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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本院及系所場地設備之使用效益與維護及管理之目的，依據國立中山大學館舍場地

收費準則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場地設備管理及收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場地借用不接受任何以個人名義之申請。申請借用應於二週前依下列程序向各場地管理單

位提出申請： 

（一）洽詢預約。 

（二）填具海科院場地使用申請單及場地設備使用切結書。 

（三）繳費。 

三、場地借用以教學及本院單位使用為優先。除以下之情形外，其餘一律依本院場地設備收費

一覽表辦理繳費。 

（一）本院所屬系所、學程因正規課程上課需要，免收各項費用。 

（二）本院所屬單位為主辦單位之活動，得免場地費及管理清潔費，但仍應繳納空調使用

費。 

（三）本校學生團體與組織經校內單位核定舉辦之活動，得免場地費，惟須收空調使用

費、水電費及管理清潔費。 

四、申借場地應預付保證金 2,000 元，使用完畢經查驗無損壞者如數退還。 

五、申借經核准後，須於使用日前一週依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費用，逾期未先行繳納者，視同放

棄借用權利。 

六、場地使用費用以支付場地及設備之租借及折舊維護，空調使用費、水電費及管理清潔費另

計，並不打折。 

七、本院或本校其他各單位申請本院場地之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折扣如下： 

（一）本院各單位與校外其他機關（構）、團體合辦之活動，以收費標準 8 折計算。 

（二）本校其他各單位借用，以收費標準 5 折計算，但與校外合辦之活動以收費標準 8 折

計算。 

（三）校外機關（構）、團體借用，按標準全額收費。校友如以公司或機關（構）、團體名義

申請者，以收費標準 8 折計算。收據抬頭如為校外單位需另依法收取營業稅(5%)。 



八、各項設備如需借用，請先洽管理單位；若因使用不當造成損壞，由借用單位負責維修或賠

償。各借用場地是否可攜入食物或飲料，依各場地限制為之。 

九、場地借用除本院單位借用外。若欲於非上班時間借用，請先洽場地管理單位，借用場地鑰

匙及諮詢各項設備使用方式；非上班時間使用需另支付加班費(依照校方規定給付)。 

十、退費辦法： 

（一）申請單位若因不可預期（非人為因素）之原因而無借用之需時，須於場地使用日前

3 天告知管理單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全額無息退還。 

（二）申請單位取消場地使用，須於場地使用日前 1 天告知場地管理單位，保證金退還一

半，場地使用費無息退還。 

（三）申請單位若無通知而臨時取消場地使用，則沒收訂金（保證金），場地費無息退還。 

十一、活動內容有以下情事者，不予借用，已核准者立即停止其使用。 

（一）違反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與申請登記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四）有嚴重損害各項設施之虞。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參照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場地設備收費一覽表 

場地名稱 座位數 收費標準 設備 管理單位 

海科院演講

廳 
286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000 元 

半天（8：00-12：00）或

（13：00-17：00）以 5000

元計。全天 10,000 元計。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5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音

響、多功能講桌等 
海科院 

海科院會議

室 
4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音

響、多功能講桌等 
海科院 

海科院共同

展示間(海

MA1020) 

28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1)簡報室：單槍及投影

幕、麥克風、音響、多功能

講桌等。 

(2)展示室：展示用電視螢

幕、陳列櫃、壓克力海報夾

等。 

海科院 

海科院展示

間前活動場

地 

無固定座

位

(20MX8M

)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00 元。 

每小時水電費 100 元。 

木地板(9 坪)、插座、日光

燈等。 

海科院 

(海科系代管) 

冷凍庫  

限本院教師借用，不打折。 

每一層板使用費 150 元/月，

出風口層板 100 元/月)。 

 海科院 

養殖池  
限本院教師借用，不打折。 

每平方公尺 10 元/月。 
 海科院 

海資系海

MB2015 
68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500

元。 

半天（8：00-12：00）或

（13：00-17：00）以 4,800

元計。全天 9,600 元計。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3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音

響、電腦講桌等 
海資系 

海資系海

MB 2020 
5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200

元。 

半天（8：00-12：00）或

（13：00-17：00）以 3,800

元計。全天 7,500 元計。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3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音

響、電腦講桌等 
海資系 



場地名稱 座位數 收費標準 設備 管理單位 

海資系海

MB 1009 
5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 

半天（8：00-12：00）或

（13：00-17：00）以 3200

元計。全天 6,000 元計。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音

響、電腦講桌等 
海資系 

海資系海

MB 2016 
4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800 元。 

半天（8：00-12：00）或

（13：00-17：00）以 2,500

元計。全天 4,800 元計。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音

響、電腦講桌等 
海資系 

海資系海

MB 2014 
3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500 元。 

半天（8：00-12：00）或

（13：00-17：00）以 1,600

元計。全天 3,000 元計。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等 海資系 

海工系海

ME3002 階

梯教室 

96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5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5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多

