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5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應增設機車車牌辨識出入校區、通行申請改為全線上申

請、餐廳消費者停車優惠規定入法、檢討推廣教育班學員入

校優惠及明定暫停及註銷通行許可之規定，修正第十二、十

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條條文。 

二、 修正第十二條第二項，增列機車停車按次收費隔日另計，三

十分鐘內免收費。 

三、 增列第十三條第四項，規範標租本校場地之餐飲契約廠商於

消費者之停車折抵規定。 

四、 經與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協調，其學員多為短期並僅於

例假日入校，爰修正其車輛入校優惠方式，刪除第十六條第

五款及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六款，改為按次優惠，增列於第十

四條第二項。 

五、 修正第十七條第五項，規範非以本人所有之車輛申請通行時

之切結方式。 

六、 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增列同條第四項，明定暫停及註銷

通行許可之規定，包括期限及不予退還所繳交場地清潔維護

費之規定。 

辦 法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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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未依本辦法申請通

行權限者，進入本校區之汽

機車收費標準如下： 

一、 汽車採計時收費，平日

每小時收取費用新臺幣

（下同）三十元，例假日

每小時收取費用五十元。

其停車三十分鐘內免收

費；逾三十分鐘未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算；停

車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

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

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

收費；如逾三十分鐘者，

仍以一小時計算收費。校

友本人持校友證者依前揭

費率打五折，停車逾一小

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

小時部分，以一小時收

費。 

二、機車採計次收費，每次

收費十元，隔日另計，其

停車三十分鐘內免收費。 

三、洽公之外賓，由業務單

位提供外賓停車券，免收

停車費。 

四、藝大會館之外賓，住宿

第十二條    未依本辦法申請通

行權限者，進入本校區之汽

機車收費標準如下： 

一、汽車採計時收費，平日

每小時收取費用新臺幣

（下同）三十元，例假日

每小時收取費用五十元。

其停車三十分鐘內免收

費；逾三十分鐘未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算；停

車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

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

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

收費；如逾三十分鐘者，

仍以一小時計算收費。校

友本人持校友證依前揭費

率打五折，停車逾一小時

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

時部分，以一小時收費。 

二、機車採計次收費，每次

收費十元。 

三、洽公之外賓，由業務單

位提供外賓停車券，免收

停車費。 

四、藝大會館之外賓，住宿

期間免收停車費。 

五、執行公務之警備、消

修正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增列機

車停車按次收費隔

日另計，三十分鐘

內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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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期間免收停車費。 

五、執行公務之警備、消

防、救護、郵務、電信、

電力、保全等車輛進入校

區，免收停車費。 

六、身心障礙人士持身心障

礙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

懸掛身心障礙專用車牌）

者，免收停車費。 

七、校友本人持校友證駕駛

有牌照之車輛屬電動車

者，免收停車費。 

防、救護、郵務、電信、

電力、保全等車輛進入校

區，免收停車費。 

六、身心障礙人士持身心障

礙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

懸掛身心障礙專用車牌）

者，免收停車費。 

七、校友本人持校友證駕駛

有牌照之車輛屬電動車

者，免收停車費。 

第十三條  本校主辦活動或會議

之貴賓、表演人、採訪記

者，得免收停車費；其他人

員得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

費。 

與本校訂定承攬契約之

廠商及育成中心廠商所屬人

員，得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

費。 

前二項情形，應由主辦

單位於活動前向總務處事務

組（以下簡稱「事務組」）提

出申請，經總務長核定後辦

理。 

本校得以平日汽車收費

半價販售小時折抵券予標租

第十三條  本校主辦活動或會議

之貴賓、表演人、採訪記

者，得免收停車費；其他人

員得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

費。 

與本校訂定承攬契約之

廠商及育成中心廠商所屬人

員，得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

費。 

前二項情形，應由主辦

單位於活動前向總務處事務

組（以下簡稱「事務組」）提

出申請，經總務長核定後辦

理。 

增列第十三條第四

項，規範標租本校

場地之餐飲契約廠

商於消費者之停車

折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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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校場地之餐飲契約廠商，

