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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運動風氣並有效管理本校各運動場館，特訂定本要點。 

二、範圍：本要點所稱之運動場館包括各項運動性場館（體育館、游泳池、網

球場、棒壘球場、田徑場、多功能空間、室外籃排球場、溜冰場、第一體

適能中心、射箭場、第二體適能中心）及其附屬設備。 

    海域運動中心之使用規範依「國立中山大學海域運動中心管理要點」辦理。 

三、個人使用體育館(含綜合球場、體適能中心、桌球室)、游泳池及網球場，

得以單次付費或辦理運動證方式使用；單次付費標準及運動證(含眷屬證)

申辦方式依本校「運動場館個人使用收費基準」辦理。 

四、團體申請借用注意事項： 

    本校各單位主辦或承辦之各種比賽或活動，應於借用前五日至半年內向管

理單位辦理申請手續，各運動場館開放團體借用收費標準參照本要點附

表。借用時段應與本校重要活動錯開，以夜間、星期例假、國定假日或寒

暑假舉辦活動為主，校外單位團體使用亦同。各場館開放團體借用時段以

早上八點至晚上十點為原則，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借用：至管理單位線上租借系統登入後列印紙本送至體育組辦公室辦

理，校內單位租借需單位核章。 

 (二)繳費方式：線上登錄並經審核通過後三日內須繳納全額費用始完成借用流

程。 



 (三)借用取消或修改： 

  1、已完成借用之單位，若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欲變更日期或地點時，需於原定

借用日五日前完成異動申請。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異動者，不予受理。 

  2、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可於原定借用日後二週內辦理延期使用或退費。 

  3、借用單位若需調整借用時段、範圍或項目，可於原定借用日三日前與管理

單位聯繫。若有新增費用，需繳納後始完成調整程序。如未依前述規定辦

理，衍生之費用以兩倍收費標準計之。 

  4、本校如因特殊需求無法於約定借用日期提供場地時，得事先與借用單位重

新協議，並作適當之調整。 

  5、凡經核准借用之場地，不得擅自變更使用場地之目的及內容，或轉讓他人

使用，違者將停止其使用場地，且不退還所繳納之費用，借用單位不得有

異議。 

 (四)借用單位應愛惜場地設施，如造成損壞，借用單位應負照價賠償責任。 

五、本場館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校舉辦或承辦之大型活動。 

(二)已完成借用程序並經校長核可者。 

(三)本校體育課程。 

 (四)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五)本校教職員工生之活動。 

六、本校運動代表隊及運動性社團於分配時間內使用場地一律不收費用，其他

時間欲舉辦特定活動需向管理單位申請核准，每學期最多得免收場地借用

費三次，場地清潔費與空調費分兩種狀況辦理： 

(一)活動未收費且未受經費補助，得免繳場地清潔費與空調費，但必須事

先繳交該場地一個時段之清潔費作為保證金，活動結束後自行復原場

地及清潔，經查驗無損壞者無息退還。 



(二)活動收費或受經費補助，須支付場地費與空調費。 

七、本校單位團體租借場地辦理相關活動且出席人數五成以上為本校教職員工

生者，場地借用費依收費標準五折計算；出席人數五成以上為本校校友者

(未達部份得以本校教職員工生併計)，以八折計算。身份之認證以有效證

件為憑，如經查驗身份不符，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辦理。本

校學術合作聯盟機構，其租借場地費得比照校內團體收費。校外單位一次

借用單一場地十個時段以上且於三個月內使用完畢，場地費以八折計算。

空調費與清潔費以不打折為原則，情況特殊並簽請校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交通管理：借用本校體育場地活動期間，有關人員、車輛進出請依本校車

輛管理委員會車輛管理辦法辦理相關手續。 

九、違反本要點之使用團體及個人，本校有權終止其使用權。 

十、、場館使用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進入運動場區應著合適服裝、鞋具，以免損及地板或場區設施，並避免運

