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公共區域借用管理要點
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所 說明本要點訂定之目的與依據。
轄公共區域及相關設備，依據「國立交通大
學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第五點之
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基於本校秉持校園中立，所轄場地使用僅供學 說明同意借用的活動項目及其限制。
術、藝文、演藝、慶典、集會及康樂活動之用，
對於從事政治性、宗教性、商業性宣傳及其他
違反善良風俗、影響本校校譽或公共安全之活
動申請，概不受理。
三、本校公共區域原則不受理個人借用，以機關、 說明公共區域借用的對象。
學校、公司行號或團體名義申請為原則。
活動內容應與核准之用途相符，不得擅自變更
活動內容，或轉租、轉借其他活動使用。
若遇校內、外單位同時申請借用，以本校重要活動
優先使用。
四、本校所轄可供申請使用之公共區域如下：
說明本要點所規範之公共區域的範圍。
(一)中正堂前廣場。
(二)工三館前廣場及草地。
(三)浩然前廣場(含景觀大道)。
(四)樟樹林間。
(五)工二草皮。
(六)綜合一館與工五館間草皮。
(七)資訊館旁廣場。
(八)烤肉區。
(九)西區(包括壘球場)。
(十)竹湖週邊(包括百竹園)。
(十一)博愛校區公共區域(如附圖)。
(十二)其他公共區域。
五、使用時段及收費標準：
說明供使用的時段及收費標準。
(一)每日使用起迄時數不得超過 12 小時。
原則上不受理校內大型考試前一日及
當日使用之申請。
(二)申請時段每 4 小時為1 單位，最少以1 個
單位計(未滿4 小時者，以4 小時計)。每
增加 1 小時依比例收取相關費用，未滿 1
小時以1 小時計，超過1 小時者，以2 小時
計，依此類推。
(三)收費標準，請詳見國立交通大學公共
區域借用收費 一覽表 標準 。
六、申請程序：
明訂：
(一)檔期諮詢：請於活動日前 3 個月內先 一、校內、校外單位之借用程序、應具備的
詢問本校事務組，確認空檔日期並預
文
留擬借用時段。
件及提出借用時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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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二)提出申請借用時間及其限制：
二、繳費、退費的方式。
1.申請時間：於使用日前 3 個月內提出。
資料若有不足或需變更，最晚需於場地使
用日1 個月前補齊文件 (校內單位可於活
動日 2 週前補齊)。逾期申請，概不受理。
2.使用期限:原則上不得逾 2 週(含例假日
及國定假日)。
(三)繳交書件：
1.活動企劃書(每個場地應附此文件):
(1)活動內容(簡述主題、範圍、使
用設備)。
(2)交通管理之疏運計畫。
(3)雨備方案(取消、延期或另於其他
室內場地辦理) 。
(4)緊急救護計畫。
(5)安全防護計畫。
(6)場地復原計畫。
(7)負責人、承辦團隊及分工組織表。
(8)其他。
2.保險單影本:場地使用單位應就活動所
衍生之風險另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至遲於活動使用日前 5 天內提交。
3.場地配置平面圖(如:展板、擺攤攤位、
發電機、垃圾子車、流動廁所及舞台…
等規格數量與位置，無者免附)。
4.若須懸掛宣傳看板及插置旗幟，須另
線上填寫第一類廣告文宣物申請單。
(四)借用申請：應檢附前項書件來函或經本校
專簽(烤肉區除外)審核通過後，再以網路
線上申請：
1.校內單位：
(1)本校行政、教學單位:線上申請經
其單位主管核章後，送會事務組並
經總務處核定。
(2)本校學生團隊:
A.學生社團:由社團提出線上申請
，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核活動
