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公物損壞賠償辦法 

一、為養成學生愛惜公物之美德特訂定本辦法，自七十九年

三月十五日起公布實施。 

二、學生在學期間如有損壞本校公物（包括門窗、紗窗、門

鎖匙、玻璃、傢俱、儀器、器皿、水電開關龍頭及其他

設備）等情事，應照時價賠償或將損壞部份恢復原狀。 

三、教室及學生宿舍寢室之公物或設備，如有損壞而學生拒

絕承認者，應由居住該寢室之同學共同分擔賠償責任。 

四、住宿生申請住宿時須與學校簽訂住宿合約。 

五、住宿生違規用電時除沒收電器用品外，得依照學生宿舍

管理辦法第五項考核及獎懲辦法處理之。 

六、學生如有故意損壞公物者，除令照章賠償外，並由學務

處議處。 

 



 

 

學生借用器材及場地辦法 

甲、器材部份： 

一、總務處事務一組管理器材借用及歸還，依本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所指之器材包括：塑膠桌、木製桌、巧易椅、鐵

椅、立牌、桌布及各大樓教室資訊電子講桌使用之鑰匙

(日間部)部分，如(進修部)上課之借用鑰匙由進修部及

警衛室管理借用。 

三、使用之器材，非管理單位許可不得攜出校外使用。 

四、器材之借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借用時間： 

器材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2:00 及

下午 1:00-5:00，如因特別事故，需在規定時間外

借用者，應事先通知管理單位。 

      電子講桌鑰匙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每節下

課時段借用。 

（二）借用器材時，至總務處櫃台填寫器材借用登記

簿，需抵押借用人之學生證或身份證並簽名。 



 

 

五、器材之歸還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器材使用完畢，應立即歸還總務處櫃台，歸還時

間為-上午 8:00-12:00 及下午 1:00-5:00 前。 

（二) 歸還器材:交由總務處櫃台工讀生驗收數量無誤及

無損壞後，將學生證或身份證發還於借用人。 

（三) 如借用時間已滿，仍需繼續使用者，應於規定時

間內辦理續借手續。 

（四) 總務處得於必要時，得隨時通知借用人，將器材

繳還。 

六、器材之借用，應盡妥善保管之責，若遺失或損壞，應照

價賠償。 

七、器材損壞或遺失之賠償規定如下： 

（一）器材、器具借用人使用後，經檢查屬自然受損

者，由維修人員負責修護。 

（二）若係人為因素受損者【如碰、撞、摔損及使用不

當而故障者】，經管理單位檢驗無法修理時，應

由借用人員負責修護，並負擔其費用；若不堪俢

復，則借用人須照價賠償。 



 

 

（三）所借之器材若遺失，應由借用人負責購買原規格

之器材賠償之。 

乙、場地部份： 

實踐大學場地租借管理辦法（校內） 

一、本辦法為本校現任教職員及在學學生借用校園場地辦理

活動訂定之。其目的為維護場地清潔及培養物歸原處之

習慣。 

二、場地須於使用當日前三天（不含例假日）辦妥借用手

續，程序如下： 

 （1）網路登記→（2）學生會審核→（3）場地管理員簽

核核准→（4）表單列印→（5）至總務處事務一組找管

理員繳交保證金及蓋章。 

三、場地借用期間，借用單位或個人須負責維護場地清潔及

設備器具正常使用；場地內之佈置，須與場地管理單位

接洽，使用材料以不可損壞原場地為原則，如需另借器

材請依器材使用辦法申請。 

四、教室及特殊場地租借須依以下規定辦理：（參閱附件：

表一） 



 

 

