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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09 年度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 

壹、客房營運項目 

一、客房價格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每間/每晚） 

房型 定價 
公務員（含退休公務

員）及眷屬 

公務機關、龍坡里里民、 

其他教育訓練及會議團體 

標準單人房 3,100 1,630 1,950 

標準雙人房 4,200 
住 1 人 2,050 

住 2 人 2,310 

住 1 人 2,350 

住 2 人 2,600 

豪華套房 6,400 

住 1 人 2,720/平日 

住 2 人 2,930/平日 

住 1 人 2,820/假日 

住 2 人 3,030/假日 

住 1 人 3,220 

住 2 人 3,420 

尊爵套房 17,600 

住 1 人 6,400/平日 

住 2 人 6,600/平日 

住 1 人 6,650/假日 

住 2 人 6,850/假日 

住 1 人 7,400 

住 2 人 7,600 

備註 

1、 以上價格含早餐、稅及服務費。 

2、 提供客房網路免費使用。 

3、 住宿期間房客本人可免費使用健身房、桌球、撞球、室內溫水游泳池、   

 免費停車。非房客本人使用上述休閒設施，則依休閒中心定價收費。 

4、 住客機場接送機服務請另洽 1 樓住宿櫃台。 

5、 自行車展、電腦及科技等相關會展期間（每年會展時間依公告日期而

定），費率如下： 

（1）公務員及眷屬依上述表列價格實施，不變動。 

（2）公務機關、龍坡里里民及其他教育訓練或會議團體： 

A.標準單人房： 2,200 元。 

B.標準雙人房：2,700 元 

C.豪華套房： 3,750 元。 

 

項目 定價 109 年定價（每間/每晚） 

愛心房 6,400 2,920 

備註 

1、 服務對象：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 以上價格含早餐、稅及服務費，不分平日或例假日。 

3、 提供客房網路免費使用。 

4、 住宿期間可免費使用健身房、桌球、撞球、室內溫水游泳池、免費停車。

非房客本人使用上述休閒設施，則依休閒中心定價收費。 

5、 住客機場接送機服務請另洽 1 樓住宿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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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一泊二食優惠專案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一泊二食定價（每間/每晚） 備註 

標準單人房 2,000 
1、以上價格含稅、服務費及客房網路。 

2、含早餐及晚餐各 1 客。 

豪華套房 
3,700/平日 

3,840/假日 

1、以上價格含稅、服務費及客房網路。 

2、含早餐及晚餐各 2 客。 

3、假日係指每週五及週六、放假之紀念日及民

俗節日之前一天。 

（一）實施期間：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註：此優惠專案不適用於農曆除夕夜至初四之午餐與晚餐、母親節前一天及母親節當天之 

午餐與晚餐、父親節之午餐與晚餐、西洋情人節晚餐、七夕情人節晚餐、萬聖節晚餐、 

感恩節晚餐、聖誕夜晚餐、聖誕節午餐與晚餐、跨年夜晚餐及元旦除夕之午餐與晚餐） 

（二）優惠對象：公教人員（含退休）及其眷屬，入住時需出示相關身分證明。 

（三）住宿期間可免費使用健身房、桌球、撞球、室內溫水游泳池、網路、免費停車。非房 

      客本人使用上述休閒設施，則依休閒中心定價收費。 

（四）入住時相關身分證明如下: 

（1）公教人員：服務機關識別證正本。 

（2）退休公教人員：退休證正本。 

（3）公教人員眷屬（限配偶、父母或子女）：公教人員眷屬服務機關識別證影本及住

宿眷屬本人之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4）退休公教人員眷屬：退休公教人員機關之退休證影本及住宿眷屬本人之身分證或 

戶口名簿影本。 

 

三、客房電話收費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市內及國內長途電話 3/每分鐘 

國際電話 收費依地點而定 

 

四、3F 商務中心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服務內容 109 年定價 

商務會議室 1,000/小時 

傳真 

1、接收傳真服務： 

(1) 5 張以內免費； 

(2) 6 張以上，3/每張。 

2、發送傳真收費如下： 

(1) 市內傳真：15/每張。 

(2) 外縣市傳真：30/每張。 

(3) 國外傳真：亞洲地區 100/每張，其餘地區 150/每張。 

影印 A4（黑白） 4/每張、A3（黑白） 5/每張。 

列印 A4（黑白）7/每張、A4（彩色） 23/每張。 

電腦使用 

1、提供人力學院之在班講座、學員及員工免費使用。 

2、提供其他使用者每天一次半小時免費使用。餘者每小時 50 元計費，未滿 1 小 

時者仍以 1 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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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B1 休閒中心營運項目 

