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要點 
 

96.6.26  95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6022  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11.19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有效運用學校現有各項設備與場地，並達到完善之管理及明確借用原則，特訂定本管理

要點。 

二、場地借用範圍及管理單位： 

場地 管理單位 

一般教室 課務組 

各系專業教室 各系所 

中型會議室(100人以下) 事務與營繕組 

大型會議室(100人以上) 事務與營繕組 

學生宿舍 學務處 

室外運動場地設施 學務處 

室內運動場地 學務處 

公共空間 事務與營繕組 

 
※以上場地經管理單位同意借用後請填寫場地借用申請表，均須總務處事務與營繕組核價，出納組繳款後方可使用。 

 

 

三、開放借用時間： 

(一)每日分以三時段計費：第一時段：08:00-12:00  第二時段：13:00-17:00  第三時段：

18:00-22:00 

(二)學生宿舍僅於寒暑假期間開放租借，僅提供床鋪、桌椅、水電設備，其餘由借用單位

自備。 

四、本校各相關場所，在不影響本校教學、活動及管理情況下提供各公司團體舉辦訓練、社團 

活動及展覽之借用。但申請借用本校場所，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不予借用。 

(一)有安全顧慮。 

(二)有壞場地之疑慮。 

(三)有不良之借用紀錄。 

(四)其他不宜出借理由者。 

五、申請借用程序： 

(一)凡欲借用之單位、團體及個人，於活動舉辦前十天至一個月，經管理單位同意出借，

於本校總務處事務與營繕組網頁下載中州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申請表填寫(如附件一)。經審

查核可後於總務處出納組繳清費用及保證金後，方得使用。 

(二)若遇特殊情形不及於十天至一個月前申請者，得向管理單位陳述原因同意後辦理申請

使用。 

六、本校場地使用收費方式(如附件二)： 

(一)一級收費：民間工商企業團體、財團法人、政府各機關團體、各級學校及民間公益性

社團。 

(二)二級收費：本校教職員工舉辦之非公務性活動、本校與校外聯合舉辦之活動。 

(三)其他：依照借用場地屬性專簽核准者，准予彈性收費。 

七、若欲同一個時段有二個以上單位申請借用時，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校固定教學、集會活動。 



(二)本校各單位依其職權舉行之各項活動。 

(三)本校全校性學生組織、社團舉辦之活動。 

(四)本校校友會舉辦之活動。 

(五)本校教職員工舉辦之非公務性活動。 

(六)校外各機關或團體、財團法人舉辦之活動。 

八、使用場地遵守事項： 

(一)確實遵守管理單位訂定之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二)除室外區域，一律禁止攜入食物及飲料，並禁止隨地棄置垃圾。 

(三)未經核准，禁止擅自變動場地原狀；經核准變動者，須於活動結束後回復原狀。 

(四)凡場地借用之單位人員，需負責該場地善後之清掃工作，並由管理單位負責派員檢查

之。 

(五)各活動場地，若需使用視聽設備，事先須由管理單位負責派員解說之。 

(六)經核准借用之場地，不得擅自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轉讓。 

(七)各項場地借用所舉辦之活動，其性質是否符合各場地之使用性質及是否租借，由各該

核准管理單位判定之。 

(八)各單位借用本校場地舉辦活動，在不影響正常作業下，本校提供停車場地。 

(九)本校各管理單位凡須於例假日派員至校園檢查，解說之人員得事先提出加班申請。 

九、保證金及損害賠償： 

(一)保證金收費方式，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做為保證金；室內運

動場設施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百。 

(二)借用單位於場地使用完畢後，經管理單位檢查確認無誤後，依本校程序申請退還保證

金。 

(三)校外借用單位因故停止借用時，須於三日前備文通知受理單位，經本校核可後，退還

所繳費用百分之九十。 

(四)若校外單位違反第八條之各項規定及注意事項規定經查證屬實時，學校得沒收保證金。

校內外借用單位若有以上情況者，得停止一年場地租借權。 

(五)借用單位發生場地損毀之情事時，未於一星期內完成場地復原，本校得全數沒收保證

金做為損害賠償或場地復原之費用。 

(六)保證金之退還：由現場管理單位確認借用單位之使用無損害之情事或以履行損害賠償、

回復原狀之責任，再由總務處出納組退還保證金。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中州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申請表 
第一聯：管理單位收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單位  借用場地  

活動名稱  活動人數              

活動負責人 

姓名及電話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借用時間請包含場地佈置時間) 

會議室網路登記 
(借用承辦人填寫) 