（一）教室係指:普通教室、階梯教室、研討室等。 

（二）特殊場地係指:A 棟敏初聽、A 棟一樓中庭、A 棟

地下一樓(中庭)(外)(電梯間)展示空間、H 棟 7-11

前楓葉廣場、H 棟 1F 內大門靠近販賣機旁、H

棟 1F 內大門靠近海報牆旁、H 棟 1F 內大門靠近

ROOTS 服飾店旁、H 棟 1F 內大門靠近樹旁、H

棟海報牆前走道、L 棟 1F 展示廳、揚風廣場(整

修中)、N 棟 B2F 文藝走廊及 N 棟 B2F 中庭、體

育館各層樓運動場地(借用規範請洽詢體育室)。 

（三）特殊場地申請借用時間以不得超過兩週(含例假日)

為原則，借用方式除 H 棟海報牆前走道、L 棟

1F 展示廳、N 棟 B2F 文藝走廊及 N 棟 B2F 中庭

需跟該棟管理員申請借用外，其餘場地借用方式

為場地租借系統借用。特殊場地並僅提供做靜態

展示及系所活動使用，尤以展示空間不得在其內

進行加工作業。 

（四）教室及特殊場地使用如與原核准使用方式不同及

破壞場地整潔、未經核准擅自使用場地、逾時

等，場地負責管理單位有權立即取消該場地之繼



 

 

續借用及使用權，並沒收保證金。 

（五）上述特殊場地不得舉辦烹飪活動或展示危險物

品。 

五、申請之場地若有衝突，以學校重大活動為優先；教學課

程次之；各單位活動再次之。 

六、歸還場地時，由場地管理單位查驗場地清理後，憑單據

退還保證金。如查驗不合格者保證金應予以沒收，或酌

扣部分金額以應爾後修繕使用。 

七、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表 1 實踐大學室內場地租借使用規範 單位：元。 

場地名稱 使用說明 租借押金 

冷氣費

（寒暑

假期間

收費） 

備註 

一般教室 寒暑假期間電費 120/hr NT2,000 120/hr  

A 棟一樓敏初聽 提供各單位或個人做靜

態展示，申請核准後由

場地管理單位開啟照

明、空調設備以供使

用；場地佈置不可損及

原場地之地面、牆面或

其他設備，違者依管理

辦法處置。 

NT10,000 240/hr 特殊場地 

A 棟一樓中庭 NT10,000  特殊場地 

A 棟地下一樓內展示廳 NT5,000  特殊場地 

A 棟地下一樓外展示廳 NT5,000  特殊場地 

A 棟地下一樓中庭 NT5,000  特殊場地 

L 棟一樓展示廳 (同上) NT2,000  特殊場地 

L 棟地下一樓展示廳 (同上) NT1,000   

L 棟二樓大會議 提供各單位會議使用   特殊場地 

H 棟六樓階梯教室

(H601) 

1. (同上) 

2. 以原定上課使用優先 
NT3,000 240/hr 特殊場地 

音樂廳 

L 棟五樓階梯教室(L501) 

1. (同上) 

2. 以原定上課使用優先 

3. (同國際會議廳 2) 

4. (同國際會議廳 3) 

NT2,000  特殊場地 

L 棟四樓階梯教室(L401) (同上) NT2,000 120/hr  



 

 

A 棟三、四樓階梯教室

(A301、A401) 
(同上) NT2,000 120/hr  

A 棟普通教室 (同上) NT2,000 120/hr 
 

 

楓葉廣場 

提供各單位或個人做展

演活動，場地佈置不可

損及原場地之地面、牆

面或其他設備，違者依

管理辦法處置。 

NT1,000   

H 棟一樓內大門靠近樹旁 

H 棟一樓內大門靠近

ROOTS 服飾店旁 

H 棟一樓內大門靠近販賣

機旁 

H 棟一樓內大門靠近海報

牆旁 

NT1,000   

H 棟海報牆前走道 NT1,000   

風葉廣場 NT1,000   

圖資大樓 B2 中庭 

(藝文廣場) 

提供各單位或個人展

演，研討會之活動，使

用需經管理單位核可後

方可使用，使用需知依

管理辦法辦理。 

NT10,000 1800/hr  

圖資大樓 12 間小研討室 
研討會，授課，本校核

可之活動 
NT2,000 120/hr  

圖資大樓 B2 團體欣賞室 提供各單位會議使用 NT10,000 900/hr  



 

