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運動場地管理暫行辦法 
110 年 06 月 29 日奉校長核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 110 年 5 月 15 日文號 1100013536 簽核案辦理，本暫行辦法適用於本校交大校區（以下

簡稱本校）。 

第二條 本校運動場地係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其直系親屬、學生從事相關運動之使用為主，另校外人士經

辦證者為本校校外會員，得依本校相關規定使用運動場地。 

第三條 本校運動場地包含體育館、羽球館、綜合球館、游泳館、田徑場、籃球場、排球場、足球場、棒

球場、壘球場、網球場等室內、外公共運動設施。 

第四條 本校運動場地之管理由體育室負責。 

第五條 各項運動場地，以體育教學、代表隊固定訓練及經體育室核定舉辦比賽為優先使用。 

第六條 使用場地時，應按個人身份攜帶學生證、場地使用證、服務證或眷屬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第七條 嚴禁借用他人證件，以維護公眾權益，若有違反者，校內教職員工生停權 1學期。校外會員則沒

收相關人員之會員證，該年度內不再發證。 

第八條 使用人應按各場地之開放時間憑證使用，並遵守各場地之使用須知，如有違反規定者，得令其離

開場地。 

第九條 嚴禁攜帶飲料(水除外)、食物、寵物進入各項場地，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寧。 

第十條 使用各項運動場地，應確實維護場地環境衛生。 

第十一條 各項運動場地開放時間由體育室公告，若須調整開放時間，應於調整前 10天公告。 

第十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運動代表隊、社團及校外團體或個人借用本校運動場地舉辦正式活動，須先

向體育室提出申請，經本校相關單位核可後，方可使用。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 

1、有損本校校譽及違反社會善良風俗者。 

2、具政治性質及其他不適宜於各運動場地舉行者。 

3、違反各運動場地使用規定，經規勸不聽者。 

4、經體育室評估，有安全、天候顧慮或毀損體育場地設施之虞者。 

第十四條 各項運動場地及器材應愛惜使用，如有損壞之情形，應由損壞者或借用單位照價賠償；個人財

務應自行負責保管，若有遺失，不得提出賠償之要求。 

第十五條 持身心障礙手冊之教職員工生及其必要陪伴者 1 人，免費使用本校各運動場地；身心障礙之

外賓及其必要陪伴者 1人使用室內游泳池須付設備使用費，其餘運動場地免費使用。 

第十六條 16 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不得進入健身中心；其餘運動場地 12 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

童及少年須由持證或購票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並負責安全看護；每

一陪同人只限照顧一名兒童或少年(父母或監護人不在此限)；未滿 6歲兒童免費。 

第二章 各項運動場地借用須知 

第十七條 借用各項運動場地，以舉辦體育活動為限，並不影響體育正課、代表隊訓練及校內各項競賽活

動為原則；經簽核同意，體育館得適度開放非體育性活動借用，惟每月至多 1 場，大專聯賽

及梅竹賽賽前一個月不得外借。 

第十八條 校內系所、社團申請使用場地，應附活動說明書，於活動 7天前完成借用手續；校外各機關社

團借用時，應於兩週前備文派員至本校體育室，洽辦有關事宜，經簽奉核准，完成繳費後方



  

得借用。 

第十九條 各項運動場地核定提供校內外團體借用，應於借用日前七天公告。 

第二十條 借用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1、借用單位應負場地清潔及相關器材維護之責，並確實依相關法規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2、凡經核准借用者，不得變更活動項目或逕行轉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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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倍罰款；另如

申請項目不符或使用人非為申請核准之身份資格，違反者處以場地收費標準之3倍罰款；違

反者經通知之日起如逾期不繳交罰款者，另函知該系所或單位主管處分。 

4、校內外借用本校各項場地，應依相關各項運動場地收費標準付費，於借用手續核准後繳費。，

如有下列情況者，1學期內累計達三次，將停止借用單位借用權三個月： 

 (1)已完成借用手續，若無法使用且未能於活動前7天完成取消者。 

(2)已審核通過，未於活動前7天完成繳費者。 

(3)違反本條文第3項者。 

5、本校如因特殊事故，必須使用場地時，得於一個月前通知借用單位，收回自用，所繳場地

費、保證金無息退還，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第二十一條  舉辦1,000人以上之活動為維護本校運動場地設施，借用單位應簽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