動傷害。 

 (二)進入運動場區應遵從管理人員之指導。 

 (三)除飲水外禁止攜帶或烹煮食物，以維場地整潔。 

 (四)運動場區嚴禁攜帶寵物入內。 

 (五)使用各運動器材應具專業知識，必要時應聽從專業人士（或外聘教練）指

導，以免造成運動傷害。 

(六)運動器材或場區有設施損壞時，應即停止使用，並通知管理人員處理；如

執意繼續使用造成之傷害，應自行負責。 

(七)使用本校各運動場館各項器材及設備應善加維護，如有毀損應負賠償及修

護之責。若需自行設置其他附加設施（如配電、舞台等）等，應於申請借

用時向管理單位提出，經核可後方得設置使用。 

(八)違反上述規定情節重大者，本校得禁止其使用，並得取消其持有運動證資



格，且不得辦理退費。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一、體育館區： 

場地 平、假日 時段 
場地借

用費 
空調費 清潔費 備註 

綜合 

球場 

(全場)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6,400 8,400 3,000 

1、 僅借半面球場之場地

借用費以半價計之。 

2、 綜合球場使用人數若

超過 200 人，超出部

分每 100 人為一單

位，每單位單一時段

加收場地使用費 500

元 及 清 潔 費 1,500

元。（不足 100 人以

100 人計算為一單

位）。單一時段清潔費

最多以 1000人計算。 

假日 7,900 8,400 5,000 

韻律 

教室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3,400 4,200 1,000 
1、 韻律教室、桌球室、

大廳、視聽教室使用

人數若超過 100 人，

超出部分每 100 人為

一單位，每單位單一

時 段 加 收 清 潔 費

1,000 元。（不足 100

人以 100 人計算為一

單位）。 

2、 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100 人以下免收清潔

費，唯借用單位需自

付清潔責任，人數超

過 100 人則依標準收

清潔費。 

 

假日 4,400 4,200 1,500 

桌球室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3,400 4,200 1,000 

假日 4,400 4,200 1,500 

大廳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2,400 2,100 1,000 

假日 3,400 2,100 1,500 

視聽 

教室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4,500 - 1,000 

假日 5,500 - 1,500 

附表 



二樓 

會議室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2,400 - 800 

1. 會議室使用人數若超

過 50 人，超出部分每

50人為一單位，每單位

單一時段加收該時段

清潔費。（不足 50人以

50人計算為一單位）。 

2. 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50

人以下免收清潔費，唯

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

責任，人數超過 50 人

則依標準收清潔費。 

 

假日 3,400 - 1,000 

館前 

廣場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1,900 - 1,000 

1. 使用人數若超過 100

人，超出部分每 10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

單一時段加收該時段

清潔費。（不足 100人

以 100 人計算為一單

位）。 

2. 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100

人以下免收清潔費，唯

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

責任，人數超過 100人

則依標準收清潔費。 

 

假日 2,400 - 1,500 

體育館

3樓 

貴賓室 
平、假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一

時段) 
1,000 - 500 

 

第一 

體適能 

中心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6,800 4,200 1,000 

1. 使用人數若超過 50

人，超出部分每 50 人

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

時段加收該時段清潔

費。（不足 50 人以 50

人計算為一單位）。 

2. 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50

人以下免收清潔費，唯

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

責任，人數超過 50 人

則依標準收清潔費。 

假日 8,300 4,200 1,000 

 

 



二、第二體適能中心： 

(一)場地租借： 
收費 
 
 

時間 
時段 場地借用費 空調

費 
清潔
費 備註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一時

段) 

8,000 5,000 2,000 
體適能中心使用人數若

超過 50 人，超出部分每

50 人為一單位加收清潔

費 2,000 元。（含平日，

不足50人以50人計算為

一單位） 
假日 10,000 5,000 2,000 

(二)私人教學配合辦法： 

開放教學時段以體育組公告

為主(以 60分鐘為一時段，以

整點為計算使用時間始末) 