 

圖資大樓 B2 國際會議廳 

1.場地水電費 1800/hr、

人員管理費 150/hr、

空調費 1800/hr。 

2.須派專人控管入場人

員(禁帶飲食入內)。 

3.如有商業或廣告行為,

需改以外借費用承

租。 

4.使用完畢需清理垃圾

恢復現況(含所有清潔

及垃圾清運) 

NT10,000 1800/hr  

體育館各樓層運動場地 

1.提供各單位或個人做

體育賽事使用。 

2. 借用規範請洽體育

室。 

NT20,000  特殊場地 

 



 

 

台北校區人員、車輛出入校區 

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區安全與秩序，特訂定本管理辦法，以為校警

執行勤務之依據。 

第二條 

本校門禁管制時間為每日晚上十一時至次日上午六時三十

分，門禁管制時間非因緊急事故或經本校權責單位核准

外，人員不得逗留校區，車輛禁止進出校區。 

第三條 

人員進出與活動管制：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勸導或禁

止其入校，如已入校者，應即糾正制止，嚴重或蓄意違反

規定者，依學校獎懲辦法送請相關單位處理或送警究辦。 

一、攜帶刀、棍、兇器或危險爆裂物品者。 

二、拴帶家犬或其他牲畜、攀折花木、踐踏草坪、亂丟

果皮紙屑、喧嘩吵鬧者。 



 

 

三、攤販或攜帶商品、書籍，未經核准在校區推銷兜售

者，行乞或精神行為異常者。 

四、未經申請核准在校區烤肉、炊食、擅點火燭鞭炮

者。 

五、未經申請核准在校區活動之宗教、影藝、採訪新

聞、廣告、政治團體。 

六、意圖製造事端，故意滋擾秩序者。 

七、故意毀損校區器材、設施或噴漆塗污牆面、地面、

建築物、車輛者。 

八、酗酒泥醉或赤膊裸露者，吸食強力膠或毒品者，其

他凡有不正當行為，足以妨害善良風俗及有礙觀瞻

者。 

九、高爾夫球、棒球、曲棍球、槌球等球類活動，非為

體育教學或經核准，禁止在校區內練習或比賽。 

第四條 

車輛進出，停放管理與管制： 

一、除貴賓或經核准之車輛得停放校區貴賓停車位外，

其餘本校教職員工車輛，憑該學年度核發之車輛通



 

 

行證停放地下停車場，依規劃之車位停放整齊。 

二、核發之車輛通行證請依規定張貼（汽車貼於駕駛座

左側擋風玻璃明顯處，機車貼於車頭前方明顯之

處），以利管制站校警辨識。通行證如有借用、偽

造情形，除沒收外，並陳報相關單位議處。 

三、為維護校區安寧，校外人士之機車、腳踏車禁止進

入校區。 

四、學年度內教職員工生車輛違規（含違規停放、超

速、亂鳴喇叭），經舉發達二次（含）以上者，即

收回車輛通行證，三年度內不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

請，外賓或廠商車輛違規一次（含）以上者，即拍

照存證，爾後禁止再進入校區。 

五、送貨廠商車輛應停放本校地下停車場，如因情況特

殊，需將車輛駛入校區，應由相關單位申請經核准

後，於上午七時三十分以前、中午十二時二十分至

一時之間或下午五時三十分以後進入校區送貨。 

六、凡校外人士、機關團體之車輛，來校洽公或參觀

時，應於來校三日前，填妥「校外車輛入校申請



 

 

