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專業教室使用辦法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本校師生得依本辦法向本系(高齡照顧福祉系)提出申請使用專業教室。 

2.借用專業教室請依照各專業教室之使用規範事先填妥申請單，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
請，以申請時間先後順序安排使用序位。 

3.借用人應於使用前以證件向系辦登記並領取鑰匙，使用後歸還鑰匙及證件。 

4.專業教室的設備在借用期間，若有損壞須告知系辦人員或該專業教室負責教師。 

5.使用後，請先會同系辦人員查核專業教室之設備，無任何損壞或遺失，及確定場地
清潔，方可完成歸還手續。 

6.使用本教室播放各式教學影片請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違法，則由借用人
負相關責任。 

7.借用人如遺失鑰匙，須全額負擔換鎖之費用。 

8.借用人不遵守本辦法者，本系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權利。 

9.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訂公告通知。 

10.本辦法經高福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健康促進專業教室(I412)使用管理規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管理目的 

為提供本系師生之良好學習場所，及維護專業教室與設備完整，特訂定此管理規範。 
 

二、場地申請及借用 

1. 本專業教室以本系在籍學員及師生上課及舉辦之相關活動為優先。 

2. 專業教室開放時間，配合上課節次使用。 

3. 非排課老師或學生應事先提出「借用申請表」，經確認後依規定使用。 

 

三、場地維護及歸還 

1. 教室內嚴禁飲食，垃圾請自行清理帶走。 

2. 下課時將桌椅、設備器材歸位。 

3. 關閉冷氣、電燈、投影機、電腦、麥克風、音響等各項設備。 

4. 因個人使用不當，設備器材若有遺失或損壞，應通知系辦，負擔賠償責任。 

5. 場地清潔復原與器材歸位後，勾選「專業教室歸還檢核表」，完成歸還程序。 

6. 借用人不遵守本規範時，本系得停止其1個月使用權利。 

7. 請詳閱以上規定，並確實遵守。若未遵守而致意外災害或賠償損失，請自行負責。 

8. 本辦法經高福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個案晤談專業教室(I412-1)使用管理規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使用目的 

（一）提供社會工作個案晤談演練。 

（二）提供導師、教師實施個別晤談或小團體晤談諮商、討論。 

（三）為善用空間資源，可供作為個案研討、生涯輔導、督導會議等用途。 

 

二、登記及使用 

（一）平時請事先向系辦提出申請，經確認後依規定使用。 

（二）臨時需用請先洽系辦確認無他人使用。 

（三）請老師親自或委託學生至系辦填寫「借用申請表」，借取鑰匙，使用完畢請鎖門並迅速歸還鑰匙。 

 

三、注意事項 

（一）請切實遵守本專業教室使用管理規範，愛惜設施設備。 

（二）使用者需共同維護專業教室之整潔，使用後請務必確認桌椅歸位，關閉冷氣、電燈等電器設備， 

請勿遺留垃圾或個人物品。 

（三）設備上標籤勿任意撕下，若有鬆脫請立即向管理老師反應。 

（四）因個人使用不當，造成設備器材遺失或損壞，應通知系辦及管理老師並確實反應及登記，按照規

定報失、照價賠償。 

（五）嚴禁停留或夜宿晤談專業教室，以確保師生之安全。 

（六）本室嚴禁吸煙、嚼檳榔及口香糖，並禁止攜帶任何危險之違禁品入內。 
（七）未依本規範要點使用及要求學生遵守規則，得暫停借用專業教室1個月。 

 

四、本辦法經高福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照顧服務員專業教室(I411)使用管理規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照顧服務員專業教室（以下簡稱本教室）以本系師生教學使用及本系學生練習照顧服務員

技術士術科考試練習為主。 

第二條  本教室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為原則（例行上課及教學需求例外）。 

第三條 本教室之借用請於事前填妥本教室使用申請單後，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經本系核准後始