供其發放予消費者，每日折

抵以二小時為限。 

第十四條    參加本校主辦展演

活動之觀眾，憑演出票

根，汽車每次收取費用三

十元。 

推廣教育班學員入校上

課，汽車每次收取費用二

十元。 

第十四條    參加本校主辦展演

活動之觀眾，憑演出票根，汽

車每次收取費用三十元。 

為管理效率，改列

推廣教育班學員優

惠，汽車每次收取

費用二十元。 

第十六條    得申請本校車輛通

行權限之人員類別如下: 

一、教職員工：包括兼任

教師、社團指導老

師、駐診醫師、兼任

醫事人員、志工、工

讀生、兼任助理、臨

時人員、本校退休教

職員工等。 

二、學生：限本校在籍學

生。 

三、貴賓：經校長核定之

貴賓名單，以及本校

卸任校長，併得依實

際需求使用室內停車

場。 

四、廠商：與本校訂定承

攬契約達一個月以上

第十六條    得申請本校車輛通

行權限之人員類別如下: 

一、教職員工：包括兼任

教師、社團指導老師、

駐診醫師、兼任醫事人

員、志工、工讀生、兼

任助理、臨時人員、本

校退休教職員工等。 

二、學生：限本校在籍學

生。 

三、貴賓：經校長核定之

貴賓名單，以及本校卸

任校長，併得依實際需

求使用室內停車場。 

四、廠商：與本校訂定承

攬契約達一個月以上之

廠商所屬人員。 

五、推廣教育學分班學

1.刪除推廣教育學

分班學員申請車

輛通行權限資

格，其停車優惠

改列於第十四

條。

2.配合第五款刪

除，第六款移為

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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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廠商所屬人員。 