單」，送總務處（事務一組）備查或由邀請單位給

予公關票，方可換證入校或停放地下停車場，否則

應依規定繳交停車費。 

七、如因施工，需使用大吊車、預拌車、挖土機、堆高

機、推土機等施工機械入校作業時，應於事前依規

定申請，並做妥善之安全維護工作，如遇期中考、

期末考、畢業考、研究所招生考試、轉學生招生等

考試時，為保持校區安靜，禁止作業。 

八、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人士車輛，除校車、公務車外，

嚴禁在校區（含地下停車場）洗車。 

九、校外送貨廠商車輛離校前，校警應抽查其車廂及行

李箱之物品，以維設備與器材之管制。 

十、教職員工生如發現可疑人物車輛或違反規定之車

輛，請即撥警衛室分機五一一五、五一三五或總務

處事務一組五一一Ｏ，非上班時間請撥警衛室五一

一五、五一三五或值勤教官室三七二二，以便處

理。 

第五條 



 

 

K 棟設置門禁管理系統，凡進入該棟大樓，需持有總務處

核發之門禁卡，方可進出。除於該棟上課之學生發給門禁

卡外，其餘人員如須進入該棟大樓，請至總務處事務一組

櫃台辦理臨時門禁卡。門禁卡若不慎遺失，其補發卡工本

費為新台幣三佰元整。（推廣教育學員，請洽推廣部辦

理）。 

第六條 

D 棟 3F 研究室、E 棟 1F 東側設置門禁管理系統，其管制

時間為每日上午 6 點 30 分開放，晚上 11 點關閉。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踐大學台北校區校外車輛入校申請單 （申請單位存） 

申請單位  停放位置 □平面校區    

車輛所屬單位  車輛所有人  

車牌號碼  駕駛人  

申請入校原因  

申請入校時間 
自   年   月   日   上 下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上 下午   時   分 

審核  事務一組  
申請單位 

主    管 
 申請人  

附 

 

 

註 

一、非屬必要非本校車輛請勿申請入校，以免影響學生活動；如屬必

要，請於前三天申請，以便作業。 

二、奉指示，綜合大樓送貨車輛請由核棟大樓側門送貨，不得申請入

校。 

三、車輛入校時間請儘量錯開學生上下課時間。 

四、學生上課期間入校送貨車或學生課外活動申請載貨入校車輛，缷完

貨後須離校，不可停在校內。 

五、車輛入校後請依規定停放，如未依規停放，則取消該公司（個人）

車輛再入校之申請。 



 

 

 實踐大學台北校區校外車輛入校申請單 （警衛室存） 

申請單位  停放位置 □平面校區    

車輛所屬單位  車輛所有人  

車牌號碼  駕駛人  

申請入校原因  

申請入校時間 
自   年   月   日   上 下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上 下午   時   分 

審核  事務一組  
申請單位 

主    管 
 申請人  

附 

 

 

註 

一、非屬必要非本校車輛請勿申請入校，以免影響學生活動；如屬必

要，請於前三天申請，以便作業。 

二、奉指示，綜合大樓送貨車輛請由核棟大樓側門送貨，不得申請入

校。 

三、車輛入校時間請儘量錯開學生上下課時間。 

四、學生上課期間入校送貨車或學生課外活動申請載貨入校車輛，缷完

貨後須離校，不可停在校內。 

五、車輛入校後請依規定停放，如未依規停放，則取消該公司（個人）

車輛再入校之申請。 

 



 

 

台北校區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 

93 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本校臺北校區地下停車場（以下簡稱本停車場）車

輛出入之管制，以維護校園之安寧及整潔，特訂本辦法。 

第二條 

停車場位置： 

（一）東閔紀念大樓地下二、三樓層。 

（二）行政教學大樓地下二、三樓層。 

第三條 

開放時間及時段： 

（一）日間停車：每日上午六時至晚上十一時止。 

（二）夜間停車：每日下午五時至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

止及例假日全天。 

（三）臨時停車：每日上午六時至晚上十一時止。 

第四條 



 

 

遵守事項： 

一、停車人使用本停車場，應遵守本停車場管理辦法，

若有違反者，依本停車場管理辦法處理。 

二、車輛進出本停車場需遵循指標並在 10 公里限速行

駛。 

三、車輛應停在停車區間之停車格內，車頭朝外，不得

任意停放車道或妨礙通行處。 

四、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於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

