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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車場管理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9.5.20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伍 附註：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中途解約時

不另扣除租金，其餘人員應
扣中途解約1個月租金，餘款
退還依照退費基準日計算
（退費基準日為申請日起算
之每月1日或16日) 。 

附註： 
一、除因奉准退休、離職、離校

之本校教職員工生退還清潔
費餘款全額外，其餘人員應
扣中途解約1個月租金，餘款
退還(退費基準日為自申請日
起算之每月1日或16日)，是
項申請應在離校兩個月內辦
理，超過期限視同放棄。 

本校教職員工生中途

解約時無論日停或過

夜停車皆不另扣除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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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車場管理要點 (修正草案)

壹、宗旨：為加強本校停車場(以下簡稱本停車場)車輛出入之管制及收費，以維護本校校園之安寧及

整潔，特訂定本要點。 

貳、本停車場位置：

一、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二、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下停車場。

三、本校校區外之停車場。

四、公館校區停車場。

參、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開放時間：每日上午6時至晚上12時止（農曆春節假期停止開放以不超過政府

規定之放假日數，時間另行公告） 

校區外停車場、公館校區停車場開放時間：全日開放，由使用人自行管理。 

肆、車輛種類：小型客貨車

中華民國83年3月16日第22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3年4月13日第226次行政會議第1次修正 

中華民國84年5月17日第234次行政會議第2次修正 

中華民國85年9月4日第242次行政會議第3次修正 

中華民國86年3月5日第246次行政會議第4次修正 

中華民國88年4月14日第261次行政會議第5次修正 

中華民國89年3月8日第267次行政會議第6次修正 

中華民國91年10月2日第285次行政會議第7次修正 
中華民國93年12月1日第301次行政會議第8次修正 
中華民國96年4月11日第316次行政會議第9次修正 

中華民國96年12月12日第318次行政會議第10次修正 

中華民國97年3月26日第319次行政會議第11次修正 

中華民國99年5月5日第328次行政會議第12次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月19日第330次行政會議臨時會第13次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11 月 30日第33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10 月3 日第33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10 月9日第34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6月16日第89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10 月7日第34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12月16日第90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5月11日第35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2日第4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第10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0月0日第0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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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資格、收費標準、方式及停車證申請程序： 

停車 

類別 申請資格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定 

期 

停 

車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二、未住校大學部學生 

三、未住校研究生 

四、公館校區停車場為本校專兼任

教職員工、未住校之博士班研

究生及身心障礙學生。 

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

度全部費用清潔費新臺幣4,800元; 

0時至 6時停車收費全年新臺幣

30,000元；每日0時至6時臨時停車

收費新臺幣180元。公館校區停車

場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新臺幣

1,200元，每月繳新臺幣100元。 

一、本人服務證、駕照及行車執照(如

為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配偶

之身份證)申請。 

二~四、持學生證、本人駕照及行車執

照(如為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

或配偶之身份證)申請。  

五、本校退休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清潔費新

臺幣14,400元；0時至6時停車收費

全年新臺幣30,000元；每日0時至6

時臨時停車收費新臺幣180元。 

持有關證件，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申

請。 

六、未住校之受訓進修學員 一次繳清受訓期間全部費用，每月

繳清潔費新臺幣1,800元;每日0時

至6時臨時停車收費新臺幣180元。 

持有關證件，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並

限於進修受訓期間整月申請。 

七、本校附中現職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清潔費新

臺幣4,800元;0時至6時停車收費全

年新臺幣30,000元；每日0時至6時

臨時停車收費新臺幣180元。 

本人服務證、駕照及行車執照(如為配

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身份

證)申請。 

八、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 一、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一次繳清

