人員。 

（六）臨時汽車停車證：發給訪客、洽公車輛，於本校大門或南門申請進入校區。 

105年05月27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06月17日校長核定 

105年08月01日實施 
106年10月24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11月11日校長核定 

107年01月01日實施 
107年11月01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年12月24日校長核定 

108年01月01日實施 
108年05月15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07月10日校長核定 

108年08月01日實施 
110年01月13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年02月17日校長核定實施 

111年06月08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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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貴賓汽車識別證：依《國立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要點》辦理。 

南大校區辦理汽車入校區停車，以識別證或磁卡方式進入，其申請對象如下： 
(一) 教職員工識別證：適用本校區專任教職員工，行政助理、專任助理、約僱人員 

及退休教職員工。 

(二) 學年停車磁卡：適用本校區兼任老師、社團指導老師及諮商心理師。 

(三)在職進修學生停車磁卡：適用本校區暑期班、夜間班進修及日間碩(博)班學生。 

(四)推廣學員停車磁卡：適用本校區推廣教育中心研習學員。 

(五)工作汽車停車磁卡：適用在本校區工作之廠商（如施工、餐廳、便利商店之員工）。 

(六)計時停車幣：適用無本校區識別證或磁卡之車輛，取計費停車幣進入校園。 

(七)上述各項停車磁卡請逕向南大校區總務行政組申請。 
第八條 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以一學年換發乙次為原則，汽車之車主必須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親

屬，申請核准領證時必須出示教職員工服務證、行照、駕照，每部汽車只能申請一張識

別證並黏貼於車內明顯之指定位置。 

第九條 下列車輛因外表及任務明顯而無長時間停車問題，經門崗警衛查明後，得由本校各門進

出：貴賓禮車、救護車、消防車、憲警車、郵務車、電信公務車、電力公務車、送報車、

垃圾車、快遞貨車、緊急維修工程車、接送身心障礙者之復康專車、校際專車等﹔另經

申請核准之遊覽車入校以南校門優先，駐警隊提供簡圖引導車輛。遊覽車入校至舉辦活

動之系館適當地點下車後，須停放在駐警隊指定地點。 

第十條 除非工作所需或在本校特准之時間內，任何汽車都不得駛入本校校區內之徒步區。 

第十一條 為管理本校校區汽車停放數量，本校於辦理各項停車證時得收取停車費。 

第三章 汽車停放 

第十二條 需貼有本校核發之當年度有效汽車識別證（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九條）或臨時汽車停

車證或經校園停車收費管理系統辨視處理之車輛方能停車於本校校區內，識別證必須為有

效期間內，且識別證需置（貼）於車上明顯之指定位置，並依限定區域停放。識別證遺失

需重新繳交停車費始予補發，因車體損壞修理、換車、車輛失竊等得檢具相關證明至駐警

隊免費申請補發。 
第十三條 所有汽車入校停放時都必須停在規劃之停車位（格）或由本校臨時指定之停車位。本校各

停車位（格）禁止於03時至06時停放。唯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職務宿舍區停車位（格）開放居住於職務宿舍區且其汽車貼有本校有效之教職員汽

車識別證或職務宿舍區識別證之汽車停放。 

（二）奕園停車場開放住宿於本校學生宿舍區且其汽車貼有本校有效之學生汽車識別證 

之汽車停放。 

（三）專案申請並經核定之汽車依其申請停放位置及時間停放。 

身心礙礙人士所使用之汽車方能停放於身心障礙停車位上（停車時車上需備妥身心障礙

手冊）。 
第十四條 第九條所述及其他特殊工作車輛於工作期間內得停放於不妨礙交通之工作地點並不受停

車位（格）或地點限制。 

第十五條 停放在本校校區內之汽車其安全由汽車所有人負責，本校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校外單位若舉辦大型活動或會議時，由本校承辦單位先行考量汽車停放數量會總務處相

關單位再決定是否准其辦理。 

第十七條 為有效管理校內停車空間，得另訂校內分區停車要點。 

第四章 汽車違規 
第十八條 進入校本部之車輛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車輛或識別證未置（貼）於車上明顯之指 

定位置者或未經校園停車收費管理系統辨視處理者。 

（二）限時、限區域停放之車輛（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九條），未依規定時間、區

域停放者。 

（三）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25公里）、亂鳴喇叭、路邊臨停時，未開起閃黃燈或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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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臨停卸貨超過15分鐘以上，未於車輛前後放置三角錐警示或未遵守一般交通 

