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電腦教室 

管理暨借用辦法  
111 年 5 月 19 日 110 學年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諮詢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修訂通過 

 

一、通則 

（一）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妥善管理暨維護電腦教室

各項資源，特定本辦法。 

（二） 電腦教室之資源及其個別用途與開放原則，依本中心網頁公告為

主。 

（三） 前項開放原則得由本中心視人力調度調整。 

（四） 除依本辦法辦理借用之使用者外，電腦教室僅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

生使用。 

二、教學與活動 

（一） 本中心於每學期開排課期間提供電腦教室及可安裝之教學用軟體清

冊，交由教務處課務組統籌排課事宜；授課教師如需使用非軟體清

冊所列軟體，或有特殊版本需求，應於開學前 2 個月向本中心提出

需求。 

（二） 學期中因教學必須使用電腦教室未安裝之軟體時，請任課教師於使

用此軟體前 2 週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並檢附軟體及授權證明，本中

心得視評估結果決定是否安裝。 

（三） 前項軟體安裝及移除，應由本中心認可之人員進行，如需額外經

費，由開課系所提供。 

（四） 電腦教室之使用以支援本校教學課程為優先，並依登記之先後順序

排程。 

三、網域帳號 

（一） 本校教職員工得使用行政用網域帳號登入電腦教室之電腦，並使用

相關資源。 

（二） 本校學生於獲得學籍後，由本中心統一建立電腦教室網域帳號，用

以登入電腦教室之電腦，並使用其資源。 

（三） 電腦教室帳號登入之權限，於該身份消失後終止。 

（四） 依本辦法遭處停權處分者，如因教學課程需使用電腦教室之電腦，

應向本中心借用臨時帳號。 

（五） 使用者離開本教室應登出帳號，避免遭他人盜用，影響自身權益。 

（六） 使用者無法登入電腦教室之電腦時，應依本中心網頁公告之作業流

程洽詢或辦理密碼變更事宜。 

（七） 嚴禁使用者將自身網域帳號借予他人使用，違者一切後果由網域帳

號所有人自行負責。 

（八） 嚴禁盜用他人網域帳號使用本教室暨各項資源。 



四、其他資源管理 

（一） 非經本中心許可，嚴禁私自於電腦教室安裝任何軟體。 

（二） 本中心得視本機硬碟容量使用情形，整理或刪除使用者本機設定

檔。 

（三） 嚴禁私自拆卸電腦教室之電腦零組件或周邊設備。 

（四） 使用者離開電腦教室前應將電腦關機及關閉螢幕電源。 

（五） 電腦教室之電腦所提供之「螢幕鎖定」功能，僅為便利使用者暫時

離開電腦時保護個人資料及檔案用，鎖定時間不得超過 15 分鐘。 

（六） 本中心提供電腦教室印表所需設備及耗材，並依本校「學生印表管

理辦法」管理。 

五、場所管理 

（一） 使用電腦教室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備查；經管理人員查非授權使用

者時，管理人員得執行勸離；勸離不從者，管理人員得報請本中心

各級主管或本校駐衛警協助處理。 

（二） 進入電腦教室請勿大聲喧嘩，避免影響他人。 

（三） 進入電腦教室應注意服裝儀容，嚴禁衣衫不整。 

（四） 除白開水外，嚴禁攜帶任何食物及飲料進入電腦教室。 

六、借用辦法 

（一） 本中心管理之電腦教室，備有高品質及專業化的電腦設備，可供校

內單位、學術團體、政府機構及企業機構辦理各項活動。 

（二） 本中心電腦教室以教學為主，辦理資訊相關之推廣教育、研討會等

活動為輔；唯原則上至少保留一間電腦教室供學生上機使用。 

（三） 本中心電腦教室借用採先登記先使用制，凡申請借用場地者，須於

預計使用日期之 7 個工作日前填寫申請表向本中心申請，並至本校

總務處出納組繳交場地費用，憑收據使用場地。如非因天災等不可

抗力之因素而臨時取消借用，已繳交之場地費概不退還。 

（四） 借用單位如未能如期使用，應於預計使用日期之 3 個工作日前通知

本中心；如因未通知而導致本中心權益受損，日後該單位欲借用電

腦教室之案件概不受理。 

（五） 場地設備如因不當使用造成損壞，由借用單位負責修復或照價賠

償。 

（六） 本中心電腦教室之場地收費標準，依各教室容量、設備予以分級，

收費標準如附表所列。附表各級收費標準之未稅總額，需另加營業

稅為實收費用。（校外單位之借用性質屬教育勞務者免納） 

七、罰則 

（一） 違反本辦法網域帳號使用者，本中心得視情節，停止其網域帳號及

相關資源使用權 1 個月；累犯者加重處分，最嚴重得停權至當學期

結束。 



（二） 如有盜用他人帳號並使用相關資源，或私自拆卸本中心電腦教室之

電腦零組件及周邊設備，視為竊盜行為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之相關規定懲處，情節重大者移送法辦。 

八、附則 

（一） 使用者應確實遵守著作權法等法律規定使用本教室各項資源，如有

違法情事須自負法律刑責。 

（二）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 本辦法經本中心業務會議通過，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諮詢委員會

備查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一、本中心電腦教室場地收費標準表 

教室 設備 收費標準 

每時段 

收費標準

全日 

8：00-

17：00 

收費標準 

（每加一小時） 

 

圖資大樓 025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34 部 

⚫ 投影機一部 

3200 元 6400 元 800 元/小時 

圖資大樓 026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41 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廣播教學設備。 

⚫ 投影機一部。 

4000 元 8000 元 1000 元/小時 

圖資大樓 027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61 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廣播教學設備。 

⚫ 投影機一部。 

4000 元 8000 元 1000元/小時 

圖資大樓 028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51 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網路彩色雷射印表

機一部。 

⚫ 投影機一部。 

4000 元 8000 元 1000 元/小時 

科三 208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51 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廣播教學設備。 

⚫ 投影機一部。 

4000元 8000 元 1000 元/小時 

教學大樓 A101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49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廣播教學設備。 

⚫ 投影機一部。 

4000 元 8000 元 1000 元/小時 

人文學院 103 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81 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廣播教學設備。 

4800 元 9600 元 1200 元/小時 



⚫ 投影機二部 

人文學院 110電腦教室 ⚫ 個人電腦 41 部。 

⚫ 網路雷射印表機一

部。 

⚫ 廣播教學設備。 

⚫ 投影機一部 

4000元 8000元 1000元/小時 

 

二、說明 

1. 本中心電腦教室借用時段為 8:00至 21:00。 

2. 租借以時段為單位，共分為上午時段及下午時段。上午時段指 8：00~12：

00，下午時段指 13：00~17：00，17：00後的時段以小時計價。 

3. 使用時間不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費。 

4. 各項活動如需本中心支援人力或物力，本中心得於申請時核定收取適當費

用。 

三、優惠 

1. 本校教學單位正式課程免收場地費。 

2. 本校各單位對校內師、生、同仁開授之免費電腦相關課程免收場地費。 

3. 學生社團辦理之訓練課程及研討會等活動如需使用電腦教室，須經本校課

外活動組或相關單位核准方能借用。如該活動毋須報名費，得免收場地

費；否則場地費以五折計算。 

4. 校內單位自辦或與其他單位合辦之推廣教育與研討會等活動，場地費以八

折優惠。 

5. 經校長同意給予優惠之活動，得依校長指示給予優惠(含免場地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