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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本校游泳池暨體適能館（以下簡稱本館）之營運管理效能，提供本
校游泳教學及教職員工生、社區民眾體適能訓練與水上休閒活動之場域，
同時為教導學生游泳技能，倡導運動休閒風氣，並落實本館之安全維護及
管理，特訂定游泳池暨體適能館營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館設施包括游泳池、體適能教室、有氧暨瑜珈教室、飛輪教室、多
功能健身房等。本館以提供游泳教學、校隊游泳訓練及全校性水上各項
活動為優先使用，於不影響本校體育教學、校隊訓練及活動辦理之情形
下，得對外開放一般民眾使用及公私立學校機關團體租借。
為提昇本館之營運管理及功能得成立營運管理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
本館有關之例行性活動，由體育室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布游泳相關課程、
教職員工生例行運動訓練、水上活動及各項體適能健身運動課程時間表。
凡本校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含配偶、直系血親）
、退休人員、兼任教師
本人或一般民眾可依本辦法辦理游泳會員或購買單次使用票、游泳計次
及寒/暑假月票，憑票、計次卡或憑證入場；修習本校游泳課程學生應由
授課教師率隊免費入池；校外單位及團體依本校租借場地規定申辦，經核
准後始得入場。
本館游泳池、體適能教室、有氧暨瑜珈教室、飛輪教室、多功能健身房之
入場及租借使用收費標準如附件 1，如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本館游泳池、體適能教室、有氧暨瑜珈教室、飛輪教室、多功能健身房之
體育教學、訓練課程與使用方式另行公告之。
本館除體育教學及訓練課程之上課時間外，對外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五
時三十分至晚上九時三十分。但為維護游泳池清潔衛生，每週之星期一及
春節等假期(以公告為準)暫停對外開放使用。
凡患有心臟病、癲癇症、高血壓、性病或其他不適游泳之重病者(皮膚病、
砂眼、肺結核等傳染性疾病)及其他影響公共衛生安全者，禁止進入游泳
池，且不得申請游泳證；學生則不得上游泳課，以確保人身安全。
進入本館使用各項設施，應遵守本館使用須知（如附件2）之規定。違反
規定且不接受勸告者，本校學生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加重處分，其
餘人員得由管理人員或救生員令其離池。情節重大者，經本館營運管理委
員會審議後，得撤銷其使用資格，已繳交之費用得依使用之比例退費。
校外單位及團體借用本館辦理體育活動，須依照本校場地提供使用辦法
規定提出申請，經本校核准後始得使用；其收費金額依本館入場及租借使
用收費標準辦理。
本館如遇有重大比賽、租借、訓練授課、保養維修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時，

本校有權暫停開放使用。
第十條
經本校核准借用本館者，不得擅自變更活動項目或逕行轉讓。惟如遇臨
時特殊情形，本校得事先通知借用單位，收回本館使用權，借用單位，不
得異議。
第十一條 為維護使用者安全，本館除設置合格救生員外，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如傷害事故發生，即由保險公司理賠，本校不再負賠償之責任。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體育室

國立屏東大學游泳池暨體適能館入場及租借使用收費標準
一、申辦本館游泳會員方式
（一）招收對象以具有游泳能力者為原則，須自行負責安全；另身高不及 120 公分者需由有能力
照顧者購票陪同入池。
（二）填寫申請表、填具切結書、繳交費用、一吋照片 2 張，製作會員證即完成報名手續。
（三）凡患有心臟病、高(低)血壓、心血管疾病、癲癇症、氣喘病、傳染性皮膚病及其他影響公
共衛生安全者，不得報名參加。
（四）會員人數超過本館最適承載量之上限，則停止招收會員。
（五）本館收費標準如有修訂，以最新收費標準辦理。
二、游泳池（以下簡稱本池）收費標準
（一）單次使用費用
1.全
票：120 元。
2.校外學生票：100 元（外校學生，憑學生證購票）。
3.半
票： 80 元（限本校教職員工生持有服務證、學生證購票者或外校上課團體等）。
4.優 待 票： 60 元（65 歲以上長者、3-12 歲之兒童）。
5. 免費入場：身心障礙者（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本優待之措施，但須負照護
之責任）、3 歲以下兒童（惟需由家長購票陪同入場，並負照護之責任）。
（二）本池會員會費收費標準如表 1：
表 1.本池會員會費收費標準一覽表
項目