管責任，若造成損壞或遺失，本校概不負責；遭淹

水及地震、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五、在本停車場內發生意外事故，由當事人雙方自行解

決，與本校無涉。 

六、車輛進入本停車場導致本停車場設備或建築毀損

時，停車人應負賠償修復之責。 

七、車輛如經本停車場登記二次以上違規者，立即終止

停車權並不予退費，三年內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

請。 

八、為維護本停車場安全與環境整潔，本停車場禁止吸



 

 

菸及洗車。 

第五條 

本管理辦法之施行細則，由管理單位訂定並經簽核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一條 

申請資格、收費標準、方式及停車證申請程序 

停車 

類別 
申請資格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定
期
停
汽
車
（
日
間
上
午
6:00

～
下
午

11:00

）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全學年度全

部費用新臺幣陸仟

元。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本校兼任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全學期全部

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

元。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本校學生 

※每學年日間部 50

個名額，進修部

40 個名額。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陸仟元。

（中途不得辦理退租

退費申請，辦理休、

退學除外） 

持本人駕照、行車執

照及學生證申請。

日、夜間部至事務一

組。申請期限：每學

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二

週內申請辦理，額滿

為止，逾期不再辦

理。 



 

 

停車 

類別 
申請資格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次
日
上
午
8:30

及
例
假
日
全
天
） 

定
期
停
汽
車
（
夜
間
下
午
5:00

～ 

全體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參萬元。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

八折優惠）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非夜停時間入場，則

以臨時停車每小時新

臺幣肆拾元計價收

費。 

校外人士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參萬元

整。 (另加 5%營業

稅) 

 

 

定
期
停
汽
車
（
全
日
）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參萬元。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本校肢體殘障行動不

便之學生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參仟元。 

持本人駕照、行車執

照、殘障手冊（限重

殘學生）及學生證申

請。日間部至事務一

組，進修部至學務一

組辦理。 

校外人士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肆萬捌仟

元整。(另加 5%營業

稅)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停車 

類別 
申請資格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臨
時
停
汽
車
（
日
間
上
午
6:00

～
下
午

11:00

） 

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購買儲值卡（首次儲

值金額以 1000 元為

單位，並予以打 9 折

優惠），其費率為每

小時 20 元計價。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全體教職員工生及校

外人士 

臨時停車每小時新臺

幣 40 元。 

逾時（過夜）停車，

仍依每小時新台幣 40

元收費。 

 

 

進場時由入口處取

單，出場時至自動繳

費機繳費。 

定
期
停
機
車 

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免費。 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

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分證影本）申請。 

租賃本校福利社、餐

廳或辦公場所之員工 

一次繳清全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貳仟肆百

元。 

持本人駕照、行照執

照及租賃契約影本申

請。 



 

 

停車 

類別 
申請資格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本校學生 一次繳清全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陸佰元

整。（中途不得辦理

退租退費申請） 

持本人駕照、行車執

照（如為家長之車輛

應同時持本人及家長

之身分證影本）向事

務一組申請登記，經

核准後，向出納組繳

交停車費，憑繳費單

核發感應卡。 

備註： 

一、未依收費時段停車者，經本停車場登記二次以上違規者，即終止停車 

    權並不予退費，三年內不接受固定停車申請。 

二、汽車需貼實踐大學停車證。 

三、汽車日停如需停放過夜，需補繳過夜費用，事務一組有申請單可填 

    寫。如逾晚間 11 時仍未駛離，須另繳付過夜停車費 300 元。 

四、教職員停放機車，限上班時間停放，如逾晚間 11 時仍未駛離，須另 

    繳過夜停車費 100 元。 

第二條 

於學期中首次申請停車者，可扣除未停放之月份，不足一

個月以一個月計，一次繳清全學年剩餘月份之全部費用；

惟因總價考慮，兼任教職員工之日間定期停汽車及機車部

份除外。 

第三條 



 