五、體泳館會員：經體育

中心核定之體泳館會

員。 

員。 

六、體泳館會員：經體育

中心核定之體泳館會

員。 

第十七條 前條汽機車輛通行核

准，每人每車種以一輛為限，

每學年申請一次。 

申請通行時須填寫申請

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行車

執照影本，送事務組審核並完

成繳費後，由事務組核准通

行。 

廠商申請通行，應經業

務單位主管同意，並檢附相關

契約書影本，依前項規定提出

申請。 

室內停車場汽車通行之

申請，以本校教職員工（含兼

任老師及退休教職員工）為

限，並應於每學年開學後十五

日內提出申請；申請人數如超

過本校可停車位數之兩倍時，

應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停車位

之分配，其抽籤辦法由事務組

另行訂定公告之。 

通行之申請人非以本人

所有之車輛申請登記，應切結

已經車輛所有人同意使用。 

第十七條 前條汽機車輛通行核

准，每人每車種以一輛為限，

每學年申請一次。 

申請通行時須填寫申請

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行車

執照影本，送事務組審核並完

成繳費後，由事務組核准通

行。 

廠商申請通行，應經業

務單位主管同意，並檢附相關

契約書影本，依前項規定提出

申請。 

室內停車場汽車通行之

申請，以本校教職員工（含兼

任老師及退休教職員工）為

限，並應於每學年開學後十五

日內提出申請；申請人數如超

過本校可停車位數之兩倍時，

應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停車位

之分配，其抽籤辦法由事務組

另行訂定公告之。 

通行之申請人得以本

人、配偶、直系血親所有之車

輛申請登記，其以其他車輛登

修正第十七條第四

項，規範非以本人

所有之車輛申請通

行時之切結方式。 

29-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記者，應另檢附車輛所有人出

具之同意使用切結書。 

第十八條    申請車輛通行應繳

交場地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

如下： 

一、戶外停車場之汽車通

行：教職員工每年一千五

百元，學生每年一千一百

元，廠商每年三千六百

元。 

二、室內停車場之汽車通

行：每年三千六百元。 

三、機車通行：教職員工生

每年二百元，廠商每年六

百元。汽缸排氣量二五○

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

機器腳踏車通行證，依本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收費

標準辦理。 

四、本校兼任教師、社團指

導老師、駐診醫師、兼任

醫事人員、身心障礙教職

員工生及志工等人員，申

請通行，得免收場地清潔

維護費。 

五、貴賓通行，免收場地清

潔維護費。 

六、體泳館會員，比照廠商

第十八條    申請車輛通行應繳

交場地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

如下： 

一、戶外停車場之汽車通

行：教職員工每年一千五

百元，學生每年一千一百

元，廠商每年三千六百

元。 

二、室內停車場之汽車通

行：每年三千六百元。 

三、機車通行：教職員工生

每年二百元，廠商每年六

百元。汽缸排氣量二五○

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

機器腳踏車通行證，依本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收費

標準辦理。 

四、本校兼任教師、社團指

導老師、駐診醫師、兼任

醫事人員、身心障礙教職

員工生及志工等人員，申

請通行，得免收場地清潔

維護費。 

五、貴賓通行，免收場地清

潔維護費。 

六、推廣教育班學員，比照

1.刪除本條第六

款，推廣教育班

學員優惠改為按

次優惠，增列於

第十四條。

2.配合本條第六款

刪除，第七款移

為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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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收費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六款領有牌照之車輛屬電

動車者(廠商除外)，得免收場

地清潔維護費。 

汽車符合前二項免徵場地清潔

維護費額度以第一項第一款為

限，數量每人每車種以一輛為

限。 

本校學生收費標準。 

七、體泳館會員，比照廠商

收費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六款領有牌照之車輛屬電

動車者(廠商除外)，得免收場

地清潔維護費。 

汽車符合前二項免徵場地清潔

維護費額度以第一項第一款為

限，數量每人每車種以一輛為

限。 

第二十二條    違反前條第一款

至第五款及第十一款規定者，

得由駐衛警拍照存證後開立違

規單，計收違規處理費汽車為

六百元，機車為三百元，必要

時得加鎖。 

違規處理費未繳清者，

本校得暫停核准次學年之通

行。其經加鎖者於繳清違規處

理費及停車費後開鎖。 

違反前條第六款至第十

款者，得由駐衛警記錄違規事

實，並將違規人名冊送交人事

室或學務處依規定議處。 

違反前條規定者，並得

暫停依第四章申請之通行許可

三個月，累犯者註銷通行許可

第二十二條    違反前條第一款

至第五款及第十一款規定者，

得由駐衛警拍照存證後開立違

規單，計收違規處理費汽車為

六百元，機車為三百元，並得

暫停通行許可三個月，累犯者

註銷通行許可，必要時得加

鎖。 

違規處理費未繳清者，

本校得暫停核准次學年之通

行。其經加鎖者於繳清違規處

理費及停車費後開鎖。 

違反前條第六款至第十

款者，得由駐衛警記錄違規事

實，並將違規人名冊送交人事

室或學務處依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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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年，所繳交場地清潔維護費

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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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修正草案) 

民國 101 年 04 月 2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0 月 3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04 月 2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06 月 0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06 月 0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 0 7  年 5 月 8  日 1 0 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 0 7  年 1 0 月 2 2 日 1 0 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2 5 日 1 0 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 0 9  年 5 月 5 日 1 0 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 1 1  年 ○月 ○日 1 1 1 學 年度第 1 學 期第 2 次校 務會 議通 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出入校區汽機車輛，維護校園交通安

全與秩序，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汽機車管理項目包括停車場管理、停車場收費、通行管理及違規處理。 

第 三 條   本校區車輛管理工作，由本校總務處管理，並由駐衛警察隊（以下簡稱「駐衛

警」）、學務處校安中心共同負責執行。本校於必要時得洽請轄區警察機關支援，協

助維護校區交通秩序。 

第 四 條   本校校區速限三十公里，進入校區之車輛應減速慢行，並遵守校區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之指示、警告與禁止規定，以及駐衛警之指揮。 