大校區運動場地借用契約書」並繳交場地借用金之2倍保證金，另1,000人以下之活動借用單

位，毋需繳交場地保證金但仍需簽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運動場地借用契約書」。 

第二十二條 舉辦 1,000 人以上之活動，已完成借用手續後欲取消場者，依下列規定收取違約金，並由

保證金中扣除： 

 1、於場地借用日前3天取消借用，收取全數費用。 

2、於場地借用日前4-7天取消借用，收取2/3費用。 

3、於場地借用日前8-14天取消借用，收取1/2費用。 

4、於場地借用日前15-30天取消借用，收取1/3費用。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運動場地外借時，應兼顧校內師生之運動需求。 

 

第三章 各項運動場地收費標準： 

第二十四條 本校體育教師及運動代表隊，得免費使用各項運動設施。 

第二十五條 本校各場館收費採單次收費與會員制，游泳館會員除本校學生以學年度計算收費外，其餘

會員隨辦隨用；球館會員以每年8月1日起至次年7月31日止計算收費。 

第二十六條 個人收費標準： 

1、本校學生（含外籍生、大陸生、短期交換生）每人每學期收費450元，憑學生證使用全校各

項運動場館（室內游泳池除外），本校學生至國外當交換生得免收費用，另特殊情況不宜運

動者經核可後辦理退費。 

2、本校教職員工每人每學期由自強康樂委員會補助350元，憑服務證使用全校各項運動場館（室

內游泳池除外）。 

3、經運動場地管理委員會決議毋需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生(含在職專班及台南校區學生)及未

獲運動場地使用費補助之教職員工，若欲使用各項運動場地依運動場地管理辦法之規定收

費。 

4、游泳池館：(1)收費標準，詳如附表一-附表四： 

  



  

<附表一>室外游泳池會員收費標準表 

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

(含約用人員)

生 

未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生、未獲運動場地

使用費補助之教職員工、教職員眷屬、退

休人員(含眷屬)、TSRI 員工、清大師生 

校友、推廣教

育班〔限在校

進修期間〕 

外賓全票 

外賓優惠票【16 歲

(含)以下兒童及少

年；65歲(含）以

上】 

單次票價格 免費 30 元/次 50 元/次 80 元/次 60 元/次 

年會員價格 免費 2,200 元 3,300 元 

5,000 元 

（年票） 

4,000 元 

（年票） 

3,000 元 

（季票） 

2,500 元 

（季票） 

備註 1：需配合體育室開放室外游泳池之使用時間；外賓季票使用期間為當年 5月至 10月。 

備註 2：持室內溫水游泳池會員證可免費使用室外游泳池 

備註 3：未滿 6歲兒童免費，12歲以下或身高不及 140cm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須由持證或購票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並負責安全

看護；每一陪同人只限照顧一名兒童或少年(父母或監護人不在此限)。 

<附表二>溫水游泳池會員收費標準表 

對象 本校 

學生 

本校教職員工 

(含約用人員) 

未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

生、未獲運動場地使用

費補助之教職員工、退

休人員(含眷屬)、教職

員工眷屬、TSRI員工 

清大 

師生 

校友、 

推廣教

育班

〔限在校

進修期

間〕 

外賓全票 

外賓優惠

票【16歲

（含）以

下兒童及

少年；65

歲（含）

以上】 

單次票價格 

(06:00-12:00) 

門票 0 元/次 0 元/次 20 元/次 30 元/次 90 元/次 70 元/次 

設備使

用費 
30 元/次 40 元/次 50 元/次 50 元/次 90 元/次 70 元/次 

單次票價格 

門票 0 元/次 0 元/次 30 元/次 30 元/次 90 元/次 70 元/次 

設備使

用費 
40 元/次 60 元/次 70 元/次 70 元/次 90 元/次 70 元/次 

年會員價格 3,000 元 4,000 元 5,500 元 7,700 元 10,000 元 

半年會員價格 1,500 元 2,000 元 3,300 元 4,400 元 6,000 元 

回數票 10張  1,400 元 1,100 元 

回數票 100張 12,000元 10,000元 

備註 1：單次使用須一併繳納門票及設備使用費，方得入內 

備註 2：女性年、半年會員享 8折優惠價 

備註 3：身心障礙之外賓單次使用門票免費，僅收取設備使用費；申辦會員收取原會員價 5折作為設備使用費 

備註 4：未滿 6歲兒童免費，12歲以下或身高不及 140cm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須由持證或購票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並負責安全