功能講桌、網路接孔等。 
海工系 

海工系海

ME3006 階

梯教室 

124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000

元，全天 14,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5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多

功能講桌、網路接孔等。 
海工系 

海工系電腦

教室（海

ME3004） 

50 人 

限校內單位借用，每小時場

地使用費 2,5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5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麥克風、多

功能講桌、網路接孔等 
海工系 

海工系研討

室（海

ME2002） 

2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500 元，

全天 3,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網路接孔等 海工系 

海工系一般

教室（海

ME2007、

海

ME3005、

海

ME4013、

海 ME3003

會議室） 

40 人（海

ME2007

）、24 人

(海

ME3005

、海

ME4013)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800 元，

全天 4,8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300 元。 

海 ME3003 會議室限本系教

師借用，限上班時間借用(上

午 8:30~12:30，下午 13:30~ 

17:30)，非上班時間不外借。 

單槍及投影幕、網路接孔、

多功能講桌(僅海 ME2007)

等。 

海工系 



場地名稱 座位數 收費標準 設備 管理單位 

海工系一般

教室（海

ME2001、

海

ME2003、

海

ME2005、

） 

60 人（海

ME2005

）、65 人

（海

ME2001

、海

ME2003

）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全天 6,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3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多功能講

桌、網路接孔等。 
海工系 

海工系一般

教室（海

ME4004B

、海

ME4014、

海

ME3007） 

10~12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00 元， 

全天 1,2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投影幕(僅海

ME4004B)、網路接孔等。 
海工系 

海工系 1、

2 樓玄關 
 

限本系教師及學生借用，場

地應預付保證金 3,000 元，

使用完畢無損壞者如數退

還。 

 海工系 

海科系 E

化教室(海

MA3040) 

6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 

半天 3,500 元，全天 6,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300 元。 

單槍、投影幕、麥克風、多

功能講桌及網路接孔。 
海科系 

海科系一般

教室 

(海

MA1005、 

海

MA2009） 

72 人（海

MA1005

）、40 人

（海

MA2009

）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50 元。 

半天 900 元，全天 1,7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投影幕、麥克風、網

路接孔及電子講桌。 
海科系 

海科系一般

教室（海

MA2022、海

MA2039、海 

MA2042） 

24人 (海

MA2022)

、12人 

(海

MA2039)

、24人 

(海

MA2042)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200元。 

半天 700元，全天 1,3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元。 

單槍、投影幕及網路接孔。 海科系 

海科系共同

實驗室海

MA2024 

無固定座

位 

限海科系教師及學生使用，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元 
實驗桌、水槽、抽氣櫃 海科系 



場地名稱 座位數 收費標準 設備 管理單位 

小型階梯
講堂 

海 MA2034 

37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800 元， 

半天（4 小時）2,500 元， 

全天（8 小時）5,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電動投影銀幕、白
板、講桌固定麥克風 1 支、
無線麥克風 2 支、音響、喇
叭、電腦數位多功能講桌
（含 VGA、USB、HDMI、
音源等各種輸入插座、網路
接頭、可調式電腦螢幕）、嵌
頂式隱藏空調、布條懸掛
板。 

海事所 

小型演講
廳 

海 MA2032 

50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 

半天（4 小時）3,200 元， 

全天（8 小時）6,4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單槍及電動投影銀幕、白
板、講桌固定麥克風 1 支、
無線麥克風 2 支、音響、喇
叭、電腦數位多功能講桌
（含 VGA、USB、HDMI、
音源等各種輸入插座、網路
接頭、可調式電腦螢幕）、嵌
頂式隱藏空調、布條懸掛
板。 

海事所 

國際會議
室 

海 MA2033 

22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1,000 元， 

半天（4 小時）3,200 元， 

全天（8 小時）6,4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200 元。 

國際談判會議桌三張四排、
單槍及電動投影銀幕、講桌
固定麥克風 1 支、無線麥克
風 2 支、2 人 1 支會議麥克
風、音響、喇叭、電腦數位
多功能講桌（含 VGA、USB、
HDMI、音源等各種輸入插
座、網路接頭、可調式電腦
螢幕）、嵌頂式隱藏空調、布
條懸掛板、茶水準備間（含
冰箱、流理臺）。 

海事所 

小型研討
室 

海 MA2037 

12 人 

每小時場地使用費 300 元， 

半天（4 小時）1,000 元， 

全天（8 小時）2,000 元。 

每小時空調使用費 100 元。 

船型會議桌、桌上配置兩套
數位輸入及控制面板（可遙
控投影機及投影布幕，並附
電源插座）、單槍及電動投
影銀幕、白板、電腦數位多
功能講桌（含 VGA、USB、
HDMI、音源等各種輸入插
座、網路接頭、可調式電腦
螢幕）。 

海事所 

註：另收管理清潔費 500 元/天（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