前項校區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與禁止規定，由校園規劃小組審議、

簽請核定辦理。 

本校校區交通規則，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其他道路交通法

令之規定。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所生之「汽機車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應繳入校務基金，並優先支付交

通設施維護及管理人員工資等相關費用。 

第二章 停車場管理 

第 六 條   停車場區分為室內停車場及戶外停車場，「室內停車場」係指附屬於本校建築物

空間內，依規定劃設停車位之停車場。「戶外停車場」係指校區道路兩旁及特定區域

劃設停車位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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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室內停車場之進出場時間及各項管理，除本辦法之規定外，依各該建築物管理單

位訂定之管理規則辦理。 

第 八 條   汽車停車位依其使用性質劃分為「身心障礙及孕婦專用停車位」、「教職員工生停

車位」、「職務專用停車位」及「卸貨停車位」等四類。另機車停車位得視使用需求，

另行劃設「洽公停車位」及「限時停車位」。 

「職務專用停車位」指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校長特別核定者之職務

專用停車位。 

第 九 條   停車場之一般管理原則如下： 

一、車輛進出場應遵循停車場內標誌、標線或依管理人員指示方向，並應依使用

性質及規定位置停放車輛。 

二、洽公停車位及卸貨停車位限停三十分鐘，限時停車位應依標示開放時間限時

停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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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損

壞，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應賠償所致之損害。 

四、因執行公務須進入管制區域或停放於非停車格線內之車輛，應事前申請取得

許可文件，並將其置於車輛之明顯處以供辨識，始得通行或停放。 

五、停車場僅供車輛停放使用，本校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六、除本校之公務車輛外，禁止在校區內洗車。 

七、車輛禁止在校區內暖車或怠速停放。 

八、車輛禁止裝載易燃、易爆或其他危險物品進入校區，違者逕行移除或報警處

理。 

第 十 條   為辦理活動而須進入本校區之大型車輛，應由該活動主辦單位事前申請核准；如

校區無適當停放空間，本校得拒絕大型車輛進入校區。 

大型車輛在校區道路不得任意迴轉，並應停放於指定之場所。 

前項所稱「大型車輛」係指甲類、乙類大客車、逾三噸半（含）以上之貨車，以

及工程施工車輛等。 

第 十一條   因工程需要進出校區之車輛，施工單位須於開工前與本校相關單位召開工程協

調會，並提出交通管理計畫，經總務處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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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工程，係指施工期間達三個月以上之工程。 

第三章 停車場收費 

第十二條    未依本辦法申請通行權限者，進入本校區之汽機車收費標準如下： 

一、 汽車採計時收費，平日每小時收取費用新臺幣（下同）三十元，例假日每小

時收取費用五十元。其停車三十分鐘內免收費；逾三十分鐘未滿一小時者，

以一小時計算；停車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逾三十

分鐘者，以半小時收費；如逾三十分鐘者，仍以一小時計算收費。校友本人

持校友證者依前揭費率打五折，停車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

分，以一小時收費。 

二、機車採計次收費，每次收費十元，隔日另計，其停車三十分鐘內免收費。 

三、洽公之外賓，由業務單位提供外賓停車券，免收停車費。 

四、藝大會館之外賓，住宿期間免收停車費。 

五、執行公務之警備、消防、救護、郵務、電信、電力、保全等車輛進入校區，

免收停車費。 

六、身心障礙人士持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懸掛身心障礙專用車牌）者，

免收停車費。 

七、校友本人持校友證駕駛有牌照之車輛屬電動車者，免收停車費。 

第十三條    本校主辦活動或會議之貴賓、表演人、採訪記者，得免收停車費；其他人員得

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費。 

與本校訂定承攬契約之廠商及育成中心廠商所屬人員，得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

費。 

前二項情形，應由主辦單位於活動前向總務處事務組（以下簡稱「事務組」）提

出申請，經總務長核定後辦理。 

本校得以平日汽車收費半價販售小時折抵券予標租本校場地之餐飲契約廠商，

供其發放予消費者，每日折抵以二小時為限。 

第十四條    參加本校主辦展演活動之觀眾，憑演出票根，汽車每次收取費用三十元。 

推廣教育班學員入校上課，汽車每次收取費用二十元。 

第十五條    租借本校場地舉辦活動而須臨時停車者，得申請按次以五十元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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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行權限管理 