一、游泳池營運項目 

  （一）單次票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大人 

週一至週五 350/次 

週末與例假日 400/次 

優待票（含在學學生、兒童及 1 歲以上

幼兒，未滿 1 歲幼兒免費） 

週一至週五 300/次 

週末與例假日 350/次 

 

  （二）優惠證票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使用說明 

10 次優惠證 

（優惠期限 2 個月） 

3,000 

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 

優惠證逾期須補足單次票價之金額。 30 次優惠證 

（優惠期限 4 個月） 

7,500 

 

  （三）長期泳證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有效期限 實施規則 109 年定價 

1 年游泳證 

（含健身房清潔費） 
1 年 

辦理泳證請備 2 張照片，現

場核對身分證，填妥同意

書，泳證限本人使用。 

40,000 

1 年游泳證 1 年 35,000 

半年游泳證 6 個月 19,000 

單季游泳證 3 個月 11,000 

單月游泳證 1 個月 5,000 

   【註】每週一下午 1 時 45 分至下午 3 時為清潔維護時段，暫停開放使用游泳池、 

按摩池及男、女更衣室。 

  

  （四）房客本人攜帶親友使用游泳池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大人 

不分平假日 

200/人次 

優待票（含在學學生、兒童及 1 歲以上

幼兒，未滿 1 歲幼兒免費） 
150/人次 

  【註】於本會館住宿房客，1 張房卡限 1 位房客免費使用，房客本人攜帶親友（限至多 4 位）同

行  

     使用游泳池，不分平假日每次/每人需付清潔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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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身房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1 年、半年、季、月 

泳證 

有效票期時間內使用健身房者 50/每次 

請假期間使用健身房者 100/每次 

過期或過優惠期 200/每次 

持 10 次及 30 次 

游泳優惠證 

泳客本人當日同時使用健身房者 50/每次 

優惠期間內使用健身房者 100/每次 

1 年健身證 1 年 20,000 

半年健身證 6 個月 15,000 

單季健身證 3 個月 9,500 

單月健身證 1 個月 3,300 

單次健身票 當日票 200 

房客攜帶親友 同行者清潔費（限至多 4 位） 100/每人次 

 【註】於本會館住宿房客，1 張房卡限 1 位房客免費使用，房客本人攜帶親友（限至多 4 位）同

行  

     使用健身房，不分平假日每次/每人需付清潔費。 

 三、其他營業項目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桌球 

半小時 100 

10 小時優惠證 1,400 

30 小時優惠證 4,000 

撞球 

半小時 100 

10 小時優惠證 1,800 

30 小時優惠證 4,800 

游泳教學 

ㄧ對ㄧ教學/每期 10 小時 10,000 

ㄧ對二教學/每期 10 小時 16,000 

ㄧ對ㄧ教學/每小時 1,100 

體適能 

教學 

ㄧ對ㄧ教學/2 小時 3,000 

ㄧ對ㄧ教學/5 小時 7,000 

ㄧ對ㄧ教學/10 小時 13,000 

其他 

使用健身房加租小毛巾每條清潔費 20 

使用游泳池加租大毛巾每條清潔費 50 

使用桌球/撞球需盥洗者，每位（毛巾另計） 50 

泳客租用置物櫃/每月 300 

泳客租用置物櫃/每年 3,000 

   【註】（一）使用逾期之桌球及撞球優惠證需補足當次票價之金額。 

   1.使用桌球 10 小時優惠證，逾期者每半小時需補 30 元。 

   2.使用桌球 30 小時優惠證，逾期者每半小時需補 34 元。 

   3.使用撞球 10 小時優惠證，逾期者每半小時需補 10 元。 

   4.使用撞球 30 小時優惠證，逾期者每半小時需補 20 元。 

        （二）每間客房使用桌球或撞球設施，同時段限使用一項，每項次以 1 小時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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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營運項目 