教學 
人數 

收費 

1、本收費含教練入場費。 

2、授課學生依身分別另收入場

費。 

一對一 300 

一對二 500 

1、 需於授課日前一週向體衛組完成申請手續，並完成繳費程序。 

2、 指導者需有教育部體育署認可合格並在有效期限內之指導員證或教練證。進行私人教

學需配合計時收費。 

3、 每堂課最多 1對 2教學，每一時段最多兩組。 

4、 私教過程指導者需全程配掛識別證，私教時間結束，指導者需立即離場。 

5、 私教時間因不當使用設備使產生人為破壞需照價賠償。 

6、 請友善與他人共用設備，避免干擾他人良善使用或場館安寧之行為。 

7、 指導者與被指導者需謹慎評估自身體能、病史與可能造成之潛在傷害風險，並自願承

擔任何因不當訓練、操作與教學所導致的身體、心理傷害及個人財物損失概與本場館

無關。 

8、 嚴禁任何商業廣告、宣傳、推銷之行為致影響場館內使用者，若經舉發且查證屬實，

本校將保留法律追訴之權益，並即刻驅離。 



三、游泳池： 

收費 
 
 

時間 

時段 場地借用費 清潔 
費 備註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大池 6,500 
小池 5,000 

1,800 

1、夜間時段另加收照明費 1,500元。 

2、使用人數若超過 50人，超出部分每 5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時段加收該

時段清潔費。（不足 50 人以 50 人計

算為一單位。 

3、借用期間需自聘體育署認可合格救生

員。 

假日 
大池 8,000 
小池 6,000 

3,000 

四、網球場： 
收費 
 
 
時間 

時段 場地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3,400 1,000 

1、夜間時段另加收照明費 1,500元。 

2、使用人數若超過 50人，超出部分每 5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時段加收該

時段清潔費。（不足 50 人以 50 人計

算為一單位） 

3、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50人以下免收清潔

費，唯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責任，人

數超過 50人則依標準收清潔費。 

 

假日 4,400 1,500 

五、棒壘球場： 
收費 

 
時間 

時段 場地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3,500 800 

1、夜間時段另加收照明費 1,000元。 

2、使用人數若超過 50人，超出部分每 5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時段加收該

時段清潔費。（不足 50 人以 50 人計

算）。 

3、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50人以下免收清潔

費，唯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責任，人

數超過 50人則依標準收清潔費。 

4、本場地可提供各級學生棒球聯賽借用。 

假日 4,500 1,000 

 



六、射箭場： 
收費 

 
時間 

時段 場地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5,000 1000 1、使用人數以 30人為上限。 

 

2、場地借用不含器材，借用場地期間

派有專人駐場。 假日 5,000 1,500 

七、田徑場及多功能空間： 

場地 平、假日 時段 
場地 

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田徑場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8,000 3,000 

1、夜間時段另加收照明費 2,000元。 

 

2、使用人數若超過 300 人，超出部

分每 100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

一時段加 1,000清潔費(不足 100

人以 100計算)。 

 

3.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100 人以下免

收清潔費，唯借用單位需自付清

潔責任，人數超過 100人則每 100

人為 1單位收 1,000元清潔費。 

假日 10,000 5,000 

多功能 
空間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3,400 1000 

1. 使用人數若超過 50 人，超出部分

每 5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時

段加收該時段清潔費。（不足 50

人以 50人計算為一單位）。 

 

2. 平日校內單位借用 50 人以下免收

清潔費，唯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責

任，人數超過 50 人則依標準收清

潔費。 

 

假日 4,400 1,500 

 



八、室外籃排球場： 

場地 
平、假

日 
時段 

場地 

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籃球場 
(每面)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1,400 500 
1.夜間時段另加收照明費 1,000元。 

2.使用人數若超過 50 人，超出部分

每 5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時

段加收該時段清潔費。（不足 50

人以 50人計算為一單位） 

3.平日校內單位借用免收清潔費，唯

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責任，人數超

過 50人則每 50人為 1單位收該時

段清潔費。 

4.場地非使用於體育活動，清潔費需

另外計費。 

假日 1,900 1,000 

排球場 
(每面)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1,400 500 

假日 1,900 1,000 

九、溜冰場： 
收費 
 

時間 
時段 場地借用費 清潔費 備註 

平日 

單一時段 

(4小時為

一時段) 

2,000 500 
1、夜間時段另加收照明費 400元。 

2、使用人數若超過 50人，超出部分

每 50 人為一單位，每單位單一

時段加收該時段清潔費。（不足

50人以 50人計算為一單位）。 

3、平日校內單位借用免收清潔費，

唯借用單位需自付清潔責任，人

數超過 50人則每 50人為 1單位

收 500元清潔費。 
假日 2,5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