得使用，申請模式有（優先順序）： 

一、高福系照顧服務員學科、技術既定課程，由授課教師於學期初提出申請，每次申請以一學

期課程上課時間為限；每次使用時由小老師或班代至本系系辦借用鑰匙及登記所需借用之

儀器設備，並督促同學使用結束後，清潔用物並歸位，完成點班場地復原及填妥本教室

「歸還檢核表」後始可離開。 

二、申請以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術科考試練習之本系學生，由借用人派代表提出申請並至本系系

辦借用鑰匙及登記所需借用之儀器設備，每次申請期間不得逾一日；借用人代表須督促同學

使用結束後，清潔用物並歸位、完成點班場地復原及填妥本教室「歸還檢核表」後始可離開。 

第四條 借用人須注意場地內外秩序、環境整潔及安全，嚴格禁止飲食，以及遵守教室內所有設備及

教材注意使用規範。於借用結束後，應立即清潔環境並回復原狀（包括協助檢查門、窗、冷

氣、風扇、電燈等設備是否關閉；地面、桌面等是否有垃圾；照顧服務員技術練習相關物品設

施設備是否已回復原狀），並填妥本教室「歸還檢核表」交回本系系辦始可離開。 

第五條 點班時若發現物品設備故障、毀損或遺失（包括電腦、網路、電燈、照顧服務員技術練習相關

物品設施設備等）請立即報告授課教師及本系系辦並追蹤；若查有毀損或遺失而未報告， 經

檢查時發現，則由最後使用者或該班或該借用人全體一同負擔賠償責任。使用實習耗材時， 請依

課程授課要求使用，避免浪費資源。 

第六條 借用人不遵守本辦法者，本系得停止其使用權利1個月。 

第七條 本辦法經高福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福系 

【I411 照顧服務員專業教室】借用申請表 
 

申請班級 申請日期 使用時間 申請人 

   
姓名： 

電話： 

申 請 用 途 管 理 人 

  

 

 
 

 
 

 

專業教室歸還檢核表 
 

1.冷氣、電燈 2.教室環境 3. 電腦、投影設備 4.物品歸位 

□冷氣皆已關閉。 □水槽是否乾淨。 □電腦是否關機。 □教室鑰匙歸還。 

□電燈皆已關閉。 □地板是否清潔。 □投影設備是否關閉。  

 □垃圾是否清除帶走。 □麥克風等影音設備  

 □桌面是否擦拭乾淨。 是否關閉。  

5.照顧服務員技術物品設備 申請人簽名 

□病床是否歸位。 □生命徵象設備是否 □CPR 假病人是否歸  

 

 

 

年 月 日

歸還時間： 

□輪椅是否歸位。 歸位。 位。 

□假病人是否歸位。 □管灌、餵藥物品是否 □CPR 假病人之電池 

□假病人之胃部是否 清潔且歸為完畢。 是否拔除。 

清潔。 □洗頭用具是否清潔 □會陰沖洗物品是否 

□梗塞假人是否歸位。 且歸為完畢。 清潔且歸為完畢。 

 
借用專業教室，請遵守學校相關單位之使用規定，妥善維護一切器材及設備，並保證
於結束後將使用場地整理乾淨且恢復原狀並記得關燈、關冷氣，於事後繳回教室鑰匙， 
場地借用期間之人身安全自行負責，若有違反規定除停止借用權利，並需負擔所有損害
賠償之責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膳食製備專業教室(I411-1)管理使用規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依據本系專業教室使用辦法，特訂定本規範，以妥善使用專業教室之設備，並使每間
教室充分發揮功能。 