一、場租價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教室名稱 

最高座位數（位） 109 年定價 

教室型 
U 型/ 

分組型 

每個時段（8:30-12:00、

13:30-17:00 或 18:30-21:30） 

全天時段 

8:30-17:00 

   1F 101 室 階梯教室 41 × 7,600 15,200 

1F 103 室 階梯戲院 78 × 8,300 16,600 

2F 201 室 30 30 6,000 12,000 

2F 202 室 30 30 6,000 12,000 

2F 203 室 48 48 7,900 15,800 

2F 204 室 30 30 6,000 12,000 

2F 205 室 30 30 6,000 12,000 

3F 303 室 × 固定 U 型 40 7,800 15,600 

3F 304 室 30 30 6,000 12,000 

3F 305 室 30 30 6,000 12,000 

4F 401 室 30 30 6,000 12,000 

4F 402 室 30 30 6,000 12,000 

4F 403 室 30 30 8,500 17,000 

4F 404 室 30 30 6,000 12,000 

4F 405 室 30 30 6,000 12,000 

1F 前瞻廳 階梯教室 213 × 39,000 78,000 

2F 卓越堂 

第 1 樓層 
階梯戲院 455 × 46,000 92,000 

2F 卓越堂全場 階梯戲院 715 × 49,000 98,000 

14F 貴賓廳 100 81 18,000 36,000 

教室提供: 2 支麥克風、電動螢幕、DVD Player、報到桌、飲用水、白板。 

【註】1.場地布置及相關使用規定請詳見「會議場地使用須知」。 

2.前瞻廳與卓越堂無白板提供。 

3.卓越堂提供基本場燈與音響，特殊燈光音響需由客方自備，並請自備發電機。 

  發電機需於當日 7:30 前或 19:00 後，置放於指定位置。 

4.卓越堂舞臺若有大型佈置，請自備地毯墊於舞臺上，以免刮傷櫸木地板。 

附註： 

1. 3 樓與 4 樓教室可承租時間：週一至週五 18:30-21:30。 

                            週六及週日 8:30-12:00、13:30-17:00 及 18:30-21:30。 

2. 公務機關場租可享定價 8 折優待（含單槍投影機免費使用，筆電需自備）。 

3. 各項會議與宴會禁止攜帶食品、飲料（如茶包或咖啡包）等外食。 

4. 卓越堂與前瞻廳佈置費用按定價收費；若佈置當天逾 22:00，則每小時加收 8,000 元（未足 1 小
時，需以 1 小時計，至翌日 7:00am）。 

5. 會議室提供桌椅數量以價目表所列最高座位數為限；若需追加桌子（150 公分 x60 公分或 183

公分 x70 公分）每張收費 100 元。椅子每張 50 元（追加之桌椅需視會議當天所能提供數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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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器材價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器材項目 109 年定價 

額外麥克風（每支/每天，不需外加主機），僅限 103 室、203 室、14F 貴賓廳、 

2F 卓越堂 
300 

單槍投影機/每部/半天時段（1F 前瞻廳及 2F 卓越堂） 4,000 

單槍投影機/每部/全天時段（1F 前瞻廳及 2F 卓越堂） 5,000 

單槍投影機/每部/半天時段（14F 貴賓廳） 3,000 

單槍投影機/每部/全天時段（14F 貴賓廳） 4,000 

單槍投影機/每部/半天時段（教學棟 1F~4F） 2,500 

單槍投影機/每部/全天時段（教學棟 1F~4F） 3,000 

無線上網/每天（2F 201 室、202 室、204 室、205 室、3F 304 室、305 室、4F 

401 室、402 室、404 室、405 室） 
400 

無線上網/每天（1F 101 室、103 室、2F 203 室、4F 403 室） 700 

無線上網/每天（14F 貴賓廳） 1,200 

無線上網/每天（1F 前瞻廳） 2,000 

無線上網/每天（2F 卓越堂第 1 樓層） 3,000 

無線上網/每天（2F 卓越堂全場） 4,000 

卓越堂反射板（全天） 15,000 

前瞻廳同步翻譯設備出租【提供 2 種語言】 

翻譯間（含翻譯機 2 部）（每間/每天）  6,000 

每多一種語言，需再加訂翻譯間一間（內含翻譯機 2 部）（每間/每天） 6,000 

紅外線同步口譯設備系統:主機【發射機 1 部、紅外線發射器 2 部】、技術服務費

【工程師與耳機發放服務員】（每次/每天） 
15,000 

紅外線接收耳機 1~100 付（每付/每天） 200 

101 付以上（每付/每天） 160 

【註】客方不得自備前瞻廳同步翻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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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棟會議專案                                      單位:新臺幣（元） 