規則者。 

（四）停放於人行步道、草坪綠地、紅、黃線區、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限身心障礙人 

士停放）、有標示之專用車位、路口十公尺內及道路、通道者。 

（五）無故駛入或停放於本校徒步區內者。 

（六）將汽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者。 

（七）離校時未依規定繳交停車費，累犯或再次入校未自行補繳者。 

（八）變造或將汽車識別證上之編號塗抹不清者。 

以上違規之汽車，本校得鎖車或憑錄影照相紀錄逕行開立違規告發單，並依本校「車輛

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取締。 

第五章 機車通行 

第十九條 為使校區內減少噪音、空氣污染及交通事故，所有機車（含電動機車）不得駛入校區。

（狀況特殊者除外，見第二十四、二十五條） 

第二十條 本校機車識別證種類及發放對象如下： 

（一）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發給在本校服務之專（兼）任教師、職員、技術人 

員、工友及退休同仁。 

（二）工作機車識別證：發給需長時間於本校校區工作之人員（如建築、廠商、 

餐廳之員工等）。 

（三）學生機車識別證：發給騎用機車之本校在學學生。 

（四）臨時機車識別證：發給到校洽公之校外人士或暫時換車之本校教職員工生。 

（五）臨時機車通行證：發給因臨時有特殊需求（如腳傷需人載送、疾病送醫、 

搬運重物等）需騎機車入校之學生、校友或來賓，臨時 

通行證需黏貼於機車前方明顯識別處。 

（六）短期機車通行證：發給學生社團或營隊活動之搬運重物需求（各活動以發 

給一張為原則）及因傷病需以機車代步之校內人員。 

(七)進修各班學生機車識別證：發給暑期班及夜間班進修學生。 

第二十一條 教職員工生機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機車之車主必須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親屬，

申請時必須出示教職員工服務證（學生證）、行照、駕照，每部機車只能申請一張識別

證。 

第二十二條 臨時機車通行證有效期為發證當天，需辦理者於大門、南門申請並貼臨時機車通行證後

始得進入校區。 

短期機車通行證由申請人持相關證明文件至駐警隊免費辦理，如因傷需以機車代步者，

申請人可憑就診後一週內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至駐警隊免費辦理；惟同一傷申請入校時間

累計達二個月以上者，則須檢附公立或教學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臨時機車識別證有效期為發證當天，需辦理者於南、北門登記後貼臨時識別證並停放於 

各門旁機車停車場之停車格內。 

第二十三條 所有機車除第二十四條所特准通行（停放）校區外，其餘機車不得進入校園，並必須有

本校發行或認可之機車識別證方可停放於大門西側（光復路與建新路口）、東門、西門、

南門等指定之機車停車場。 

第二十四條 有明顯外表及任務之送報、送便當、送郵、殘障、憲警公務機車、緊急搶修或貼有臨時

通行證等之機車可於本校校區通行。 

第二十五條 除非工作所需或本校特准之時間內，任何機車都不得駛入本校校區內之徒步區。 

第二十六條 所有騎乘機車進出本校人員都必須配戴安全帽。未戴安全帽者，校警或保全人員得拒絕

其進出。 

第六章 機車停放 

第二十七條 

 

必須貼有本校核發之有效識別證機車（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二十四條）方予停放，

且識別證必須在有效期間內。機車識別證限黏貼於機車正前方明顯識別處，遺失需繳交

六倍停車費始予補發，因車體損壞修理、換車、車輛失竊等得檢具相關證明至駐警隊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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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申請補發。 

第二十八條 送報、送郵、搬運物品或運送病患之機車可暫時停車於不妨礙交通之工作地點。 

第二十九條 所有停入停車場之機車均必須停放於停車棚內或指定區域之停車格內並放置整齊。 

第三十條 西院住戶之機車（需貼有有效之職務宿舍機車識別證）可由西門進入職務宿舍

區，但不得行駛校區。 
第三十一條 停放在本校校區內之機車其安全由機車所有人負責，本校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任。 

第七章 機車違規 

第三十二條 進入或停放校區之機車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未經同意行駛或停放於校區者。 

（二）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或識別證未貼於車上明顯之指定位置者。 

（三）將機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及將證上編號塗抹不清或變造識別證者。 

（四）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 25 公里﹚、亂鳴喇叭或未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五）持臨時機車通行證進入校區，未遵守切結書規定者。 