第十六條    得申請本校車輛通行權限之人員類別如下: 

一、教職員工：包括兼任教師、社團指導老師、駐診醫師、兼任醫事人員、志工、

工讀生、兼任助理、臨時人員、本校退休教職員工等。 

二、學生：限本校在籍學生。 

三、貴賓：經校長核定之貴賓名單，以及本校卸任校長，併得依實際需求使用室

內停車場。 

四、廠商：與本校訂定承攬契約達一個月以上之廠商所屬人員。 

五、體泳館會員：經體育中心核定之體泳館會員。 

除前項各款之核准對象外，其他須申請本校通行者，均應由本校各業務單位以

專案方式向事務組提出書面申請，經總務長核定後辦理。 

第十七條    前條汽機車輛通行核准，每人每車種以一輛為限，每學年申請一次。 

申請通行時須填寫申請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行車執照影本，送事務組審核

並完成繳費後，由事務組核准通行。 

廠商申請通行，應經業務單位主管同意，並檢附相關契約書影本，依前項規定提

出申請。 

室內停車場汽車通行之申請，以本校教職員工（含兼任老師及退休教職員工）為

限，並應於每學年開學後十五日內提出申請；申請人數如超過本校可停車位數之兩倍

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停車位之分配，其抽籤辦法由事務組另行訂定公告之。 

通行之申請人非以本人所有之車輛申請登記，應切結已經車輛所有人同意使用。 

第十八條    申請車輛通行應繳交場地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如下： 

一、戶外停車場之汽車通行：教職員工每年一千五百元，學生每年一千一百元，廠

商每年三千六百元。 

二、室內停車場之汽車通行：每年三千六百元。 

三、機車通行：教職員工生每年二百元，廠商每年六百元。汽缸排氣量二五○立方

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通行證，依本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收費標準辦

理。 

四、本校兼任教師、社團指導老師、駐診醫師、兼任醫事人員、身心障礙教職員工

生及志工等人員，申請通行，得免收場地清潔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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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貴賓通行，免收場地清潔維護費。 

六、體泳館會員，比照廠商收費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領有牌照之車輛屬電動車者(廠商除外)，

得免收場地清潔維護費。 

汽車符合前二項免徵場地清潔維護費額度以第一項第一款為限，數量每人每車

種以一輛為限。 

第十九條    室內停車場汽機車柵欄機使用遙控器開啟，遙控器每只五百元，購買後不回收

不退費。 

前項遙控器耗損、遺失、遭竊或毀損時，應即時報知事務組註銷，使用者應另付

費申請補發或換發。遙控器自領取日起一個月內，如非人為因素致生故障者，使用

者得持原遙控器至事務組免費換發。 

遙控器電池等耗材費用，由使用者自行負擔。 

第二十條    通行清潔維護費之繳納，以每年十月為基準，按月收費，申請當月應繳納整月

份之費用；離校時並退還其後之場地清潔維護費，終止通行當月不計費。 

第五章 違規處理 

第二十一條    汽機車進入本校區，有下列情形者，由本校駐衛警取締之： 

一、汽機車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或車格內。 

二、停放於洽公停車位或卸貨停車位超過三十分鐘。 

三、占用身心障礙及孕婦專用停車位。 

四、汽、機車未繳費進出校園或跟車進入校區。 

五、未住校人員車輛過夜停放於校區。 

六、機車騎入人行道或走廊等行人區域。 

七、未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超速、違規鳴按喇叭、練車、蛇行、跨越中線行駛、路

口未依規定停車再開、減速路段未依規定減速、逆向行駛及其他違反交通法規

之情事。 

八、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超載。 

九、汽車駕駛人或乘客未繫安全帶。 

十、違規洗車、暖車或怠速停放。 

十一、其他經公告禁止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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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違反前條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十一款規定者，得由駐衛警拍照存證後開立違