□已登記     □否  使用設備 
借用單位在會場內會使用到的設備請說明： 

       借 用與 管 理單 位 總 務 處 

承辦人 
(社團社長) 

 場地費用 
□ 校內活動 

□ 使 用 費          元整 

單位主管 
(社團指導老師) 

 
事務與營

繕組 
 

總務長： 

管理單位  出 納 組  

復原狀況：凡查核為「不佳」者，應於查核後2小時內改善完成，否則將委託代處理並收取處理費。 

    1.活動海報、廣告單回收情形？□良好 □不佳    2.場地清潔維護情形？□良好 □不佳 

    3.場地搭架桌椅設備復原情形？□良好 □不佳  查核結果需付場地復原費用：        元。 

查核單位：                      受檢人簽認：                   複查結果：              
 

中州科技大學場地借用申請表 

第二聯：借用單位收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單位  借用場地  

活動名稱  活動人數            

活動負責人 

姓名及電話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借用時間請包含場地佈置時間) 

會議室網路登記 
(借用承辦人填寫) 

□已登記     □否  使用設備 
借用單位在會場內會使用到的設備請說明： 

       借 用 與 管 理 單 位 總 務 處 

承辦人 
(社團社長) 

 場地費用 
□ 校內活動 

□ 使 用 費          元整 

單位主管 
(社團指導老師) 

 
事務與營

繕組 
 

總務長： 

管理單位  出 納 組  

備註：1.申請單位請於活動日前十天內，提出場地借用申請並完成網路登記，未完成相關作業者，場地借用不受理;借用取

消或須本校供應照明或電力系統者，請事先告知；須繳交場地使用費，請至遲於活動前一日至出納組繳交費用始准

受理申請。 

2.請附活動企（計）畫書，以利審核活動內容；活動期間若有違反校規之行為，經查核或檢舉屬實者，除依校規論處

外，其半年內不再受理該單位之申請，請指導老師協助督導。 

3.雖申請單位已事先取得地點使用權，若本校臨時有重大活動應需使用已借場地時，一概以本校優先使用為原則，申

請單位不得異議。另為安全考量，各大樓頂樓一律不予借用。 



附件二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別 費別 
收費級別 

備註 
一級收費 二級收費 

一般教室 

第一時段 

08：00~12：00 
3,000 1,500 

 

第二時段 

13：00~17：00 
3,000 1,500 

第三時段 

18：00~22：00 
4,000 2,000 

場地及清潔保證金 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 

各系所專業教室 

第一時段 

08：00~12：00 
5,000 2,500 

 

第二時段 

13：00~17：00 
5,000 2,500 

第三時段 

18：00~22：00 
6,000 3,000 

場地及清潔保證金 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 

中型會議室、電腦

教室(100 人以

下) 

第一時段 

08：00~12：00 
8,000 4,000 非上班時間

須另付操控

人員時薪

(依勞基法

時薪標準給

付) 

第二時段 

13：00~17：00 
8,000 4,000 

第三時段 

18：00~22：00 
10,000 5,000 

場地及清潔保證金 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 

大型會議室(100 

人以上) 

第一時段 

08：00~12：00 
10,000 5,000 

非上班時間

須另付操控

人員時薪

(依勞基法

時薪標準給

付) 

空調需另支

付電費，每

一度電為 5

元/度 

第二時段 

13：00~17：00 
10,000 5,000 

第三時段 

18：00~22：00 
12,000 6,000 

場地及清潔保證金 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 

公共空間及室外運

動場地 

第一時段 

08：00~12：00 
8,000 4,000 

電力外接，

每一時段加

收 200元 

第二時段 

13：00~17：00 
8,000 4,000 

第三時段 10,000 5,000 



18：00~22：00 

場地及清潔保證金 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五十 

室內運動場設施 

第一時段 

08：00~12：00 
12,000 6,000 

非上班時間

須另付操控

人員時薪

(依勞基法

時薪標準給

付) 

空調需另支

付電費，每

一度電為 5

元/度 

第二時段 

13：00~17：00 
12,000 6,000 

第三時段 

18：00~22：00 
15,000 7,500 

場地及清潔保證金 依實際收取場地使用費總額另加收百分之百 

學生宿舍 
一、本校師生：150 元／人／日。 

二、校外：300 元／人／日。 
 

穿堂 
全日 

08:00~17:00 
2000(不提供任何設備) 

電力外接加

收 500元 

備註： 

1.非上班時間須另付操控人員時薪(依勞基法時薪標準給付)，每一時段以四小時計。 

2.場地及清潔保證金：俟場地歸還點收無誤及清潔後無息退回。(依本校作業流程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