 

在使用期限開始前得申請全額退費，另除因奉准退休、離

職、離校(含休、退學)之本校教職員工生退還所繳清潔管

理費餘款全額外，其餘人員未達使用期限二分之一者，得

申請退還購置金額二分之一；超過使用期限二分之一，未

達三分之二者，得申請退還購置金額三分之一；超過使用

期限三分之二者，不得申請退費。（退費基準日為申請日

起算之每月一日或十六日）；但兼任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日

間定期停汽車及機車部份，不得申請退費。汽車部份：感

應卡押金新臺幣壹仟元整，感應卡應黏貼於停車證後使

用，爾後定期停車人員需同時使用停車證與感應卡，否則

視同無證停車應依規定繳費；離職或離校時繳回感應卡，

並退還押金。 

第四條 

感應卡若有遺失，日、夜間部請通知總務處事務一組，以

便辦理停用手續，以免為他人冒用，所繳交之押金，恕不

退還，並繳交辦理新卡之工本費，汽車部份新台幣壹仟元

整、機車部份新台幣參佰元整。 

第五條 

辦理汽車儲值卡，第一次購買儲值卡需付 900 元，卡內儲



 

 

存 價 值 1000 元 。 需 再 加 值 時 ， 請 於 上 班 時 間

（8:00AM~5:00PM）(18:30~20:30)至總務處事務一組辦

理，爾後每次加值以 100 元為單位。儲值卡若遺失，請至

事務一組辦理停用手續，以免為他人冒用，並繳交辦理新

卡之工本費 300 元，原儲值卡內之儲值金可轉至新卡。離

職時，請至事務一組辦理停用手續，留著。 

第六條 

請將感應卡貼於車輛擋風玻璃之後照鏡後面，不可以取

下。若將感應卡給非本校符合申請固定停車身份者使用，

經本停車場登記二次以上違規者，即終止停車權並不予退

費，3 年內不接受固定停車申請。另若將儲值卡給非本校

符合申請儲值卡停車身份者使用，經本停車場登記二次以

上違規者，即終止停車權並不予退費，3 年內不接受儲值

卡停車之申請。 

第七條 

更換新車或因修車造成停車證毀損時，應攜帶新行車執照

或遭毀損之舊證至總務處事務一組辦理換證手續，若以未

辦停車證之車輛停放本場，一經發現，以上項規定辦理。 



 

 

第八條 

獲准在本場停車之校外人士，除購買新車需更換停車證

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變更停車人名字及其他車牌。 

第九條 

停車時數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ㄧ小時部份,如不逾

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算;如逾三十分鐘者,仍以一小時計

算。 

第十條 

優惠停車卡區分為公關票卡及單日使用卡 

●公關票卡：每學期編列分配核定後發放。 

●單日使用卡：各單位因辦理各項研討會、學術活動需提

供優惠停車者，請由相關單位事先填表申請，並持相關證

件至事務一組申購單日使用卡。(優待劵採計次停車，每

張卡新台幣五十元整，限當日有效)。 

第十一條 

本停車場關閉時間內不受理臨時開放車輛進出。 

第十二條 

本細則應經全校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行政教學大樓水電門禁管制規定 

一、每日上午六時夜間下班警衛應解除門禁管制，開啟各出

入通道大門，巡查各樓層安全狀況，如有異狀，應立即

向事務一組反應處理。 

二、大門警衛每日晚上十時三十分巡視全棟，檢查關閉全棟

水電空調及照明，並實施全棟門禁管制。 

三、門禁管制期間，如有必要須進入大樓之教職員，由大門

警衛協助刷卡進入，進出後應隨手關閉進出門戶，並通

知大門警衛。 

 

 



 

 

