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校舍（地）及設備申請使用管理要點 
核准文號：93 年 7 月 22 日府教國字第 093009020 號函核定 

                 97 年 5 月 26 日府教國字第 0970067704 號函核定 
                                                                                      101 年 9 月 17 日府教國字第 1010137232 號函核定 
                                                                                      104 年 9 月 24 日府教資字第 1040150728 號函核定 
                                                                                      107 年 1 月 11 日府教資字第 1060215300 號函核定 

一、本要點係依據「宜蘭縣各國民中小學校舍（地）及設備申請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訂定。 

二、本要點所稱之場地，係指本校所屬之校舍及設施。 

三、活動內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得於申請使用前十日申請使用場地： 

   （一）與場地設置目的相同之活動。 

   （二）具有人文或具教育性之社教活動。 

   （三）各級文教體育之交流活動。 

   （四）經宜蘭縣政府或本校核准之活動。 

    前項申請經核准後，應於三日內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 

四、前條第二項保證金之繳納標準如下： 

    (一)活動出售門票者，繳納預定售票總額十分之一現金或以金融業為付款人之即期支票。 

   （二）活動未出售門票或免費使用場地者，繳納新台幣 5,000 元。 

    前項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後，無息發還，但申請使用人如有毀損場地，應視其損害程度於該保證金中 
    扣抵，如有不足，並得追償。 

五、申請使用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場地使用費，但清潔費、水電不予免除： 

   （一）政府機關舉辦有關國家慶典之活動。 

    （二）縣內各國中小學辦理教育性之競賽、表演、研習、講習活動。 

   （三）本鄉社區舉辦社區文教、體育性活動。 

   （四）其他經本校視實際需要核准者。 

六、申請使用方式： 

    申請使用者，請親自或派員檢具核准文件、活動計畫表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申請使用手續，經核准後三日內 

    至本校出納組繳交規費，收費標準如下： 

場地名稱 申請使用時間 場地使用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備  註 

活動中心 
（五育館） 

08:00~16:00 1000 元/場 6500 元/場 1000 元/場 1. 學校上課期間不開放申請。 
2. 一般活動申請使用費用以場次計算，

未達左列時間者以一場計。 
3. 非上班時間申請使用需負擔工作人員

加班費及餐費。 
4. 會議室、視廰教室、電腦教室如使用

冷氣則加收水電費 2000 元 
5. 縣府辦理各項活動申請使用時，得不

需繳交水電費及清潔費等。 
6. 與本校合辦、協辦活動者酌收或免收

費用。 
7. 長期租借:申請使用期間在二個月以

上或連續(每週定期)固定租借，租借
費以收費標準六折收取。 

17:30~21:30 1000 元/場 35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71000 元/月 1000 元/月 

視廰教室 
（正明樓） 

08:00~16:00 1000 元/場 50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45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36000 元/月 1000 元/月 

會議室 

08:00~16:00 1000 元/場 15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7000 元/月 1000 元/月 

電腦教室 

08:00~16:00 1000 元/場 40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35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21000 元/月 1000 元/月 

  一般教室 

08:00~16:00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6000 元/月 1000 元/月 