（六）機車停放時，未停放於停車棚內或指定區域之停車格內者。 

以上違規之機車，駐警隊得視情節之輕重及交通與停車安全影響程度執行鎖車、拖吊或

憑錄影照相紀錄逕行開立違規告發單，並依本校「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取締。 

第八章 腳踏車管理 

第三十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之腳踏車，可透過網路向駐警隊請領識別證，貼於腳踏車龍骨橫桿、後

檔泥版上或其他明顯處。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識別證遺失、被竊、毀損者或車主

換新車時，腳踏車所有人可申請補發。 

第三十四條 腳踏車必須整齊停放於本校指定之車棚內或腳踏車車架上。 

第三十五條 停放於校內之腳踏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單位得逕行移置於適當場所： 

（一）未貼有當年度之識別證。 

（二）未依規定停放。 

（三）經由外觀判定為廢棄車並於車上張貼清理通知達七日，仍未處理者。 

第三十六條 管理單位拖吊移置之腳踏車應於次日於駐警隊網頁公告識別證號，腳踏車所有人應於公

告之日起一個月內領回，逾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所有人者，即視為廢棄腳踏車，由管理

單位依廢棄物清除或公告認養之。管理單位拖吊移置之腳踏車如有損壞、遺失，車主可

在廢棄之腳踏車中優先選擇一台以為補償，管理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十七條 腳踏車之清理、拖吊移置，於必要時得破壞其車鎖，且不負損壞賠償責任。 

第三十八條 本校腳踏車之停車架（位）僅供停放腳踏車使用，本校不負腳踏車保管責任。 

第三十九條 腳踏車所有人亦應遵守一般汽機車交通安全規則。 

第九章 電力輔助車輛管理 
第四十條 掛有監理單位核發牌照之電力輔助車輛，依汽、機車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外觀樣式與一般腳踏車相似（有腳踏板鍊條可人力傳動者），依腳踏車相關規定管理；

外觀樣式與一般機車相似（無腳踏板鍊條可人力傳動者），依機車相關規定管理。校內

各單位因公務需要於校內騎用機車樣式之電力輔助車輛，需向駐警隊申請登記貼證，並

於車輛明顯處標示單位名稱及「公務車」等字樣。  

第十章 廢棄車輛處理 

第四十二條 被拖吊至駐警隊之機車經一個月之後無人領回，若貼有本校核發之識別證者則通知領回 

；校外機車將公告或函請警察局協助通知車主至本校領回；未領回之機車由本校委請環

保局依法處理。 

第四十三條 校區內道路及停車場久未移動之車輛（含無牌照汽機車），經通知車主或貼警告條一週

以上未再移動者視同無主車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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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每學期開學之初（二月、九月）將於各車棚公告：清理廢棄腳踏車。清理原則為有外觀

明顯喪失功能、變形或長期無人使用鏈條鏽蝕足以認定為不堪使用者或經貼條通告未予

回應之情形者，將由駐警隊雇工運回集中管理，半個月後，無人認領，將公告開放供本

校教職員工生認養，餘視同無主車輛處理。 

第四十五條     無主車輛之處理方式：經公告半個月後無人認領，汽機車逕自通報新竹市政府相關機關

協助處理，廢棄腳踏車由本校進行拍賣，其所得納入校務基金收入。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四十六條 為保障本校學生宿舍區之安寧除工程、公務、救護、消防、巡邏車及教官、齋管理員之
車輛得進入及停放外，其他人員之汽機車，非於特許時間禁止進入及停放，每學期之特
許時間，由駐警隊公布之。 

第四十七條 凡領有本校汽機車識別證，一學年違規達三次者，除沒收車上之識別證外（不退辦證費

用），並停止其六個月內識別證之請領；違規肇事或危及行人安全之嚴重行為，除依法

究責外，得立即沒收車上之識別證，並停止其一年內識別證之請領，校外車輛得拒絕其

再入校。 

第四十八條 汽機車識別證遭沒收後，經交通委員會同意，得改易罰金重新請領識別證。 

第四十九條 凡查獲偽造本校有效車輛識別證者，除需補繳停車費外，另視情節輕重依法究辦。 

第五十條 駐警隊辦理違規車輛認領時間：每日上午09時至下午05時。 

第五十一條 駐警隊於執行公務時，對於不服取締、態度蠻橫者，依其身份情節移送管區派出所或由

本校有關單位處理。 

第五十二條 上條所提各類收費所徵收數額除依法應繳庫外，悉數作為改善校內交通及停車管理之各

種措施之用；其它使用須經本校交通委員會審查，並向本校行政會議報告。 

第五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交通委員會會議通過並送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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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車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理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款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第 