台北校區節約能源管制規定 

一、目的： 

 為有效落實環保觀念，厲行全校能源節約政策，特訂定

本規定，希全體教職員工生相互勸勉，身體力行。 

二、實施方式： 

（一）室溫超過攝氏二十八度時始可使用空調設備，設

定溫度為攝氏二十七度，惟圖書館及階梯教室等

密閉空間可不受此限，但須隨時視天候狀況，關

閉非必要之空調設備與照明，以節約能源。 

（二）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將分區實施空調管制，各分區

以 30 分鐘為限，非上班時間，辦公室人數較

少，應關閉公共照明，如有需要，個人可使用檯

燈照明，處理公務。 

（三）非教學時間，教室內僅可開啟人員所在範圍內之

照明，嚴禁少數人在教室，而開啟全教室燈光照

明。 

（四）非教學時間，教室嚴禁使用空調設備（五）Ｌ棟



 

 

行政教學大樓及其他各棟中央廊道，僅可開啟必

要之照明。 

（六）白日（陰雨天除外）上課上班時間，B、C、D、

E 及 K 棟走廊燈光照明應予關閉。 

（七）辦公室、教室、音樂廳、工作室、學生宿舍寢

室、實習工廠等工作起居場所，人員離開時，應

隨手關閉燈光照明與空調設備電源。 

（八）非使用之電器、照明及個人電腦週邊設備，應隨

手關閉電源，在下班前，尤應檢視，以免非上班

時間之能源浪費與意外之可能發生。 

三、工作區分： 

（一）總務處： 

1. 營繕一組 

（1） 全校空調、冷氣設備納入監控，以確實管

制全校冷氣空調設備之停供電時間。 

（2） 汰換照明及冷氣空調等設備時，以高效率

之設備為優先考量。 

（3） 管制全校路燈啟閉時間。 



 

 

（4） 臨時架設電力之用電管制。 

2. 事務一組督導管制全校各棟大樓之用電，依據本

規定使用。 

（二）學生事務處： 

1. 生活輔導一組 

（1） 督導與實施學生能源節約教育訓練。 

（2） 督導管制學生第一、二宿舍之用電，依據

本規定使用。 

2. 課外活動指導一組 

（1） 督導管制學生課外活動期間能源節約之教

育訓練與實施。 

（2） 督導管制學生社團活動區域之用電，依據

本規定使用。 

3. 體育室督導管制學生體育活動區域之用電，依據

本規定使用。 

三、設計學院督導管制實習工廠與各工作室之用電，依據本

規定使用。 

四、各教學與行政辦公室各單位主管督導管制該單位之用



 

 

電，依據本規定使用。 

五、各學院所系各學院、所、系主管提醒上課老師協助宣導

下課後關閉照明與空調電源，並依據本規定使用。 

 



 

 

台北校區電話號碼表 

單 位 分機號碼 

董事長室 1020~1022 

校友會 1009 

校長室 1101~1103 

副校長室 1030 

主任秘書 1110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1150 

兩岸交流組組長 1151 

境外生輔導組長 1180 

國際交流組組長 1171 

人力資源室主任 1300 

人資一組 1301~1308 

會計室主任 1400 

會計一組 
1401~1403 

1405~1410 

推廣部教育長 1560 

推廣企劃組組長 1566 

推廣企劃組 
1561~1563 

1565~1569 

推廣報名處 1581~1583 

單 位 分機號碼 

D 棟 1F 技檢室 1589 

圖書暨資訊處處長 1800 

典閱組組長 1610 

值班櫃台 1611 

參考諮詢服務 1612 

流通書庫 1613 

中外文期刊 1614 

採編組組長 1620 

博雅學部主任 1700 

博雅學部 1701~1702 

博雅學部研究室 1751~1768 

語言一中心主任 2510 

語言一中心 
2512 

2515~2519 

櫃台 2512 

傳真 2513 

圖資暨資訊處處長 1800 

行政一組組長 1810 



 

 