2.登記使用專業教室 

(1)本專業教室使用時間，以學校上班(課)之時間為原則。 

(2)本專業教室之使用以每學期排定授課之班級(教師)為優先。 

(3)非排定授課班級(教師)應事先填寫借用申請表，經高福系辦同意後方可使用。 

(4)如同一時段有多位申請借用者，以申請時間先後順序安排使用序位。

3.借用專業教室鑰匙 

(1)排定授課之班級(教師)上課前至高福系辦借取鑰匙，下課後依本「專業教室歸還
檢核表」逐項確認檢核後，應立即歸還鑰匙。 

(2)非排定授課之班級(教師)上課前依據系辦同意後之借用申請表至高福系辦借取鑰匙， 
下課後依「專業教室歸還檢核表」逐項確認檢核後，應立即歸還鑰匙。 

(3)未經高福系辦同意，嚴禁私自取用鑰匙使用專業教室，違者得暫停借用專業教室1個
月。 

4.注意事項 

(1)禁止於專業教室內喧擾、丟棄垃圾，使用後應將教室打掃乾淨，並帶走所有垃圾。 

(2)嚴禁故意損毀或偷竊器具設備，嚴禁破壞教室內裝潢、器具、設備；儀器設備有損
毀或失竊時，責任歸屬人應負賠償之責任。 

(3)不得任意搬動或拆裝本專業教室之設備。 

(4)非經本專業教室負責教師同意，教室內所有器具設備不得外借。 

(5)違反上述事項者，高福系辦得依情節輕重，報請學校依相關校規懲處，並得追究必
要之法律責任。 

 
5.本辦法經高福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福系【I411-1 膳食製備專業教室】借用申請表 
 

申請班級 申請日期 使用時間 借用人 

   
姓名： 

 

電話： 

申 請 用 途 管 理 人 

  

 

 
 

 
專業教室歸還檢核表 

 

1.冷氣 2.電燈 3.水槽 4.冰箱 
□ 冷氣均已關閉。 □ 電燈均已關閉。 □ 水槽已清洗乾淨。 

□ 濾槽已拿出曬乾。 

□ 冰箱已淨空。 

5.桌面 6.烤箱、微波爐 7.物品歸位 借用人簽名 

□ 桌面已擦拭乾淨。 □插頭均已拔除。 

□設備均已歸位。 

□設備均已開門散 

熱、去味。 

□所有器具均已歸 

位。 

□教室內垃圾皆已清 

理乾淨及帶走。 

□教室鑰匙歸還。 

 

 

 

 

年 月 日

歸還時間： 

注意事項 

1.禁止於專業教室內喧擾、丟棄垃圾，使用後應將教室打掃乾淨，並帶走所有垃圾。 
2.嚴禁故意損毀或偷竊器具設備，嚴禁破壞教室內裝潢、器具、設備；儀器設備有損
毀或失竊時，責任歸屬人應負賠償之責任。 

3.不得任意搬動或拆裝本專業教室之設備。 

4.非經本專業教室負責教師同意，教室內所有器具設備不得外借。 
5.違反上述事項者，高福系辦得依情節輕重，報請學校依相關校規懲處，並得追究必
要之法律責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社會團體工作專業教室(I410)使用管理規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使用目的 

（一）提供社會團體工作課程及相關活動使用。 

（二）提供團體督導會議、座談會及其他課程使用。

二、登記及使用 

（一）本專業教室之使用以本系在籍學員及師生舉辦之相關團體活動為優先。 

（二）專業教室開放時間，配合上課節次使用，由系辦人員協助開門。使用完畢，請通知系辦人員檢查

及鎖門。 

（三）非專業教室排定授課教師應事先提出申請，經確認後依規定使用。 

（四）非排定課程之外借用專業教室鑰匙，使用前請老師委託教學助理或學生至系辦填寫專業教室鑰

匙使用登記簿，借取鑰匙及專業教室使用登記簿，使用完畢請鎖門並迅速歸還鑰匙。 

三、注意事項 

（一） 請切實遵守本專業教室使用管理規範，愛惜設施設備。 

（二）使用者需共同維護專業教室之整潔，使用後請務必將教室桌椅歸位，關閉冷氣、電燈、投影機、

電腦、麥克風、音響等電器設備，請勿遺留垃圾或個人物品。 

（三） 借用之教學設備請按時歸還。 

（四） 設備上標籤勿任意撕下，若有鬆脫請立即向管理老師反應。 

（五） 因個人使用不當，造成設備器材遺失或損壞，應通知系辦及管理老師並確實反應及登記，按

照規定報失、照價賠償。 

（六）未依本規範及要求學生遵守規則，得暫停借用專業教室1個月。 

四、本辦法經高福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