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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11學年度第 7次（111年 10 月 31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年 11月 14日，經 111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年 10月 31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林三欽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王煦棋學術交流長、姚淑文社會資源長、 

賈凱傑主任秘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教學資源中心金凱儀主任、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校牧室徐秀蓉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米建國院長(哲學系主任)、外國語文學院王世和院長(跨領域國際學士班主任)、 

理學院張怡塘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商學院阮金祥院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侯淑娟主任、社會系周怡君主任(人權學程主任)、社工系鍾道詮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巫淑華主任、英文系蘇秋華主任、德文系陳姿君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主任、 

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化學系謝伊婷主任、心理系簡晉龍主任、資料科學系葉向原主任、 

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採購保管組方秀華組長、學生議會甯惟軒議長 

紀錄︰林箴言組員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略)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詹乾隆教務長 

一、112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已截止，總報名人數為 529位較去年減少 59位，112

學年度招生名額為 216位。 

二、提醒各學系務必積極於第一階段甄試入學的招生，雖然不足的名額還可透過考試

入學彌補，但若能在第一階段招生足額，可以緩解第二階段的招生壓力。 

三、111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有 94.5%的註冊率，期許 112學年度也能達成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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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欽學務長 

上周足球社社長透過學校官方應用程式反映操場的足球門框破損、不完全，目前僅剩

一個老舊足球門可使用。與體育室確認後，由於學校目前並無足球校隊或足球課程，

因此足球門框屬於社團設備，建議由群育及美育中心負責。但 111 學年度社團設備之

採購已呈報完畢，最快為明年八月才能啟動購買程序。為免本校長時間缺乏足球門框，

影響學生訓練及比賽，學務處考慮使用學生食堂的承商麗陽商場年度捐款之學生專用

捐款購買。考量到足球門框是專業器材，群美中心沒有專業人員可以維護，故與體育

室協商，感謝體育室東方主任同意在群美中心購買後，由體育室負責後續維護管理事

宜。 

王煦棋學術交流長 

一、國際事務中心 

(一) 國際處已針對英文網頁更新及境外生輔導協助窗口...等事宜發函至全校各

單位，請各院系師長協助處理。 

(二) 10月 22 日將出席「2022年越南臺灣線上高等教育展」，本次臺灣共計 63所

大專院校參與。 

(三) 11 月 3 日將首次出席韓國僑校線上說明會，本次說明會由 4 所韓國僑校主

辦並邀請 10所臺灣的大學出席。 

(四) 11 月 19 日將舉行睽違兩年「2022 校長有約-水岸鐵馬樂春遊～」活動，歡

迎各學院系師長參加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 

註：會後於 11月 8日經校長指示，因最近天候不佳故暫緩辦理。 

(五) 10月 30 日突發韓國梨泰院萬聖節踩踏事故後，已確認 9位赴韓交換研習的

學生皆平安。 

二、兩岸事務中心 

10 月份已發送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陸生來台自費研修以及自費專班招生簡章，

相關協議學校收件日至 11 月 4 日，期許下學期國境可以開放大陸地區學生來校

研習。 

姚淑文社會資源長 

一、10 月 29 日邀請第五屆傑出校友白越珠學姊(經濟系 64 級) 分享「創業經驗談及

台灣青年前往美國發展的優勢」，白學姐並承諾捐助 100萬元予母校。 

二、當日採用實體與線上視訊併行，受到廣大校友支持，恰逢期中考試期間，可惜學

生人數較低，總共 106位學生、校友及外賓參加本次演講。 

➢ 校長：感謝社資長於不到一周時間內籌畫此演講活動，白越珠校友剛榮獲白宮

頒發之終身成就獎，是華人之光。本次返台出席僑務會議，在本校盛情的邀約

下答應舉辦演講並捐助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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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金凱儀主任 

一、12 月 16 日舉行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社會責任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 

二、1月 9日辦理從課室到社會永續的教學實踐創新研討會。 

(一) 本研討會鼓勵校內教師投稿，期許提供致力於教學實踐或教學導向之教師成

果發表的場域。投稿條件為 1,000 字左右之摘要，目前已累計 50 件投稿，

但校內教師投稿件數不足 10件。因此若有校內教師於收件截止日 11月 1日

後投稿也會受理。 

(二) 本研討會對全國徵件，並且會交由國家圖書館收錄為論文摘要集，敬請各院

系鼓勵師長們多多參與。 

(三) 本研討會囊括 USR 計畫，已向師長們發出通知但尚未收到投稿。之後會統

整資料交與各學院秘書，煩請各院系鼓勵師長積極參與。 

華語教學中心董保城主任 

一、為因應華語研修生取得之結業證明能夠抵免華語教學學分，將引進 ACTFL 美國

外語教學委員會所承認之教材、教學方法和評量標準。華語教學中心舉行華語教

學系列講座「華語教學海內外現狀及未來發展」，期許華語中心的課程能符合美

國的標準進而符合世界的標準。 

二、11月 23日中文系校友高中聯老師，旅居美國多年並致力於華語教學，將舉行線

上講座，介紹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所採用之語言教學及評量標準，歡迎有志赴外從

事華語教學工作之教師及教學助理參加。 

三、11月 24日上午 9時至 12時，在普仁堂舉行「華語教學現勢與未來走向」講座，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劉殿敏老師主講。 

四、11 月 24 日下午 13 時 10 分至 15 時，在普仁堂舉行「國際華語文教育發展現況

與分析」講座，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蔡雅薰主任主講。 

五、以上講座將給予與會者出席證明，對於未來進入相關職場有所助益。未來華語教

學市場只會繼續擴大，學生可以藉此機會了解華語師資需求的國際趨勢，特別鼓

勵中文系與英文系的同學參與。 

賈傑凱主任秘書 

112年 1月 10日星期二舉辦本年度年終餐敘，請各院系提醒師長，今年有別於以往，

將於星期二晚上 6 時在大直典華飯店舉行。 

➢ 校長指示：請人事室及早邀請講座教授出席年終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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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討論「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修正案及「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

管理辦法」廢止案。 

提案人：王淑芳總務長 

說明： 

一、本校場地收費標準自 105 年後迄今，多年未調整(新增之場地除外)，因應人力

成本逐年調高（預計 112 年起，基本工資將調漲為每月 2 萬 6,400 元、每小時

176 元），及電費之調漲（111 年 7 月 1 日起，經濟部電價審議委員會針對用電

大戶調漲電費，本校平均漲幅 15%），同時修訂本校場地使用辦法及收費標準。 

二、本次辦法修正及收費標準調整事宜，已於 10 月 13 日事先邀集各場館之管理單

位，召開兩校區場地使用收費協調會議，並依各管理單位建議調整之。 

三、本次辦法修正，以提高假日及夜間外借率，活絡場地使用為目標，故除考量電

費及人力成本外，並比較同性質之校外單位收費標準，針對本校場地位置與特

性，進行收費標準之調或降；另降低兩校區保證金額度及調整優惠折扣，增加

借用程序便利性，以提高校外單位借用誘因，修正重點摘要說明詳如附件。 

四、場地使用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修正前後收費標準表及松怡廳場地管理細則詳

如附件 1、附件 2 及附件 3。 

五、本辦法如修正通過，擬一併公告廢止「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

法」，原條文及廢止後條文出處及說明如附件 4 及附件 5。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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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請討論「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淑芳總務長 

說明： 

一、本校招待所成立之初，以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推動之需要，訂定管理辦法

及收費標準，定價較其他大學或飯店優惠。現收費標準自 105 年後迄今，多年

未調整，因應人力成本逐年調高（預計 112 年起，基本工資將調漲為每月

26,400 元、每小時 176 元），及電費之調漲（111 年 7 月 1 日起，經濟部電價審

議委員會針對用電大戶調漲電費，本校平均漲幅 15%），同時修訂招待所住宿管

理辦法及收費標準。 

二、本次辦法修正配合電費及人力成本調漲，調整收費標準及修改部分文字以符合

現況，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 調整收費標準：以 15％漲幅為原則，東荊學廬定價調漲 200 元，東桂學廬

調漲 300 元，停車費由 100 元調整為 200 元/每晚，其他優惠方式維持不

變。 

(二) 其他修正：修改部分文字以符合現況，例如增加線上申請方式；調整附表

有關「額外服務」、「設備賠償」等文字。 

三、住宿管理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原辦法及收費標準表(附表)如附件 1 及附件 2。 

決議：通過。 

 

 

 

 

 

案由三：敬請審議本校與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簽署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王煦棋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通過(111.10.14) 。 

二、本校與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自 2013 年簽署學生交換協議，每學期有 2 位交換

學生員額，協議將於 2023 年到期。 

三、為持續與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交流，本次提請與該校續簽學生交換協議，學

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決議：通過。 

 

  



6 

 

案由四：敬請審議本校華語教學中心與日本拓殖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議案。 

提案人：王煦棋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通過(111.10.14) 。 

二、本校與日本拓殖大學交流密切，華語中心與拓殖大學於 2015 年起至 2017 年期

間皆有陸續有合作的活動。拓殖大學每年派約 16-19 名學生參加本中心舉辦之 8

月華語學堂夏令營。另，自 2017 年起至今共 2 次於每年 3 月參加客製化一週文

化課，每次約 10 名學生。 

三、為建立更穩定的合作關係，日本拓殖大學擬與本校華語教學中心簽署暑期華語

營隊合作備忘錄，學校簡介及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決議：通過。 

 

 

 

 

 

案由五：請討論東吳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草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提升校園藝術與人文素養，同時也提供師生同仁有更多接觸藝文之管道，擬

訂定東吳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 

二、依本草案規劃重點，聘任駐校藝術家及作家協助本校辦理以下事項： 

(一) 開設藝文相關課程。 

(二) 辦理藝文展演。 

(三) 策劃藝文教育及推廣活動。 

(四) 分享藝文創作歷程與成果。 

(五) 營造校園藝術環境。 

三、檢附東吳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草案（如附件 1），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詳見附件 2)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下午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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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提升教

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

數辦法」修正案。 

撤案，請與人事室研議後再

提會討論。 
依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

中央財經大學、暨南大

學、吉林大學續簽「學術

交流」及「學生交換」合

作約定書案。 

通過。 報教育部中。 

三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

中山大學續簽訂學生交

換合作約定書案。 

通過。 報教育部中。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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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無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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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回紀錄首頁 

 

 



10 

 

案由一說明附件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修正案及「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法」廢止案，

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 雙溪校區：考量雙溪校區地理位置，交通較不便利，非校外單位場地借用首選，且本

校收費價格較其他鄰近校外單位略高，為增加外借吸引力、提高使用率，並參酌「銘

傳大學」及「劍潭青年活動中心」之收費情形，本次除調整部分場地收費外（教室收

費調漲，傳賢堂、普仁堂、國際會議廳、體育館收費調降），其餘場地收費維持不變。 

二、 城中校區： 

(一) 城中校區因交通便利，校外單位借用率高，為配合現況及成本調漲，經參酌鄰近

「文化大學大新館」之收費情形，本次調整場地收費，除實習法庭調降，游藝廣

場、體育場館、圖書館收費維持外，其他場地之收費標準多以 15％漲幅為原則。 

(二) 實習法庭於民國 86 年起收費標準為 2 萬 3,000 元/半天，過去以盡量不外借為原

則；現參酌台大、政大、中興等多校實習法庭收費額度，為增加外借率，本次調

降為 1 萬 5,000 元/半天，保證金由 1 萬 5,000 元降減為 1 萬元。 

三、 松怡廳： 

(一) 本次修法將松怡廳過去沿用之「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法」納入

全校場地辦法中，相關技術管理執行規定，則另訂「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理細

則」以利依循。 

(二) 另經參酌鄰近同性質場地之收費方式，調整松怡廳收費標準，調整後價格經與「台

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進行比較（多功能之展演場所，與松怡廳地理位置相

近）：松怡廳調漲後雖部分價格較高，但以完整活動時段（彩排＋輔助時段＋演

出）借用之費用則較低，以音樂類型演出而言，松怡廳仍有極大之誘因，其餘類

型活動則可因價格相近吸引不同客源；另該場地申請需通過評選，個人或一般團

體較不易申請，故相比之下松怡廳仍占有優勢。收費調整內容如下： 

1. 彩排時段調漲 20%：松怡廳彩排經與外單位比較收費甚低，故建議調漲 20%。 

2. 平日下午及晚上演出時段不調漲：因平日外借率較低，建議收費標準不變。 

3. 平日及假日早上演出時段調降約 20%～15%：因早上時段以演出方式之借用

率極低，建議調降收費，以吸引講座、畢業典禮等不需額外彩排時段之活動

借用。 

4. 其餘時段，以 15%漲幅為原則。 

四、 其他整體修正說明： 

(一) 降低保證金：依場地性質及規模，維持或調降兩校區場地借用保證金為 1 萬元、

5,000 元及 3,000 元三種價格。 

(二) 調整優惠折扣：現借用本校場地校友佔 9 成以上，經比較優久多校，以校友折扣

而言，本校提供之折扣最優惠（他校最低八折，甚至無折扣），考量成本，本次

校友收費由六折調整為八折；另校內外單位借用場地之優惠折扣因個人、團體等

身分，有多種優惠折扣之選擇，本次一併調整所有類別優惠折扣方式，借用單位

可依各項優待條件，擇最優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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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整每度電費收費：依場地收費表，如有需依實際使用電錶度數計算者（例如校

內學生團體假日使用場地），配合經濟部電價審議委員會針對用電大戶調漲電費，

本次修法以每度收取 5 元調漲為每度 6 元。 

(四) 調整假日工作人員服務費：因應人力成本逐年調高，且假日應加計工資比例計之，

故本次修法，如有需假日工作人員服務，校內學生團體假日使用場地，收費標準

調整以 500 元/次計（使用多個場館以支付一人勞務計算），另增加校外單位如需

另加計工作人員服務費，收費標準以 300 元/小時計。 

 

 

 

 

回紀錄首頁 

 

 

  



12 

 

案由一附件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11年 10月 20日製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場地之使用，加強
資源有效利用，達節能減碳之校園
永續經營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場地之使用，加強
資源有效利用，達節能減碳之校園
永續經營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如下： 

一、外雙溪校區：表演藝術廳(以下
稱為松怡廳)、大禮堂(以下稱為
傳賢堂)、會議場館、體育場
館、圖書館、音樂學系專用教
室、一般教室、科技教室、社團
活動場地、學生宿舍、戶外及公
共空間等場地。 

二、 城中校區：會議場館、體育場
館、圖書館城區分館、游藝廣
場、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一般
教室、科技教室、社團活動場
地、戶外及公共空間等場地。 

三、 電腦教室之場地使用辦法另訂

之，其管理單位為電子計算機
中心。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如下： 

一、外雙溪校區：會議場館、體育場
館、圖書館、音樂學系專用教室、
一般教室、科技教室、社團活動場
地、學生宿舍、文舍明日聚場、戶
外及公共空間等場地。 

二、城中校區：會議場館、體育場館、
圖書館城區分館、游藝廣場、東吳
實踐家創創基地、一般教室、科技
教室、社團活動場地、戶外及公共
空間等場地。 

三、松怡廳、電腦教室之場地使用辦
法另訂之，其管理單位為分別為
總務處、電子計算機中心。 

1. 增加表演藝術
廳(松怡廳)、大
禮堂 (傳賢堂 )