會議人數（位） 適用教室 109 年定價（每位/每天） 

10-14 2F 201/202/204/205 1,290 

15-19 2F 201/202/204/205 1,155 

20-24 2F 201/202/204/205 1,050 

25-29 2F 201/202/204/205 995 

30-34 1F 101/103、2F 203 970 

35-48 1F 101/103、2F 203 955 

專案內含以下項目： 

1、當天會議場租（8:30-17:00） 

2、提供兩次茶點（咖啡/茶+點心） 

3、午餐乙客 （自助餐、西式套餐或合菜，依會館用餐場地情形安排） 

4、器材提供：2 支麥克風、電動螢幕、DVD Player、白板、接待桌、飲用水 

5、免費優待停車券部分： 

*每位 1,290 元，共提供 40 小時。 

*每位 1,155 元，共提供 60 小時。 

*每位 1,050 元，共提供 80 小時。 

*每位 995 元，共提供 100 小時。 

*每位 970 元，共提供 110 小時。 

*每位 955 元，共提供 120 小時。 

 （超過免費優待部分，由客方自費） 

【註】公務機關可依活動預算，另行規劃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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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4F 貴賓廳會議專案                                    單位:新臺幣（元） 

會議人數（位） 109 年定價（每位/每天） 

60-69 1,010 

70-79 965 

80-89 915 

90 以上 860 

專案內含以下項目： 

1、當天會議場租（8:30-17:00） 

2、提供兩次茶點（咖啡/茶+點心） 

3、午餐乙客（自助餐、西式套餐或合菜依會館用餐場地情形安排）。 

4、器材提供：電動螢幕、2 支麥克風、飲用水、DVD Player、接待桌、白板。 

5、免費優待停車部分： 

*每位 1,010 元，共提供 140 小時。 

*每位 965 元，共提供 150 小時。 

*每位 915 元，共提供 160 小時。 

*每位 860 元，共提供 170 小時。 

 （超過免費優待部分，由客方自費） 

【註】公務機關可依活動預算，另行規劃專案。 

 五、住宿/會議專案                                            單位:新臺幣（元） 

會議人數（位） 適用教室 109 年定價（每位） 

15-19 2F 201/202/204/205 3,220 

20-24 2F 201/202/204/205 3,170 

25-29 2F 201/202/204/205 3,120 

30-34 1F 101/103、2F 203 3,080 

30-48 1F 101/103、2F 203 3,030 

專案內含以下項目: 

1、兩個時段的會議場租 （8:30-12:00 與 13:30-17:00）。 

2、提供兩次茶點（咖啡/茶+點心）。 

3、午餐與晚餐各乙客 （自助餐、西式套餐或合菜，依會館用餐場地情形安排）。 

4、標準單人房住宿乙晚。 

   登記住宿為當天 15:00 以後，退房時間為隔天中午 12:00 前。 

5、自助早餐乙客。 

6、器材提供：2 麥克風、白板、電動螢幕、DVD Player、接待桌、飲用水。 

*住宿期間，房客憑房卡可免費使用健身房、桌球、撞球、室內溫水游泳池。 

*免費優待停車時間為第一天會議開始前 2 小時，至第二天會議結束後的 2 小時以內為限， 

超過部分需由客方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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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餐廳營運項目 

 一、1F恬園自助餐                                               

 （一）一般期間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早餐 午餐、晚餐 

週一至週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及例假日 

大人（每位） 250+10% 470+10％ 550+10％ 

兒童（每位）（6~12歲） 130+10% 280+10％ 340+10％ 

幼兒（每位）（ 5 歲以

下） 
100+10% 100+10％ 100+10％ 

西式套餐  360+10%起 360+10%起 

西式簡餐  250+10%起 250+10%起 

【註】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使用自助餐，一張服務證可優惠 10 位免一成服務費 

（不含下列特殊節慶日）。 

  （二）假日下午茶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假日下午茶每週六及週日 14:30-17:00 

（農曆除夕夜至初四不提供） 

（1）大人每位 400+10% 

（2）兒童每位 24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註】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使用自助餐，一張服務證可優惠 10 位免一成服務費 

