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能在這
停車嗎？

路邊收費停車

收費停車時間為週一至週六的早 8 點至晚  
6 點或 8 點。每年會對費率和時間進行
調整，而且會根據地區情況不同而有所不
同。綠色收費停車標誌表示更超值。帶有
「After 5」符號的藍色標誌表示需要支付
夜間費用。在早間和晚間通勤時間時段，
許多繁忙的街道有停車限制。

所有收費停車區域均可接受手機付款。在
您的手機應用程式商店中下載 PayByPhone 
應用程式，並建立一個帳戶以快速且便利
地支付停車費用。 

誰管理西雅圖的停車
規定，為什麼？
 
Seattl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DOT，西雅圖交通運輸局）透過對路
邊停車進行管理，以支援這一人民、地方
和產品緊密相連的活力城市。 

用於沿街停車（以及運輸、遞送和多種其
他用途）的路邊空間是有高需求、但卻有
限的資源。因此，我們小心平衡競爭需
求，以達到有效的人流和貨運，支援商務
區的蓬勃發展並建立宜居的社區。 

這就是我們管理路邊空間、修建並維護收
費停車處、裝卸區以及在商業區內短期
通路，並在居民區設立受限停車區域的
原因。我們與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Parking Enforcement（西雅圖警察局停車
執法部門）、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規劃發展部）（負責路外
停車）、Seattle Municipal Court（西雅圖
市法院）以及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Department（財政與行政服務部
門）開展緊密合作。 P

認識標誌、避免罰單、 
像專家一樣停車。
我們會告訴您怎麼做。

違停罰單

我們希望您可避免收到停車罰單。但是，
如果您收到罰單，您有 15 天的時間來處
理。您有四種選擇來進行付款，所有選擇
均列在罰單的背面。

使用提供的信封郵寄罰款： 
Municipal Court of Seattle, PO Box 34987, 
Seattle, WA 98124-4987

電話付款：(206) 233-7000

線上付款：www.seattle.gov/courts

親自付款：Municipal Court of Seattle,  
600 5th Avenue, 週一至週五， 
早 8 點至晚 5 點

法院聽證會

如果您認為我們為您錯誤地開具了罰單，
並希望在法官面前對罰單提出質疑，您可
要求進行辯論聽證會。 

如果您承認違規，但希望要求法官根據當
時的情況減少罰款，您可要求進行減輕處
罰的聽證會。 

更多資訊：(206) 684-5600 或 
www.seattle.gov/courts/hearings/
hearinginformation.htm

未支付的罰單
有四張或以上的未支付違停罰單，該車輛
將被輪胎鎖鎖住。一旦被輪胎鎖鎖住，除
非您在 48 小時內支付了罰單費用和其他費
用，否則車輛將被拖走。更多資訊： 
www.seattle.gov/scofflaw

聯繫方式和數位工具

更多資訊： 
(206)684-ROAD(7623)

如需請求停車執法警員處理非緊急事件： 
(206) 625-5011

報告遺棄車輛： 
(206) 684-8763

如果您的車輛在公共街道上被拖走： 
(206) 364-2000 或造訪  
www.seattleimpound.com 

SDOT 停車資訊： 
www.seattle.gov/parking

如需為適合智慧型手機優化處理的市中心
停車地圖： 
www.DowntownSeattleParking.com

SDOT 及時停車空間資訊： 
www.seattle.gov/transportation/epark/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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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

禁止在小巷里停車或暫停。商務車輛最多可有 30 
分鐘時間進行裝卸貨物。

停車和讓行

禁止在距「停車」和「讓行」標誌的 30 英呎範圍

內或距人行橫道 20 英呎範圍內停車。 

住宅車道

禁止在距住宅車道 5 英呎的範圍內停車。居民/業

主可以把住宅車道兩邊 5 英呎以內的路沿油漆成黃
線。

消防栓

禁止在距消防栓 15 英呎的範圍內停車。

人行道和綠化帶

禁止在人行道、綠化帶或人行道和街道之間的鋪砌

路面停車。

十字路口和斑馬線
禁止在十字路口、斑馬線上，或距斑馬線 20 英呎

範圍內，包括「T」型十字路口，停車。查看旁邊
是否有禁止停車標誌。人行橫道可能有標記（油漆
塗色）或無標記（未塗色）。

不允許停車 的地點 有時允許停車

其他指定區域
禁止在公車區域、計程車區域、包車或汽車共享區
域內停車。

商務和大型車輛
禁止將寬度超過 80 英吋的卡車/拖車停在任何街道
或小巷中，除非是在午夜至早晨 6 點間的工業區。

15 英呎 20 英呎 30 英呎5 英呎

消防栓 人行橫道 停車/讓行標誌住宅車道

殘障人士停車處
禁止在指定的殘障人士停車處停車或
使用許可証，除非：1) 您或您的乘客
身患殘疾，以及 2) 您的車輛顯示有有
效的殘障人士標貼、牌照或車輛登記
標籤。不恰當使用停車處的違停罰款
可高達 450 美元。

裝卸貨物
所有車輛可在標示的時間內裝卸貨物。
（路沿顏色：黃色。）

收費停車
可透過自動繳費機或電話支付費用。
帶有「After 5」符號的藍色標誌表示
晚 5 點後限停 3 小時。綠色標誌表示
更超值，即比較低的費率或允許更長
的限停時間。  

乘客上下車
所有車輛可在標示的時間內停留 3 分
鐘以讓乘客上車和下車。 
（路沿顏色：白色。）

RESTRICTED PARKING 
ZONE（受限制的停車區域， 
RPZ）
如果您的車輛有 RPZ 許可，您可在標
有 RPZ 的街道沿街停車，最多可停車 
72 小時。如果您沒有此許可，您受到
標示的時間限制。 
撥打：(206) 684-5086。

卡車裝卸貨物
只有帶卡車牌照的車輛可在標示的時間
內裝卸貨物。 
（路沿顏色：黃色。）

尖峰時段
禁止在標示的時間內停車，否則您的
車輛將被拖走。限制的時間各不相
同，因此請仔細檢查標誌。 

COMMERCIAL VEHICLE 
LOAD ZONES（商務車輛裝載
區域，CVLZ）
僅商務車輛最多可有 30 分鐘時間進
行裝卸貨物。需要付費或擁有有效的 
CVLZ 許可。撥打：(206) 684-5103。 
（路沿顏色：黃色。） 

時限區域
可以將車停到所標示的時間限制。然
後，您必須將您的車輛開離該街區 
（包括街道兩側）：例如，將車停在
下一個街區或轉過路口。

其他情況

牌照和標籤 

如果您缺少前或後車牌照，或車輛登記標籤已過

期，請不要將車輛停在路旁。

72 小時規定 

不要將您的車輛停在相同的街區超過 72 個連續的

小時，否則您的車輛將被視為遺棄且可能被開具罰

單或拖車。

違停拖車區域
禁止在這些區域或任何有油漆成紅
線的區域內暫停。

禁止停車區域
禁止在這些區域內停車。

臨時禁止停車區域
在張貼的日期和時間內，禁止在這
些區域內停車。如有任何問題，撥
打 (206) 684-CITY 致電 Customer 
Service Bureau（客戶服務局）。

我可以在距離多遠的地方停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