及新增簡稱文
字。 

2. 刪除文舍明日
聚場 

第二章 空間及用途 第二章 空間及用途  

第三條 

松怡廳為提供校內外單位藝文表
演、學術、慶典、演講及經審核之
商業性活動使用。 

傳賢堂為提供校內外單位之集會、
演講及各類表演活動使用。 

第三條 

本校綜合大樓大禮堂（傳賢堂）為提
供校內外單位之集會、演講及各類表
演活動使用。 

增加松怡廳及其
用途說明 

第四條 

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濂松廳）、

普仁堂、戴氏基金會會議室、H101 哲
英廳及城中校區 5211 作楠廳、5117

哲名廳、5216 菁英講堂、1705 實習法
庭、1602 臥龍多媒體應用中心為提供
校內外單位舉辦各項學術討論、演
講、會議活動使用。 

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及城中校區

第四條 

本校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濂松廳）、

大講堂（普仁堂）、戴氏基金會會議
室及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作楠廳）、
5117 會議室（哲名廳）為提供校內外
單位舉辦各項學術討論、演講、會議
活動使用；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勤
業眾信會議室）為提供校內外單位之
集會演講、茶會及各項活動使用。 

調整空間名稱寫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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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2123 勤業眾信會議室為提供校內外
單位之集會演講、茶會及各項活動使
用。 

第五條 

音樂專用教室為提供校內外單位及
社團集會、演講及各類表演活動使
用。 

第五條 

本校音樂專用教室為提供校內外單
位及社團集會、演講及各類表演活
動使用。 

刪除「本校」文字 

第六條 

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教學教室)為提
供校內外單位遠距視訊及作為翻轉
教室課程或會議等使用。 

第六條 

本校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教學教室)

為提供校內外單位遠距視訊及作為
翻轉教室課程或會議等使用。 

刪除「本校」文字 

第七條 

外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及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6601～6605 會議室為提
供校內外單位舉行小型會議、學術研
討、會客或接待外賓等活動使用。 

第七條 

本校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城中校
區 2227 會議室為提供校內外單位舉
行小型會議、學術研討、會客或接待
外賓等活動使用。 

1. 刪除「本校」文

字 

2. 增加城中校區會
議室 

第八條 

運動場地為提供校內外單位各項相
關體育活動之使用。 

第八條 

本校運動場地為提供校內外單位各
項相關體育活動之使用。 

刪除「本校」文字 

第九條 

城中校區游藝廣場暨東吳實踐家創
創基地，除為創意創新教育專案訓練
基地外，亦開放校內外單位藝文展
演、演講、創意課程及各項活動使用。 

第九條 

本校雙溪校區文舍明日聚場、城中校
區游藝廣場暨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除為創意創新教育專案訓練基地外，
亦開放校內外單位藝文展演、演講、

創意課程及各項活動使用。 

配合空間調整，刪
除文舍明日聚場。 

第十條 

其他事項依各現場管理單位之相關
規定。 

第十條 

其他事項依各現場管理單位之相關
規定。 

 

第三章 使用原則及禁止事項 第三章 使用原則及禁止事項  

第十一條 

使用本校場地進行有關出售門票或商
品展售等商業行為者，應經專案核
准。有關因出售門票產生需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或繳付娛樂稅等事宜，由
借用單位自行依規定辦理之。 

第十一條 

使用本校場地進行有關出售門票或商
品展售等商業行為者，應經專案核
准。有關因出售門票產生需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或繳付娛樂稅等事宜，由
使用單位自行依規定辦理之。 

修改文字 

第十二條 

各項選舉（含公投）期間，舉凡邀請
候選人或舉辦助選（含公投議題宣
傳）有關之活動，一概不提供場地使
用。 

第十二條 

各項選舉（含公投）期間，舉凡邀請
候選人或舉辦助選（含公投議題宣
傳）有關之活動，一概不提供場地使
用。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如學校有特殊需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如學校有特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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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要，或遇天災、臨時緊急搶修工程及
其它不可抗力因素時，得停止或改期
使用，場地使用費與保證金全數退還
外，學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要，或遇天災、臨時緊急搶修工程及
其它不可抗力因素時，得停止或改期
使用，場地使用費與保證金全數退還
外，學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科技教室以排定之遠距教學課程及一
般課程為優先，其使用須經註冊課務
組之同意；松怡廳、音樂學系專用教
室、琴房之使用以音樂學系教學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音樂學系之同意；實
習法庭、臥龍多媒體應用中心之使用
以法律學系之教學為優先，其使用須
經法律學系之同意；H101哲英廳之

使用須經英文學系之同意；運動場地
之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先，其使用須
經體育室之同意；安素堂之使用須經
校牧室之同意；圖書館各樓層空間之
使用以圖書館作業及師生閱覽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圖書館之同意；游藝
廣場暨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各空間之
使用須經生涯發展中心之同意；學生
宿舍之使用以學生學期住宿為優先，
其使用須經學生住宿中心之同意。 

第十四條 

科技教室以排定之遠距教學課程及一
般課程為優先，其使用須經註冊課務
組之同意；音樂學系專用教室、琴房
之使用以音樂學系教學為優先，其使
用須經音樂學系之同意；實習法庭之
使用以法律學系之教學為優先，其使
用須經法律學系之同意；H101哲英
廳之使用須經英文學系之同意；運動

場地之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先，其使
用須經體育室之同意；安素堂之使用
須經校牧室之同意；圖書館各樓層空
間之使用以圖書館作業及師生閱覽為
優先，其使用須經圖書館之同意；文
舍明日聚場、游藝廣場暨東吳實踐家
創創基地各空間之使用須經生涯發展
中心之同意；學生宿舍之使用以學生
學期住宿為優先，其使用須經學生住
宿中心之同意。 

1. 音樂系教學優先
增加松怡廳。 

2. 配合空間調整，
刪除文舍明日聚
場之租借。 

第十五條 

本校場地作為新聞媒體、傳播廣告公

司或與新聞記者會有關之使用，須經
秘書室審查；拍攝婚紗須事先向採購
保管組提出申請。 

上述之使用以不妨礙教學、校園秩序
為原則，並於簽准後依場地收費標準
表收費。 

第十五條 

本校場地作為新聞媒體、傳播廣告公

司或與新聞記者會有關之使用，須經
秘書室審查；拍攝婚紗須事先向採購
保管組提出申請。 

上述之使用以不妨礙教學、校園秩序
為原則，並於簽准後依場地收費標準
表收費。 

 

第十六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未經本校同意，
不得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轉讓。 

第十六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不得變更活動項
目內容或逕行轉讓。 

修改文字 

第十七條 

各單位、團體進行活動時，音量應符
合行政院環保署噪音管制標準並依本

校校園噪音管制辦法辦理。 

第十七條 

各活動進行中，音量應符合環保署
「噪音管制標準」。 

修改文字 

第十八條 

各項場地使用所舉行之活動，其性質
應符合各場地之使用性質，如有爭議
時，由總務處及現場管理單位共同判
定之。 

第十八條 

各項場地使用所舉行之活動，其性質
應符合各場地之使用性質，如有爭議
時，由總務處及現場管理單位共同判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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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九條 

借用單位對使用場地、設備應負維護
責任。如有公布事宜，應使用學校公
布欄或租借海報架，不得以膠帶、雙
面膠、圖釘、黏著劑等具破壞性之方
式張貼。如需變更現有布置時，應取
得相關管理單位同意，並於事後恢復
原狀。 

第十九條 

使用單位對使用場地、設備應負維護
責任。如有公布事宜，應使 用學校
公布欄或租借海報架，不得以膠帶、
雙面膠、圖釘、黏著劑等具破壞性之
方式張貼。如需變更現有布置時，應
取得相關管理單位同意，並於事後恢
復原狀。 

 

修改文字 

第二十條 

各使用場地嚴禁吸菸及嚼食檳榔，禁
止攜帶任何易燃、爆裂物等違禁品入
內；使用者應配合個別場地對於攜帶

食品或飲料入內之規定。 

所有場地布置、展示物品、設備及私
人物品均由借用單位自負保管責任。  

使用者不得擅自接用電力以避免用電

超過負載影響安全，如有額外需求
者，應於事前洽詢本校場地管理單
位。 

借用單位使用本校場地，如有違反國
家政策或法令、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及
有損及建築設備或公共安全之虞等情
事，本校得禁止或停止其借用，必要
時，並得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如有未遵守或不當使用，情節嚴重者
將予以停權使用，如導致設備損壞
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各使用場地嚴禁吸菸及嚼食檳榔，禁
止攜帶任何易燃、爆裂物等違禁品入
內；使用者應配合個別場地對於攜帶

食品或飲料入內之規定。 

所有場地布置、展示物品、設備及私
人物品均由使用單位自負保管責任。  

使用者不得擅自接用電力以避免用電

超過負載影響安全，如有額外需求
者，應於事前洽詢本校場地管理單
位。 

如有未遵守或不當使用，情節嚴重者
將予以停權使用，如導致設備損壞
時，應負賠償責任。 

增加違反場地使
用原則之罰則。 

第二十一條 

各單位使用本校場地舉辦活動，汽機
車停車請依「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
辦法」、「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
法」及「東吳大學松怡廳使用管理要
點」辦理。 

第二十一條 

各單位使用本校場地舉辦活動，本校
不提供停車場地。 

修正停車相關注
意事項及相關法
規 

第二十二條 

本校周日宗教活動播放聖樂、鐘聲，
借用單位不得干涉。 

第二十二條 

本校周日宗教活動播放聖樂、鐘聲，
使用單位不得干涉。 

修改文字 

第二十三條 

場地使用以校內單位辦理全校性活動
優先使用，必要時得由總務處協調安
排。 

第二十三條 

寒暑假期間場地使用，以校內單位辦
理全校性活動優先使用，必要時得由
總務處協調安排。 

修改文字 

 

第四章 使用程序及管理單位 第四章 使用程序及管理單位  

第二十四條 

各單位使用場地時，應於本校場地租

第二十四條 

各單位使用場地時，應於電子化校園

自 110學年度起場
地借用系統已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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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借系統中登錄完成申請；學生團體使
用場地時，須經主管單位提出申請。 

活動如有提前、延後或取消須事先知
會管理單位，如未如期使用且未通知
取消者，該單位停權使用三個月。 

場地租借系統中登錄完成申請；學生
團體使用場地時，須經主管單位提出
申請。 

活動如有提前、延後或取消須事先知
會管理單位，如未如期使用且未通知
取消者，該單位停權使用三個月。 

子化校園系統改為
人會總系統，但使
用「人會總系統」
名稱易造成混淆，
故直接修正為「本
校場地租借系
統」。 

第二十五條 

校外單位借用本校一般場地最遲應於
使用前二週向採購保管組提出申請，
並應於活動辦理前一週繳清費用。 

校外單位借用松怡廳，最早可於使用

前一年聯繫採購保管組保留借用之檔
期，並於接獲本校核定通知二周內繳
交訂金、保證金及辦理簽約。 

第二十五條 

校外各單位使用須於使用前三週向採
購保管組提出申請為原則，並應於活
動辦理前一週繳清費用，完成使用申
請手續。 

1. 調整校外借用
時間，由三週調
整為二週。 

2. 增加松怡廳借
用時間。 

第二十六條 

校外單位借用本校一般場地因故取消
時，於場地使用前三日通知本校採購
保管組，經本校核定後，退還所繳場
地費百分之九十。未於場地使用前三
日通知者，概不退費。 

校外單位借用松怡廳因故取消時，於
場地使用前半年通知本校採購保管
組，經本校核定後，退還所繳訂金百
分之七十；前二個月通知，退還所繳

訂金百分之四十；未於場地使用前二
個月通知者，概不退費。 

第二十六條 

校外使用單位因故停止使用時，須於
場地使用前三日通知申請受理單位，
經學校核可後，退還所繳場地費用百
分之九十。未於場地使用前三日通知
停止使用者，概不退費。 

1. 修改文字 

2. 增加松怡廳借
用取消說明。 

第二十七條 

相關現場管理單位、收費標準及注意
事項，詳如「東吳大學場地收費標準
表」。總務處得視場地設施、設備維
護管理需要，經簽陳校長核定後，修
訂公布。 

第二十七條 

相關現場管理單位、收費標準及注意
事項，詳如場地收費標準表。總務處
得視場地設施、設備維護管理需要，
經簽陳校長核定後，修訂公布。 

修訂收費標準表
名稱 

第五章 場地收費原則 第五章 場地收費原則  

第二十八條 

場地收費計費內容包括場地使用費

(含電費、清潔費、工作人員服務費)、
設備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詳見
「東吳大學場地收費標準表」。 

假日工作人員服務費，係指支付工友
之勞務加班或依實際使用時數支付工
讀生服務費，並視情況負擔工讀生勞
保、勞退之雇主負擔額度。 

第二十八條 

本校場地收費計費內容包括場地使用

費(含電費、清潔費、假日工作人員服
務費)及保證金。 

 

假日工作人員服務費，係指支付工友
之勞務加班或依實際使用時數支付工
讀生服務費，並視情況負擔工讀生勞
保、勞退之雇主負擔額度。 

1. 修訂文字。 

2. 彙整松怡廳及

兩校區場地收
費標準，併入
「東吳大學場
地收費標準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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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所謂假日，學期間係指周六、周日、
國定假日及本校表定之放假日；寒暑
假期間，則指學校不上班之假日。 

所謂假日，學期間係指周六、周日、
國定假日及本校表定之放假日；寒暑
假期間，則指學校不上班之假日。 

第二十九條 

場地收費除松怡廳、體育場館、舜文
廳、游藝廣場展覽互動區、兩校區戶外
及公共空間計費方式不同外，其餘以
四小時為一時段(八時至十二時、十三
時至十七時、十八時至二十二時)為原
則，不滿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超過
四小時未滿五小時者，場地使用費以
每小時所分擔之額度計，超過五小時

者，則以全時段計。 

保證金除校內學生團體另有適用規定
外，餘均依使用之次數或空間數繳
交，連續使用數個時段以一次使用計
算。 

第二十九條 

場地收費除體育場館、文舍明日聚場、
游藝廣場展覽互動區、二校區戶外及
公共空間計費方式不同外，其餘以四
小時為一時段(八時至十二時、十三時
至十七時、十八時至二十二時)為原
則，不滿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超
過四小時未滿五小時者，場地使用費
以每小時所分擔之額度計，超過五小

時者，則以全時段計。 

保證金除校內學生團體另有適用規定
外，餘均依使用之次數或空間數繳
交，連續使用數個時段以一次使用計
算。 

1. 配合空間調整，
刪除文舍明日
聚場之租借。 

2. 增列松怡廳、舜
文廳計費方式
不以四小時為
一時段計費。 

第三十條 

校內單位收費原則： 

一、校內各單位主辦活動或各學系教
學使用時，免收相關費用。 

二、校內單位辦理對外收費性活動，
除另訂提列一定之場地使用管理
費比例者外，場地使用費依場地

收費標準五折優待。 

三、校內單位與校外其他立案團體合
辦活動時（並列主辦單位），場地

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六折優
待。 

四、校內同仁以個人名義或所屬團體
使用場地時，除松怡廳為八折優
待外，其餘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
費標準六折優待。 

五、校內同仁辦理教職員工社團活動
經相關單位簽證屬實者，除松怡
廳為八折優待外，其餘場地除另

有規定外，免收場地使用費。 

六、校內同仁子女活動，經相關單位
簽證屬實者，除松怡廳為八折優
待外；其餘場地使用費依校內學
生團體收費標準收費，如該使用
場地無學生團體收費標準者，場
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五折優
待。 

第三十條 

校內單位收費原則： 

一、校內各單位主辦活動時，免收相關
費用。 

二、校內單位辦理對外收費性活動，除
另訂提列一定之場地使用管理費
比例者外，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