（不含下列特殊節慶日）。 

  （三）特殊節慶活動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農曆除夕夜 

（1）大人每位 940+10% 

（2）兒童每位 52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農曆春節初二 

（1）大人每位 870+10% 

（2）兒童每位 46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農曆春節初一、初三至初五午餐與晚餐 

（1）大人每位 680+10% 

（2）兒童每位 400+10% 

（3）幼兒每位 100+10% 

尾牙暨春酒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包廳，需保證 180 位以上）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1.母親節前一天及母親節當天午餐與晚餐 

2.父親節午餐與晚餐 

（1）大人每位 670+10% 

（2）兒童每位 41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謝師宴活動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包廳，需保證 180 位以上）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西洋情人節晚餐、七夕情人節晚餐、萬聖節晚

餐、感恩節晚餐、平安夜晚餐、聖誕節午餐及

晚餐、跨年夜（12/31）晚餐及元旦午餐與晚餐 

（1）大人每位 600+10% 

（2）兒童每位 400+10% 

（3）幼兒每位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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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B1 風尚咖啡、交誼廳及 KTV                                        

  （一） 一般期間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飲料 120+10%起 

中式料理單點 
每道菜消費自 280+10%起 

特定簡式套餐 225+10%起 

【註】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使用中式料理單點或簡式套餐，一張服務證可優惠 10 位 

      免一成服務費（不含下列特殊節慶日）。 

 

  （二）特殊節慶活動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農曆除夕夜至初四午餐與晚餐 
(1) 中式桌菜（8~10 人）13,500+10%起 

(2) 中式桌菜（4~5 人）7,000+10%起 

尾牙暨春酒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包廳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母親節前一天及母親節當天午餐與晚

餐、父親節午餐與晚餐、萬聖節與感

恩節晚餐 

中式桌菜 12,000+10%起 

謝師宴活動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包廳，需保證 50 位以上）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三）KTV 營業項目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週一至週五 660/每小時 

週五及例假日前夕 18:00 之後 880/每小時 

週六、日及例假日 880/每小時 

使用桌菜，可免費歡唱 3 小時 8,200+10%起 

KTV 特殊節慶活動餐價，農曆除夕夜

至初四午、晚餐 

(1) 中式桌菜（8~10 人）13,500+10%起 

(2) 中式桌菜（4~5 人）7,000+1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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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餐飲營運價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餐飲項目 109 年定價 

自助午晚餐（獨立開廳，需保證 50 客以上） 625+10%起 

喜宴自助餐（獨立開廳，需保證 50 客以上） 1,000+10%起 

站立式自助餐（限前瞻廳與卓越堂外圍走廊，且需保證 100 客以上） 360+10%起 

桌菜（每桌 10 位），壽宴、一般宴會、彌月皆適用 8,200+10%起 

喜宴桌菜（每桌 10 位），週一至週五  10,000+10%起 

喜宴桌菜（每桌 10 位），週末及例假日  12,000+10%起 

公務人員喜宴專案（每桌 10 位），週一至週五 9,999 起 

公務人員喜宴專案（每桌 10 位），週末及例假日 11,999 起 

會議專用午餐合菜（每桌 10 位） 3,700+10%起 

餐盒（每個） 150+10%起 

會議專用單點咖啡或紅茶（每杯） 單一口味需訂購 10 杯以上 60+10% 

會議專用點心，每份點心，5 種組合中任選一種： 

（1）1 塊蛋糕+1 塊三明治 

（2）2 塊蛋糕+1 塊鹹點 

（3）1 塊鹹點+1 個麵包或三明治 

（4）2 塊蛋糕+2 片水果 

（5）2 塊蛋糕+3 片餅乾 

80+10% 

會議專用熱咖啡（每桶 100 杯）  4,600+10% 

會議專用冰咖啡（每桶 100 杯）  4,600+10% 

會議專用熱紅茶（每桶 100 杯） 4,200+10% 

會議專用冰紅茶（每桶 100 杯） 4,200+10% 

會議專用咖啡或紅茶+點心，每份點心，5 種組合中任選一種： 

（1）1 塊蛋糕+1 塊三明治 

（2）2 塊蛋糕+1 塊鹹點 

（3）1 塊鹹點+1 個麵包或三明治 

（4）2 塊蛋糕+2 片水果 

（5）2 塊蛋糕+3 片餅乾 

120+10% 

Open Bar（設置時間 1 小時內）最低消費 3,800+10%起 

Punch 潘趣酒（含酒精，每缸約 30 杯） 2,250+10% 

Punch 潘趣酒（無酒精，每缸約 30 杯） 1,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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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停車場營運項目 

