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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場地設備借用與收費標準 

民國 109 年 05 月 06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收費標準依靜宜大學場地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可提供使（借）用之場地設備如「場地設備一覽表」。 

第三條 場地設備維護管理費包括場地費、一般燈光費、音響費（普通教室、體育類場地除外）、

空調維護費，各場地計費原則如「場地設備收費標準」。 

第四條 場地借用以時段計費為原則，每個時段以四小時計，共分為三個時段，超過 30 分鐘以

上者以一時段計之，上午 08：00 至 12：00、下午 01：00 至 05：00、晚上 05：30 至

09：30。 

第五條 各場地皆需繳付場地維護保證金如下： 

一、非體育場地：校內單位：2,000 元，校外單位：5,000 元。 

二、體育類場地：校內單位：2,000 元，校外單位：借用田徑場、體育館籃、排球場及

網、羽球場，舉辦體育性活動 6 萬元，非體育性活動 12 萬元；非屬前述認定之體

育類場地 5,000 元。 

第六條 借用場地服務人員收付標準： 

一、校外單位借用場地： 

(一)須收取值班人員額外服務費用每人每小時 100 元，加班人員服務費每人每小

時 400 元，清潔人員服務費每人每小時依政府基本工資 1.2 倍計之，工讀生

服務費依本校工讀費規定計之。 

(二)支付值班人員額外服務費用每人每小時 100 元，支付加班人員服務費依本校

規定辦理，清潔人員加班費每人每小時依政府基本工資 1.2 倍計之，工讀生

服務費依本校工讀費規定計之。 

二、校內單位借用場地： 

(一)須收取加班人員服務費每人每小時 400 元，清潔人員加班費每人每小時依政

府基本工資 1.2 倍計之，工讀生服務費依本校工讀費規定計之。 

(二)支付加班人員服務費依本校規定辦理，清潔人員加班費每人每小時依政府基

本工資 1.2 倍計之，工讀生服務費依本校工讀費規定計之。 

第七條 校內單位借用各場地如需外加燈光或音響(特殊照明設備、音響設備（輸出功率 500W

【含】以上）、各類聚光燈、天幕燈、水銀燈及其他電器設備等)，需加收每時段 1,200

元。 

第八條 校外單位借用各場地如需加借田徑場周邊馬路或戶外平台區或羅馬劇場，需加收每時

段 4,000 元。 

第九條 體育館籃、排、羽球場使用於活動時，需自行加裝地板保護墊，若需使用本校地板保

護墊，則需加收每次 2,000 元。 

第十條 場地借用者應於活動結束後清潔、復原場地，經管理單位簽核即可退還保證金；但有

清潔或場地破壞缺失者，將扣罰其保證金。 

第十一條 借用戶外場地拍攝婚紗照者，酌收場地維護費用每 4 小時 1,500 元；本校校友經秘

書處校友服務中心核備後得免收費用。 

第十二條場地收費如有特殊需求者，經簽陳核准後辦理。 

第十三條本收費標準經總務會議通過，總務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8 年 05 月 01 日總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11 月 06 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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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設備一覽表 

場地名稱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人數 管理單位 分類 設備 

至善樓大禮堂 1,796 

1313 

1F：881 位
2F：432 位 

事務組 禮堂 
投影機、螢幕、舞台燈、CD player、鋼
琴、空調。 

至善樓鏡子教室 233.80 50 課指組 特別教室 音響、空調。(不開放校外借用)  

至善樓動靜教室 802.50 60 課指組 特別教室 空調。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208.78 84 事務組 會議室 
投影機、螢幕、會議系統、錄放影機、
DVD、空調。 