三 

點 

本校學生汽車識別證停車費一學年新

臺幣4000元，行照上車主限本人、配偶

或直系親屬。南大校區同學持原校區核

發之有效汽車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車

證，車證申請費用為原車證費用之一

半。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

免收車證申請費用。 

本校校本部限停指定區域學生汽車 

識別證計160張（外宿生140張，住 

宿於校本部學生20張 ），停車費一 

學年新臺幣800元（ 指定之區域由 

駐警隊另行公告 ）。當登記人數超 

過核發張數時，則舉行公開抽籤， 

行照上車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 

屬。南大校區同學持原校區核發之 

有效汽車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車證 

，二校區車證每學期費用為3800元 

。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得免收車證申請費用。 

1.整合學生各項汽車 

證於本點中。 

2.為利兩校區學生往 

來及停車公平性， 

故修訂車證申請費 

用。 

3.本項車證擬以每年 

使用 10個月計算， 

每週五次入校停放 

，故每天之停車費 

為 20元。 

第 

四 

點 

南大校區推廣教育中心學員可申請於

上課時段進入南大校區校園停車之許

可，費用為每半年新臺幣 1250 元或全

年新臺幣 2500元。如須購買停車場磁

卡，每張工本費新臺幣 200元。 

本校在職專班學員申請校本部汽車 

夜間及假日識別證以一張為限，停 

車費一學年新臺幣 3000元，車主 

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南大校 

區同學持原校區核發之有效汽車證 

至校本部申請本項車證，車證申請 

費用為原車證費用之一半。本校學 

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車 

證申請費用。南大校區推廣教育中 

心學員可申請於上課時段進入南大 

校區校園停車之許可，費用為每半 

年新臺幣 1250元或全年新臺幣 2500 

元。如須購買停車場磁卡，每張工 

本費 200元。 

1.本校在職專班生之 

上課時間有平日週 

間上下午與夜間及 

假日，本證已無法 

滿足在職生之停車 

需求，建議刪除。 

2.為更符合實際需求 

，建議將在職生納 

入學生汽車證內， 

以避免在職生停車 

困擾。 

3.南大校區推廣中心 

學員汽車停車部分 

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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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條款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第 

五 

點 

短期汽車停車證每人限申請壹張每 

張每月新臺幣1000元。申請本項車 

證之行照上車主限本人、配偶或直 

系親屬（短期工作人員申請時需附 

本校相關單位工作證明，車輛得使 

用公司車 ）。南大校區同學持原校 

區核發之有效汽車證至校本部申請 

本項車證，車證申請費用為原車證 

費用之一半。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 

心障礙手冊得免收車證申請費用。 

短期汽車停車證，兩校區各限400張 

（依申請順序 ），每人限申請壹張 

每張每月新臺幣1000元，博士班學 

生、在職外宿生及南大校區在職進 

修( 含夜間班、暑期班 )、日間碩 

博班學生得一次辦理半年，每半年 

新臺幣3000元；另開放南大校區20 

張短期汽車停車證供大學部同學申 

請，每人限申請壹張每張每月新臺 

幣1000元，當登記人數超過核發張 

數時，則舉行公開抽籤。申請本項 

車證之行照上車主限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短期工作人員申請時需 

附本校相關單位工作證明，車輛得 

使用公司車 ）。南大校區同學持原 

校區核發之有效汽車證至校本部申 

請本項車證，車證申請費用為原車 

證費用之一半。本校學生本人持有 

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車證申請費用。 

1.短期證維持開放有短

期需求之對象申請。 

2.有關學生汽車識別證

申請部分已納入本要

點之第3點。 

 

第 

九 

點 

汽車工作證每張每年新臺幣7200元、

機車工作證每張新臺幣600元，申請單 

由本校相關單位簽證，經駐警隊審查

通過後，呈總務長核定發給。如申請

於南大校區使用另須購買停車場磁卡 

，每張工本費新臺幣200元。 

汽車工作證每張每年6000元、機車 

工作證每張 600元，申請單由本校 

相關單位簽證，經駐警隊審查通過 

後，呈總務長核定發給。如申請於 

南大校區使用另須購買停車場磁卡 

，每張工本費200元。 

1.工作證之停車費由 

現行每日 25元調 

至每日 30元。 

2.學生汽車證之停車 

費為每日 20元。 

3.一般訪客汽車停車 

費為每日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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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草案） 
 

 
 
 
 
 
 
 
 
 
 
 
 
 
 
 
 