費標準三折優待。 

三、校內單位與校外其他立案團體合
辦活動時，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

費標準五折優待。 

四、校內同仁以個人名義或所屬團體
使用場地時，場地使用費依場地
收費標準六折優待。 

五、校內同仁辦理教職員工社團活動
經相關單位簽證屬實者，除另有
規定外，免收場地使用費。 

六、校內同仁子女活動，經相關單位
簽證屬實者，依校內學生團體收

費標準收費；如該使用場地無學
生團體收費標準者，場地使用費
依場地收費標準三折優待。 

1. 修改文字 

2. 合辦活動增加
「並列主辦單
位」等文字。 

3. 調整校內單位
辦理對外收費
性活動、校內單

位與校外單位
合辦活動、校內
同仁子女活動
等收費優惠折
扣。 

4. 第四、五、六款
增加松怡廳折
扣文字。 

5. 增列松怡廳學
生優惠收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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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七、校內學生團體及音樂系學生使用
松怡廳，經相關單位審核通過
後，場地使用費依「東吳大學場
地收費標準表」之學生優惠辦理
收費。 

第三十一條 

校內學生團體收費對象： 

一、學生團體係指學生會、畢聯會、
學生議會、系學生會、系運動
隊、學生社團、宿舍勵進會及附
屬各單位之志工服務團體等，校
隊除外。 

二、所謂學生活動，包括各類社團表
演、學系學習成果發表或競賽
等。 

第三十一條 

校內學生團體收費對象： 

一、學生團體係指學生會、畢聯會、
學生議會、系學生會、系運動
隊、學生社團、宿舍勵進會及附
屬各單位之志工服務團體等，校
隊除外。 

二、所謂學生活動，包括各類社團表
演、學系學習成果發表或競賽
等。 

 

第三十二條 

校內學生團體假日使用場地，依下列
收費標準優待收費。 

一、所使用場地，在群育暨美育中心
核定使用次數限度內者，由群育
暨美育中心依「東吳大學學生團
體活動場地申借審核原則及補助
辦法」之規定給予全額優待。 

二、超過群育暨美育中心核定次數使

用非社團專屬活動空間時，除松
怡廳為八折優待外，其餘場地使
用費，僅收空調費用及工作人員

服務費；若需使用收費性設備，
費用依場地收費標準另計。 

三、電費依實際使用電錶度數或依中
央空調啟動每時段所耗電費收
取，每度收費以六元計，並逐年
依台灣電力公司電價漲跌幅度公
告調整。 

四、假日工作人員服務費收費標準以
每次五百元計。同日使用場地

者，除部份特殊場館或跨棟、跨
校區者需個別計算勞務支出外，
餘使用二間以上場館者均以支付
一人勞務計費。 

第三十二條 

校內學生團體假日使用場地，依下列
收費標準優待收費。 

一、所使用場地，在群育暨美育中心
核定使用次數限度內者，由群育
暨美育中心依「東吳大學學生團
體活動場地申借審核原則及補助
辦法」之規定給予全額優待。 

二、超過群育暨美育中心核定次數使

用非社團專屬活動空間時，不收
場地使用費，僅收空調費用及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需使用收費性

設備，費用依場地收費標準另
計。 

三、電費依實際使用電錶度數或依中
央空調啟動每時段所耗電費收
取，每度收費全年以五元計，並
逐年依台灣電力公司電價漲跌幅
度公告調整。 

四、假日工作人員服務費收費標準以
每次二百五十元計。同日使用場

地者，除部份特殊場館或跨棟、
跨校區者需個別計算勞務支出
外，餘使用二間以上場館者均以
支付一人勞務計費。 

1. 增加松怡廳收
費方式。 

2. 調整每度電費
收費：111 年 7

月 1日起，經濟
部電價審議委
員會針對用電
大戶調漲電費，
本校平均漲幅

15%，本次修法
以每度收取 5

元，漲為每度 6

元。 

3. 調整假日工作
人員服務費：預
計 112年起，基
本工資將調漲
為每月 26,400

元、每小時 176

元，另假日應加
計工資比例計
之，故本次修

法，每次以 500

元計。 

第三十三條 

學生團體辦理對該團體外收費性活動
時，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五折

第三十三條 

學生團體辦理對該團體外收費性活動
時，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三折

調整學生團體辦
理收費性活動之
收費折扣及增加
松怡廳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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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優待；若與校外其他團體合辦活動
時，場地費依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六
折優待；松怡廳均為八折優待。 

優待。若與校外其他團體合辦活動
時，場地費依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五
折優待。 

（折扣與第三十
條相同） 

第三十四條 

校外單位收費相關優惠原則及對象如
下： 

一、本校校友、衛理公會及政府立案
之身心障礙團體使用場地時，場
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八折優
待。 

二、本校校友舉辦校友活動，經社會
資源處簽證屬實者，場地使用費

松怡廳為八折優待；其餘場地使
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五折優待。 

三、未享任何折扣之借用單位於假日
使用本校場館(雙溪校區不含松

怡廳，城中校區不含學期間之周
六)，依場地收費標準九折優待。 

四、校外單位如申請一年內連續借用
同一體育場館逾五次，場地使用
費依場地收費標準八折優待；逾
十次，依場地收費標準七折優待。 

五、新聞採訪或記者會等經秘書室審
查同意者，免收費；進行商業攝

影、戲劇取景或活動使用，依場地
收費標準收費；使用戶外及公共
空間，不提供戶外電力服務，如需
使用以專案計價收費。 

六、本校師生及其子女、校友拍攝婚
紗取景，免收費；校外人士婚紗攝
影，依場地收費標準收費。 

七、校外單位以校友名義申請場地使
用時，應檢附校友畢業證書及借
用單位任職之證明文件或為活動
之負責人、主創人員及指導者之
證明文件。 

八、校外單位如需另加計工作人員服
務費，假日收費標準每小時以三
百元計之。 

九、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使用，
不重複折扣。 

本校於特殊期間，如因防疫需求或遇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得專案取消優惠
及折扣。 

第三十四條 

校外單位收費如場地收費標準表，相
關優惠原則及對象如下： 

一、本校校友、衛理公會及政府立案
之身心障礙團體使用場地時，場
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六折優
待。 

二、本校校友舉辦校友活動，經社會
資源處簽證屬實者，場地使用費

依場地收費標準三折優待。 

三、未享任何折扣之使用單位於假日
使用本校場館(城中校區不含學
期間之周六)，依場地收費標準九

折優待。 

 

 

 

 

 

四、新聞採訪或記者會等經秘書室審
查同意者，免收費；進行商業攝

影、戲劇取景或活動使用，依場地
收費標準收費；使用戶外及公共
空間，不提供戶外電力服務，如需
使用以專案計價收費。 

五、本校師生及其子女、校友拍攝婚
紗取景，免收費；校外人士婚紗攝
影，依場地收費標準收費。 

六、校外單位以校友名義申請場地使
用時，須檢附校友畢業證書及在
校外單位任職之證明文件。 

1. 刪減文字 

2. 調整第一項第一
款校友優惠折扣
由六折調整為八
折，說明下如： 

(1) 經比較優久多
校： 

A. 無折扣：實踐、
大同、世新 

B. 八折：北醫、
輔大 

C. 九折：淡江 

D. 專案核定：銘
傳、文化等校
如需優惠，需
由校友中心提
出專案核定。 

(2) 現借用本校場
地校友佔 9成
以上，建議比
照松怡廳，校

友折扣由六折
調整為八折。 

3. 調整第一項第二

款校友舉辦校友
活動為五折優待。 

4. 增加第一項第四
款有關長期借用
體育場管之折扣，
以活絡體育場管
之使用率。 

5. 增加原第一項第
七款假日人力之

收費標準，俾於與
第三十二條 (社
團)區分。 

6. 增加原第一項第
九款優惠折扣擇
一使用。 

7. 增加第二款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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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可不提供優惠之
情形。 

第六章 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第六章 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第三十五條 

保證金收取標準如場地收費標準表所
訂金額。學生團體保證金收費方式，另
依本辦法第四十一條辦理。 

借用單位於使用場地前，應填寫檢核
表與管理單位確認點交。使用後，應請
管理單位至現場共同檢核，雙方於檢
核表簽章。 

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器材等設備，確

定無毀損後予以簽證確認，依本校保
證金退還程序辦理退款事宜。 

若逾時使用場地，或擅自使用未經核
准之場地，須依實際狀況加收相關費
用後，再辦理退還保證金事宜。 

第三十五條 

保證金收取標準如場地收費標準表所
訂金額。學生團體保證金收費方式，另
依本辦法第四十一條辦理。 

使用單位於使用場地前，應填寫檢核
表與管理單位確認點交。使用後，應請
管理單位至現場共同檢核，雙方於檢
核表簽章。 

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器材等設備，確

定無毀損後予以簽證確認，依本校程
序申請退還保證金。 

若逾時使用場地，或擅自使用未經核
准之場地，須依實際狀況加收相關費
用後，再辦理退還保證金事宜。 

修改文字 

第三十六條 

校外單位借用本校場地違反使用規定
時，本校得依管理單位之陳報，視情
狀嚴重程度，沒收百分之二十至五十
之保證金。 

校內單位借用本校場地違反使用規定
時，除簽報學校行政處分外，一年內

禁止使用該場地。 

學生團體每次經場地檢核後，雙方認
定有違規事宜者，扣保證金新台幣五
百元。學期間保證金全數被扣者，該
學期不得再申請使用場地。情況嚴重
者簽請校規議處。 

第三十六條 

校外使用單位違反使用規定時，學校
得依管理單位之陳報，視情狀嚴重程
度，沒收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之保證金。 

校內各使用單位遇有以上情狀者，除
簽報學校行政處分外，一年內禁止使
用該場地。 

學生團體每次經場地檢核後，雙方認
定有違規事宜者，扣保證金新台幣五
百元。學期間保證金全數被扣者，該
學期不得再申請使用場地。情況嚴重
者簽請校規議處。 

修改文字 

第三十七條 

借用單位對場地設備如有損壞之情事
時，須負責損壞賠償或回復原狀，本校
得暫停保證金之退還程序。 

第三十七條 

使用單位對場地設備如有損壞之情事
時，須負責損壞賠償或回復原狀，本校
得暫停保證金之退還程序。 

修改文字 

第三十八條 

借用單位若發生場地毀損或髒亂情

事，學校得依管理單位之陳報，除沒
收保證金以為賠償外，並須負擔所有
相關衍生損失。若損壞場地或髒亂導
致場地後續無法使用者，將按日收取
場地使用費，直至修復或復原為止。 

第三十八條 

使用單位若發生場地毀損或髒亂情

事，學校得依管理單位之陳報，除沒
收保證金以為賠償外，並須負擔所有
相關衍生損失。若損壞場地或髒亂導
致場地後續無法使用者，將按日收取
場地使用費，直至修復或復原為止。 

修改文字 

第三十九條 

校外單位申請保證金之退還程序： 

第三十九條 

校外單位申請保證金之退還程序： 

修正保證金退款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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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一、由管理單位確認借用單位無損壞
情事及違規事項，或已履行損壞
賠償、回復原狀責任。 

二、 採購保管組辦理保證金退還作
業，約兩週後由出納組匯款至指
定帳戶。金融機構規定之匯款手
續費，由借用單位負擔。 

一、由管理單位確認使用單位無損壞
情事及違規事項，或已履行損壞
賠償、回復原狀責任。 

二、 使用單位填列退款申請單並檢附
保證金收據正本，至採購保管組
辦理，約兩週後由出納組匯款至
指定帳戶。金融機構規定之匯款
手續費，由使用單位負擔。 

第四十條 

校內學生團體繳交、退還保證金程序
如下： 

一、保證金繳納採學期制，每學年度

第一學期係指當學年度八月一日
起至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
學期指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
日止；每學期新台幣二千元。 

二、保證金應於學生團體當學期第一
次申請使用場地前至出納組繳
交。學生團體繳交之保證金如全
數未被扣除，除可直接列轉於次
學期繼續使用者外，餘者於該學
期期末公告期限內退還學生團
體。 

三、學生團體使用場地，每次經檢核

認定有違規事實者，扣除新台幣
五百元，學期間保證金被扣除完
畢者，該學期不得再申請使用場
地。 

四、學生團體保證金黏存單採一式二
聯，於當學期第一次申請使用場
地時，由學生團體負責人填妥後，
至出納組繳交保證金，俟取得繳
交保證金收據後，將收據黏貼於
保證金黏存單，交所屬輔導單位
留存，以為後續退還保證金之憑
證。 

五、保證金以申請使用之學生團體為

負責單位，使用者所屬學生團體
均應負申請使用場地之相關責
任。 

第四十條 

校內學生團體繳交、退還保證金程序
如下： 

一、保證金繳納採學期制，每學年度

第一學期係指當學年度八月一日
起至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
學期指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
日止；每學期新台幣二千元。 

二、保證金應於學生團體當學期第一
次申請使用場地前至出納組繳
交。學生團體繳交之保證金如全
數未被扣除，除可直接列轉於次
學期繼續使用者外，餘者於該學
期期末公告期限內退還學生團
體。 

三、學生團體使用場地，每次經檢核

認定有違規事實者，扣除新台幣
五百元，學期間保證金被扣除完
畢者，該學期不得再申請使用場
地。 

四、學生團體保證金黏存單採一式二
聯，於當學期第一次申請使用場
地時，由學生團體負責人填妥後，
至出納組繳交保證金，俟取得繳
交保證金收據後，將收據黏貼於
保證金黏存單，交所屬輔導單位
留存，以為後續退還保證金之憑
證。 

五、保證金以申請使用之學生團體為

負責單位，使用者所屬學生團體
均應負申請使用場地之相關責
任。 

 

第四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四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改文字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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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2 

東吳大學場地收費標準表 

107 年 06 月 25 日修訂通過 

110 年 12 月 14 日修訂通過 

111 年 oo 月 oo 日修訂通過 
壹、 外雙溪校區場地收費標準表 

（本次修正處，調高為藍色字體，調降為紅色字體，維持不變為黑色字體） 

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1 

會 

議 

場 

館 

傳賢堂 889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30,000 28,000 
15,000 

10,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 提供集會、演講及各類
表演活動使用。 

2. 需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單
位、非群美中心核定次
數內使用場地之學生團
體，申請使用單槍投影
機設備，加收設備使用
費：中央大型投影機
(15000 流明)2,000/次、
左右投影機(每台 6000

流明)各 1,000/次，本設
備費用不另有折扣。 

2 普仁堂 321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28,000 20,000 
15,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 提供舉辦各項學術討
論、演講、會議活動使
用。 

2. 如需使用遠距教學設
備，請預先洽詢教學科
技推廣組。 

3 
戴氏 

會議廳 
200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8,000 8,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提供舉辦各項學術討論、

演講、會議活動使用。 
4 

國際 

會議廳 
120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24,000 15,000 
15,000 

5,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5 
G101

會議室 
70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4,000 4,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6 
B013

研討室 
30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4,000 4,000 
5,000 

3,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提供舉行小型會議、學術

研討、會客或接待外賓等

活動使用。 
7 

R0108

會議室 
15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3,000 3,000 
5,000 

3,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8 安素堂 300 校牧室 20,000 20,000 
10,000 

5,000 

2,000 

2,300 

250 

500 
2,000 使用須經校牧室同意。 

9 
H101

哲英廳 
120 英文系 12,000 12,000 

10,000 

5,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 使用須經英文學系同
意。 

2. 使用音控設備者，依實
際使用時數支付工讀生
服務費(每小時給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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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準以學校工讀生基本時
薪為準) 

10 舜文廳 100 
德育 

中心 
2,000/小時 2,000/小時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使用須經德育中心同意。 