規單，計收違規處理費汽車為六百元，機車為三百元，必要時得加鎖。 

違規處理費未繳清者，本校得暫停核准次學年之通行。其經加鎖者於繳清違

規處理費及停車費後開鎖。 

違反前條第六款至第十款者，得由駐衛警記錄違規事實，並將違規人名冊送

交人事室或學務處依規定議處。 

違反前條規定者，並得暫停依第四章申請之通行許可三個月，累犯者註銷通

行許可一年，所繳交場地清潔維護費不予退還。 

第二十三條    不服取締之車輛所有人，於繳清違規處理費及拖吊費後，得於取締當日起七

日內，以書面向事務組提出申訴，每案以申訴一次為限。 

事務組應就申訴案件調查取締情形並擬具處理建議，報請總務長核定後執行，

並列管備查。 

第二十四條    車輛使用人不服第二十二條之取締而對學校或教職員有惡意攻訐、汙衊行為

或毀損公物者，本校得註銷其通行許可，並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開單加鎖逾二日未繳費開鎖者，本校得將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並得請求車

輛使用人支付相當於違規拖吊費用之移置費；移置違規車輛所致人員及設施之損

害，由車輛使用人全額賠償。 

前二項之處理，本校於必要時得洽請轄區警察或交通管理機關協助處理。 

未申請通行、核准通行時效已過或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者，其車輛停

放校區達七日以上者，準用前二項及二十七條之規定處理。 

第二十五條    違規車輛使用人應於取締之日改正違規事實；未改正者，本校得按日連續處

罰之。 

第二十六條    教職員工離職或學生辦理離校手續前，應繳清違規處理費及停車費。 

校外之違規車輛，應繳清違規處理費及停車費後放行。 

第二十七條    本校處理校園內廢棄車輛，得參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 

及「占用道路廢棄車輛認定基準及查報處理辦法」等規定辦理，其處理程序如下： 

一、清查：每年寒暑假期間由駐警隊清查校園內廢棄車輛。 

二、公告：清查結束後，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廢棄車輛清冊，並張貼於廢棄

車輛車體，以通知車主於當學期結束前移置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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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知：公告期限屆滿且車主未處理者，由駐警隊彙整廢棄車輛清冊後，

協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及環保單位協處。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準用本辦法電動機車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其他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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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2月7日

總務處事務組

 為修正「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及「公告本

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簽請鑒核。

 

依據「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公告本校

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及本校111年11月28日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主管會報會決議事項辦理。

檢陳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單二份(附件1、
4)、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二份(附件2、5)、「汽機車管理

暨違規處理辦法」(修正草案)(附件3)及公告本校校區門禁

及安全管理事項(修正稿)各乙份(附件6)。
本校112年起將新增機車出入之車牌辨識系統，並為維持

校內交通秩序及有效管制，爰修正「本校汽機車管理暨

違規處理辦法」部分條文。

本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於101年5月23日公告(附件

7)，迄今已逾10年，有必要依現況酌予修正，並已依說明

一主管會報決議再修潤文字。

 奉核後，請秘書室協助將前揭二提案排入校務會議審

議。

會辦單位：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40701/ / /
保存年限： 05年

第1頁，共2頁

111100515329-16



校長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第2頁，共2頁

111/12/07 09:30:54

事 務 組
組 長馬傳宗    

111/12/07 12:20:11

總 務 處
副總務長林宏源    

111/12/07 14:50:52

總 務 處
總 務 長莊政典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12/07 15:14:29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1/12/07 15:18:04

秘 書 室
秘 書吳淑鈴 

代

111/12/07 18:02:42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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