看護；每一陪同人只限照顧一名兒童或少年(父母或監護人不在此限) 

 

 

 

  



  

<附表三>健身中心會員收費標準表 

對象 

本校教職

員工(含約

用人員)生 

未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生、未獲運動

場地使用費補助之教職員工、退休人

員(含眷屬)、教職員工眷屬、TSRI員

工 

校友、 
推廣教

育班〔限

在校進修

期間〕 

清大師生 外賓全票 

單次票價格 

(07:00-

09:00) 免費 30元/次 

50元/次 60元/次 

(09:00-

12:00) 
60元/次 80元/次 

單次票價格 免費 40元/次 80元/次 100元/次 

年會員價格 免費 3,300元 5,500元 6,000元 

半年會員價格 免費 2,200元 3,300元 4,000元 

回數票 10張 
 

900元 

回數票 100張 8,000元 
備註 1：若需購買健身中心門禁卡另加收 100元   

備註 2：16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不得進入健身中心 

 

 

 

 

 

 

 

<附表四>游泳館全館會員收費標準表(可使用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對象 
未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

生 

未獲運動場地使用費補

助之教職員工、退休人

員(含眷屬)、教職員工

眷屬、TSRI員工 

清大師生 

校友、 
推廣教育

班〔限在校

進修期間〕 

外賓 

全館年會員 5,800元 6,600元 9,900元 12,000元 

全館半年會員 3,500元 4,400元 6,600元 8,000元 

備註 1：全館會員(若需購買健身中心門禁卡另加收 100元) 

備註 2：已提供全館年(半)會員折扣，女性全年、半年會員不再享折扣優惠 

(2)入館所持證件： 

a. 本校與清大學生(含研究生)持學生證。 

b. 本校與清大教職員工持服務證。 

c. 配偶與年滿六歲以上之直系親屬持眷屬證。 

d. 退休之教職員工持退休證。 

e. 推廣教育班〔限在校進修期間〕，持學員證。 

f. 畢業校友持畢業證書影本或校友會員證。 

g.  TSRI員工持服務證。 

h.  16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持運動場地兒童及少年證(至體育室辦理)或戶口名簿等 

    相關證明文件。 

(3)16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於本校校隊、上課使用期間，不得入場，其餘開放時段每小時

未滿6歲兒童進場總人數不得超過4人。 



  

5、網、羽、桌球收費標準，詳如附表五 

<附表五>網、羽、桌球收費標準表 

對象 

未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

生、未獲運動場地使用

費補助之教職員工、教

職員眷屬、退休人員眷

屬、TSRI 員工 

校友、 

推廣教育班 

〔限在校進 

修期間〕 

 

 

 

校友眷屬 

(直系親屬) 

校外會員 

(同一戶籍 4人同時申辦 

享 8折優惠) 

外賓單次票價 

球類 

時段 

羽球 

(每人/每小

時) 

網球 

(每人/每半小

時) 

桌球 

(每人/每小

時) 

平日 08:00-17:00 

；22:00-23:00 

國定假日、例假

日 22:00-23:00 

70元 
室內:130元 

室外:70元 
70元 

平日 17:00-22:00 

國定假日、例假

日 08:00-22:00 
130元 

年證 

類別 

網、羽、

桌球證 
三合一證 

網、羽、

桌球證 
三合一證 

網球

證 

桌、羽球

證 
三合一證 

16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單次票價 

球類 

時段 

羽球 

(每人/每小

時) 

網球 

(每人/每半小

時) 

桌球 

(每人/每小

時) 

平日 8:00-17:00 

；22:00-23:00 

國定假日、例假

日 22:00-23:00 

40元 

室內:100元 

室外:50元 
50元 

每學

年 

價格 

800元 1200元 

2,600元 

 

 

3,900元 

3,900元 

 

 

5,200元 

7,800

元 
5,850元 

10,400

元 

平日 17:00-22:00 

國定假日、例假

日 08:00-22:00 
80元 

備註1：未滿6歲兒童免費12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須由持證或購票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並負責安全看

護；每一陪同人只限照顧一名兒童或少年(父母或監護人不在此限) 

備註2：未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生、未獲運動場地使用費補助之教職員工、教職員眷屬、退休人員眷屬、TSRI員工、校友之羽球單次收費

標準不限時段均比照外賓單次70元票價。 

(1)球證收費標準依申辦月份比例計費(校外會員除外)，不足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惟按