使用對象

單位：新臺幣/元

期限
半年

1

本校學生
一年

2

教職員工
（含配偶、直系血親）、
退休人員及兼任教師本人

半年
一年
半年

3

校友
一年
半年
一年

4

一般民眾(校外人士)

晨泳
半年
晨泳
一年
10 次

5

計次卡
20 次

費用金額

備
註
1.會費包括:保險費、水電費、燃油費、水
1,500
質處理費、設施保養及清潔維護費、管理
費等。
2.本校短期進修之學生可憑學員證辦理如
2,500
本校學生收費標準，使用期限僅限於進修
期間使用。
3,000
3.會員證使用期限逾期無效，遺失補發會員
證者，以本池檔案資料為核發新證之依
5,000
據，申請補發證件時，需繳交一吋半身正
面照片一張及工本費新臺幣伍拾元。
5,400 4.會員證不得擅自轉借或要求保留使用期
限、延期、寄存託管等情事，如有偽造、
9,000
冒用證件者，取消入池權利，並收回證件。
5.為維護女性因生理期間之公平權益，女性
7,200
辦理會員會費享 85 折優惠。
6.會員退費條件：
12,000 （1）發生重大疾病或身體受傷致無法下水
游泳者，可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申
請剩餘天數，依比例退費或保留使用
6,000
期限。
（2）加入會員後七日內不符需求者，得免
附理由申請退費，已使用天數以全票
10,000
計價扣除。
7.以上優惠措施僅可擇一使用，不可重複累
計。
1,080
8.計次卡使用期限一年（過期後可補差價入
場），不限制單次使用人數，以購買次數
2,040

6

7

8

教職員工生計次卡

寒/暑假票
(以本校行事曆公告為主)
游泳訓練團隊

30 次

2,880

10 次

720

20 次

1,360

30 次

1,920

寒假

2,400

暑假

4,800

一年

9,000

使用完畢為原則。
9.因應本校畢業門檻，提高學生學習游泳技
能機會，提供本校大一學生每人免費使用
游泳池 20 次，使用期限為二年級學期結
束。
10.公司機關團體 (包含游泳訓練團隊之家
長)報名游泳池半年或一年會員(不含晨
泳) 30 人(含)以上，檢附營利事業登記
證影本及名單(加蓋負責人印章)，給予 9
折優待，惟各項優待方案不得重複。

三、體適能館收費標準
體適能館包含多功能健身房、飛輪教室課程及有氧暨瑜珈教室課程。
（一）單次使用費用
1.全
票：120 元。
2.校外學生票：100 元（外校學生，憑學生證購票）。
3.半
票： 60 元（限本校教職員工生持有服務證、學生證購票者或外校上課團體等）。
4.優 待 票： 60 元（65 歲以上長者）。
5. 免費入場：身心障礙者（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本優待之措施，但須負照護
之責任）。
（二）體適能館會員會費收費標準如表 2：
表 2. 體適能館會員會費收費標準一覽表
項目

1

2

3

4
5

使用對象

期限

費用金額

半年

1,600

一年

2,600

半年

3,600

一年

6,000

半年

4,800

一年

8,000

半年

6,000

一年

10,000

10 次

1,080

本校學生
教職員工
（含配偶、直系血親）、
退休人員及兼任教師本人
校

友

一般民眾(校外人士)
計次卡

備

註

1.會費包括:保險費、水電費、燃油費、設
施保養、清潔維護費及管理費等。
2.本校短期進修之學生可憑學員證辦理如
本校學生收費標準，使用期限僅限於進修
期間使用。
3.會員證使用期限逾期無效，遺失補發會員
證者，以本池檔案資料為核發新證之依
據，申請補發證件時，需繳交一吋半身正
面照片一張及工本費新臺幣伍拾元。
4.會員證不得擅自轉借或要求保留使用期
限、延期、寄存託管等情事，如有偽造、
冒用證件者，取消使用權利，並收回證件。
5.會員退費條件：
（1）發生重大疾病或身體受傷致無法使用
者，可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申請剩
餘天數，依比例退費或保留使用期限。