一、 為有效管理學校汽、機車之通行及停放秩序，並維護校園環境景觀，依本校「校園車 

輛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本收費及違規處 

理要點。 

二、 本校專任教職技員工申請汽車識別證以壹張為原則，每張每一學年新臺幣2000元，因 

故需申請第二張識別證者，每張每一學年新臺幣4000元，如需申請第三張（含）以上 

車證則須專案簽准後發放，行照上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如有教職技員工之 

父母及子女，且確實居住在本校職務宿舍區者得另申請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每張 

每一學年新臺幣1200元（限停職務宿舍區停車格，如需申請第三張（含）以上車證則 

須專案簽准後發放，如需停放校區時比照本要點第七點第一項規定收費）。本校教職 

技員工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各項車證之第一張申請費用，如有特殊需求則另 

行專簽處理。 

三、 本校學生汽車識別證停車費一學年新臺幣4000元，行照上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

屬。南大校區同學持原校區核發之有效汽車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車證，車證申請費用為 

原車證費用之一半。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車證申請費用。 

四、 南大校區推廣教育中心學員可申請於上課時段進入南大校區校園停車之許可，費用為 

每半年新臺幣 1250元或全年新臺幣 2500元。如須購買停車場磁卡，每張工本費新臺

幣 200元。 

五、 短期汽車停車證每人限申請壹張每張每月新臺幣1000元。申請本項車證之行照上車主

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短期工作人員申請時需附本校相關單位工作證明，車輛得

使用公司車 ）。南大校區同學持原校區核發之有效汽車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車證，車

證申請費用為原車證費用之一半。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車證申請費

用。 

六、 為維護校園交通安全及環境，當單一活動入校車輛超過50部或人數達250人以上時， 

主辦單位須於場地借用核可前會簽駐警隊並擬訂交通疏導計畫及指派具有交通疏導 

能力之人員配合駐警隊指揮車輛入校與離校。另非本校主辦之活動以入校車輛不超 

過500部為限，進入學校之車輛一律以全額收費為原則。 

七、 校本部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式如下： 

（一）第一小時內收費新臺幣30元（半小時內同門進出者，免收停車費），爾後每半小 

時收費新台幣15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每日至多以新臺幣300元計收。 

（二）由本校秘書處核發之各類卡片則依相關規定予以優惠。 

（三）凡持用身心障礙手冊之來賓汽車，憑手冊得享前三小時免收費之優惠，惟入校 

108年 05月 15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 07月 10日校長核定 
108年 08月 01日實施 
108年 12月 23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 01月 31日校長核定實施 
109年 06月 01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 06月 08日校長核定 
109年 08月 01日實施 
110年 01月 13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年 02月 17日校長核定實施 
110年 06月 02 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年 06月 16日校長核定 
110年 08月 01日實施 
110年 12月 29 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11年 02月 11日校長核定 
111年 06月 08 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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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內不同門出校則前項優惠取消。 