蓋夏圖書館蓋夏廳 282.50 88 圖書館 會議室 
電腦、DVD、CD、VHS 投影機、錄放影
機、空調。 

方濟樓惠三廳 297.82 230 
人社院 

(生態系) 
會議室 投影機、螢幕、DVD、錄放影機、空調。 

任垣樓國際會議廳 720 220 創新學習整合組 會議室 
投影機、螢幕、會議系統、錄放影機、
電腦、DVD、混音器、導播系統、空調。 

任垣樓 120 教室 318.07 200 人社院 會議室 投影機、螢幕、DVD、錄放影機、空調。 

任垣樓視聽教室 112-163.38 56-78 
人社院 

(大傳系/社工系) 
特別教室 投影機、螢幕、DVD、錄放影機、空調。 

任垣樓語言教室 158.84-163.55 64-72 外語教學中心 特別教室 
投影機、螢幕、電腦、DVD、錄放影機、
空調。 

任垣樓電腦教室 78.19-163.95 31-73 資訊處 特別教室 各項電腦相關設備、空調。 

任垣藝廊 --- --- 藝術中心 其他 空調。 

伯鐸樓 101 小劇場 711.64 200 創新學習整合組 禮堂 
投影機、螢幕、舞台燈、錄放影機、DVD、
CD player、空調。 

主顧樓 115 演講廳 422.86 180 資訊學院 會議室 投影機、螢幕、導播系統、空調。   

靜安樓 101 演講廳 250.60 180 理學院 會議室 投影機、螢幕、數位講桌、空調。 

思源樓 113 演講廳 123.24 106 
管理學院 

(會計系) 
普通教室 

投影機.螢幕.DVD.數位化講桌.電腦.雙
卡錄音座.錄放影機.擴大機.雙頻道無線
麥克風、空調。 

普通教室 60-143 64-80 綜合業務組 普通教室 投影機、螢幕、空調。 

戶外籃球場 5035 100 體育室  7 面籃球場、PU 場地、水泥場地。 

戶外排球場 3720 100 體育室  6 面排球場、PU 場地 

戶外網球場 4028 90 體育室  5 面網球場、壓克力場地 

田徑場 26000 500 體育室  400 公尺 8 個 PU 跑道，足球場。 

室內溫水游泳池 2600 60 體育室 普通教室 50 公尺* 21 公尺，8 水道 

體育館桌球室 533.84 100 體育室 普通教室 25 桌、空調。 

體育館健身中心 450.59 65 體育室 普通教室 專業健身器材、空調。 

體育館舞蹈教室 399.97 70 體育室 普通教室 木地板、鏡子一面、空調。 

體育館籃、排球場 2460.48 2500 體育室 普通教室 
3 面籃球場（排球場）、球框（架）、600

個觀球座位、空調。 

體育館多功能教室 399.97 70 體育室 普通教室 體操與技擊、空調。 

體育館網、羽球場 1552.11 1500 體育室 普通教室 2 面網球場或 10 面羽球場、空調。 

主顧聖母堂聖堂 404.72 240 宗輔室 其他 
祭台、讀經台、教堂椅、投影機、電腦、

螢幕、擴音設備(含二樓座位區) 

主顧聖母堂愈榮廳 412.59 150 宗輔室 會議室 長桌、折疊椅、投影機、螢幕 

蓋夏姆姆紀念公園 223,413 300 宗輔室 戶外 戶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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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設備收費標準 

場地借用以時段計費(元/每 4 小時) 

場地名稱 
場地設備維護管理費 

場地基本費 
校內單位借用 校外單位借用 

至善樓大禮堂 
空調維護費：非總彩排之練

習：每時段 1,000 元。 
19,600 5,000  

至善樓鏡子教室 
 

不開放借用 
 

至善樓動靜教室 
 

15,400 3,00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不開放學生系會、社團申請

使用。 

8,400 2,000  

蓋夏圖書館蓋夏廳 不開放借用   

方濟樓惠三廳 14,000 4,000  

任垣樓國際會議廳 16,800 4,500  

任垣樓 120 教室  8,400 2,000  

任垣樓視聽教室  4,200 1,000  

任垣樓語言教室  8,400 2,000  

任垣樓電腦教室  
（50 位以下）5,600 2,000  

（50 位以上）9,800 3,000  

任垣藝廊  不開放借用   

伯鐸樓 101 小劇場 
空調維護費：非總彩排之練

習：每時段 800 元。 
16,800 4,000 

主顧樓 115 演講廳  4,900 2,000  

靜安樓 101 演講廳  4,900 2,000  

思源樓 113 演講廳  4,900 2,000  

普通教室  1,100 400  

戶外籃球場  10,000 2,000  

戶外排球場  10,000 2,000  

戶外網球場  6,000 1,500  

田徑場  12,000 2,000  

室內溫水游泳池 

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 

12,000 4,000  

體育館桌球室 23,500 5,000  

體育館健身中心 22,100 6,000  

體育館舞蹈教室 12,300 3,000  

體育館籃、排球場 23,500 6,000  

體育館多功能教室 12,300 3,000  

體育館網、羽球場 23,500 6,000  

主顧聖母堂聖堂  12,000 2,000  

主顧聖母堂愈榮廳  5,000 2,000  

蓋夏姆姆紀念公園  9,000 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