6

7

教職員工生計次卡

寒/暑假票
(以本校行事曆公告為主)

20 次

2,040

30 次

2,880

10 次

540

20 次

1,020

30 次

1,440

寒假

2,400

暑假

4,800

（2）加入會員後七日內不符需求者，得免
附理由申請退費，已使用天數以全票
計價扣除。
6.以上優惠措施僅可擇一使用，不可重複累
計。
7.計次卡使用期限一年（過期後可補差價入
場），不限制單次使用人數，以購買次數
使用完畢為原則。

四、游泳池暨體適能館（以下簡稱本館）收費標準
本館包含一樓游泳池之設施及二樓體適能館（多功能健身房、飛輪教室課程及有氧暨瑜珈教室課
程）。
本館會員會費收費標準如表 3：
表 3. 本館會員會費收費標準一覽表
項目

使用對象

1

本校學生

2

教職員工
（含配偶、直系血親）、
退休人員及兼任教師本人

3

4

5

6

7

期限

費用金額

半年

2,700

一年

4,500

半年

6,000

一年

9,600

半年

8,600

一年

13,800

半年

11,200

一年

18,000

10 次

2,160

20 次

4,080

30 次

5,760

10 次

1,260

20 次

2,380

30 次

3,360

寒/暑假票

寒假

4,600

(以本校行事曆公告為主)

暑假

9,200

校

友

一般民眾（校外人士）

計次卡

教職員工生計次卡

備

註

1.會費包括：保險費、水電費、燃油費、水質處
理費、設施保養及清潔維護費、管理費等。
2.本校短期進修之學生可憑學員證辦理如本校
學生收費標準，使用期限僅限於進修期間使
用。
3.會員證使用期限逾期無效，遺失補發會員證
者，以本館檔案資料為核發新證之依據，申請
補發證件時，需繳交一吋半身正面照片一張
及工本費新臺幣伍拾元。
4.會員證不得擅自轉借或要求保留使用期限、
延期、寄存託管等情事，如有偽造、冒用證件
者，取消使用權利，並收回證件。
5.會員退費條件：
（1）發生重大疾病或身體受傷致無法使用者，
可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申請剩餘天數，
依比例退費或保留使用期限。
（2）加入會員後七日內不符需求者，得免附理
由申請退費，已使用天數以全票計價扣
除。
6.以上優惠措施僅可擇一使用，不可重複累計。
7.計次卡使用期限一年（過期後可補差價入

場），不限制單次使用人數，以購買次數
使用完畢為原則。

五、本館對外租借收費標準
本館對外租借收費標準如表 4 所示：
表 4.本館租借收費標準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租借場地

租用時間

室內池
(50 公尺標準池)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13,000

全日（09-22 時）

28,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10,000

全日（09-22 時）

22,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12,000

全日（09-22 時）

25,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10,000

全日（09-22 時）

22,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10,000

全日（09-22 時）

22,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12,000

全日（09-22 時）

25,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40,000

全日（09-22 時）

100,000

上午（09-12 時）
下午（14-17 時）
晚間（19-22 時）

6,000

全日（09-22 時）

15,000

兒童池

多功能健身房

有氧暨瑜珈教室

體適能教室

飛輪教室

泳池全區
(不含烤箱、蒸氣
室)

戶外廣場

租借費用

備

註

1.租借以不影響本館營運為原
則。
2.辦理大型活動租用二個池以
上，需全面公告停止對外營
業。
3.小型活動租借得由管理單位
依實際活動需求簽請核淮，酌
減收費。
4.非本校正規游泳教學、訓練課
程，須依對外租借方式申請使
用場地。
5.游泳池全區內各項設備應珍
惜使用，如有損壞須照價賠
償。
6.租用時間分上午、下午、晚間
三場次；另得租借全日場。