七、學校場地因特別事由無法申請時，得於使用前五日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不願改期時，應無息退還所繳費用，申請 
    人不得請求任何賠償。申請人因故必須改期或終止使用場地時，應於使用前五日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請者， 
    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 
    前項所稱特別事由，以影響學校教學及本要點第八條所訂情事者為限。 
八、 已核准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核准使用申請：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 
   （二）緊急災變時。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事實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經本校認定有損場地設備之虞及在場館內嚼食檳榔致環境髒亂者。 
   （五）違反「宜蘭縣各國民中小學校舍（地）及設備申請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者。 
九、本校球隊如遇賽事，加強訓練，有權停止場地使用，但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十、本場地如涉及營利、商品交易、個人婚喪喜慶、政治與宗教及激烈社會運動等活動恕不提供申請使用。另申請人 
    於使用場地及設備時不得影響校區安寧。 
十一、申請使用人出售門票時，應依規定向本縣地方稅務局申請核准，並加蓋驗票章。 
十二、申請使用人於未經同意前，不得在各傳播媒體或宣傳品上發布使用場地名稱或宣稱宜蘭縣政府或本校為主（協） 
    辦單位，且不得在該場地擅自張貼海報、標語等宣傳品，申請使用人有設置售票處所之必要時，應在本校指定地 
    點設置。 
十三、申請人應經本校同意，始得啟用照明、音響、空調等設備，或另接電源或其他水電通訊設施。 
十四、除新聞報導外，大眾傳播事業團體或個人作現場錄影或實況轉播應先經本校同意，並得收取有關費用。 
十五、申請使用場地需佈置者，應先徵得本校同意(以不影響上課，時間 1 小時為限)，並於活動結束一日 
    內恢復原狀，違者逕予拆除，其費用由申請使用人負擔。 
十六、場地使用期間，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申請使用單位處理之。 
十七、申請使用人因舉辦活動致侵害他人權益，應自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宜蘭縣各國民中小學校舍（地）及設備申請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十九、本要點經校長核可並呈報縣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校舍(地)及設備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使 
用 
者 

名 

稱 
                                                                         (蓋章) 

聯 

絡 

人 
員 

 聯
絡
電
話 

(    ) 

手機: 

住 

址 
      縣(市)      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使用
事由 

 

使 
用 
時 
間 

一  般 
                                                                                  白天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夜 
                                                                  全天     

本鄉社區社團等長期固定使

用之單位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計    場次 

使用
地點 

□五育館      □視聽教室     □會議室    □電腦教室    □一般教室       □使用空調 2000元 

 
(以下部分本校審核填寫) 

承辦單位 會簽單位 校長批示 

事 
務 
組 
長 

1.場地使用費:            元 
2.場地清潔及水電費:             元 
3.空調電費:            元 
4.場地保證金:              元 
合計:新台幣             元。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總務 
主任 

 
會計室 

 

 
繳  費 

場地使用費          元 

合計:新台幣              元 場地清潔及水電(空調)費          元 

場地保證金 □ 5,000元     □上期轉入 

加班(誤餐)費 
□加班費:           元   
□誤餐費:           元 

  出納組長: 

 
收費辦法:申請使用者，請親自或派員檢具核准文件、活動計畫表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申請手

續，經核准後三日內至本校出納組繳交規費，收費(單位:新台幣)標準如下: 

場地名稱 申請使用時間 使用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備  註 

活動中心 
（五育館） 

08:00~16:00 1000 元/場 6500 元/場 1000 元/場 1.學校上課期間不開放申請。 
2.一般活動申請使用費用以場次計算，未 
  達左列時間者以一場計。 
3.非上班時間申請使用需負擔工作人員 
  加班費及餐費。 
4.會議室、視廰教室、電腦教室如使用冷 
  氣則加收水電費 2000 元 
5.縣府辦理各項活動申請使用時，得不需 
  繳交水電費及清潔費等。 
6.與本校合辦、協辦活動者酌收或免收費 
  用。 
7.長期租借:申請使用期間在二個月以上 
  或連續(每週定期)固定租借，租借費以 
  收費標準六折收取。 

17:30~21:30 1000 元/場 35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71000 元/月 1000 元/月 

視廰教室 
（正明樓） 

08:00~16:00 1000 元/場 50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45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36000 元/月 1000 元/月 

會議室 

08:00~16:00 1000 元/場 15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7000 元/月 1000 元/月 

電腦教室 

08:00~16:00 1000 元/場 40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3500 元/場 10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21000 元/月 1000 元/月 

  一般教室 

08:00~16:00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1000 元/場 

17:30~21:30 1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長期(連續 30 日以上) 3000 元/月 6000 元/月 1000 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