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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運動場地管理細則 
民國 101年 02月 15日總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2年 11月 21日總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3年 05月 07日總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4年 05月 05日總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8年 05月 01日總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運動場地使用效益，特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本校運動場地之管理由體育室負責之。 

第三條 各運動場地使用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校體育教學或體育室主（承）辦之活動。 

   二、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三、本校各單位（含系學會、社團及俱樂部）辦理之體育活動。 

   四、本校各單位主（承）辦之活動。 

   五、校外單位借用。 

第四條 

   一、校內外各單位擬借用各場地時，須經體育室核准，並完成借用手續，未依規定申請或

違反使用規則者，禁止使用本校各運動場地。 

   二、本校運動場地供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其配偶與直系親屬從事相關運動之使用為主，

各運動場地嚴禁有違反公共安全之危險性活動，管理人員(含體育室器材室工讀生)得

令其離開，違反本辦法或不聽勸告者，予以停權，不得異議。 

   三、本校教職員工俱樂部、運動代表隊、運動社團使用各運動場地，得另訂使用時間。 

   四、各運動場地設施及運動器材應愛惜使用，如有損壞應照價賠償。 

   五、凡在本校各運動場地內運動者均應著運動服裝、鞋具並保持整潔，各場地禁止吸煙、

嚼檳榔或口香糖、進食、赤膊、高聲喧嘩，車輛、寵物、食物嚴禁止入內，以維護環

境衛生及安寧。 

   六、本校各運動場地未經體育室許可，禁止塗鴉、場地劃線、增設標誌、擺設攤位、張貼

或懸掛宣傳性物品。 

   七、體育館使用者須出示學生證、教職員證，各收費運動場地須出示相關證件或單次票券，

經查核後方可入場。 

   八、為節約能源，各場地使用時請適度開閉燈具。如需使用空調設備，需事先向管理單位

提出申請。 

   九、使用本場地時請注意自我及他人的安全，如因個人使用不當因素造成之相對損害，相

關責任自負。 

   十、校方如因必要因素須使用相關運動場地時，得隨時通知已申請之單位停止使用，該單

位不得異議。 

第五條 體育館場地使用原則（以下簡稱本館）(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健身中心、桌球教

室、舞蹈教室、多功能教室)。 

   一、本館開放時間依體育室每學期公告時間為準。 

   二、本館於每日閉館前十五分鐘進行廣播，館內人員應迅速出館，逾時出館或未經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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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留滯館內達二次者，則取消該年度使用資格。 

   三、本館各運動場地活動嚴禁穿著高跟鞋等足以損壞地板之鞋類。 

   四、請勿任意移動館內各場地所有設備或私自操作音響。 

   五、本館內舉辦各項活動之音量不得影響鄰近教學、研究及辦公室。 

   六、使用音響時，請適當控制音量，使用後應即時關閉電源。 

   七、桌球教室使用者須愛惜球檯，不得隨意搬動球檯或坐、靠球檯，弄濕檯面須立即擦乾。 

   八、為使球場充分利用桌、羽球場地，每面場地以同時四人使用為原則，除非場地空出，

否則不得兩人獨佔一面球場。使用前需按順序登記使用，每次使用時段以一小時為原

則，如有場地閒置得再向管理人員辦理續借後，依序排定使用之。 

第六條 健身中心 

   一、本場地開放時段依體育室每學期公告時間為準。 

   二、使用本場地需憑健身中心之通行證，證件不得轉借他人使用或塗改，違反相關規定者

依規定停止使用權，如有遺失，依規定申請補發，並支付其工本費 100元。 

   三、使用者必須穿著運動服裝及換穿乾淨運動鞋，並自備毛巾，依操作說明使用器材。 

   四、為保護使用者安全，請自行暖身運動 10~15分鐘，並閱讀使用說明後，再行使用器材，

使用後，請擦拭留在器材上汗水，並將各項器材歸定位。 

   五、教職員眷屬 12歲以下孩童，為維護安全，禁止使用健身中心。 

   六、健身中心內各項設備及用具，應善加愛護，如有污損，應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攀岩場 