 停車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停車月票 109 年收費標準（每小時） 

全日 PM10:00～AM8:00 AM8:00~PM10:00 PM10:00～AM8:00 

小型車輛 6,500 6,000 40 20 

 【註】1.停車第 1 小時，未滿 1 小時仍以 1 小時計，第 2 小時起以半小時計價。 

 2.全日月票以每月第 1 日零時起，至最後 1 日 24 時止計，逾時作廢。 

 3.月租停車，本會館不保留特定車位。 

 4.停車代幣消磁後，需於 15 分鐘內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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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會議場地租借使用須知 

壹、會議場地保留與確認流程： 

一、會議場地自保留日起一週內勘察場地並預付訂金，否則視同承租者未完成預訂之程序，

放棄保留該場地，本會館有權將場地轉租於他人。 

二、大型表演請填寫回傳「租用會議場地展示佈置安全事項聲明書」，並附活動企劃書一

份。  

三、繳交訂金相關規則如下：  

    （一）訂金支付金額為全部場租之 20%。  

    （二）已支付訂金，若因故必須取消會議，改期視同取消： 

1、會議舉行當天若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且臺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及停止上課，當天

會議若取消或改期，已繳交之訂金可保留日後使用或全額予以退回。 

2、若其他因素取消或改期（含場佈日）： 

（1）若於會議舉行日前 3 個月通知者，已付之訂金可全額退還。 

（2）若於會議舉行日前 2 個月通知者，已付之訂金可退還全額 70%。 

（3）若於會議舉行日前 1 個月通知者，已付之訂金可退還全額 30%。 

（4）若於會議舉行日 1 個月內（含會議舉行日）通知者，則本會館將全額沒收已付之

訂金。 

四、承租者之活動因故取消、改期、異動內容或縮減原承租之範圍，應立即以書面

通知本會館業務人員，否則將以原租賃內容，履行場租給付之義務。  

貳、會場使用規定：  

   一、會議所需要之任何餐飲限由本會館提供，不可攜帶外食（含咖啡包或茶包等）。 

   二、嚴禁攜帶違禁品、易燃物、易爆炸物等危險物品進入本會館。  

   三、請自行保管個人之物品，本會館恕不負責任何保管及賠償責任。  

   四、會議舉行日若需佈置文宣海報等，需事先提出申請，並經本會館同意後方可  

       張貼。本會館除已規劃之地點外，嚴禁於任何區域之牆面進行黏、貼、釘、  

       掛或放置任何佈置物等。若有任意張貼或佈置等，本會館有權將其撤除，若  

       於撤除時不慎毀傷，本會館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五、有關會議海報等文宣物放置區域，為維護大樓整體觀瞻並有效管理文宣廣告物，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本注意事項所稱文宣品係指海報、摺頁簡介及書面文宣、其他廣 

告物。 

   （一）設置範圍： 

   1、海報張貼地點：設置位置詳「文宣布置物規劃表」（如附件）。 

   2、摺頁簡介及書面文宣放置地點： 

   （1）人力學院 1 樓櫃檯、4 樓圖書館櫃檯、休閒中心櫃檯及各樓層餐飲區。 

   （2）教學棟各樓層走廊指定地點。 

  （二）其他廣告物（布條、旗幟、人型立牌等）：設置位置詳「文宣布置物規劃表」 

  （如附件）。 

  （三）申請文宣品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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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關政府單位政令宣導或屬公益性質者，得申請並經人力學院授權單位同意    

               後，張貼海報或放置文宣品。 

   2、屬人力學院辦理（含合辦、協辦、委辦、租借場地）活動性質者，得申請並   

      經人力學院授權單位同意後，張貼海報或放置文宣品。 

   3、本項申請文宣品內容若含有民間贊助廠商之不當廣告文字或圖樣，為避免過  

     度商業化之爭議、而有違服務大眾之公共利益目的時，得不予受理申請。 

 （四）申請程序： 

      1、申請單位應於預定場地後向本會館申請，並於預定開始張貼及放置日之 7 個 

      工作天前，檢附宣傳品、海報樣張或設置計畫。 

            2、同意張貼之海報應經本會館授權單位蓋章註明張貼期限後，始得張貼。 

 （五）申請設置於本會館之廣告物，應符合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並應於設置期限截止時復原場地。 