11 

體 

育 

場 

館 

體育館 200 體育室 3,000/小時 2,500/小時 
10,000 

5,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體育室

同意。 

3. 校內學生團體不開空

調，則收設備電費 200 

250/小時。 

12 健身室 3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體育室
同意。 

3. 僅開放假日時段提供申
請，使用時需有專業教
練隨行。 

13 桌球室 4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體育室

同意。 

14 舞蹈室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5 田徑場 500 體育室 2,500/小時 2,500/小時 
5,000 

3,000 
0 

250 

500 
2,000 

16 網球場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0 

250 

500 
2,000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體育室

同意。 

3. 假日晚間時段原則上不

開放申請使用，如有需

要，另以專案申請，燈光

照明費用另計。 

17 排球場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0 

250 

500 
2,000 

18 籃球場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0 

250 

500 
2,000 

 
校外單位如申請一年內連續借用同一體育場館逾五次，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八折優待； 

逾十次，依場地收費標準七折優待。 

19 
圖 

書 

館 

中正圖
書館單
一樓層 

50-80 
讀者 

服務組 
15,000 15,000 

30,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使用以圖書館作業及師生

閱覽為優先，其使用須經

圖書館同意。 

20 

中正圖
書館 

單一 

閱覽室 

150-

300 

讀者 

服務組 
8,000 8,000 

16,000 

10,000 

21 
音 

樂 

系 

專 

用 

D0107

教室 
70 音樂系 5,000 5,000 

5,000 

3,000 

300 

400 

250 

500 
2,000 

1. 提供集會、演講及各類

表演活動使用。 

2. 使用以音樂學系教學為

優先，其使用須經音樂

學系之同意。 
22 

D0108

教室 
70 音樂系 5,000 5,000 

5,000 

3,000 

300 

400 

250 

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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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23 
教 

室 
D0129

教室 
30 音樂系 5,000 5,000 

5,000 

3,000 

200 

300 

250 

500 
2,000 

3. 如需使用鋼琴者，另收

取鋼琴租借費，每台

3,500 元計(不含調音

費)，調律師由音樂系

安排，費用另計，以上

費用不另有折扣。 

4. 校內音樂性社團借用，

免收鋼琴租借費。 

5. 琴房除音樂系學生外，

僅限修讀音樂系個別指

導課程的學生於平日使

用。 

24 
D0130

教室 
150 音樂系 8,000 8,000 

5,000 

3,000 

500 

600 

250 

500 
2,000 

25 琴房 1 音樂系 1,000 1,000 
5,000 

3,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26 
一 

般 

教 

室 

小教室 
60 人

以下 

註冊 

課務組 
1,400 2,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27 中教室 
61 人-

80 人 

註冊 

課務組 
2,4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28 大教室 
81 人

以上 

註冊 

課務組 
3,000 4,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29 

(

含
遠
距
視
訊
教
學
教
室) 

科
技
教
室 

R0205 40 
註冊 

課務組 
6,000 5,500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 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

教學教室)提供遠距視

訊及作為翻轉教室課程

或會議等使用。 

2. 使用以排定之遠距教學

課程及一般課程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註冊課

務組同意。 

3. 使用遠距教學設備，請

洽詢教學科技推廣組。 

30 

社 

團 

活 

動 

場 

地 

望星 

廣場 
7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1 排演室
(大、小) 

4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不開放校外單位單獨使

用；如有使用傳賢堂者不

另計費。 

32 
B211

會展室 
5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不開放校外單位使用 

33 

B209

多功能

教室 

4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4 

B223

多功能

教室 

10 
群美 

中心 
2,400 2,4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5 
C109

會議室 
4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6 
C110

會議室 
4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7 
C112

排練室 
20 

群美 

中心 
2,400 2,4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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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38 
C113

舞蹈室 
3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9 
C201

會議室 
40 

群美 

中心 
3,0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40 
C207

會議室 
20 

群美 

中心 
2,400 2,4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41 

宿 

舍 

場 

地 

宿舍 

寢室 
1 床/日 

學生住

宿中心 
 - 

1.學生宿舍之使用以學生

學期住宿為優先，其使

用須經學生住宿中心同

意。 

2.限住宿營隊於住宿期間

使用 

42 交誼廳 40 
學生住

宿中心 
4,000 4,000 

5,000 

3,000 

限住宿生使用 

43 自修室 20 
學生住

宿中心 
2,000 2,000 

5,000 

3,000 

44 電腦室 10 
學生住

宿中心 
2,000 2,000 

5,000 

3,000 

45 研討室 20 
學生住

宿中心 
2,000 2,000 

5,000 

3,000 

46 
公共
空間 

戶外及

公共 

空間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2,000/小時 2,000/小時 
4,000 

3,000 
未對外收費性活動不收費 

除校外人士婚紗攝影以

2,000/次計價外，其餘依場

地使用收費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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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場地收費標準表 

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

員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1 

會 

議 

場 

館 

1705 

實習法庭 
133 法學院 23,000 15,000 

15,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以法學院之教學為優先，

其使用須經法學院同意。 

2 

1602 

臥龍多媒

體應用中

心 

33 法學院 15,000 17,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以法學院優先使用，其使

用須經法學院同意。 

3 
2123 

會議室 
95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6,000 7,000 5,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提供校內外單位之集會演

講、茶會及各項活動使

用。 

4 
2227 

會議室 
24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4,000 4,500 
5,000 

3,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提供舉行小型會議、學術

研討、會客或接待外賓等

活動使用。 

5 
5117 

哲名廳 
88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12,000 14,000 
10,000 

5,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提供舉辦各項學術討論、

演講、會議活動使用。 

6 
5211 

作楠廳 
120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23,000 26,000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7 
5216 

菁英講堂 
53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18,000 20,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提供舉辦學術討論、專
題演講、國際會議、一
般會議或遠距視訊會議
等使用。 

2.口譯人力及耳機（個人
衛生問題）由申請單位
自備。 

3.需繳交場地費用單位，
申請口譯設備加收使用
費：單一種語言 8,000 元
/時段，同時兩種語言
14,000 元/時段。本設備
費用不另折扣。 

8 
6601 

會議室 
14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5,000 6,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提供校內外單位之集會演
講、茶會及各項活動使用 

9 
6602 

會議室 
18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5,000 6,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0 
6603 

會議室 
42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10,000 11,000 
5,000 

3,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1 
6604 

會議室 
32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7,000 8,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2 
6605 

會議室 
24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8,000 9,000 
5,000 

3,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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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

員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13 

體

育

場

館 

體育館 150 體育室 2,500/小時 3,000/小時 5,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先，
其使用須經體育室同意。 

3. 校內學生團體不開空調，
則收設備電費 200 250/小
時。 

14 健身室 2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之
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先，
其使用須經體育室同意。 

3. 僅開放假日時段提供申
請，使用時需有專業教練
隨行。 

15 桌球室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 提供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2. 使用以體育教學為優先，

其使用須經體育室同意。 

16 舞蹈室 50 體育室 3,000/小時 3,000/小時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17 
東吳 

綠地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2,000/小時 

5,000 

3,000 
0 

250 

500 
2,000 

 
校外單位如申請一年內連續借用同一體育場館逾五次，場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標準八折優待； 

逾十次，依場地收費標準七折優待。 

18 
圖
書
館 

城區分館

單一樓層 
0-120 

讀者 

服務組 
15,000 15,000 

30,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使用以圖書館作業及師生

閱覽為優先，其使用須經圖

書館同意。 19 

城區分館

單一閱覽

室 

150-

300 

讀者 

服務組 
15,000 15,000 

30,000 

10,000 

20 

游 
藝 
廣 
場 

內場 

展覽互動

區 

120 
生涯發

展中心 

30,000/週 

或 5,000/日 
5,000/日 

10,000 

5,000 
500 

600 
500 2,000 

1. 提供藝文展演、演講及各
項活動使用。 

2. 使用須經生涯發展中心同
意。 

3. 如為講座性質，至多提供
60 張座椅可供借用。 

4. 未享任何折扣之單位不分
平日、假日使用游藝廣場
以原價計費。 

5. 如需長期借用，可採專案
方式核定優惠折扣。 

21 
外場 

舞台區 
60 

生涯發

展中心 
5,000 5,000 5,000 

500 

600 
500 2,000 

1. 使用須經生涯發展中心

之同意。 

2. 如需長期借用，可採專

案方式核定優惠折扣。 

22 

東吳實踐

家創創基

地 

60 
生涯發

展中心 
12,000 10,000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包含校友交誼室及會議晤

談室 2 間，使用須經生涯發

展中心之同意。 

23 

一
般
教
室 

小教室 
60 人

以下 

註冊 

課務組 
2,1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24 中教室 

61 人

-80

人 

註冊 

課務組 
3,600 4,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25 大教室 
81 人

以上 

註冊 

課務組 
4,500 5,000 

5,000 

3,000 
依電錶 

250 

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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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項次 類別 
場地 

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 

單位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OLD) 

場地費 

/時段 

(NEW) 

場地費 

/時段 

保證金 

/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

員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26 

科
技
教
室 

5213 80 
註冊 

課務組 
5,000 5,500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 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教
學教室)提供遠距視訊及
作為翻轉教室課程或會議
等活動使用。 

2. 使用以排定之遠距教學課
程及一般課程為優先，其
使用須經註冊課務組之同
意。 

3. 使用遠距教學設備，請洽
詢教學科技推廣組。 

27 

社 
團 
活 
動 
場 
地 

2B004 

舞蹈教室 
50 

群美 

中心 
3,000 3,5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不開放校外借用 

28 
2B005 多

功能教室 
80 

群美 

中心 
3,000 3,5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29 
2B008 

討論室 
40 

群美 

中心 
2,4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0 
2B009 

會議室 
40 

群美 

中心 
2,4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1 
2B018 

練團室 
20 

群美 

中心 
2,400 3,0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2 望星劇場 30 
群美 

中心 
3,000 3,500 

5,000 

3,000 
依電錶 

0 

500 
2,000  

33 
公共
空間 

戶外及 

公共空間 
 

環安衛

暨事務

管理組 

2,000/小時 2,300/小時 
4,000 

3,000 
未對外收費性活動不收費 

除校外人士婚紗攝影以

2,300/次計價外，其餘依場

地使用收費標準收費。 



29 

 

參、松怡廳場地及設備收費標準表 

場地時段定義：上午時段：09:00～12:00，下午時段：13:00～17:00，夜間時段：18:00～22:00 

平假日定義：平日為周一至周四，假日為周五至周日、國定假日及本校表定之放假日。 

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類別 時段 
(OLD) 

平日(元) 

(NEW) 

平日(元) 

(OLD) 

假日(元) 

(NEW) 

假日(元) 
保證金 備註 

彩排 

上午 5,500 6,600 5,500 6,600 以借用天數為

準，三日內(含)

為參萬元整；三

日以上者，每日

以壹萬元計，最

高以壹拾伍萬元

為限。 

排練係指觀眾席不

開放之使用。 
下午 8,000 9,600 8,000 9,600 

晚間 8,000 9,600 8,000 9,600 

演出 

上午 25,000 20,000 30,000 25,000 以借用天數為

準，三日內(含)

為參萬元整；三

日以上者，每日

以壹萬元計，最

高以壹拾伍萬元

為限。 

演出係指在場地內

使用觀眾席之正式

演出，包含比賽、直

播、開放彩排、開放

記者會等。 

下午 25,000 25,000 30,000 34,500 

晚間 25,000 25,000 30,000 34,500 

錄影音 

上午 10,000 11,500 15,000 17,200 

以借用天數為

準，三日內(含)

為參萬元整；三

日以上者，每日

以壹萬元計，最

高以壹拾伍萬元

為限。 

錄影音係非演出性
質之錄音及各項拍
攝使用。 

下午 10,000 11,500 15,000 17,200 

晚間 15,000 17,200 15,000 17,200 

平日優惠 15,000 17,200 - - 
平日連租 09:00～
17:00 兩個時段則
提供此優惠。 

學生優惠 

1 場 

(3 小時) 
9,000 10,300 - - 

1,000 元/場 

1. 此方案僅限音樂
學系及群美中心
審核後之學生及
社團使用。 

2. 此方案免收設備
使用費。 

3. 假日收費以原價
八折優待，不提供
1場 3小時及彩排
加時之時段。 

1 場 

(4 小時) 
10,000 11,500 24,000 27,600 

彩排加時 

1 小時 
1,000 1,100 - - - 

備註： 

1.場地容納人數：471 人 

2.管理單位：採購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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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使用收費標準 

項目 計費單位 費用/日(元) 數量 備註 

史坦威 D-274PE 鋼琴 

(徳製，序號 568086) 
每台 6,000 1 

1.借用單位因演出需要移動鋼琴

時，需使用鋼琴搬運車。 

2.借用單位不得任意拆卸或放置

任何物品於鋼琴上或鋼琴內。 

3.「加料音樂」（PREPARED 

MUSIC）之演出不得借用。 

4.如需調音，則另收調音費

3,000 元/台。 

史坦威 D-274PE 鋼琴 

 (徳製，序號 595047) 
每台 8,000 1 

鋼片琴 每台 3,000 1  

定音鼓 20 度 每顆 800 1 需自備鼓棒 

定音鼓 23 度 每顆 800 1 需自備鼓棒 

定音鼓 26 度 每顆 800 1 需自備鼓棒 

定音鼓 29 度 每顆 800 1 需自備鼓棒 

定音鼓 32 度 每顆 800 1 需自備鼓棒 

爵士鼓 每組 3,000 1 需自備鼓棒 

低音提琴 每把 4,000 3  

馬林巴木琴(四個八度) 每台 2,500 1  

立奏木琴 每台 1,200 1  

顫音鐵琴 每台 1,200 1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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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3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理細則 
OOO 年 OO 月 OO 日總務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為強化松怡廳（以下簡稱本廳）使用效益，有效管理場地及促進文化藝術表演活動之發展，依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使用範圍 

本廳使用範圍為舞台區、側台、後台準備區、觀眾席、前台區域及男女休息室。如有其他空間使

用需求，依「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辦理借用。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 檔期確認與申請：借用單位可於使用前一年聯繫本校總務處採購保管組，確認及保留借用

之檔期，並於確認檔期一個月內至本校場地租借系統完成線上申請暨檢附相關申請文件。

逾期視同放棄，本校得安排候補者依序遞補，不另行通知。 

二、 審核：借用單位申請演出或舉辦之活動須經本校總務處採購保管組及相關單位審核。 

三、 簽約及繳費： 

(一) 借用單位應於接獲本校核定通知二週內繳交訂金、保證金及辦理簽約，逾期視同放

棄。 

(二) 訂金計算方式：訂金為場地及設備租金之百分之五十，繳交後由本校總務處出納組

開立發票。 

(三) 保證金計算方式：以借用天數為準，三日內(含)為參萬元整；三日以上者，每日以

壹萬元計，最高以壹拾伍萬元為限。 

(四) 場地使用日前一週應繳清場地租金餘款，未能如期繳納者，視同借用手續未完成，

本校有權收回借用單位檔期，已繳之費用不退還。 

四、 場地使用協調：借用單位最遲應於場地使用前一週備齊演出需求、演職人員清冊及相關技

術資料，洽本廳技術人員召開「場地使用協調會議」，共同協商配合服務事宜。因借用單

位未確認執行事宜而導致節目執行之瑕疵或遭觀眾抱怨，直接或間接影響本校聲譽者，本

校得逕予終止借用單位再借用本廳之權利。 

五、 保證金退款： 

(一) 由本校確認借用單位無損壞情事及違規事項，或已履行損壞賠償、回復原狀責任。 

(二) 採購保管組辦理保證金退還作業，約兩週後由出納組匯款至指定帳戶。金融機構規

定之匯款手續費，由借用單位負擔。 

第四條 取消或異動 

一、 取消： 

(一) 合約簽訂後，不得任意取消或異動，如學校有特殊需要，或遇天災、戰爭、法令禁止

或限制、主要藝術家死亡、重病、設備故障、臨時緊急搶修工程及其它不可抗力因

素，而導致節目之全部或主要部份確實無法如期演出者，借用單位得聯繫本校重議

檔期，如因此需解約，相關已繳費用全數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由借用單位負擔。 

(二) 除上列原因外，借用單位如取消場地借用，依本校場地使用辦法辦理違約金扣繳事

宜。 

二、異動： 

(一) 借用單位如需異動借用時間，應主動通知本校並重議檔期，若無合適之檔期，則依取

消方式辦理。 

(二) 借用單位如需變更演出計劃，包括：主要藝術家、節目型式、演出內容變更等，應於

使用前二週提出申請，如遇時段及設備使用內容變更，應於使用前一週提出申請。 

三、有關活動取消或異動後之票務及其他相關事宜應由借用單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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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技術相關事項 