   一、使用本場地應先向本校體育室一週前提出申請並附上攀岩教練之証明，並於活動三天

前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資源管理」線上登錄，經核准後方得使用，未依規定申請，

不得使用。攀岩活動進行時，務必有合格之攀岩教練在場指導方可進行，未經許可，

不得使用若因私自攀爬導致意外，所有法律相關責任自行負責。 

   二、本場地設施為攀岩教學與訓練之用，具有相當危險性，為維護安全，使用本場地前應

先詳讀本須知並遵守攀岩區使用規則，並事先辦理保險及填寫同意書。 

   三、攀爬前，須確實檢查岩塊是否鬆動及所有裝備、器材之安全性與其功能。 

   四、每一條上攀路線，只准許一人攀登，以免上方攀登者不慎墜落，傷及下方人員。 

   五、岩場下方除必要確保人員及指導員外，非攀登人員請勿靠近。 

   六、活動期間，由持有合格攀岩教練證之體育教師、指導員負責督導。 

   七、凡違反上述規則者，視情節輕重報請議處。 

第八條 室內游泳池 

   一、本場地開放時間配合學校上班時間開放。 

   二、本場地開放時段依體育室每學期公布時間為準。 

   三、注意事項： 

    (一)使用本場地需由任課老師帶領或憑游泳證入池，證件不得轉借他人使用或塗改，違反

相關規定者依規定停止使用權，如有遺失，依規定申請補發，並支付其工本費 100

元。 

    (二)患有明顯之疾病，如眼疾、心臟病、傳染病及其他疾病者，不得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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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入池前需著泳裝，並以清水淋浴，以維護池水清潔。 

    (四)池內不得進食、吐痰、吸煙、便溺或拋棄雜物。 

    (五)池內嚴禁有違反公共安全之危險性活動。 

    (六)本游泳池在關閉時間，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入池活動。 

    (七)本游泳池各項設備及用具，應善加愛護，如有污損，應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室外田徑場、籃球場、排球場、網球場。 

   一、各運動場地以教學、訓練為主，除上課、訓練時段外，其他時段請至體 

育室登記借用。 

   二、各運動場地開放時間依體育室每學期公告時間為準。 

   三、如遇場地維護或淤濘時，得停止使用並共同維護清潔。 

   四、室外場地期末考週晚上不開燈。 

   五、田徑場草坪使用規定: 

    (一)本場地開放時間依體育室每學期公告時間為準。 

    (二)本場地僅提供本校師生運動教學與活動使用。 

    (三)凡於本場地辦理比賽、活動者須於活動三天前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資源管理」線

上登錄，經有關單位核准後方可使用。 

    (四)例假日欲使用者，請依學校規定辦理申請借用。 

    (五)本場地不提供棒球運動使用。 

    (六)本校田徑場從事跑步、壘球運動時間分配另行訂定之。 

    (七)非本校師生欲使用場地，請依學校規定辦理借用。 

    (八)違反以上使用規定者，該系禁止參與該學期系際競賽活動。 

第十條 各項運動場地借用須知。 

   一、體育室於負責召開體育館場地協調會議。 

   二、借用各項運動場地，以舉辦體育活動為限，以不影響體育正課、運動代表隊訓練及校

內各項競賽活動為原則。 

   三、本校各項運動場地開放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其配偶與直系親屬，需於假日借用或

開放時段借用者，須事先報請核准。 

   四、校內各單位申請使用本校場地時，於活動三天前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資源管理」

線上登錄，經有關單位核准後方可使用。<請參照靜宜大學場地管理辦法附件二；如需

繳費者須先至出納組繳納相關費用。> 

   五、校外機關、社團使（借）用本校場地時，需於三週前備文並檢附相關資料，依程序辦

理借用。<請參照靜宜大學場地管理辦法附件二。> 

   六、校內單位協助申請之校外借用，應共同負責活動及場地管理之責任至活動時間結束。 

   七、本館內各項設施、電器設備（含照明、影音視訊及空調）及器材等均須依規定借用並

遵守其使用規範，禁止擅自啟用或任意搬動。 

   八、借用者如有使用電器設備者，應提出申請，會同總務處營繕組處理相關規定，如因用

電過量而造成斷電或設施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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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借用者如需作現場錄影、轉播、錄音者，應自備相關設備，且其攝錄內容不可有損本

校形象，否則依法追訴其責。 

   十、借用者應於借用時限內恢復場地原狀，經管理單位查明已恢復原狀且確實無損壞情形

時，無息退還所繳保證金。否則本校得動用此保證金僱工處理，借用者不得有異議。 

   十一、經核准於借用場地飲食者，應依本校規定做好垃圾分類及廚餘回收，否則本校得動

用所繳保證金逕行處理，借用者不得有異議。 

   十二、借用者對於活動場地內外之秩序、安全、疏散、交通及為參與活動人員所為之必要

保險等事宜，應訂有周延計畫並確實執行，且於事前自行洽妥治安單位後以書面通

知本校，必要時需派人專責管理。如因規劃不當而造成意外事故，借用者應負全責。 

   十三、借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場館即可勒令其停止使用，必要時管理人員或總務

處校警隊得令其離場： 

    (一)違背活動宗旨或社會善良風氣者。 

    (二)從事私人或個人利益活動而違反教育意義或社會公益者。 

    (三)使用與申請登記計劃書內容不符或逕行更改轉讓者。 

    (四)有安全顧慮或經本校認定其活動有損壞本場地建築及設施者。 

    (五)其他有違反本辦法及實施細則之情事者。 

   十四、使用者應遵守各場地使用之規定，如嚴重違反相關規定，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權益，