內容確認無誤，經該組承辦
人核章後，送會事務組及總務處
核定。
B.非屬學生社團:線上申請，經其
系主任或研究室老師核章後，送
會事務組及總務處核定。
(3)若活動有校外單位協辦而非屬公
益性質部分者，該部分比照校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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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位收費標準計費。
2.校外單位:一律以機關、學校、團體或
公司行號之名義行文，郵寄或親送至
本校事務組。經核可後，本校事務組
以電話通知線上申請。
(五)繳、退費：
1.繳費期限: 場地使用單位接獲本校同意
借用通知後，至遲應於場地使用 5 個工作
日前向本校(出納組)繳交保證金及各項
費用。
2.繳費方式:
(1)保證金:繳交現金或匯入本校專戶。若
場地使用超過一個主場地，僅收取單一
場地保證金。
(2)場地費:繳交現金或匯入本校專戶；校
內單位得以校內轉帳方式辦理。若實際
使用時間超過原申請使用時間者，應於活
動結束日起 7 個日曆天內繳清。未繳清
者，本校得拒絕受理後續申請。
3.退費方式:
(1)保證金：於場地使用結束後，若無其
他待處理事項，全數退還。若有損毀、
異常或場復不確實之情形，由保證金中扣
除;若有不足部分，場地使用單位應支付
修復或更換新品之費用。
(2)場地使用期間如遇自然災害等人力不
可抗拒因素，得提出延期或退費之申請
，但已發生之費用仍由場地使用單位負
擔。有關節目取消或變更後的票務及其
他相關事宜，由場地使用單位自行負責
，本校不負任何賠償責任。
七、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明訂公共安全、交通管理、設備與技術之設
(一)公共安全:
置、環境整潔衛生等相關規定。
1.考量校園安全，除了烤肉區之外，
其他各場地均不得使用明火，並禁
止施放天燈、私自外接電源(若有需
求，請先與場地管理人員確認)或燃
燒性光源使用。
2.場地使用單位應根據其活動及場地
風險屬性，辦理「額外投保並保額
加倍」，再附加活動舉辦期間責任(
包含僱主責任)等類似相關保險，若
因活動等相關原因致人員傷亡，均
由場地使用單位負全責，本校不負
任何醫療及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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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二)交通管理：
1.配合活動，有關車輛入校事宜，請
於活動日 1 個月前向本校總務處駐
警隊申請。
2.場地使用期間，如有車輛需進出校
園，應遵守本校車輛管理相關規定
，必要時應派員於校門入口，協助
辨識車輛予以放行，並宣導依規定
停放或導引至校外鄰近停車場停放
，以維本校行車秩序。
(三)設備與技術：
1.若須本校指派專業工作人員協助，
應事先通知，所衍生之加班費由場
地使用單位支付。
2.如需另自行加裝燈光或音響等設備
，應事先與本校確認後，方可進行
裝設並負責拆除。
(四)文宣張貼：
1.戶外得設置看板及旗幟，線上填寫
第一類廣告文宣物申請，嚴禁固著
於樹幹或燈桿，且不得使用鐵絲。
2.活動場域內之海報、標示牌或展品
…等，請以可移動方式設置，不得
黏貼固定於牆面或地面。
(五)環境整潔衛生：
1.活動產生之垃圾、廢棄物或廚餘，
請依新竹市環保局相關規定自行妥
善處理，並攜離本校。
2.本校全面禁菸(本校吸菸區請詳學
務處衛生保健組相關規定)。
(六)其他：
1.活動前幾日或活動當日若遇雨，則請
配合執行雨備方案(如改使用他場地、
延期或取消活動)。
2.有關音樂性或空間裝置藝術等較
易影響周邊館舍及校園景觀之活
動，本校得視情形，請場地使用
單位另專簽辦理。
3.請勿將燈、旗幟、繩索、飾品等物
件固定於樹上。
4.搭設舞台或棚架必須離樹木二公尺
以上。為維護草坪生態，車輛禁止
駛入草坪內；活動如有造成草地坑
洞破壞等情事，應予回補復原。
4

