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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27修訂版本 
國立臺灣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相關優惠詳述 

 

壹、圖書證：可借用館藏 10 件(包含書、DVD、CD)，借期 30 日。捐款人 

或其指定之特定人可於圖書館（含各分館室）開放時間內入館閱覽(含 24 

小時自習室)並憑證借書，凡屬收費之服務項目，比照校內人士收費標準收

費，若有遺失，立即向閱覽組掛失補發。 

貳、免費使用臺大綜合體育館溫水游泳池、健身中心及戶外游泳池設施，相關

預約制度及營運時間依綜合體育館規定辦理。 

1. 球類場地收費原標準如下表，捐贈者為校外人士以教職員工價收費，捐  

贈者為教職員工除網球場可免費外，其餘為原價再打 9 折： 
 

對象 學生 A 教職 B 眷屬 C 校友 D 校外人士 E 

 
 

壁球室 

尖峰 

場/時 100 元 

尖峰 

場/時 150 元 

尖峰 

場/時 200 元 

尖峰 

場/時 250 元 

尖峰 

場/時 300 元 

離峰 

場/時 80 元 

離峰 

場/時 100 元 

離峰 

場/時 150 元 

離峰 

場/時 180 元 

離峰 

場/時 200 元 

 
 

桌球室 

尖峰 

場/時 40 元 

尖峰 

場/時 50 元 

尖峰 

場/時 60 元 

尖峰 

場/時 80 元 

 

場/時 100 元 
離峰 

場/時 30 元 

離峰 

場/時 40 元 

離峰 

場/時 50 元 

離峰 

場/時 60 元 

 
 

羽球場 

尖峰 

場/時 190 元 

尖峰 

場/時 320 元 

尖峰 

場/時 400 元 

尖峰 

場/時 450 元 

 

場/時 500 元 
離峰 

場/時 120 元 

離峰 

場/時 200 元 

離峰 

場/時 240 元 

離峰 

場/時 360 元 

籃球場 場/時 

(甲)900 元 

(乙)1,800 元 

場/時 

(甲)1,500 元 

(乙)3,000 元 

場/時 

(甲)1,800 元 

(乙)3,600 元 

場/時 

(甲)2,700 元 

(乙)5,400 元 

場/時 

(甲)3,000 元 

(乙)6,000 元 

排球場 

手球場 

網球場 
(季) 200 元 

(月) 100 元 

(季) 600 元 

(月) 250 元 

(季) 600 元(未滿 20 歲) 

1,000 元(20 歲以 

上) 

(月) 250 元(未滿 20 歲) 

400 元(20 歲以上) 

(季) 2,000 元 

(月) 900 元 

(季) 4,000 元 

(月) 1,500 元 

 註1：尖峰時段為週一至週五17:00至22:00，週六、日；離峰時段為週一至週五 

8:00至17:00 

 註2：申請網球場使用證之個人，必須於每季開始前10天至該季開始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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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大綜合體育館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五 6:00 至 22:00 

*週六9:00至22:00 

*週日9:00至18:00(若有調整或放假將另行公告開放時間)。 

3. 臺大綜合體育館休館日： 

*每月第四個週一。 

*春節(除夕至正月初四) 

*國定假日均不開放。 

*遇年度歲修或不可抗拒之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安全等事宜時，得暫停開放。 

叁、辦理本校免費汽車停車證之相關規定： 

1. 免費汽車停車證申請資格: 

1.1 個人捐贈:可由本人、配偶或指定特定人依下方捐款金額與車證張

數級距表申請，亦適用海外捐款方。 

1.2 企業或基金會捐贈:可由企業或基金會(含其企業集團之聯屬公司或

基金會)所屬車輛、公司負責人或指定特定人依下方捐款金額與車證張數

級距表申請，亦適用海外捐款方。 

1.3車證辦理不得溯及既往，僅接受捐款年度後1年為申請緩衝期。除特

殊情況並以信件通知本處外，視為放棄申請權益。 

2. 車證停車規範: 

2.1 除校總區平面外僅可再多申請1區停車，並於指定區域內停放於標線

內，違規者得以紀錄違規或加鎖並收取清潔維護費用，相關規定依國立

台灣大學校園交通管理要點第7章第38條、第41條辦理。 

2.2 免費停車時間:早上5時至隔日凌晨3時(於非優惠時間停車比照教職

員停車收費標準)。 

2.3 車證時效5年，辦證時效得一次辦滿無需每年換證。車證遺失或車輛

資料異動或任何需補發車證之事由，均收費100元/次工本費。 

2.4 原夜間停車優惠自國立台灣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通過後，將補收

夜間停車費用(公館夜間:需補200元/月、校總區夜間:300元/月)。 

2.5 停車證不得轉讓、出借、偽造變造或謊報遺失，逾期自動失效。 

2.6 校內停車時請將車證放置車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以利查驗或辨識。 

3. 依捐款金額申請車證數量及使用年限資訊如下表:  

捐款金額(新台幣) 申請車證數量 車證時效 

100萬以上至500萬元 
1張  

本優惠僅適用捐

款人捐款時為本

校教職員工(含兼

任教師)身分 

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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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以上至1000萬元 2張 5年 

1000萬以上至2000萬元 4張 5年 

2000萬以上至5000萬元 6張 5年 

5000萬以上至1億元 8張 5年 

1億元以上元 10張 5年 

(單筆捐款車證申請張數至多10張) 

4. 前揭車證有效期間到期後，如仍有車輛停放本校之停車需求，比照本校教

職員工生車輛收費標準，相關資訊以總務處公告為準。 

5. 教職員工生之日間時段為 05:00 至翌日 03:00。 

6. 如遇特殊狀況，將以個案方式另案辦理。 

肆、本校生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各教育中心住宿及會議場所借用優待： 

1. 平日住宿(非週休二日、寒暑假與國定假日)享有五折優惠。 

2. 假日住宿享有七折優惠。 

3. 會議場所依照預算多寡有不同折扣優惠。 

伍、臺大醫院景福特約門診任何價格異動，依其公布費用為標準。 

陸、協助預約臺大醫院總院自費健康檢查服務:  

1.申請資格: 依本處開立收據單筆捐贈超過新台幣100萬元(含)以上之捐款方，

包含海外捐款方及實物捐贈方。 

2.服務內容: 本處協助捐款方至多兩位指定人，預約臺大醫院健康管理中心自  

  費健康檢查一次。 

3.此服務自109年6月1日公告後施行，捐款金額不得累計且不溯及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