該年度全部費用，每月新臺幣

4,200元，全年合計需繳交新

臺幣50,400元。 

二、公館校區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

度全部費用，每月新臺幣500

元，全年合計需繳交新臺幣

6,000元。 

持有關證件，本人駕照、行車執照及租

賃契約申請。 

九、上列以外人員(校外人士) 一、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一次

需繳交1年費用，每月新臺幣

4,200元，全年合計需繳交新

臺幣50,400元。 

二、雲和街一號地下停車場一次需

繳交 1年費用，每月新臺幣

5,250元，全年合計需繳交新

臺幣63,000元，另需繳交遙控

器及門鎖鑰匙押金1,000元，

不續租時歸還遙控器及門鎖鑰

匙，可退還押金。 

每年於公告登記期間內持本人駕照及行

車執照至停車場管理室登記（若以公司

名義登記，另攜帶負責人身分證及營利

事業登記證），於抽籤後本校通知辦

理。抽中本校停車位後，租賃期間不得

以任何理由更換車主姓名及車牌號碼

（登記期間及抽籤日期本校當另行公告

周知）。*若公司以出租汽車為業務者，

不得登記參加抽籤。 

十、校區外停車場（臥龍街停車

場） 

一、一次需繳交3個月費用，每月

新臺幣6,000元，3個月合計需

繳交新臺幣18,000元。 

二、臨時停車每半小時新臺幣20

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 

三、身心障礙人士本人駕駛並持有

效年度內之身心障礙手冊，臨

時停車計費，以5折優待。 

申請校區外停車場者，於上班時間內持

駕照及行照至停車場管理員室辦理登

記，使用期限屆滿應將定期停車票卡繳

還停車場管理室，如有違反情事，由本

校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十一、貴賓及執行公務人士 於會議3天前向事務組(或公館校區

總務組)申請免費證或優惠證，優

惠證以停車時間計費，總價6折優

待，限停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

場。 

由相關單位簽案並持有關證件事前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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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 

類別 
申請資格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免 

費 

及 

臨 

時 

停 

車 

十二、臨時停車人士 一、 校內及附中教職員工憑服務證

臨時停車每小時新臺幣10元，

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兼任教

師無服務證者，得辦理兼任教

師臨時停車優待證，計費方式

與持有服務證之教職員工相

同。請攜帶聘書、本人駕照及

行車執照（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之身分證）申請。 

二、國立臺灣大學系統教職員工憑

服務證每小時30元。 

三、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進修學

員等憑駕駛人本人之學生證、

學員證(已註冊並在有效期限

內)臨時停車每小時新臺幣30

元，每超過半小時加收新臺幣

15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

計，且以運動場地下停車場為

限。 

四、退休教職員工憑退休證或校友

憑校友證臨時停車每小時新臺

幣30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

計。 

五、上述人士於每日0時至6時臨時

停車，收費新臺幣180元。 

六、校外人士停車：校本部運動場

地下停車場每半小時新臺幣25

元、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下停

車場每半小時新臺幣30元，未

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臨時停

車，未滿20分鐘免費)。0時至

6時臨時停車費用，校本部運

動場地下停車場收費新臺幣

300元、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

下停車場收費新臺幣360元。 

公館校區教職員工已辦理定期停車證

者，該證件效力與出示服務證相同，不

需再申請其他停車證。進場時由入口處

取票出場時結帳。 

公館校區停車場不提供臨時停車(除申

請核可外)。 

附註：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中途解約時不另扣除租金，其餘人員應扣中途解約1個月租金，餘款退還依照退費基準日計算

（退費基準日為申請日起算之每月1日或16日) 。 

二、定期停車證不得轉借，應黏貼於申請車輛前玻璃窗內不可取下，若發現用於他車或轉借他人使用，除罰款

5,000元外，並需追繳違規使用車之停車費，若違規三次即中止停車權，3年內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請。 

三、更換新車或修車請攜帶新行車執照（新行車執照之車主名稱須與原申請人相同）至運動場停車場管理室辦理更

證手續，若以未辦停車證之車輛停放本場，一經發現即以附註內第三款辦理。 

四、除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校外人士外，其他各種身份申請定期或優惠停車證時，所繳附之行照車主欄

位均不得為公司名義，行照之持有人除本人及其配偶外，餘均不得申請。 

五、申請停車證之學生證或學員證須完成註冊手續，行照及駕照均不得超過有效期限。 

六、因停車費率不同，已取得校本部停車證之教職員工，得憑證免費於公館校區停車場停車；惟取得公館校區停車

證之教職員工得憑證依第伍條第十二項第一款規定於校本部停車場停車。 

七、除清潔費外其他停車收費皆為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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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遵守事項：

一、停車人一經使用本停車場，即視為同意遵守本停車場管理要點，若有違反者，並同意依本停車場

管理要點處理。 

二、車輛進出本停車場需循指標限速行駛。 

三、車輛應停在停車區間之停車格內，車頭朝外，不得任意停放車道及妨礙通行處。 

四、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若造成損壞及遺失，概不負責，地

震及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五、非身心障礙車輛，勿停放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佔用身心障礙人士專用停車位者，除貼單照

相登記外，將相關資料向警察機關舉報，並通知當事人移車。

六、優惠證件不可轉借他人使用。 

七、違規之車輛經管理人員勸告制止不服者交駐警隊依法處理。 

八、在本停車場內發生意外事故，由當事人雙方自行解決，與本校無涉。 

九、因停車人之故意或過失或無過失致失火毀損或污損或滅失本停車場設備或建築時，停車人應負賠

償修復之責。 

十、車輛如係經本停車場登記三次以上違規者，立即中止停車權，3年內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請。 