規定

說明

5.高空作業使用之機具、施工人員均
應符合「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設置發電機、用電裝置或使用易
燃物等高風險設備，場地使用單位
應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勞
動檢查法、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
檢查辦法、勞動基準法等有關規定
確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借用場地安
全及災害之防範。如因疏忽或過失
而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均由場地使
用單位負一切責任。
6.寒暑期營隊申請使用場地，須先由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行場協
；校慶活動則由秘書處進行統籌。
7.場地使用單位攜帶之貴重財物、設
備及資料，應自行保管，如有遺失
或損毀，本校恕不負責。
八、實際活動必須與申請所提相關內容相符，不得 一、明訂借用場地之申請活動內容，不得私
私自轉讓、轉租或變更活動內容，如欲變更，
自轉讓或變更及變更之程序。
應循上述相關規定辦理。若有不符，得當場立 二、明訂違反前述規定之罰責。
即停止該場地之使用，除沒收保證金外，將接
續二年內不受理該單位之使用申請。
九、全校性重大活動如校慶、畢業典禮、新生訓練 明訂重大活動之項目須以專案方式辦理。
及一級單位辦理校級會議等相關活動，得另專
案辦理。
十、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明訂實施日期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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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公共區域借用管理要點
108 年 5 月 1 日總務會議 107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修正後訂定
一、 國立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所轄公共區域及相關設備，依據「國立交通
大學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第五點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基於本校秉持校園中立，所轄場地使用僅供學術、藝文、演藝、慶典、集會及康樂活動之用
，對於從事政治性、宗教性、商業性宣傳及其他違反善良風俗、影響本校校譽或公共安全
之活動申請，概不受理。
三、本校公共區域原則不受理個人借用，以機關、學校、公司行號或團體名義申請為原則。
活動內容應與核准之用途相符，不得擅自變更活動內容，或轉租、轉借其他活動使用。
若遇校內、外單位同時申請借用，以本校重要活動優先使用。
四、本處所轄可供申請使用之公共區域如下：
(一)中正堂前廣場。
(二)工三館前廣場及草地。
(三)浩然前廣場(含景觀大道)。
(四)樟樹林間。
(五)工二草皮。
(六)綜合一館與工五館間草皮。
(七)資訊館旁廣場。
(八)烤肉區。
(九)西區(包括壘球場)。
(十)竹湖週邊(包括百竹園)。
(十一)博愛校區公共區域(如附圖)。
(十二)其他公共區域。
五、使用時段及收費標準：
(一)每日使用起迄時數不得超過 12 小時。原則上不受理校內大型考試前一日及當日使用
之申請。
(二)申請時段每 4 小時為1 單位，最少以1 個單位計(未滿 4 小時者，以4 小時計)。每增加 1 小時
依比例收取相關費用，未滿 1 小時以1 小時計，超過1 小時者，以2 小時計，依此類推。
(三)收費標準，請詳見國立交通大學總務處公共區域借用收費標準。
六、申請程序：
(一)檔期諮詢：請於活動日前 3 個月內先詢問本校事務組，確認空檔日期並預留擬借用
時段。
(二)提出申請借用時間及其限制：
1.申請時間：於使用日前 3 個月內提出。資料若有不足或需變更，最晚需於場地使用日1
個月前補齊文件 (校內單位可於活動日 2 週前補齊)。逾期申請，概不受理。
2.使用期限:原則上不得逾 2 週(含例假日及國定假日)。
(三)繳交書件：
1.活動企劃書(每個場地應附此文件):
(1)活動內容(簡述主題、範圍、使用設備)。
(2)交通管理之疏運計畫。
(3)雨備方案(取消、延期或另於其他室內場地辦理) 。
(4)緊急救護計畫。
(5)安全防護計畫。
(6)場地復原計畫。
(7)負責人、承辦團隊及分工組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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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2.保險單影本:場地使用單位應就活動所衍生之風險另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至遲
於活動使用日前 5 天內提交。
3.場地配置平面圖(如:展板、擺攤攤位、發電機、垃圾子車、流動廁所及舞台…等
規格數量與位置，無者免附)。
4.若須懸掛宣傳看板及插置旗幟，須另線上填寫第一類廣告文宣物申請單。
(四)借用申請：應檢附前項書件來函或經本校專簽(烤肉區除外)審核通過後，再以網路
線上申請：
1.校內單位：
(1)本校行政、教學單位:線上申請，經其單位主管核章後，送會事務組並經總務