國立屏東大學游泳池暨體適能館入館使用須知
為確保本校游泳池暨體適能館使用者之生命安全，並妥善維護館內各項設備及防止意外事件之發
生，特訂定入館使用須知如下：
一、游泳池(以下簡稱本池)使用注意事項：
（一）本池按優先順序提供各項游泳活動使用。
（二）游泳人員須憑本校核發之證件或經由游泳授課老師帶領始得入池(需脫鞋進入)。
（三）游泳人員有義務先行瞭解本池使用注意事項與場內各種警示標誌，並遵守之。
（四）凡未滿十二歲兒童且不諳水性者，須有家長或成人監護之。
（五）開放時間內，須絕對服從教師、管理員及救生員之指揮，如有不聽從教師、管理員或救生
員之指導者，應自負一切責任。
（六）嚴禁未開放時間私自進入。
（七）入池前應先淋浴並檢視個人裝備及用品妥為保管後洗腳入池。
（八）嚴禁攜帶食物、寵物及其他物品入池（浮板或助浮器除外）。
（九）入池應穿著游泳衣或游泳褲，並應加戴游泳帽，未符規定不得入池。
（十）為維護大眾安全，凡有酗酒情形、精神恍惚或狀態不良者及患有皮膚病、心臟病、癲癇症
或傳染疾病者，或覺身體不適或過於疲累時，不得進入游泳池內；感到疲倦、不舒服、口
唇發紫、齒顫或發抖時應立即上岸。
（十一）嚴禁使用防晒油或其他化妝保養品，以免污染水質。
（十二）下池前應作充分的準備運動，以伸展筋骨活動，增加體溫，嚴防抽筋或運動傷害。
（十三）嚴禁攜帶玻璃潛水鏡、尖物、玻璃等危險物品入池。
（十四）禁止使用者在池內或游泳池走道旁從事嬉戲、追逐、疊羅漢、跳水等有危險性之活動，
另游泳池四周走道、洗腳池、盥洗室、更衣室等固定措施，請小心使用。
（十五）除溺水外，池中勿高聲呼叫、嬉鬧喧嘩、潛水或惡作劇。
（十六）初學游泳者，請勿入深水區（泳池最深區域210公分，最淺區域135公分）。
（十七）入池游泳者，嚴禁在池內吐痰、便溺及丟棄垃圾雜物等。
（十八）更衣室內使用完畢，應將更衣室整理乾淨並將垃圾帶離游泳池。
（十九）游泳池區內各項設備應珍惜使用，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二十）凡游泳池設定之救生器材及其他設備，非緊急必要時，嚴禁擅自動用，違者議處。
（二十一）本池提供置物櫃置放個人物品，但不負保管責任。失物二週內未領回，本館恕
不負管保責任。
（二十二）未經本校核准，不得於本場館進行教學訓練。
二、體適能館(以下簡稱本館)使用注意事項：
（一）使用本館設施，以舉辦與體育運動有關之活動為原則。如遇體育課及運動代表隊練習，則
為優先使用單位。
（二）本校各單位辦理活動使用水電、燈光、音響等，均應節約使用，避免浪費，並得保持環境
之整潔及負責復原，違反規定時，得不予續借。
（三）使用單位使用本館設施結束十分鐘前，應通知管理室查驗場地，確定各項器材、場地之清
潔與完整，不得擅自離去。
（四）如需使用燈光，應於核定時間內，持申請表至管理室請工作人員開啟燈光，不得擅自開啟。
（五）借用期間，為維護用電安全，如需另行加裝電器設備，應於借用前申請核准，否則不得加
裝未經核准之電器，本校得依用電及使用情況加收電費。
（六）使用期間不得蓄意破壞場地或器材，如有發現違規行為，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七）借用單位使用場地期間，如不慎發生意外，由借用單位自行負責。
（八）使用本館設施時，除飲用水外，禁止攜入任何飲料或食物，結束時應將飲用水空瓶攜回或
丟置垃圾桶內始得離場。
（九）使用本館場地如須變更或搬動附屬設備，應先徵得管理室同意，並於使用後回復原狀，有

違反規定者，得停止其使用。
（十）凡違反本注意事項及未遵守管理員之勸告者，得請其離場，情節重大者得取消使用資格，
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十一）本館提供置物櫃置放個人物品，但不負保管責任。失物二週內未領回，本館恕
不負管保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