一、 本廳技術人員負責事項如下： 

(一) 統籌/執行舞監負責裝台、演出中借用單位對本廳所有相關事務之統籌聯繫，必要時

得以協助演出單位控制演出流程。 

(二) 演出中舞台門之控制。 

二、 除上述本廳負責事項外，借用單位請依實際需要自備後台工作人員負責相關事務，例如： 

(一) 裝/拆台、設備搬運及復原清理工作。 

(二) 演出中執行工作（含換場、獻花…等）。 

(三) 行政、翻譯等演出執行相關事務。 

三、 本廳提供演出場地現有燈具設備之亮度調整，不提供燈具調燈服務。然借用單位具體提出

所需效果內容，經研判具執行可行性者，可自備燈光技術人員或由本廳協助處理，借用單

位需於借用時段內進行燈具的調整及復原工作。 

四、 舞台、燈光及音響詳細資料，請參閱總務處採保組松怡廳網頁下載相關技術資料。 

第六條 票務相關事項： 

一、 本廳總座位數為四百七十一席（包含輪椅席六席），借用單位不得加設臨時座位。 

二、 入場規定依借用單位辦法執行。 

三、 校外借用單位所舉辦之活動，無論性質均應印製觀眾入場票券，並於辦妥簽約手續後始得

對外發售或發送票券。若有票券內容印刷錯誤者，借用單位應即刻於本廳主動公告因應措

施，並指派專人於演出現場處理票券相關事宜。 

四、 本廳保留工作席六席，工作席為有效管理門控及場內相關安全而設。 

第七條 前台相關事項： 

一、 為妥善管控前台之票務銷售、場控引導及演出品質之維護，借用單位請自行安排前台工作

團隊負責執行，並於約定之借用時限內，回復借用場地之原狀。 

二、 為維護觀眾權益，節目開演後未準時入場觀眾，依前台人員指示入座。 

三、 本廳禁止攜帶食物、飲料、鮮花、雨傘等潮濕物品入內，已攜帶者需寄放在服務台，如工

作人員於廳內發現上述物品，有權將其攜出場外，借用單位不得有異。 

四、 借用單位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任何區域販售、展示或免費提供觀眾物品、食物或飲料，

如經本校同意展售之場地佈置與宣傳品放置應以不破壞場地與美觀為原則。 

五、 借用單位請於演出當天提供節目單五份，以利值勤工作及記錄存檔。 

第八條 錄音與攝影： 

一、 借用單位如欲於演出中從事錄音、錄影、攝影等工作，應先照會本校。如有因此發生違反

第三人著作權或侵害他人之權益等行為，由申請者自負一切責任。若因此導致本廳遭受任

何損害賠償請求時，借用單位應負責一切賠償與相關費用。 

二、 演出中之錄音、錄影與攝影，應事先提出，並依本校建議之區域設置工作席，禁止於走道

上架設器材，避免妨礙觀眾權益及走道安全，違者本校有權中止其行為，或留置相關器材

設備直到演出結束。 

三、 錄影者若使用轉播車(OB 車)於本廳從事錄影工作時，應自備發電設備。 

四、 借用單位於使用場地時，本校有權錄音與錄影作為檔案資產，以供剪輯、檢索與研究之用。 

五、 現場工作人員應著深色服裝，配帶工作証。 

第九條 場地使用規範： 

一、 借用單位對於租用之場地應以本廳前後台使用之規定妥慎使用，並保持清潔，如有任何損

毀或故障，本校得評估損失情形要求借用單位負賠償責任。 

二、 借用單位進行場地佈置時，應先知會本校取得同意後始得為之。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以膠

帶、雙面膠、圖釘、黏著劑等物使用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 

三、 借用單位不得擅自啟用燈光、音響、舞台吊具及私自架設各項器材、接電，如因此造成意

外事故或損毀，借用單位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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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經本校同意不得進入本廳燈音控室及貓道，或操作本廳任何設備與器材。情節重大者，

本校得終止借用單位之場地借用，因而衍生之一切責任、損失與賠償，一律由借用單位負

擔。 

五、 除休息室外，均不可攜帶食物飲料進入。如因演出需要必須攜入者，需事先向本校報備，

核准後始得攜入。 

六、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寵物進入本廳，如因演出需要必須攜入者，需事先向本校報備，核准

後始得攜入。 

七、 本廳周邊區域及舞台區禁止進行繪景或任何製景工程，違者或屢勸不聽者，本校得終止借

用單位之場地借用。 

八、 凡具危險性或妨礙通道暢通之物品，本校得隨時要求借用單位移出，否則由本校逕行移除，

借用單位不得有異。租期屆滿時，應歸還借用之場地及設備，並回復原狀，留置物如未處

置或經借用單位同意，視同廢棄物，由本校全權處理；以上處置如有衍生之費用則由保證

金內扣除，保證金不足者，借用單位應於活動當日繳清差額。 

九、 借用單位於本廳使用期間，應自行投保足額之演出與工作人員意外險及產物保險，此投保

之責任獨立於本廳依規定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之外。若有任何人員傷亡及其財務損失，

應由借用單位負責，本校已盡相關建議之義務。 

第十條 交通及停車： 

一、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一) 捷運：搭乘至捷運淡水線「士林站」或捷運文湖線「大直站」、「劍南路站」再轉乘

公車。 

(二) 公車：搭乘至「東吳大學站」（此站位於校園內）、「東吳大學_錢穆故居站」或「外

雙溪_故宮站」。 

(三) You-Bike：捷運站附近及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校門外至善路兩側皆設有 You-Bike 站

點可供借還。 

二、 停車資訊： 

(一) 本校備有汽、機車停車場，汽車停車費新台幣三十元/小時、機車停車費新台幣二十

元/次，演出工作人員及觀賞表演觀眾，每場次優惠減免汽車停車管理費兩小時。惟

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二) 如有未盡事宜，請參考「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辦法」、「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

法」。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總務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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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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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5 

「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法」條文廢止說明 

辦法名稱 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法 

辦法廢止說明 

1. 松怡廳自 96年成立迄今，管理辦法沿用迄今，皆未調整或修改；現配合

現況及電費大幅調漲，檢討全校場地使用辦法及費用時，一併將松怡廳管

理辦法納入檢討，全校場地整合於同辦法中，有利管理者及使用者之依

循。 

2. 依前揭說明，原「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法」條文將納入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中，如有母法無法全面呈現之執行細則，另訂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理細則」規範之。 

3.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提行政會議討論時，同時提案廢止「東吳大學

表演藝術中心租借使用管理辦法」。 

4. 原辦法條文與廢止後條文出處如下： 

 

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為促進文化藝術表演活動之發展，並

有效發揮表演藝術中心之功能，特訂定本

辦法。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一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一條 

因表演藝術中心組織已
解散，故於場地使用辦法
及管理細則上都將表演
藝術中心改為松怡廳。 

 

第二條 

本校所屬單位及凡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中華

民國國民，或於國內登記立案之財團法

人、社團法人、政府機關、學校、非法人

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或公司等，皆

可提出申請。 

刪除 

 

無限制可借用的對象，故
刪除此條文 

第二章 申請流程   

第三條 申請手續 

一、 送件時間：申請者應於演出檔期首日

三個月之前送件。 

二、 送件地點：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第二教研大樓表演藝術中心籌備

組。 

三、 送件內容：「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

場地使用申請表」、「演出企劃案」

及其它相關附件。 

四、 送件方式：掛號郵寄或親自於上班
時間送件。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二十五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三條第一
款 

1. 於管理細則第三條新
增檔期確認時間及修
正送件時間。 

2. 因應場地申請電子
化，修正申請方式。 

第四條 審核 

一、 凡申請演出之節目活動須經本校表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三條第二款 

1. 於管理細則修改審核
單位為總務處採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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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演藝術指導委員會審查。 

二、 申請案如未獲審核通過，申請者得

於接獲通知後七工作天內以書面申

請覆核，覆核以一次為限。 

管組及相關單位。 

2. 因現今審核未通過是
直接請申請單位補件
或重新送申請單，故
刪除原條文之第二
款。 

第五條 簽約 

一、 申請者應於接獲審核通過通知後五

工作天內，親至本中心辦理簽約並繳

交場地使用訂金，逾期視同放棄。本

中心得自行安排候補者依序遞補，不

另行通知。 

二、 場地使用訂金計算方式：訂金為場
地租金之 50%，本校出納組開立訂
金收據。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三條第三款 

1. 修正簽約時間為接獲
審核通過通知二周
內。 

2. 於管理細則第三條第
三款修正保證金應於
簽約時一併繳納。 

第六條 繳費 

一、 場地使用前七個工作天應繳付場地

租金之 50%餘款，未能如期繳納

者，視同租用手續未完成，本中心

有權收回申請者之檔期，且不退還

已繳之費用。使用場地結束後，應

於 十四工作天內至本中心辦理補繳

或保證金退還等手續後結案。 

二、 保證金計算方式：以租用天數為

準，三日以內(含)概為新臺幣參萬

元整；三日以上，以每日新臺幣壹

萬元整計，最高不超過新臺幣壹拾

伍萬元整。 

三、 場地使用前七個工作天應繳付場地

使用保證金。申請者於場地使用完

畢後，本中心確認各款使用狀況良

好後，於一週內通知退費手續。 

四、 保證金之退還：由現場管理單位確
認借用者之使用無損壞之情事或已
履行損壞賠償、回復原狀之責任，
並於原申請單之保證金退還聯簽

認；借用者執保證金退還聯及保證
金收據，至出納組領取。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三十五條至三十
九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三條第三
款及第五款 

1. 於管理細則第三條第
三款說明訂金及尾款
繳交之原則。 

2. 於管理細則第三條第
三款修正保證金應於
簽約時一併繳納。 

3. 於場地使用辦法第三
十五條至第三十九條
說明保證金退還原

則。 

4. 於場地使用辦法第三
十九條修正保證金退
款流程。 

 

第七條 

申請者最遲應於使用場地前七個工作天，
備齊演出需求及相關技術資料，主動至本
中心辦公室與本中心舞臺監督召開「場地
使用協調會議」，協商配合服務事宜。如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三條第四款 

修正舞台監督為技術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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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因申請者未召開「場地使用協調會議」或
未經會議確認執行事宜，導致節目執行瑕
疵或受觀眾抱怨，而影響本中心聲譽，本
中心得視情況停止其租用。 

第三章 租用收費標準   

第十條  租用規定 

一、活動內容：本中心場地專供藝文、學
術、慶典、演講及經審核之商業性
活動之用；對於政治性、宗教性活
動，恕難供借。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 

 

1. 於場地使用辦法第三
條說明可提供的用
途。 

2. 於場地使用辦法第十
二條說明不提供政治
性活動借用，另不禁
止宗教性活動故刪除

相關文字。 

二、演出取消與內容變更 

（一） 取消：如遇不可抗力之原因，

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

由，如天災、戰爭、法令禁止

或限制、主要藝術家死亡、重

病或設備故障，因而導致節目

之全部或主要部份確實無法如

期演出者，申請者得與本中心

重議檔期，如因此導致解約，

相關已繳費用由本中心無息退

還，但已發生之費用由申請者

負擔。 

（二） 演出變更：如申請者擬變更演

出計劃，包括：主要藝術家、

節目型式、演出內容變更等，

應於原租用場地使用日前十五

工作天以書面提出申請。凡申

請變更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接

獲通知後七日內前來辦理異動

手續，並繳交異動費新臺幣伍

仟元整。 

（三） 有關節目取消或變更後之票務

及其他相關事宜應由申請者負

責，並請依本中心提供之「緊

急停演」原則執行。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十三條及第二十
六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四條 

1. 於管理細則第四條新
增取消或異動之訂金
扣除規定。 

2. 於管理細則第四條第
二款刪除演出變更之
異動費，如需異動僅
需提出申請即可。 

3. 於管理細則第四條第
二款新增時段及設備
使用異動之相關規
定。 

三、票務相關事款 

（一） 本廳總座位數為 471席（不包含

殘障席），分大廳區及 2F兩區。

申請者不得加設臨時座位。 

（二） 入場規定依主辦單位辦法執行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六條 

於管理細則第六條新增
票券印製及異動等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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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三） 本中心保留工作席 6席，工作席

為有效管理門控及場內相關安

全而設。 

四、損害與賠償：申請者演出期間如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得禁止或停止

其演出，必要時，並得通知有關機關

依法處理，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 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二） 危害社會善良風俗者。 

（三） 與申請演出內容款目不符或將

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 演出之活動有損及建築設備或

公共安全之虞者。 

（五） 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者。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
第二十條 

 

五、申請者對於租用之場地應以本中心前
後台使用之規定妥慎使用，並保持
清潔。一切之器材、用具、裝置、
機器與其他設備，如有任何損毀或
故障，本中心得評估損失情形要求
申請者負擔賠償責任。申請者作場
地佈置時，應先知會本中心取得同
意後始得為之。使用本中心設備公
物應愛惜維護並嚴守申請使用時
間，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以漿

糊、膠紙、膠水、鐵釘、圖釘等物
使用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有關
設備或公物之上，亦不得擅自啟用
燈光、音響、舞台吊具 及私自架設
各款器材、接電，如因此造成之意
外事故或損毀，申請單位應負一切
損害賠償責任。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十九條及二十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九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 

1. 於場地使用辦法第二
十條說明如對電力使
用有額外需求應先洽
詢場地管理單位。 

2. 分項說明條列於管理
細則第十一條第九條
第一款至第三款。 

六、申請者於租期屆滿時，應歸還租用之
場地及設備，並回復原狀。留置物概
視同廢棄物，申請者同意授權本中心
全權處理，因此所產生之費用由保證
金中扣除。如保證金不足，申請者應
於七工作天內補足。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九條第八款 

 

七、前台相關事款 

（一） 非經本中心同意，申請者不得於

前台區域尚未開放之時段進入

活動。 

（二） 為維護觀眾權益，節目開演後未

準時入場觀眾依指示開放觀眾

入座。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七條 

1. 因松怡廳前台大廳為
一開放公共區域，故
刪除「非經本中心同

意，申請者不得於前
台區域尚未開放之時
段進入活動。」規定。 

2. 於管理細則新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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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三） 申請者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在

本中心之任何區域販售、展示或

免費提供觀眾物品、食物或飲

料，如經本中心同意 

（四） 展售之場地佈置與宣傳品放置

以不破壞本廳場地與美觀為原

則。 

（五） 申請者於演出當天，須派前台負

責人處理前台相關事宜，直至演

出結束，且須將佈置拆除，回復

大廳原狀。 

（六） 本中心提供海報張貼服務，申請

者可提供海報四張以利宣傳。 

（七） 申請者請於演出當天提供節目
單十五份，以便利值勤工作及
記錄存檔。 

單位應安排前台工作
團隊執行相關事宜。 

3. 於管理細則新增需寄
放於服務台之物品。 

4. 刪除海報張貼服務。 

5. 修改節目單提供份數
為五份。 

 