臨時機車識別證：請至各門警衛室或收費站登記後停放於指定之機車停車場（限發證 

當天有效）。 

欠繳停車費之車輛再次入校時須繳停車費（停車費由上次入校時間計至該日23時止並 

依當日費率收費），否則，本校得拒絕其車輛入校或於該車入校後依規取締。   

南大校區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式如下： 

（一）停車未滿半小時免收停車費。超過半小時未滿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算，收費

新臺幣 30 元；停車逾 1 小時以上，其超過不滿 1 小時部分，不逾 30 分鐘者，

以半小時計算，收費新臺幣 15元；逾 30分鐘者，則以 1小時計算。 

（二）遺失或無停車計時證明者，其計費時間自早上 6時起算。 

（三）遺失代幣工本費新臺幣150元。 

八、 本校各單位得申請下列停車費計次抵用券供來賓於校本部停車時使用（限當日當次有 

效，申請單至駐警隊網頁下載）： 

（一）免費停車抵用券：限量發給各一級單位提供貴賓使用，額度由總務長核定。 

（二） 30元停車抵用券（幣）：限本校兼任教師（含社團指導老師）向駐警隊預購使用。 

（三）50元停車抵用券（幣）：限校內各館舍施工人員車輛預購使用。 

各單位如有需求可專案向總務處申請抵用券。 

九、 汽車工作證每張每年新臺幣7200元、機車工作證每張新臺幣600元，申請單由本校相關

單位簽證，經駐警隊審查通過後，呈總務長核定發給。如申請於南大校區使用另須購買

停車場磁卡，每張工本費新臺幣200元。 

十、 公共服務車輛（郵政、電信、金融、消防、警務、救護、環保、安檢、緊急維修工程 

車等與明確標示貨運行號之送貨車輛 ）、接送本校員工、眷屬、小孩之交通車、校際 

專車、接送身心障礙者之復康專車等，經各門崗警衛或保全人員查明後，得由本校各 

門進出。 

另經申請核准之遊覽車入校以南校門優先，駐警隊提供簡圖引導車輛，以上車輛免收 

停車費；未經申請核准之遊覽車入校每輛次收費新臺幣100元並限當日離校。遊覽車入

校至舉辦活動之系館適當地點下車後，須停放在駐警隊指定地點。 

十一、 本校教職技員工生申請機車停車識別證每人限一張，每張工本費新臺幣100元，車主限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十二、 腳踏車停車識別證每人限一張，免收停車費，申請補發時每張酌收工本費新臺幣20元。 

十三、 汽車識別證遺失申請補發，需重新繳交停車費始得補發；機車識別證遺失申請補發， 

每張新臺幣600元。換車、車體損壞或車輛失竊，憑舊證或相關證明得免費補發識別 

證。無有效車輛識別證或臨時車輛停車證遺失者，按當日最高收費計收。 

十四、 上列各種車輛識別證，申請後不得中途退費。因離職、退休或汽車報廢、失竊者，憑 

相關資料證明（除汽車失竊外，均須繳回停車識別證）得申請退還下一學期未使用之 

費用（即上學期申請，則退還下學期費用，下學期不受理退費申請 ）。新申請使用不 

足一學期者，以一學期計費，超過一學期以一學年收費。 

十五、 違規被上鎖並開立違規告發單之汽車須繳交開鎖費，每次新臺幣500元及違規停車期 

間之計時停車費（含累計欠繳之停車費）；嚴重妨礙通行安全之違規汽車，本校得實 

施拖離，被拖離之車輛車主另需自行負擔搬移費用。 

附註（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規定）： 

進入校區之車輛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車輛或識別證未置（貼）於車上明顯之 

指定位置者或未經校園停車收費管理系統辨視處理者。 

（二）限時、限區域停放之車輛（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十條 ），未依規定時間、 

區域停放者。 

（三）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25公里）、亂鳴喇叭或未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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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放於人行步道、草坪綠地、紅、黃線區、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限身心障礙 

人士停放 ）、有標示之專用車位、路口十公尺內及道路、通道者。 

（五）無故駛入或停放於本校徒步區內者。 

（六）將汽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者。 

（七）離校時未依規定繳交停車費，累犯或再次入校未自行補繳者。 

（八）變造或將汽車識別證上之編號塗抹不清者。 

十六、 違規被上鎖或拖吊之機車須繳交開鎖或搬運費，每次新臺幣 300 元，拖吊地點若為立 

體機車停車場內則搬運費為新臺幣 500元。逾三日未辦理領回手續之違規機車，第四日

起每天加收管理費新臺幣 50元（加收費用上限新臺幣 500元）。 

附註（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進入或停放校區之機車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未經同意行駛或停放於校區者。  

（二）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或識別證未貼於車上明顯之指定位置者。 

（三）將機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及將證上編號塗抹不清或變造識別證者。 

（四）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25公里﹚、亂鳴喇叭或未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五）持臨時機車通行證進入校區，未遵守切結書規定者。 

（六）機車停放時，未停放於停車棚內或指定區域之停車格內者。 

十六之一 凡經允許入校之送餐機車一律由北大門進出，並預收新臺幣 50元押金後換取通行證，

該通行證限當日當次使用，離校時退還押金。惟該通行證最遲於同日 23時前繳回，未

取回之押金沒收於次工作日收入公庫。 

十七、 腳踏車違規被拖吊移置者，應繳交搬運費每輛次新臺幣100元。 

十八、 車輛超速： 

（一）經教職員工生目視舉發者，由駐警隊開立勸導單，30天內累計勸導3次（含） 

以上者，校內人士由總務處函請其主管加強輔導；校外人士本校得拒絕其車輛 

再次入校。 

（二）經本校設置之車輛測速器偵測後，時速35公里以上未達50公里須繳交處理費新 

臺幣300元，時速50公里以上須繳交處理費新臺幣600元。 

十九、 以上收入主要用於改善校內道路狀況、道路照明設備、新建停車場、支付校園公車及 

聘人加強管理等費用。 

二十、 本要點經本校交通委員會會議通過並送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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