月收費以上學期為限，下學期一律以該年度二月份之價錢申辦。 

(2)校外會員及16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於本校校隊、上課、場地外借及室內球館使用尖峰

時刻(17:00-21:00)，不得使用場地。 

(3)TSRI員工、退休人員及其眷屬使用各運動場地以非尖峰時段為限，各運動場地尖峰時段

以體育室公告或球證附記為原則。 

(4)校外會員每年申請人數：桌球30人；羽球30人；網球30人。 

(5)申請使用證件：  

a. 逕向體育室索取申請表格，並依申請表之規定逐項辦理。 

b. 對象及應繳驗之身份證明： 

 已於註冊時繳納運動場地費之本校學生持學生證，已獲自強康樂委員會補助之教職

員工持服務證，退休之教職員工憑退休證，使用各種場地不必再辦理任何證件，未

獲補助之教職員工持服務證及未繳場地費之學生持學生證依規定辦證。 

 已獲補助之教職員工與退休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持服務證及戶口名簿。 

 推廣教育班〔限在校進修期間〕，持學員證或相關證明文件。 

 畢業校友持畢業證書影本或校友會會員證。 

 TSRI員工持服務證。 

 16歲(含)以下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人需攜帶戶口名簿或相關證明

文件，至體育室辦理運動場地兒童及少年證。 

 校外會員，憑身份證或相關證明文件。 

6、上述人員辦理球證時，如需加辦IC感應式卡片，應於辦證費用外加IC感應式卡片費用，每張新

台幣100元。 

7、隨辦隨用之會員，除下列情形外，各項場地會員證經繳費用後，無論使用與否，不得辦理退費、

保留、移轉或延期。 

(1)因身體不適而不宜運動者，可檢附區域醫院以上等級之診斷證明書申請延期，次數以1次為

限，最多6個月。 

(2)單次出國達2個月以上者，可檢附出入境證明等相關文件申請延期，次數以1次為限，最多6個

月。 

8、辦理場地使用證遺失補發，需收取新台幣50元之手續費；另辦理IC感應式卡片遺失補發，需收

取新台幣100元之手續費。 

9、(1)個人或企業捐贈本校財物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給予當年度運動設施年證8折優惠。 

(2)個人或企業捐贈本校財物達新台幣參拾萬元以上者，給予2年運動設施年證5折優惠。 

(3)個人或企業捐贈本校財物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給予免費使用運動設施年證5年。 



  

(4)上述屬個人捐贈者，可指定直系親屬或個人名義登記下之公司行號給予年證。 

第二十七條 校內外團體借用收費標準（詳如附表六）。 

第二十八條 個人或企業捐助梅竹運動基金及體育設施捐款，其借用運動場地得給予優待，優待辦法另

訂，優待金額以捐款金額五分之一為上限。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已辦理會員證者，如違反本辦法第十三條所列情形之一，體育室得按情節輕重暫停其使用權；

惟已進入相關調查程序者，待調查結果再行評估是否予以恢復會員權利並展延停權期間之使

用權。 

第三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有關各項運動場地使用規範由體育室室務會議討論通過，簽請學務長核定後實施，並於運動

場地管理委員會會議中報告，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運動場地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於整合新訂陽明校區及交

大校區均適用之運動場地管理辦法施行後廢止。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各項運動場地收費標準 <附表六> 

 

場地名稱 
校 內 收 費 外 借 場 地 費 

備        註 
燈光費（附記 1） 校際收費 一級收費 二級收費 

體

育

館 

籃球場 
1,500(一般燈) 

3,000(水銀燈) 
2,600 6,500 5,200 

1.以每 4 小時每面場地為計算單位，每增加一

小時加收四分之一單位之金額。 

2.若需開啟水銀燈每小時加收 750元 

3.韻律教室及體適能教室如須使用空調，每小

時校內單位加收 150元、外借 300元。 

4.籃、排球場如須使用空調，每小時校內單位

加收 1800元、外借 3600元。 

5.於籃、排球場舉辦非體育性活動須專案簽

准，場地費以各類收費之 2倍計算。有售票

或營利行為之活動，場地費以各類收費之 3

倍計算。 

排球場 
1,500(一般燈) 

3,000(水銀燈) 
2,600 6,500 5,200 

韻律室 400 1,040 2,080 1,300 

體適能教室 400 1,040 2,080 1,300 

健身中心 2,000 5,200 15,600 10,400 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借用須專案簽准。 