八、技術相關事款 

（一） 本中心全面禁止吸煙及嚼食檳

榔，並有權將違反者請離本中心。

情節重大者，本中心得終止申請

者場地使用，因而衍生之一切責

任、損失與賠償，一律由申請者

負擔。 

（二） 本中心除化妝室外，均不可攜帶

食物飲料進入。如因演出需要必

須攜入者，需事先向本中心報備，

核准後始得攜入。 

（三）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寵物進入本

中心，如因演出需要必須攜入者，

需事先向本中心報備，核准後始

得攜入。 

（四） 未經許可，不得於租用場地內、

外擅自安裝任何電器及外加電

力。 

（五） 凡具危險性或妨礙通道暢通之物

品，本中心得隨時要求申請者移

出，否則本中心將逕行移除，因

此所產生之費用由保證金內扣

除；保證金不足者，申請者須於

七工作天內補足。 

（六） 為前後台工作安全考量，申請者

應於使用場地前七工作天前備妥

演出暨工作人員清冊乙份送交本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二十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三條、第五
條及第九條 

1. 於場地辦法第二十條
及管理細則第九條說
明關於用電相關規
定。 

2. 於管理細則第九條第
五款及第六款說明不
可攜帶食物飲料、危
險物品及寵物，如需

攜帶則需向本校報
備。 

3. 於管理細則第九條第
八款說明具危險性或
妨礙通道暢通物品處
理方式。 

4. 於管理細則第三條第
四款說明需提供演職
人員清冊。 

5. 於管理細則第九條第
四款說明不得進入之
區域及處理方式。 

6. 於管理細則第九條第
七款說明禁止進行繪
景及製景工程及處理
方式。 

7. 於管理細則第五條第
四款說明各項技術資
料下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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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中心，否則視同租用無效。 

（七） 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進入燈光與

音響控制室及貓道，或操作本中

心任何設備與器材。情節重大者，

本中心得終止申請者場地使用，

因而衍生之一切責任、損失與賠

償，一律由申請者負擔。 

（八） 本中心周邊區域及舞台區禁止進

行繪景或任何製景工程，屢勸不

聽者，本中心得終止申請者之場

地使用。 

（九） 舞台燈光音響詳細資料，請參閱

相關技術資料。 

九、錄音、錄影、與攝影 

（一） 申請者如欲於演出中從事錄音、

錄影、攝影等工作，應先照會本

中心。如有因此發生違反第三人

著作權之行為時，申請者應自負

一切責任。若因而導致本中心遭

受任何損害賠償請求時，申請者

亦負責一切賠償與相關費用。 

（二） 演出中之錄音、錄影與攝影，必

須事先於演出技術協調會議中提

出，與本中心人員共同會勘，禁

止在走道上架設器材並依本中心

值班舞臺監督建議保留適當之座

位，且備妥工作席位之票券，避

免妨礙觀眾權益及走道安全，現

場工作人員應著深色服裝，配帶

工作証，並保持儀容整齊；否則

本中心有權中止其行為，或留置

相關器材設備直到演出結束。申

請者所有之錄影、錄音及轉播行

為如有侵害他人之權益者應自行

負責。 

（三） 錄影者若使用轉播車(OB 車)於

本中心從事錄影工作時，應自備

發電設備。 

（四） 申請者於使用場地時，本中心有
權錄音與錄影作為檔案資產，以
供剪輯、檢索與研究之用，本中
心並得授權第三人非營利性之使
用。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八條 

1. 相關條文條列於使用
管理辦法第八條。 

2. 刪除原條文中「本中
心並得授權第三人非
營利性之使用。」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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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條文廢止後出處 修正說明 

十、意外保險及產物保險：申請者於本中
心使用期間，應自行投保足額之演
出與工作人員意外險及產物保險，
此投保之責任獨立於本中心依規定
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之外。若有
任何人員傷亡及其財務損失，應由
申請者負責，本中心已盡相關建議
之義務。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管
理細則」第九條第九款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第四十一條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第十一條 

1.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實
施，修正時亦同。 

2. 東吳大學松怡廳場地

管理細則經總務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場地暨設備
租用計費表 

東吳大學場地收費標準表 配合現況及電費調整，修
訂松怡廳場地收費標準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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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1 

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11年 10月 19日製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為維護招待所良好使用狀況，確保服
務品質，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合理
資源運用，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招待所良好使用狀況，確保服
務品質，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合理
資源運用，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無修改 

第二條 

為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推動之需
要，依以下優先次序提供人員住宿： 

四、前來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究、演

講或出席會議之外賓及其眷屬。 

五、校、系友會人員返校洽公或參與

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簽證屬實

之校友及其眷屬。 

六、參與本校主辦活動之人員及其眷

屬。 

七、學生家長之臨時住宿。（以不超過

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不在

此限） 

八、本校教職員工之臨時住宿。（以不

超過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

不在此限） 

九、申請兩校區各類型會議場館舉辦

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臨時住宿

。（以包含使用期間之前後三日

為限） 

十、 其他經校長專案核准者。 

第二條 

為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推動之需
要，依以下優先次序提供人員住宿： 

一、前來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究、演

講或出席會議之外賓及其眷屬。 

二、校、系友會人員返校洽公或參與

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簽證屬實

之校友及其眷屬。 

三、參與本校主辦活動之人員及其眷

屬。 

四、學生家長之臨時住宿。（以不超過

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不在

此限） 

五、本校教職員工之臨時住宿。（以不

超過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

不在此限） 

六、申請兩校區各類型會議場館舉辦

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臨時住宿

。（以包含使用期間之前後三日

為限） 

七、其他經校長專案核准者。 

無修改 

第三條 

招待所由總務處採購保管組(以下簡
稱採保組)負責床位調配、設施維護、
場地清潔等事務；全校各單位應協助
所屬賓客辦理住宿申請、離宿清點、
費用或保證金代繳、住宿接待等相關

事宜。 

第三條 

招待所由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負責床
位調配、設施維護、場地清潔等事務；
全校各單位應協助所屬賓客辦理住
宿申請、離宿清點、費用或保證金代
繳、住宿接待等相關事宜。 

修改文字 

第四條 

招待所配合本校行事曆作息安排，學
校放假期間不提供服務，相關作業程
序之受理於工作日八時至十七時辦
理；非上班期間之住宿安全或緊急事
件，由校園二十四小時值勤之校安中
心支援。 

第四條 

招待所配合本校行事曆作息安排，學
校放假期間不提供服務，相關作業程
序之受理於工作日八時至十七時辦
理；非上班期間之住宿安全或緊急事
件，由校園二十四小時值勤之校安中
心支援。 

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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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住宿預約及申請 

一、 申請單位或申請者以電話聯繫

採保組或至本校招待所網頁預

約住宿時間並確認後，校內單位

及教職員可至本校招待所申請

系統辦理申請，校友、學生家長

等個人申請者由受理單位（相關

學系、單位或採保組）辦理申請

。 

二、 申請事由或人員屬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二、三、六、七款者，

開放申請單位於住宿日前六個

月，繳納訂金預約床位；餘床位

開放申請預約，以住宿日前一個

月內為原則。 

三、 受理申請住宿至遲應於住宿進

住前兩個工作日辦理，以便調度

清潔支援事宜。 

四、 凡提前於一個月以上預約者，應

依申請間數繳納訂金，訂金應於

完成預約後七個工作日內，以匯

款方式或向本校總務處出納組(

以下簡稱出納組)繳納。因故無法

住宿且未於前兩週辦理取消者，

訂金恕不退還。 

五、 已核定之住宿申請如需取消，於

住宿日前二週通知本校採保組，

經本校核定後，住宿費全額退還

；前一週通知，退還所繳住宿費

百分之八十；前二日通知，退還

所繳訂金百分之五十；未於規定

期限內辦理取消者，除因不可抗

力因素外，住宿費概不退還。 

六、 已住宿人員如欲延長住宿或更

換住宿，經採保組確認原房號無

人預訂或另有空房時，方得延長

住宿。 

本校於特殊期間，如因防疫需求或遇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得專案取消申請

或調整房間。 

第五條 

住宿預約及申請： 

一、 除教職員工本人之臨時住宿外，

招待所不受理個人直接申請，需

由負責學系或單位填具申請書

向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理。 

二、 申請事由或人員屬第二條第一、

二、三、六、七款者，開放申請

單位於住宿日前六個月內，繳納

定金預約床位；餘床位開放申請

預約，以住宿日前一個月內為原

則。 

三、 受理申請住宿至遲應於住宿進

住前兩個工作日辦理，以便調度

清潔支援事宜。 

四、 凡提前於一個月以上預約者，應

依住宿人數繳納每人500元定金

，定金應於完成預約後七個工作

日內，向總務處出納組繳納。因

故無法住宿且未於兩週前之工

作日辦理取消者，定金恕不退還

。 

五、 已核定住宿如需取消，凡於住宿

前兩個工作日辦理取消者，住宿

費全額退費；如未於規定期限內

辦理取消者，除因不可抗力因素

外，仍應繳納申請住宿日總額百

分之十之住宿費，拒不繳納者，

取消該申請者或該單位申請住

宿權利一學年。 

六、 已住宿人員如欲延長住宿或更

換住宿，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提

出申請。原房號無人預訂或另有

空房時，方得延長住宿。 

 

1. 修改文字。 

2. 修改現行申請方
式。 

3. 調整第四、五款
有關取消之訂
金、住宿費規定。 

4. 增加第二款本校
可不取消或調整
住宿房號等情
形。 

 

 

第六條 第六條 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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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進住與離宿 

一、 人員進住，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

依採保組通知，最遲於申請進住

當日十三時至十七時間，領取住

宿房卡，會同辦理進住財產設備

點交及說明環境設施使用事宜。 

二、 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最遲應於離

宿前一日，依採保組核算住宿費

用，至出納組完成繳費，申請單

位應負保證付費之責。 

三、 人員離宿，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最

遲應於離宿當日八時至十二時間

，會同採保組辦理財產設備點還

及確認住宿保證金退還事宜。 

四、 進住或離宿日如遇學校非上班日

，或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於規定

時間內辦理者，得提前通知採保

組另安排時間辦理。 

進住與離宿： 

一、 人員進住，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

依總務處採購保管組通知，最遲

於申請進住當日十三時至十七時

間，領取住宿房卡，並會同辦理進

住財產設備點交與環境設施使用

說明。 

二、 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最遲應於離

宿前一日，依採購保管組核算住

宿費用，至出納組完成繳費，並由

申請單位擔負保證付費責任。 

三、 人員離宿，住宿者或申請單位至

遲應於離宿當日八時至十二時間

，協同採購保管組辦理財產設備

點還及住宿保證金退還事宜。 

四、 進住或離宿日如遇學校非上班日

，或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於規定

時間內辦理者，得提前通知採購

保管組另安排時間辦理。 

第七條 

環境設備與清潔服務 

一、 招待所提供寢具床組(含棉被、床

單及枕頭)、書桌、衣櫃傢俱、感

應門鎖、冷氣、電視、網路、電話

、冰箱、洗烘衣機、除濕機、微波

爐、電鍋、快煮壺、檯燈、吹風機

、鍋碗餐具等。 

二、 住宿進住提供房間備品包括毛巾

、牙刷、牙膏、刮鬍刀、梳子、棉

花棒、洗髮精、沐浴乳、洗衣精、

衛生紙、拖鞋、衣架及針線包等

一式。相關消耗性備品約可供二

至三日使用，長期居住時應自行

補充。 

三、 住宿期間之水、電、瓦斯費由學

校負擔，但宿舍之清潔服務，採

居家自助方式，無每日更換床單

及室內清潔等客房服務。 

四、 住宿者如需額外增加備品或清
潔服務，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個
案向採保組提出申請。有關項目
及金額詳如額外服務收費標準
表，採保管組得依招待所營運管

第七條 

環境設備與清潔服務 

一、 招待所提供有寢具床組(含棉被、

床單及枕頭)、書桌、衣櫃傢俱、

感應門鎖、冷氣、電視、網路、電

話、冰箱、洗烘衣機、除濕機、微

波爐、電鍋、暖水瓶、檯燈、吹風

機、鍋碗餐具等。 

二、 住宿進住提供房間備品包括毛巾

、牙刷、牙膏、刮鬍刀、梳子、棉

花棒、洗髮精、沐浴乳、洗衣精、

衛生紙、拖鞋、衣架及針線包等

一式。相關消耗性備品約可供二

至三日使用，長期居住時應自行

補充。 

如需額外服務，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應個案向採購保管組提出申請

。有關項目及金額詳如收費標準

表，採購保管組得依市場價格調

整，經簽陳總務長核定後修正公

布。 

三、 住宿期間之水、電、瓦斯費由學

校負擔，但宿舍之清潔服務，採

1. 修改文字 

2. 統整額外增加備
品或清潔服務相
關規範於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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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理需要，經簽陳總務長核定後修
正公布。 

居家自助方式，無每日更換床單

及室內清潔等客房服務。 

如需額外服務，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應個案向採購保管組提出申
請。有關項目及金額詳如收費標
準表，採購保管組得依招待所營
運管理需要，經簽陳總務長核定
後修正公布。 

第八條 

住宿價格 

一、 東荊學廬 

(一) 單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1,400元。提供「折疊

床」加床服務，每床每晚加收

新台幣300元。 

(二) 雙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1,600元。 

二、 東桂學廬 

(一) 雙人床家居房：每晚定價新

台幣1,900元。 

(二) 兩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2,100元。 

(三) 三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2,300元。 

三、 住宿來賓停車，配合進離宿時間

，每個車位每晚定價新台幣200

元。（楓雅學苑下方路邊停車場

） 

四、 預約訂金 

(一) 東荊學廬：每間新台幣500

元。 

(二) 東桂學廬：每戶新台幣1,000

元。 

五、 住宿者應善盡維持住宿環境清
潔、愛惜公物之義務，凡申請住
宿期間達一個月以上者，另收取

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於離宿
清點確認無應賠償、扣款事項
後，無息退還。 

第八條 

住宿價格 

一、 東荊學廬 

(一) 單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1,200元。提供「折疊

床」加床服務，每床每晚加收

新台幣300元。 

(二) 雙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1,400元。 

二、 東桂學廬 

(一) 雙人床家居房：每晚定價新

台幣1,600元。 

(二) 兩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1,800元。 

(三) 三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價

新台幣2,000元。 

三、 住宿來賓停車，每個車位每晚定

價新台幣100元。（楓雅學苑下方

路邊停車場） 

四、 預約定金 

(三) 東荊學廬：每間新台幣500

元。 

(四) 東桂學廬：每戶新台幣1,000

元。 

五、 提醒住宿者善盡維持清潔、愛惜
公物之義務，凡申請住宿期間達
一個月以上者，另收取保證金新
台幣 5,000 元。於離宿清點確認

無應賠償、扣款事項後，無息退
還。 

 

1. 因應電費漲幅及
人力成本增加，以
漲幅約 15%為計
算基準，建議東荊

學廬調漲 200元，
東桂學廬調 漲
300元。 

2. 停車費由 100 元

調漲為 200元。 

3. 訂金、保證金不
調整。 

第九條 

收費標準 

一、 兩週以下之短期住宿逾兩晚者，

優待折扣如後： 

第九條 

收費標準 

刪除未達二週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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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一)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校友、