處核定。
(2)本校學生團隊:
A.學生社團:由社團提出線上申請，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核活動內容確認無
誤，經該組承辦人核章後，送會事務組及總務處核定。
B.非屬學生社團:線上申請，經其系主任或研究室老師核章後，送會事務組及
總務處核定。
(3) 若活動有校外單位協辦而非屬公益性質部分者，該部分比照校外單位收費標
準計費。
2.校外單位:一律以機關、學校、團體或公司行號之名義行文，郵寄或親送至本校
事務組。經核可後，本校事務組以電話通知線上申請。
(五)繳、退費：
1.繳費期限:場地使用單位接獲本校同意借用通知後，至遲應於場地使用日5 個工作日前
向本校(出納組)繳交保證金及各項費用。
2.繳費方式:
(1)保證金:繳交現金或匯入本校專戶。若場地使用超過一個主場地，僅收取單一場地
保證金。
(2)場地費:繳交現金或匯入本校專戶；校內單位得以校內轉帳方式辦理。若實際使用
時間超過原申請使用時間者，應於活動結束日起 7 個日曆天內繳清。未繳清者，本組
得拒絕受理後續申請。
3.退費方式:
(1)保證金：於場地使用結束後，若無其他待處理事項，全數退還。若有損毀、異
常或場復不確實之情形，由保證金中扣除;若有不足部分，場地使用單位應支付修
復或更換新品之費用。
(2)場地使用期間如遇自然災害等人力不可抗拒因素，得提出延期或退費之申請，
但已發生之費用仍由場地使用單位負擔。有關節目取消或變更後的票務及其他
相關事宜，由場地使用單位自行負責，本校不負任何賠償責任。
七、場地借用注意事項
(一)公共安全:
1.考量校園安全，除了烤肉區之外，其他各場地均不得使用明火，並禁止施放天
燈、私自外接電源(若有需求，請先與場地管理人員確認)或燃燒性光源使用。
2.場地使用單位應根據其活動及場地風險屬性，辦理「額外投保並保額加倍」，
再附加活動舉辦期間責任(包含僱主責任)等類似相關保險，若因活動等相關原
因致人員傷亡，均由場地使用單位負全責，本校不負任何醫療及賠償之責。
(二)交通管理：
1.配合活動，有關車輛入校事宜，請於活動日 1 個月前向本校總務處駐警隊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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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地使用期間，如有車輛需進出校園，應遵守本校車輛管理相關規定，必要時
應派員於校門入口，協助辨識車輛予以放行，並宣導依規定停放或導引至校外
鄰近停車場停放，以維本校行車秩序。
(三)設備與技術：
1.若須本校指派專業工作人員協助，應事先通知，所衍生之加班費由場地使用單
位支付。
2.如需另自行加裝燈光或音響等設備，應事先與本校確認後，方可進行裝設並負
責拆除。
(四)文宣張貼：
1.戶外得設置看板及旗幟，線上填寫第一類廣告文宣物申請，嚴禁固著於樹幹或
燈桿，且不得使用鐵絲。
2.活動場域內之海報、標示牌或展品…等，請以可移動方式設置，不得黏貼固定
於牆面或地面。
(五)環境整潔衛生：
1.活動產生之垃圾、廢棄物或廚餘，請依新竹市環保局相關規定自行妥善處理，
並攜離本校。
2.本校全面禁菸(本校吸菸區請詳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相關規定)。
(六)其他：
1.活動前幾日或活動當日若遇雨，則請配合執行雨備方案(如改使用他場地、延期或取
消活動)。
2.有關音樂性或空間裝置藝術等較易影響周邊館舍及校園景觀之活動，本校得視
情形，請場地使用單位另專簽辦理。
3.請勿將燈、旗幟、繩索、飾品等物件固定於樹上。
4.搭設舞台或棚架必須離樹木二公尺以上。為維護草坪生態，車輛禁止駛入草坪
內；活動如有造成草地坑洞破壞等情事，應予回補復原。
5.高空作業使用之機具、施工人員均應符合「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設置發
電機、用電裝置或使用易燃物等高風險設備，場地使用單位應遵照職業安全衛
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勞動檢查法、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勞動基準法等有關規定確
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借用場地安全及災害之防範。如因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
意外事故，均由場地使用單位負一切責任。
6.寒暑期營隊申請使用場地，須先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行場協；校慶活動
則由秘書處進行統籌。
7.場地使用單位攜帶之貴重財物、設備及資料，應自行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
本校恕不負責。
八、實際活動必須與申請所提相關內容相符，不得私自轉讓、轉租或變更活動內容。如欲變更，應
循上述相關規定辦理。若有不符，得當場立即停止該場地之使用，除沒收保證金外，將接續
二年內不受理該單位之使用申請。
九、全校性重大活動如校慶、畢業典禮、新生訓練及一級單位辦理校級會議等相關活動，得另專案
辦理。
十、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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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公共區域借用收費 標準
項目
費用