單 位 分機號碼 

行政一組 1811~1814 

網路一組組長 1800 

網路一組 1821~1823 

系統一組組長 1830 

校務資訊一組 1831~1834 

研發長 1900 

校務發展組 1910~1912 

學術推廣組 1920~1921 

產學服務組 1930~1931 

教務長室 2000 

註冊課務一組組長 2110 

註冊組櫃台 

招生專線 
2111 

註冊課務一組 
2112~2122 

 

入學服務一中心主任 2210 

入學服務一中心 2211~2217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2610 

教學發展中心 
2611~2615 

2618 

學務長室 3000 

生輔一組組長 3110 

單 位 分機號碼 

生輔一組 

3111~3113 

3116~3122 

 

一舍舍監 3117 

二舍舍監 3115 

課指一組組長 3210 

課指一組 3211~3214 

衛保一組組長 3310 

衛保一組 
3311~3313 

3315 

日間部學生會 3411 

學生議會 3412 

進修部學生活動中心 3415 

職涯發展一中心組長 3510 

職涯發展一中心 3511~3516 

諮商輔導一中心組長 3610 

諮商輔導一中心 3611~3619 

軍訓室主任 3710 

軍訓室 3711~3721 

校安值勤室 3722 

體育一室主任 3810 

體育一室 3811~3813 



 

 

單 位 分機號碼 

傳真 3815 

總務長室 5000 

事務一組組長 5110 

採購 5711~5713 

櫃台 5111 

警衛室 5115 

A/F 棟管理員 5121 

設備維修管理員 5112 

L/K 棟管理員 5119 

C/D/E/H/G 棟管理員 5122 

收發室 5125 

L 棟 2F 大會議室 5128 

油印室 5129 

營繕一組組長 5210 

營繕行政、保管 5211 

重大營繕 5218 

機電冷氣 5215 

給排水、電話 5216 

出納組組長 5310 

出納組 5311~5313 

單 位 分機號碼 

保管 5511 

文書組組長 5610 

文書組 5611~5612 

環安組 5810~5811 

民生學院院長室 6000 

民生學院 6001~6003 

食保系主任 6214 

食保系 
6030 

6211~6212 

社工系主任 6915 

社工系 6311~6314 

老人保健研究中心主

任 
6320 

老人保健研究中心 6321~6322 

家兒系主任 6510 

家兒系 
6511、6514 

6516 

幼兒園園長 6550 

櫃台 6551 

音樂系主任 6610 

音樂系 
6611~6613 

 

餐管系主任 6710 



 

 

單 位 分機號碼 

餐管系 6711~6715 

D 棟 3F 研究室 6901~6929 

設計學院院長室 7000 

設計學院 7001~7003 

工研所所長 7010 

工研所 7011 

服研、媒傳所 7051~7058 

媒傳系主任 7220 

媒傳系 7050、7211 

建築系主任 7310 

建築系 7311 

實習工廠 7328 

工設系主任 7510 

工設系 7511 

服設系主任 7610 

服設系 
7611~7612 

7639~7645 

管理學院院長 8000 

管理學院秘書 8001、8005 

單 位 分機號碼 

國企英語專班主任 8020 

國企英語專班 8025、8026 

企管系主任 8110 

企管系 
8111~8112 

 

會計系主任 8210 

會計系 8211 

應外系主任 8310 

應外系 8311 

風保系主任 8510 

風保系 
8511~8512 

 

國貿系主任 8610 

國貿系 8611~8612 

財金系主任 8710 

財金系 
8711~8712 

 

資管系主任 8810 

資訊系 8811~8813 

L 棟 7F 研究室 8901~8990 

 

台北校區 TEL：(02) 2538-1111 FAX：(02) 2533-6293 



 

 

學生宿舍 TEL：(02) 2533-5140  

 直撥電話請先撥 4000 聽語音

後再撥房號 

 

二水校區 TEL：(048)793-112 FAX：(048) 790-285 

 直撥電話請先撥*703  

高雄校區 TEL：(07) 667-8888 FAX：(07) 667-9999 

 直撥電話請先撥*700 接通後再

撥 4 加分機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