受邀訪問學者、參與活動賓

客得享八折優待。 

(二)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眷屬、

校友眷屬、兼任教師、學生

家長得享九折優待。 

(三) 使用校區會議場館舉辦活

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得享

九折優待。 

二、 兩週以上之長期住宿優惠折扣

如後： 

(一) 連續使用兩個月以上者，給

予五折優待。 

(二) 連續使用一個月以上者，給

予六折優待。 

(三) 連續使用三週以上者，給予

七折優待。 

(四) 連續使用兩週以上者，給予

八折優待。 

三、 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使用

，不重複折扣。 

四、 已住宿逾兩週者，於原住房間延

長住宿，適用長期住宿優惠折扣

。若更換房間，住宿時間重新計

算；配合採保組調整者除外。 

五、 採保組得視預定住宿狀況，個案

研擬特定期間、特定對象之優惠

價格，簽請總務長核定後執行，

以提升招待所住用率。 

一、 住宿時間未達兩週者，前兩晚按

原價收費，第三晚開始優惠折扣

如後： 

(一)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校友、

受邀訪問學者、參與活動

賓客得享八折優待。 

(二)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眷屬

、校友眷屬、兼任教師、學

生家長得享九折優待。 

(三) 使用校區會議場館舉辦活

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得享

九折優待。 

二、 長期住宿無前兩晚原價限制，優

惠折扣如後： 

(一) 連續使用兩個月以上者，

給予五折優待。 

(二) 連續使用一個月以上者，

給予六折優待。 

(三) 連續使用三週以上者，給

予七折優待。 

(四) 連續使用兩週以上者，給

予八折優待。 

三、 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使用

，不重複折扣。 

四、 已住宿逾兩週者，於原住房間延

長住宿，適用長期住宿優惠折扣

。若更換房間，住宿時間重新計

算；配合採購保管組調整者除外

。 

五、 採購保管組得視預定住宿狀況，

個案研擬特定期間、特定對象之

優惠價格，簽請總務長核定後執

行，以提升招待所住用率。 

第十條 

住宿規定與管理限制 

一、 住宿者住宿期間對於門鎖房卡、

家具及設備之使用，應善盡保管

維護責任，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如有保管或使用不當情形，住宿

者或申請單位應負損壞賠償責

任。有關項目及金額詳如收費標

準表，採保組得依市場價格調整，

經簽陳總務長核定後修正公布。 

第十條 

住宿規定與管理限制 

一、 住宿者住宿期間對於門鎖房卡、

家具及設備之使用，應善盡保管

維護責任，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如有保管或使用不當情形，住宿

者或申請單位應負損壞賠償責

任。有關項目及金額詳如收費標

準表，採購保管組得依市場價格

調整，經簽陳總務長核定後修正

增加第十款住宿
期間如有違反相
關法令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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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二、 個人財物或貴重物品，應自行妥

為保管，並配合門戶安全管理，

如有遺失或損壞，學校不負賠償

責任。 

三、 室內清潔由住宿者自行維護；離

開住處時，應隨手關閉電器電源

設備。 

四、 招待所全面禁菸，如有吸煙需求，

應至校內規定吸菸區進行。 

五、 招待所禁止賭博及放置違禁或危

險物品。 

六、 不得擅自變更隔間、鑽釘牆板或

任意增設電器設備。 

七、 除經核准者外，不得攜同其他人

員住宿；亦不得轉借或轉讓他人

使用。 

八、 住宿期間應保持住宿安寧，注意

音量與衣著禮貌，尊重他人居住

隱私與權利。 

九、 住宿離退時，應自行將個人物品

騰空並整理廢棄物，如未清理，

留置之私人物品，由學校視同廢

棄物處理。 

十、 住宿期間如有違反國家政策或法

令、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及有損及

建築設備或公共安全之虞等情

事，本校得禁止或停止其住宿，

必要時，並得通知有關機關依法

處理。 

公布。 

二、 個人財物或貴重物品，應自行妥

為保管，並配合門戶安全管理，

如有遺失或損壞，學校不負賠償

責任。 

三、 室內清潔由住宿者自行維護；離

開住處時，應隨手關閉電器電源

設備。 

四、 招待所全面禁菸，如有吸煙需求，

應至校內規定吸菸區進行。 

五、 招待所禁止賭博及放置違禁或危

險物品。 

六、 不得擅自變更隔間、鑽釘牆板或

任意增設電器設備。 

七、 除經核准者外，不得攜同其他人

員住宿；亦不得轉借或轉讓他人

使用。 

八、 住宿期間應保持住宿安寧，注意

音量與衣著禮貌，尊重他人居住

隱私與權利。 

九、 住宿離退時，應自行將個人物品

騰空並整理廢棄物，如未清理，

留置之私人物品，由學校視同廢

棄物處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無修改 

附表： 

附表 1：東吳大學招待所額外服務收費
標準表 

附表 2：東吳大學招待所設備賠償收費
標準表 

附表： 

東吳大學招待所收費標準表 

修正原收費標準
表為「額外服務」
及「設備賠償」二
類，避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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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表格格式及內容-紅色字體） 

附表 1： 

東吳大學招待所額外服務收費標準表 

項目 細項 計費單位 費用(新台幣/元) 

房間備品 

大浴巾更換 條 50 

衛生紙補充 包 20 

洗髮精補充 瓶（600ml） 100 

沐浴乳補充 瓶（600ml） 100 

牙刷牙膏輕便包（5g） 包 20 

刮鬍刀（拋棄式） 包 20 

牙線棉花棒輕便包 包 20 

針線包 包 20 

房間清潔 

東荊學廬 

 

東桂學廬 

雙人床家居房 

整組 次 
500 

300 

垃圾清理 次 50 

浴廁清潔 次 
200 

100 

流理台清潔 次 
200 

100 

房間地板清潔 次 
150 

100 

東桂學廬 

兩室家居房 

三室家居房 

整組 次 
800 

400 

垃圾清理 次 
150 

100 

浴廁清潔 次 
200 

100 

流理台清潔 次 
300 

100 

房間地板清潔 次 
250 

150 

寢具更換 含枕頭、床包、兩用薄被被套 床 300 

來賓停車 
每個車位 

(楓雅學苑下方路邊停車場) 
晚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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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東吳大學招待所設備賠償收費標準表 

說明：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償價格以 

定價 50％為下限。 

項目 細項 計費單位 費用(新台幣/元) 

家居設備 

洗衣機 
東荊學廬 台 20,000  

東桂學廬 台 25,000  

冷氣 

東荊學廬 台 45,000 

東桂學廬 

雙人床家居房 
台 40,000 

東桂學廬 

兩室家居房 
組 100,000 

東桂學廬 

三室家居房 
組 120,000 

沙發組 組 30,000 

書桌椅 組 20,000 

電視 
東荊學廬 台 10,000 

東桂學廬 台 15,000 

餐桌（含餐桌椅） 張 8,000 

除濕機 台 7,000 

休閒椅 張 6,000 

方凳 張 5,000 

辦公椅 張 3,000 

床型人形燈 台 2,800 

電風扇 台 1,500 

書桌檯燈、分機、吹風機 台 1,000 

遙控器（電視、冷氣、吊扇） 台 500 

延長線 條 300 

拖鞋拖鞋、電蚊拍 雙/支 200 

點心盤、面紙盒 個 150 

垃圾桶、萬用插頭 個 100 

廚房設備 

冰箱 
東荊學廬 台 15,000 

東桂學廬 台 25,000 

烘碗機(含碗櫃) 台 12,000 

瓦斯爐 台 10,000 

微波爐 台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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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待所設備賠償收費標準表 

說明：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償價格以 

定價 50％為下限。 

項目 細項 計費單位 費用(新台幣/元) 

電鍋、快煮壺 台 2,000 

八角牛刀 把 1,000 

冷水壺、平底鍋、煮鍋 個 500 

湯勺、杯架、鍋鏟、砧板 支/個 300 

電鍋之內鍋、中蓋碗、餐盤、湯勺 個 200 

飯碗 個 100 

馬克杯 個 50 

湯匙、筷子 支/雙 50 

衛浴用品 

腳踏墊 張 300 

大浴巾 條 150 

洗髮精罐、沐浴乳 罐 100 

漱口杯、衛浴用品放置籃 個 50 

寢具設備 

床墊 
單人床 組 11,000 

雙人床 組 13,000 

校徽床包組 

枕頭套 個 300 

床包 件 700 

兩用薄被 條 1,000 

冬被被胎 條 1,100 

枕頭 個 200 

曬衣設備 
曬衣杆 組 10,000 

洗衣籃、掃具組 個/組 300 

其他設備 

卡片套 個 150 

房卡 張 100 

鑰匙(大門、信箱、臥室) 把 100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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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2 

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 

87年8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90年11月7日行政會議修訂 

105 年 3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9 年 6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為維護招待所良好使用狀況，確保服務品質，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合理資源運用

，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 二 條 為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推動之需要，依以下優先次序提供人員住宿： 

一、 前來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究、演講或出席會議之外賓及其眷屬。 

二、 校、系友會人員返校洽公或參與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簽證屬實之校友及其眷

屬。 

三、 參與本校主辦活動之人員及其眷屬。 

四、 學生家長之臨時住宿。（以不超過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不在此限） 

五、 本校教職員工之臨時住宿。（以不超過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期間不在此限） 

六、 申請兩校區各類型會議場館舉辦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臨時住宿。（以包含使

用期間之前後三日為限） 

七、 其他經校長專案核准者。 

第 三 條 招待所由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負責床位調配、設施維護、場地清潔等事務；全校各單

位應協助所屬賓客辦理住宿申請、離宿清點、費用或保證金代繳、住宿接待等相關

事宜。 

第 四 條 招待所配合本校行事曆作息安排，學校放假期間不提供服務，相關作業程序之受理

於工作日八時至十七時辦理；非上班期間之住宿安全或緊急事件，由校園二十四小

時值勤之校安中心支援。 

第 五 條 住宿預約及申請： 

一、 除教職員工本人之臨時住宿外，招待所不受理個人直接申請，需由負責學系或

單位填具申請書向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理。 

二、 申請事由或人員屬第二條第一、二、三、六、七款者，開放申請單位於住宿日

前六個月內，繳納定金預約床位；餘床位開放申請預約，以住宿日前一個月內

為原則。 

三、 受理申請住宿至遲應於住宿進住前兩個工作日辦理，以便調度清潔支援事宜。 

四、 凡提前於一個月以上預約者應繳納定金，並於完成預約後七個工作日內，向總

務處出納組繳納。因故無法住宿且未於兩週前之工作日辦理取消者，定金恕不

退還。 

五、 已核定住宿如需取消，凡於住宿前兩個工作日辦理取消者，住宿費全額退費；

如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取消者，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仍應繳納申請住宿日總

額百分之十住宿費，拒不繳納者，取消該申請者或該單位申請住宿權利一學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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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已住宿人員如欲延長住宿或更換住宿，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提出申請。原房號

無人預訂或另有空房時，方得延長住宿。 

第 六 條 進住與離宿： 

一、 人員進住，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依總務處採購保管組通知，最遲於申請進住當

日十三時至十七時間，領取住宿房卡，並會同辦理進住財產設備點交與環境設

施使用說明。 

二、 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最遲應於離宿前一日，依採購保管組核算住宿費用，至出

納組完成繳費，並由申請單位擔負保證付費責任。 

三、 人員離宿，住宿者或申請單位至遲應於離宿當日八時至十二時間，協同採購保

管組辦理財產設備點還及住宿保證金退還事宜。 

四、 進住或離宿日如遇學校非上班日，或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

，得提前通知採購保管組另安排時間辦理。 

第 七 條 環境設備與清潔服務 

一、 招待所提供有寢具床組（含棉被、床單及枕頭）、書桌、衣櫃傢俱、感應門鎖

、冷氣、電視、網路、電話、冰箱、洗烘衣機、除濕機、微波爐、電鍋、暖水

瓶、檯燈、吹風機、鍋碗餐具等。 

二、 住宿進住提供房間備品包括毛巾、牙刷、牙膏、刮鬍刀、梳子、棉花棒、洗髮

精、沐浴乳、洗面乳、洗衣精、衛生紙、紙拖鞋、衣架及針線包等一式。相關

消耗性備品約可供二至三日使用，長期居住時應自行補充。 

如需額外服務，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個案向採購保管組提出申請。有關項目及

金額詳如收費標準表，採購保管組得依市場價格調整，經簽陳總務長核定後修

正公布。 

三、 住宿期間之水、電、瓦斯費由學校負擔，但宿舍之清潔服務，採居家自助方式

，無每日更換床單及室內清潔等客房服務。 

如需額外服務，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個案向採購保管組提出申請。有關項目及

金額詳如收費標準表，採購保管組得依招待所營運管理需要，經簽陳總務長核

定後修正公布。 

第 八 條 住宿價格 

一、 東荊學廬 

(一) 單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價新台幣1,200元。 

提供「折疊床」加床服務，每床每晚加收新台幣300元。 

(二) 雙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價新台幣1,400元。 

二、 東桂學廬 

(一) 雙人床家居房：每晚定價新台幣1,600元。 

(二) 兩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價新台幣1,800元。 

(三) 三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價新台幣2,000元。 

三、 住宿來賓停車，每個車位每晚定價新台幣100元。（楓雅學苑下方路邊停車場） 

四、 預約定金 

(一) 東荊學廬：每間新台幣500元。 

(二) 東桂學廬：每戶新台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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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醒住宿者善盡維持清潔、愛惜公物之義務，凡申請住宿期間達一個月以上者

，另收取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於離宿清點確認無應賠償、扣款事項後，無息

退還。 

第 九 條 收費標準 

一、 住宿時間未達兩週者，前兩晚按原價收費，第三晚開始優惠折扣如後： 

(一)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校友、受邀訪問學者、參與活動賓客得享八折優待。 

(二)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眷屬、校友眷屬、兼任教師、學生家長得享九折優待

。 

(三) 使用校區會議場館舉辦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得享九折優待。 

二、 長期住宿無前兩晚原價限制，優惠折扣如後： 

(一) 連續使用兩個月以上者，給予五折優待。 

(二) 連續使用一個月以上者，給予六折優待。 

(三) 連續使用三週以上者，給予七折優待。 

(四) 連續使用兩週以上者，給予八折優待。 

三、 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使用，不重複折扣。 

四、 已住宿逾兩週者，於原住房間延長住宿，適用長期住宿優惠折扣。若更換房間

，住宿時間重新計算；配合採購保管組調整者除外。 

五、 採購保管組得視預定住宿狀況，個案研擬特定期間、特定對象之優惠價格，簽

請總務長核定後執行，以提升招待所住用率。 

第 十 條 住宿規定與管理限制 

一、 住宿者住宿期間對於門鎖房卡、家具及設備之使用，應善盡保管維護責任，除

不可抗力因素外，如有保管或使用不當情形，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應負損壞賠償

責任。 

有關項目及金額詳如收費標準表，採購保管組得依市場價格調整，經簽陳總務

長核定後修正公布。 

二、 個人財物或貴重物品，應自行妥為保管，並配合門戶安全管理，如有遺失或損

壞，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三、 室內清潔由住宿者自行維護；離開住處時，應隨手關閉電器電源設備。 

四、 招待所全面禁菸，如有吸煙需求，應至校內規定吸菸區進行。 

五、 招待所禁止賭博及放置違禁或危險物品。 

六、 不得擅自變更隔間、鑽釘牆板或任意增設電器設備。 

七、 除經核准者外，不得攜同其他人員住宿；亦不得轉借或轉讓他人使用。 

八、 住宿期間應保持住宿安寧，注意音量與衣著禮貌，尊重他人居住隱私與權利。 

九、 住宿離退時，應自行將個人物品騰空並整理廢棄物，如未清理，留置之私人物

品，由學校視同廢棄物處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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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待所收費標準表 