所繳費用予以沒收；若涉法律責任者，另移送法辦；若涉損壞建築或設施者，應負

賠償責任。 

   十五、租借單位未經核准，禁止有販售門票、展售商品之行為。 

   十六、凡經核准借用者，不得變更活動項目或逕行轉讓。 

   十七、申請場地核准借用後，如使用未經申請之場地，違反者處以場地收費標準之兩倍罰

款；另如申請項目不符者，違反者處以場地收費標準之三倍罰款；違反者經通知之

日起如逾期不繳交罰款者，另函知該單位主管處分。 

   十八、舉辦大型活動為維護本校運動場地設施，借用單位應簽立「靜宜大學運動場地借用

切結書」並繳交場地保證金。 

   十九、借用者因故放棄借用時，應於活動兩週前通知管理單位，未依規定辦理者得沒收保

證金。 

   二十、舉辦大型活動於來函核准後，如借用人欲取消場地借用，若於場地借日前 3 天至借

用日當天取消借用，則收取全數之保證金。若於場地借用日前 4~7 天取消借用，則

收取 2/3 之保證金；若於場地借用日前 8~14 天取消借用，則收取 1/2 之保證金。 

   二十一、本校如因特殊事故，必須使用場地時，得於二週前通知借用單位，收回自用，所

繳場地費、保證金無息退還，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二十二、本校各運動場地外借時，應兼顧校內師生之運動需求。 

   二十三、本校租借單位或人員於簽約繳費時，須出示主辦單位所舉辦該活動之有效證明文

件，以該單位主管/負責人代表租借本場地，方得依體育館借用收費標準優待計

價。 

第十一條 各項運動場地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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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費計算期間分為二個區段： 

    (一)上學期：每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二)下學期：每年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家境清寒學生應繳驗之身分證明如下： 

    (一)學生憑學生證。 

    (二)教職員工(含專任教師、編制職工、約雇人員)、及其配偶與直系親屬持教職員工證及

戶口名簿(眷屬用)。 

    (三)家境清寒學生須由各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低收入戶相關證明文件。 

   三、個人收費標準： 

    (一)各項收費標準依校務會議通過決議，收費標準如下： 

 

     收費標準 

項目 
學生 教職員工 

基本費 200元/學期 300元/學期 

 

     收費標準 

項目 

教職員工、學生生 

單次 學期制 學年制 

健身中心使用費 70元/次 700元/學期 1,200元/學年 

游泳池使用費 20元/次 100元/學期 150元/學年 

    (二)家境清寒學生免費。 

   四、校友及社區人士收費標準及辦證程序： 

    (一)校友及社區人士應繳驗之身分證明如下：校友憑校友證、社區人士以法定之身分證件

繳費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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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友及社區人士收費標準。 

     身份別 

場 館 

校友 社區人士 

一學期 一學年 一學期 一學年 

體育館 
永久 600元 1,000元 

4,000元 7,000元 
一般 1,000元 1,500元 

健身中心 4,000元 7,000元 6,000元 11,000元 

游泳池 

永久會員免費 

4,000元 7,000元 非永久會員 

400元 750元 

 

   五、各運動場地負責實際執行行政管理及運動指導之相關人員，得免收以上費用。 

   六、由體育室主辦、承辦之任何相關體育活動免收取場地相關費用。 

   七、使用須知： 

    (一)各項場地使用證經辦理後不得退費，特殊情況不宜運動者出示相關證明經核可後辦理

退費(依剩餘有效天數計算)。 

    (二)已於註冊時繳納運動場地費之本校學生，持學生證得依相關規定使用各種場地（健身

中心、游泳池持該館之通行證件），不必再辦理任何證件。 

    (三)修習本校體育課程學生於上課時段不收取任何費用。    

    (四)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如未在各學期註冊繳款期限內繳費完成者，不得使用體育館相關

設備。 

    (五)健身房、游泳池採使用者付費制，如需辦理證件或單次使用者，請至出納組繳費後，

憑收據並攜帶 1吋本人大頭照至體育室辦理證件，單次票一次限購 10格，並請自行

保管，遺失者一律不予補發。 

    (六)舞蹈教室採團體使用為限，且使用人數需達 10人以上經核准後開放使用。 

第十二條 本細則經由體育室室務會議訂定，送總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民國 100年 6月 16日室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 102年 3月 5日室務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年 1月 9日室務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年 4月 23日室務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8年 2月 14日室務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