十一、校外人士申請本校定期停車應訂立租賃契約。 

十二、校區外停車場之管理由使用人自行管理，使用期限屆滿應將停車場大門鑰匙繳還停車場管理

室，並不得再至該處停車，如有違反情事，由本校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十三、本停車場關閉時間內不受理臨時開放進出。 

十四、為維護本停車場安全與環境整潔，本停車場禁止吸煙及洗車。 

十五、遺失臨時停車晶片卡者，酌收工本費新臺幣100元，另依據出入場時間繳交停車費。 

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交通法規處理。 

柒、本要點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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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補助對象：計畫主持人須為符合「科

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三點所訂資格之本校教研人

員；倘有共同主持人，資格條件亦

同。專案教研人員於核定補助期間

應全程在職，方符合申請資格。另

首次申請、新進或年輕教研人員、

策略夥伴姊妹校等，得優先考量補

助。 

二、補助對象：計畫主持人須為符合「科

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三點所訂資格之本校教研人

員；倘有共同主持人，資格條件亦

同。專案教研人員於核定補助期間

應全程在職，方符合申請資格。 

為鼓勵並推動更多校

內教研人員爭取科技

部國合計畫經費，提高

新進或年輕學者的國

際移動力，並增進與姊

妹校的合作，爰優先考

量補助首次申請、新進

或年輕教研人員、策略

夥伴姊妹校。 

四、補助期間：以 1 年為原則，如需變

更或延長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前敍

明理由簽陳同意後始得變更，除特

殊情形者外，延長期間最多以一年

為限；延長期間內所需費用，不另

予補助。 

四、補助期間：受理該年 12 月 1 日至

次年 11 月 30 日，期間得延長一

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比照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

規定，修正補助期限與

變更或延長期間之規

範，以符實務作業程

序。 

五、補助經費與項目 

(一)...... 

(二)...... 

(三)本補助案合作國家以與科技部簽

有合作協議之國家為原則，計畫主

持人於申請時，若有正在執行中之

科技部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者（如

Proactive MAGIC、Bilateral MAGIC

等），研究發展處不予受理申請

案。本補助案複審會議前，合作計

畫另獲校內外其他來源補助者，不

予補助。 

五、補助經費與項目 

(一)...... 

(二)...... 

(三)本補助案合作國家以與科技部簽

有合作協議之國家為原則，計畫主

持人於申請時，如有正在執行中之

科技部「雙邊協議擴充加值

（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或

本要點發布實施前已向科技部提

出且尚在審核中之雙邊研究計畫

者，研究發展處不予受理申請案；

惟擬合作之國家不同者，不在此

限。 

為落實本案補助精

神，挹注經費給更多無

執行國合計畫之教研

人員，俾計畫經費能有

效利用與分配，爰增訂

有執行中之科技部國

合計畫者，以及本案複

審會議前獲得其他來

源經費補助者，不予補

助。 

八、執行成效考核 

(一) 計畫主持人須於原補助期限當年

12 月 31 日前向科技部提出「雙邊

協議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

研究計畫」（須檢附跨國合作雙方

計畫送審證明），如該年度因科技

八、執行成效考核 

(一) 計畫主持人須於核定次年 12月 31

日前向科技部提出「雙邊協議擴充

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須檢附跨國合作雙方計畫送審

1. 配合本次要點第四

點修正，酌作(一)

文字修正。
2. 為落實檢核執行成

效，爰修正應於補

助期限結束後 1 個

11 of 1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部未徵求合作國家之雙邊研究計

畫致無法提出申請者，應向科技部

提出其他類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須檢附送審證明）作為替代，倘

未如期提出者，三年內暫停受理計

畫主持人申請研究發展處各項補

獎助經費案件。 

(二) 計畫主持人申請科技部計畫前，應

邀請研究績效卓著之資深教師或

研究人員(校內外不拘)一人擔任其

計畫之諮詢並檢視計畫書內容。諮

詢費以每位新臺幣 2,000 元計，並

由本校辦理推動學術發展業務專

款項下支應。

(三) 計畫主持人須於補助期限結束後

1 個月內繳交計畫成果報告書（含

電子檔）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四) 計畫主持人須與國外合作對象共

同合著，並於原補助期限滿 2 年內

發表 1 篇研究成果於 Scopus 資料

庫所收錄之學術期刊，合著成果列

為下次申請時審核評分之參考。

證明），如該年度因科技部未徵求

合作國家之雙邊研究計畫致無法

提出申請者，應向科技部提出其他

類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須檢附送

審證明）作為替代，倘未如期提出

者，三年內暫停受理計畫主持人申

請研究發展處各項補獎助經費案

件。 

(二) 計畫主持人申請科技部計畫前，應

邀請研究績效卓著之資深教師或

研究人員(校內外不拘)一人擔任

其計畫之諮詢並檢視計畫書內

容。諮詢費以每位新臺幣 2,000 元

計，並由本校辦理推動學術發展業

務專款項下支應。

(三) 計畫主持人須於補助期限結束後

3 個月內繳交計畫成果報告書（含

電子檔）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月內繳交計畫成果

報告書。 
3. 第(四)款新增。為延

續雙方合作成效，

並提升本校國際聲

譽與影響力，爰增

訂原補助期限滿 2

年內與國外合作對

象合著發表一篇

Scopus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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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 