房間備品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備品項目 

一、大浴巾更換：50 元/條。 

二、衛生紙補充：20 元/包。 

三、洗髮精補充：每次整瓶（600 ml）100 元/瓶。 

四、沐浴乳補充：每次整瓶（600 ml）100 元/瓶。 

五、牙刷牙膏輕便包：牙膏容量（5g）20元/包。 

六、刮鬍刀（拋棄式）：20 元/包。 

七、牙線棉花棒輕便包：20 元/包。 

八、針線包：20 元/包。 

 

房務服務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房間清潔 

一、東荊學廬清潔（單人床套房、雙人床套房相同）－整組定價

新台幣 500 元/次。個別項目定價如後： 

(一) 垃圾清理 50元/次。 

(二)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三) 流理台清潔 200元/次。 

(四) 房間地板清潔 150元/次。 

二、東桂學廬 

(一) 雙人床家居房－整組定價新台幣 600元/次。個別項目定

價如後： 

1. 垃圾清理 50元/次。 

2.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3. 廚房清潔 300 元/次。 

4. 房間地板清潔 150元/次。 

(二) 兩室家居房－整組定價新台幣 700元/次。個別項目定價

如後： 

1. 垃圾清理 100 元/次。 

2.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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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務服務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3. 廚房清潔 300 元/次。 

4. 房間地板清潔 200元/次。 

(三) 三室家居房－整組定價新台幣 800元/次。個別項目定價

如後： 

1. 垃圾清理 150 元/次。 

2.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3. 廚房清潔 300 元/次。 

4. 房間地板清潔 250元/次。 

寢具更換 
每床（包含枕頭、床包、兩用薄被被套等三件式）定價新台幣

300 元/次。 

來賓停車 每個車位新台幣 100 元/晚。（楓雅學苑下方路邊停車場） 

 

設備賠償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家居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

償，最低賠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 洗衣機（東荊學廬）定價 20,000 元/台，洗衣機（東桂學

廬）定價 25,000 元/台。 

二、 冷氣（東荊學廬）定價 45,000元/台，冷氣（東桂學廬雙人

床家居房）定價 40,000 元/台，冷氣（東桂學廬兩室家居

房）定價 100,000 元/組，冷氣（東桂學廬三室家居房）定

價 120,000 元/台。 

三、 沙發組定價 30,000元/組。 

四、 書桌椅定價 20,000元/組。 

五、 電視（東荊學廬）定價 10,000元/台，電視（東桂學廬）定

價 15,000 元/台。 

六、 餐桌（含餐桌椅）定價 8,000 元/張。 

七、 除濕機定價 7,000 元/台。 

八、 休閒椅定價 6,000 元/張。 

九、 方凳定價 5,000元/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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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賠償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十、 辦公椅定價 3,000 元/張。 

十一、 床型人形燈定價 2,800 元/台。 

十二、 電風扇定價 1,500 元/台。 

十三、 書桌檯燈、分機、吹風機定價 1,000 元/台。 

十四、 遙控器（電視、冷氣、吊扇）定價 500 元/台。 

十五、 延長線定價 300元/條。 

十六、 拖鞋（每雙）、電蚊拍（每支）定價 200 元。 

十七、 點心盤、面紙盒定價 150 元/個。 

十八、 垃圾桶、萬用插頭定價 100元/個。 

廚房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

償，最低賠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 冰箱：東荊學廬定價 15,000 元/台，東桂學廬定價 25,000元

/台。 

二、 烘碗機(含碗櫃)定價 12,000 元/台。 

三、 瓦斯爐定價 10,000元/台。 

四、 微波爐定價 4,000 元/台。 

五、 電鍋、快煮壺定價 2,000 元/台。 

六、 八角牛刀 1,000元/把。 

七、 冷水壺、平底鍋、煮鍋定價 500 元/個。 

八、 湯勺(每支)、杯架(每組)、鍋鏟(每支)、砧板(每個)定價 300

元。 

九、 電鍋之內鍋、中蓋碗、餐盤、湯勺定價 200 元/個。 

十、 飯碗定價 100 元/個。 

十一、 湯匙(每支)、筷子(每雙)、馬克杯(每個)定價 50 元。 

衛浴用品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

償，最低賠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 腳踏墊定價 300元/張。 

二、 大浴巾定價 150元/條。 

三、 洗髮精罐、沐浴乳罐定價各 100 元/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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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賠償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四、 漱口杯、衛浴用品籃定價各 50元/個。 

寢具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

償，最低賠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 床墊(單人床)定價 11,000元/組，(雙人床)定價 13,000 元/

組。 

二、 校徽床包組(含枕頭套、床包、兩用薄被)，枕頭套定價 300

元/個、床包定價 700 元/件、兩用薄被定價 1,000 元/條，合

計定價 2,000 元/組。 

三、 冬被被胎定價 1,100元/條。 

四、 校徽枕頭定價 200元/個。 

曬衣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

償，最低賠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 曬衣杆定價 10,000元/組。 

二、 洗衣籃(每個)、掃具組(每組) 定價 300元。 

其他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

償，最低賠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 卡片套定價新台幣 150 元/個。 

二、 房卡(每張)、大門鑰匙(每把)、信箱鑰匙(每把)、臥室鑰匙

(每把) 定價新台幣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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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1 

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簡介 

一、屬  性：荷蘭歷史最悠久的應用型科技大學。 

二、成立時間：漢斯應用科技大學成立於 1798年，這是荷蘭建立最早的多學科高等學府。 

     1993年，所有的專科學校和學院實行了聯合，組建成一所應用科技大學，即 

     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三、學生人數：約 28,000名，8.1%為國際學生。 

四、教職員數：約 3,200名 

五、規  模： 

學士學位課程 碩士學位課程 專業設置 

理科 

·高級感測器應用學士 

工程與技術學 

·整體產品開發學士 

創造性藝術，設計與傳媒學 

·美術學學士 

·爵士樂學士 

·古典音樂學士 

·國際傳播學士 

商科與管理學 

·商務管理學士（國際設施

管理） 

·國際商務管理研究學士 

文科，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 

·應用心理學學士 

商科與管理學 

·工商管理學碩士（國際

商務與管理） 

 

 

 

 

 

 

 

 

 

 

 

 

 

碩士學位課程（授課類） 

·商科與管理學 

學士學位課程 

·理科 

·工程與技術學 

·創造性藝術，設計與傳

媒學 

·商科與管理學 

·文科，人文科學與社會

科學 

 

 

 

 

 

 

六、強  項：漢斯應用型科技大學提供的是“應用導向型”教育服務，例如藝術、建築、 

     工程和導航。 

七、國際交流現況： 

1. 葛洛寧恩是位於荷蘭北部一個很棒的城市，居民約有 17 萬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

口為學生。這些學生不是就讀於葛洛寧恩大學，就是漢斯大學。漢斯大學有許多以

英語授課、主要為國際學生所準備的國際課程。 

2. 漢斯應用科技大學也是全荷蘭所有大學當中擁有最多的台灣姐妹校，包括：國立政

治大學、國立台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東吳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實踐大學等。 

八、參考網站： 

1. https://www.hanze.nl/eng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nze_University_of_Applied_Sciences,_Groningen 維基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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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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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1 

日本拓殖大學簡介 

Takushoku University 

簡介 

一、成立時間：1900年。 

二、學生人數：約 8,600人。 

三、教職員數：約 240人。 

四、規    模： 

該校位於日本的東京都，是一所擁有百年以上建校歷史的私立大學。初建校時為「台灣

協會學校」，1918年改稱為拓殖大學。拓殖大學大學部共設有五個學部：商學部、政經

學部、外國語學部、國際學部及工學部。五個學部分別位於文京校區及八王子國際校

區。以培育出對社會有貢獻的國際人才為辦學理念與目標的拓殖大學，至 2022年止，與

世界 21國，共 49所學校簽訂國際交流相關協議。每年約有 1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

生前往拓殖大學就讀。在拓殖大學可以學習到的語言種類共有 15種。 

五、強    項： 

拓殖大學擁有百年以上的歷史，2020 年統計學生畢業就業率達 95.3%。 

六、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於世界各國共有 49 個協議學校，其中與台灣東吳大學、長榮大學、開南大學及明道

大學有簽訂國際交流協議。 

七、參考資料： 

1. 拓殖大學官網：https://www.takushoku-u.ac.jp/ 

2. 拓殖大學 2022年學校簡介：https://www.d-pam.com/takushoku-

u/217652/index.html#target/page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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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2 

關於東吳大學華語教學中心與拓殖大學華語學季班之備忘錄（案） 

    關於拓殖大學（以下簡稱乙方）於東吳大學華語教學中心（以下簡稱甲方）之華語學季

班課程（以下簡稱學季班），基於雙方友善的協議，以及平等互惠、誠實信賴為原則而締結以

下備忘錄。 

 

一.  營隊內容及管理 

學季班課程由甲方開設及管理，以華語教學及華人文化教學為目標。 

 

二.  甲方之職責 

1. 負責語言教學、文化體驗活動及提供相關資訊。 

2. 與乙方協力合作，處理台灣留學之手續及相關資料。 

3. 基於與乙方間備忘錄，保證學季班之品質。 

4. 基於與乙方間友好協議，保障提供合適的宿舍及生活環境給貴校參與學生。 

5. 提供結業證明書及成績單給修完本學季班課程之學生。 

 

三.  乙方之職責 

1. 負責對於拓殖大學學生之招募及宣傳業務。 

2. 負責台灣留學相關手續及相關資料之準備。 

 

四.  費用 

由甲方所規定之金額訂定學雜費及住宿相關費用。 

 

五.  附則 

1. 本備忘錄於2022年11月起開始執行。 

2. 本備忘錄之有效期限為1年。若期滿前甲方或乙方均無提出終止備忘錄之請求，則本備忘

錄之有效期限將自動延續。 

3. 本備忘錄未盡事宜，將由甲方與乙方雙方另行協議訂定。 

 

  東吳大學副校長兼                       拓殖大學副學長 

  華語教學中心主任                       国際交流センター長 

  董 保城教授                             甲斐 信好 教授 

 

 

   

 

 

2022 年     月     日                     2022 年     月     日   

註：本合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以中文與日語各執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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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大学と東呉大学中国語教育センターとの中国語学季クラスに関する覚書 

 

 拓殖大学（以下「乙」という）は東呉大学中国語教育センター（以下「甲」という）に

於ける中国語（台湾華語）学季クラスコース（以下「学季クラス」という）に関し、双方

が友好的に協議し、平等互恵、かつ誠実信頼をもとに以下の通り合意する。 

 

１．コースの内容と管理 

学季クラスコースは、中国語教育と中国文化教育を目的とし、甲によって設定及び管理

されている。 

 

２．甲の責務 

(1)外国語教育、文化体験活動、及び関連情報の提供。 

(2)乙と協力し、台湾留学の手続きと関連資料の処理。 

(3)乙との覚書に基づく学季クラスの質保証。 

(4)乙との友好的な合意に基づく参加学生への適切な寮と生活環境の提供。 

(5)学季クラスコースを修了した学生に修了証明書と成績証明書の提供。 

 

３．乙の責務 

(1)拓殖大学学生への宣伝及び募集活動。 

(2)台湾留学のための諸手続及び資料の準備。 

 

４．料金 

授業料、雑費及び宿泊費は、甲の規定により決定される。 

 

５．補足条項 

(1)本覚書は 2022年 11 月から実施する。 

(2)本覚書の有効期間は 1 年間。甲・乙双方満了前に覚書終了の要求がない場合、本契約

は自動継続とする。 

(3)本覚書に含まれない事項は、別途甲・乙双方協議の上決定する。 

 

  拓殖大学副学長                    東呉大学副校長兼 

  国際交流留学生センター長               中国語教育センター主任 

  甲斐 信好 教授                   董 保城 教授 

                       

 

                                          

  ２０２２年  月  日                ２０２２年  月  日 

 

備考：この契約書は一式二部となり、甲乙雙方が日本語と中国語一部ずつ持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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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附件 1 

東吳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草案（提會討論版）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提升校園藝術與人文素養，並增進師生與藝術家

及作家之交流，特訂定東吳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敘明訂定本辦法之目的，擬藉由聘任藝術

家及作家於本校從事相關藝文活動，以提

升校園藝術與人文素養，同時也提供師生

及同仁有更多接觸藝文之管道。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係指實際從事藝

術或文學創作，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敘明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定義。有實際從

事藝術或文學創作，並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均屬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範疇。 

第三條 

本校各學系及一級行政單位得聘任駐校藝術家或作

家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一、開設藝文相關課程。 

二、辦理藝文展演。 

三、策劃藝文教育及推廣活動。 

四、分享藝文創作歷程與成果。 

五、營造校園藝術環境。 

 

以列舉方式敘明駐校藝術家及作家可以協

助本校辦理之工作項目。 

 

第四條 

前條駐校藝術家及作家開設學分課程擔任教學授課

者，應先依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或教師

評審辦法之規定，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學系如擬安排駐校藝術家或作家教授有學

分之課程，則應先依本校相關規定聘為兼

任教師。 

第五條 

各學系聘任駐校藝術家或作家，應檢附計畫書並敘

明所需經費及來源，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聘任之。 

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期每次以一學年為原則，聘期

屆滿得依前項規定程序續聘。 

 

一、 明定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聘任程序。

各學系擬聘任駐校藝術家或作家，應

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提聘時除檢附

計畫書外，應敘明所需之經費及來

源 。 

二、 明定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聘期每次

以一學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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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附件 2 

東吳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10/31行政會議討論後版本）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提升校園藝術與人文素養，並增進師生

與藝術家及作家之交流，特訂定東吳大學駐校

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敘明訂定本辦法之目的，擬藉由聘

任藝術家及作家於本校從事相關藝

文活動，以提升校園藝術與人文素

養，同時也提供師生及同仁有更多

接觸藝文之管道。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係指實

際從事藝術或文學創作，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 

敘明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定義。有

實際從事藝術或文學創作，並具有

特殊造詣或成就者，均屬駐校藝術

家及作家之範疇。 

第三條 

本校各學院、學系及一級行政單位得聘任

駐校藝術家或作家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一、開設藝文相關課程。 

二、辦理藝文展演。 

三、策劃藝文教育及推廣活動。 

四、分享藝文創作歷程與成果。 

五、營造校園藝術環境。 

以列舉方式敘明駐校藝術家及作家

可以協助本校辦理之工作項目。 

 

第四條 

前條駐校藝術家及作家開設學分課程擔任

教學授課者，應先依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

任教學辦法或教師評審辦法之規定，聘為本校

兼任教師。 

各學院、學系及一級行政單位如擬

安排駐校藝術家或作家教授有學分

之課程，則應先依本校相關規定聘

為兼任教師。 

第五條 

各學院或學系聘任駐校藝術家或作家，應

檢附計畫書並敘明所需經費及來源，經院務會

議或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明定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聘任程

序。各學院或各學系擬聘任駐校藝

術家或作家，應經院務會議或系務

會議審議通過；提聘時除檢附計畫

書外，應敘明所需之經費及來源。 

第六條 

各一級行政單位因業務推動需要，得檢附

計畫書並敘明所需經費及來源，簽請校長核定

後聘任駐校藝術家或作家。 

明定一級行政單位因業務推動需要

擬聘任駐校藝術家或作家之程序。 

第七條 

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期每次以一學年為原

則，聘期屆滿得依前各條規定程序續聘。 

駐校藝術家及作家應由校長發給聘書。 

明定駐校藝術家及作家之聘期每次

以一學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並

由校長發給駐校藝術家或駐校作家

聘書。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訂定及修正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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