場地設施維護費（園
保證金

佈置、彩排費

(校外單位)

(校外單位)

正式使用費

場地
中正堂前廣場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樟樹林間

6,000 元

2,000 元

工二草皮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及草地
浩然前廣場（含
景觀大道）

綜合一館與工
五館間草皮
資訊館旁廣場

烤肉區

棚架或舞臺設施之

加班費

清潔費

營業稅

活動）
6,000 元

工三館前廣場

遊會丶演唱會丶搭

校內：500 元
校外：5,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6,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8,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4,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6,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8,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4,000 元
校內：250 元
校外：4,0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0元

原則上，本 使用館舍周邊之場地，需收

校外單位

處不支援

取鄰近館舍廁所之清潔費；

（依收據

加班。若有 惟仍請使用單位自行場復且

開立繳款

需要，依勞 攜離垃圾或租用垃圾子車。

人認定）

基法及本

校內單位：

使用場

校相關規

週一~週五日間

地，依上

定支付。

(8:00~17:00)：

述計算之

免收；其餘時段為 750 元。 總額需再
校外單位：

外加營業

日間(8:00~17:00)：1,500

稅 5%。

元/日；
晚間(17:00~22:00)：750 元
/晚

項目
費用

場地設施維護費
保證金

佈置、彩排費

(校外單位)

(校外單位)

正式使用費

場)
竹湖週邊(包括
百竹園)
博愛校區
1 號草坪
博愛校區
2 號草坪

加班費

清潔費

營業稅

丶搭棚架或舞臺設

場地
西區(包括壘球

（園遊會丶演唱會
施之活動）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10,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10,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10,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10,0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原則上，本 使用館舍周邊之場地，需收

校外單位

處不支援

取鄰近館舍廁所之清潔費；

（依收據

加班。若有 惟仍請使用單位自行場復且

開立繳款

需要，依勞 攜離垃圾或租用垃圾子車。

人認定）

基法及本

校內單位：

使用場

校相關規

週一~週五日間

地，依上

定支付。

(8:00~17:00)：

述計算之

博愛校區
3 號草坪
6,000 元

2,000 元

校內：500 元
校外：10,000 元

2,500 元

免收；其餘時段為 750 元。 總額需再
校外單位：

外加營業

日間(8:00~17:00)：1,500

稅 5%。

元/日；
晚間(17:00~22:00)：750 元
/晚

備註：
一、表列「正式使用費」係指 4 小時為 1 單位之計收費用。
二、校內教師教學研究，及學生活動、社團、營隊等使用，不收取正式使用費與清潔費。
三、佈置及彩排：原則上，於活動前一天或當日可供借用，其費用為 2,000 元，校內單位免費。
四、若活動有校外單位協辦而非屬公益性質部分者，該部分比照校外單位收費標準計費。
五、其他公共區域：比照前列各項之場地大小及設施酌收相關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