游 泳 池 

(室內外分計) 

上午 2,000 上午 3,900 上午 10,400 上午 7,800 

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借用須專案簽准 下午 2,500 下午 6,500 下午 15,600 下午 13,000 

晚上 2,500 晚上 6,500 晚上 15,600 晚上 13,000 

網

球

場 

室內 200 780 1,560 1,040 

以每小時每面場地為計算單位，外借夜間使用

大燈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200元 
室外(西區) 100 520 1,300 780 

室外(東區) 100 520 1,300 780 

桌 球 室 80 120 200 130 

1.以每小時每桌為計算單位 

2.在公告開放空調時間外，如須使用冷氣，每

小時加收空調費校內單位加收 450元、外借

900元。 

3.在公告開放空調時間外，如須使用冷氣，可

購買冷氣券，每小時校內單位單台空調 150

元、外借 300元。 

羽 球 館 100 260 520 390 

1.以每小時每面為計算單位 

2.在公告開放空調時間外，如須使用冷氣，每

小時加收空調費校內單位加收 750元、外借

1500元。 

田 徑 場 

(含足球場) 
1,500 3,900 19,500 13,000 

以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外借夜間使用大燈

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500 元 

田 徑 場 

(PU足球場) 
100 520 1,300 780 

以每小時每面場地為計算單位，外借夜間使用

大燈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500元 

田 徑 場 

(綠色 PU區) 
100 520 1,300 780 

以每小時每面場地為計算單位，外借夜間使用

大燈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500元 

小足球場 

(博愛校區) 
免收 1,300 3,900 2,600 以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壘 球 場 免收 1,300 3,900 2,600 以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足 球 場 1,500 2,600 7,800 5,200 
以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外借夜間使用大燈

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500 元 

棒 球 場 1,500 2,600 7,800 5,200 
以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外借夜間使用大燈

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500 元 

室外籃球場 50 130 325 200 以每小時每面場地為計算單位，外借夜間使用

大燈加收燈光費每小時 200元 室外排球場 50 130 325 200 

 

 

 



  

附記： 

1、 游泳館開放租借時間: 06:00-22:00；其餘各運動場館開放租借時間: 08:00-23:00。 

2、 校內團體借用場地收取燈光費時間：室外場地為夜間時段（17：00-23：00）借用加收燈光費；室內

球館收費時段為平時夜間及假日時段，含場地管理費。 

3、 自強康樂委員會立案之教職員工社團經常性活動，每學期每週各社團以借用乙次免費場地為限(空

調費除外)，場地如無其他社團借用方得申請第二時段場地借用(含以上)，惟應依校內收費標準收

費；校際性之大型活動經簽奉核可後可免繳燈光費。 

4、 健身中心附屬體適能教室，以健身中心開放時間內方得辦理借用。 

5、 一級收費：民間企業團體及工（商）會等團體。 

二級收費：本校企業會員及財團法人，各公家機關、團體學校。 

校際收費：本校各系所（單位）、社團、學生自治組織所主辦之校際活動。凡該活動中參賽人員有非

本校教職員工生，均屬本標準規範之；另協辦之校際活動依校外收費標準規範。 

6、 非上班時間借用本校運動場地，借用單位應支付本校管理員工作費，以每 4小時為一收費單位(單日

每一單位 1,200元，第三單位 2,000元)。 

7、 利用運動區週邊場地辦園遊會加收場地費 6,500元(每 4小時為一單位)，場地範圍需先經校方核准；

於活動前預演、彩排及場地佈置按場地費半價收取。 

8、 本校場地外借，借用人次超過 2,500人加收 50%場地使用費，每超過 5,000人加倍收取場地使用費。 

9、 校外人士借用場地應負場地清潔維護之責。其垃圾由借用團體自行負責清運離校或逕洽本校事務組

代為處理。 

10、 停車及交通管理請逕洽本校駐警隊。 

11、 經運動場地管理委員決議毋需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學生及未獲運動場地使用費補助之教職員工，若欲

借用各項運動場地時，依本校運動場地管理辦法之校內校際收費標準收費。 

12、 僅體育館適度開放舉辦非體育性活動，其餘運動場地舉辦非體育性活動不外借。 

13、 經體育室評估活動需鋪設地墊者，須全場鋪設厚度 0.3 cm以上並經體育室核可之保護墊，方得使

用。 

14、 活動舉辦經體育室評估需增加清潔人力者，須配合辦理，以維護場地清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