 （六）有關本注意事項所指授權單位為人力學院綜合規劃組及福華國際文教會館業務部。 

六、承租者應於當天會議結束 30 分鐘內清理會場所有佈置物完畢。若逾期限，視同

承租者放棄佈置物，本會館有權丟棄並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七、嚴禁使用任何特效物品，例如：爆竹、爆點（破）、碎彩紙、粉末狀物品、  

噴膠、煙霧、煙火等。  

  八、禁止任何活動於本會館租用場地範圍外散發宣傳品及進行促銷之活動。  

  九、租用本會館之前瞻廳及卓越堂，未經本會館現場工程人員許可，嚴禁自行  

操控任何設備，若造成毀損，承租者需照價賠償。  

  十、承租者及其承包商應自視需求投保相關保險，任何施工或活動進行中所造成財

物損失及人員傷亡或不當影響等其他後果，概由承租者負責。  

  十一、本會館除指定之地點得吸煙外，全面禁止吸煙、嚼食檳榔及舉行違反善  

良風俗之活動。  

  十二、會議期間承租者佈置之展覽品與相關設施請承租者妥善管理維護，本會館不負任 

          何保管維護之責。 

參、若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合者，本會館得視情節輕重要求承租者改善或停止活

動，且已繳交之場地費用概不退還。   

肆、場租等相關費用應於會議結束當天全額繳清。公務機關得以先簽單於活動結束後

匯款。  

伍、與會人員不得將自行車及機車恣意停放於人力學院周邊人行道，以避免有阻礙行人通行 

    之情形發生。自行車及機車建議可停放位於辛亥路上之機車停車格內。 

陸、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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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文宣品張貼設置申請表 

                                                                                                                                                                                                                                                                                                                                                              

文宣布置物規劃表 

 

 

 

 

 

 

 

 

 

 

申請單位 
 

承辦人 
 

聯絡電話 
 

文宣品種類及名稱 
 

文宣品數量 
 

文宣品性質 

□ 政府單位政令宣導  

□ 國際學術研討會 

□ 人力學院辦理（含合辦、委辦、協辦、租借場地）活動 

□ 公益性質活動 

張貼設置期間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 

張貼設置地點 
 

備註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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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地點 布置物說明 申請使用對象 備註 

1 集會棟外牆 旗幟及輕鋼架等精神

堡壘布置物。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紅布條尺寸建

議 500 公分 X55

公分 

*海報採浮貼直

立式，尺寸建議

60 公分 X45 公

分 

*人型立牌直立

式尺寸建議 150

公分 X60 公分 

*旗幟尺寸建

議：直立式 150

公分 x60 公分。

旗桿及旗座需

由客方自備，放

置戶外之旗座

需為實心底盤

之旗座，並不得

影響車輛或行

人之動線。 

*接待桌尺寸 

180 公分 X70 公

分 

 

2 1F 大門口 

（靠近集會棟側） 

限懸掛紅布條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3 1F 大門口  限懸掛紅布條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4 1F 大門口 

（靠近住宿棟側） 

限懸掛紅布條 使用對象限貴賓廳 

5 1F 集會棟風除門

內（靠新生南路側） 

限旗幟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6 1F 集會棟風除門

內（靠中庭花圃） 

限旗幟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7 1F 大門口 

（花圃前） 

旗幟及輕鋼架等精神

堡壘布置物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8 1F 大門口（花圃前

靠近住宿棟側） 

限旗幟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9 1F 前瞻廳入口之

牆面 

海報或人型立牌，不

擋住現有之藝術品 

前瞻廳及卓越堂可同時使用，惟擺放

物只能選海報或人型立牌 1 種 

10 1F 集會棟手電扶

梯柱子 

旗幟、海報及人型立

牌 

使用對象限卓越堂 

11 前瞻廳 1F 大理石

牆面  

卓越堂 2F~4F之大

理石牆面 

海報及人型立牌 前瞻廳限租前瞻廳者 

卓越堂限租卓越堂者 

12 1F集會棟往 101教

室之防火門出入口 

海報及人型立牌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103 教室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101 教室 