108 年 6 月 26 日 107 學年度第 11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一、目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教研人員進行國際學

術交流及合作、發展並研提跨國合作研究計畫，以提昇本校競爭力與研究能

量，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以補助研提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之前置作業經費。 

二、補助對象：計畫主持人須為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

點所訂資格之本校教研人員；倘有共同主持人，資格條件亦同。專案教研人

員於核定補助期間應全程在職，方符合申請資格。另首次申請、新進或年輕

教研人員、策略夥伴姊妹校等，得優先考量補助。 

三、實施方式 

(一) 由本校提供定額之經費補助，透過各式學術交流活動之運作（如移地研究

進行資料蒐集、邀請國外學者來臺研商合作計畫、舉辦小組會議等），促

進本校教研人員與國外學術機構學術交流及合作、共同研提跨國合作研究

計畫。 

(二) 計畫主持人應於當年度本校研究發展處規定期限前提交 1 式 3 份跨國合作

研究構想書（含預定計畫名稱、跨國合作單位及人員之國際聲望與研發能

量、團隊成員、計畫構想、經費預算、預期效益等），並附有跨國合作單

位或人員之合作同意函。

(三) 本校研究發展處於彙整申請計畫名冊提會審議後簽陳校長核定補助。

四、補助期間：以 1 年為原則，如需變更或延長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前敍明理由簽

陳同意後始得變更，除特殊情形者外，延長期間最多以一年為限；延長期間

內所需費用，不另予補助。 

五、補助經費與項目 

(一) 每件計畫補助新臺幣 30 萬元為上限，總補助件數及金額視研究構想書審

核結果及年度經費預算而定。每人 3 年內以獲核 1 次為限。

(二) 原則上補助執行計畫所需之業務費（含研究人力費與耗材、物品、圖書及

雜項費用）、國外學者來臺費用及國外差旅費(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不補助研究設備費。其中，研究人力費限補助兼任

助理與工讀生；國外學者來臺之往返機票費用及日支酬金比照「科技部補

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所訂支出標準辦理為原則；至國

外參加會議、參觀訪問或研習等，應與合作計畫相關，並檢附會議資料(如

議程、論文接受函)、參訪邀請函、活動日程表或相關證明文件，無法提

供者，不予核銷。

(三) 本補助案合作國家以與科技部簽有合作協議之國家為原則，計畫主持人於

申請時，若有正在執行中之科技部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者（如 Proactive

MAGIC、Bilateral MAGIC 等），研究發展處不予受理申請案。本補助案

複審會議前，合作計畫另獲校內外其他來源補助者，不予補助。

13 of 14



(四) 經費使用標準依本校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等規定核實報支，支出單

據須於所屬之會計年度內完成經費核銷（實際核銷期限請依主計室公告經

費結報期限辦理）。

六、經費來源：由本校研究發展處之「整合本校研究發展經費」專款項下支應。 

七、計畫變更：經費預算表內容或補助期限如需調整，請填具「調整後經費預算

表」1 式 3 份，經校內行政程序核准後始得辦理。 

八、執行成效考核 

(一) 計畫主持人須於原補助期限當年 12 月 31 日前向科技部提出「雙邊協議擴

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須檢附跨國合作雙方計畫送審證

明），如該年度因科技部未徵求合作國家之雙邊研究計畫致無法提出申請

者，應向科技部提出其他類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須檢附送審證明）作為

替代，倘未如期提出者，三年內暫停受理計畫主持人申請研究發展處各項

補獎助經費案件。 

(二) 計畫主持人申請科技部計畫前，應邀請研究績效卓著之資深教師或研究人

員(校內外不拘)一人擔任其計畫之諮詢並檢視計畫書內容。諮詢費以每位

新臺幣 2,000 元計，並由本校辦理推動學術發展業務專款項下支應。

(三) 計畫主持人須於補助期限結束後 1個月內繳交計畫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

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四) 計畫主持人須與國外合作對象共同合著，並於原補助期限滿 2 年內發表 1

篇研究成果於 Scopus 資料庫所收錄之學術期刊，合著成果列為下次申請時

審核評分之參考。

九、本要點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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