13 1F集會棟往 101教

室之柱子（教學棟

樓梯對面） 

海報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103 教室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101 教室 

14 1F 101 教室前面 海報 使用對象限 101 教室 

15 1F 103 教室前面 海報 使用對象限 103 教室 

16 2F 及 3F 教學棟往

住宿棟之空橋 

海報及人型立牌 2F：第 1 優先使用對象：悅香軒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3F：第 1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商務中心討

論室 

17 住宿棟 1F 至 2F 餐

廳門口、3F 商務中

心門口 

海報架及人型立牌 1F 使用對象限恬園餐廳 

2F 使用對象限悅香軒 

3F 使用對象限商務中心之討論室 

 

18 1F、2F 及 B1~B3

各樓層之梯廳 

海報 1F:第 1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廳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恬園餐廳 

2F:第 1 優先使用對象:悅香軒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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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地點 布置物說明 申請使用對象 備註 

B1:第 1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KTV 

B2、B3：第 1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 前瞻廳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 卓越堂 

19 1F、2F 及 B1~B3

靠近 5 號電梯外面

之牆面 

海報 1F: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4 優先使用對象：恬園 

2F: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悅香軒 

2F 卓越堂及悅香軒可同時使用 

B1:第 1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KTV 

B2、B3：第 1 優先使用對象:卓越堂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前瞻廳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20 1F 大廳（上階梯後

之第 1、2 柱之間） 

海報、人型立牌及接

待桌 

使用對象限以辦理研討會或參訪之

政府機關 

 

21 住宿棟 1F 風除門 海報及人型立牌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貴賓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悅香軒 

第 3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廳 

第 4 優先使用對象：恬園  

22 住宿棟 B1 樓梯出

口處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KTV 

23 住宿棟 B1 廚房門

口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KTV 

24 B1 交誼 A 廳門口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使用對象限交誼 A 廳 

25 B1 交誼 B 廳帷幕

玻璃前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第 1 優先使用對象:交誼 B 廳 

第 2 優先使用對象:KTV 

26 B1 交誼 B 廳門口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使用對象限交誼 B 廳 

27 B1 KTV B 廳門口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使用對象限 KTV B 廳 

28 B1 KTV A 廳門口 限海報及人型立牌 使用對象限 KTV A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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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文宣布置物 放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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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樓文宣布置物 放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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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租用會議場地展示佈置安全事項聲明書 

親愛的客戶 您好： 

謝謝  您承租本會館會議場地，為了讓  您本次舉辦的活動美滿完善，並確保公共安全，以下事項

務必請您配合！並請轉告承攬之包商為禱！ 

1、 使用電梯搬運貨物時，請事先加設保護防墊，以避免損壞。 

2、 佈置卓越堂舞臺，請事先鋪設地毯，勿直接接觸櫸木地板，以避免外力損壞。 

3、 若有特殊燈光/音響之佈置，承租單位應於簽訂合約前，告知本會館相關人員。 

   並請自備發電機，發電機需於當日 7:30 前或 19:00 後，置放於指定位置。 

4、 於本會館內或外，請勿私自張貼海報、釘掛廣告物；前瞻廳與卓越堂會場內之牆面嚴禁任何 

   張貼。佈置物請放置於指定地點。若另需張貼海報，請先知會工作人員。嚴禁使用雙面膠或 

   泡綿膠。 

5、 請於簽訂合約前，就彩排或表演進行內容，與本會館相關人員溝通協調安排。如需噴乾冰， 

   請事先告知現場工程人員，以免誤觸警報系統。嚴禁使用亮粉、煙火、紙片、拉炮、彩帶或 

   具爆破性質之危險道具。 

6、 施工人員請穿著合適服裝，勿穿拖鞋、背心或打赤膊、赤腳。嚴禁於場內吸煙、嚼食口香糖 

   與檳榔。 

7、 會場之器材設備，未經允許，請勿自行操控。 

8、 表演及會議進行時，主辦單位應事先做好安全事宜，以避免意外發生。 

9、 場休息或茶點時間，請告知來賓降低音量，避免影響其他會議之進行。 

10、 使用場地時，請注意個人隨身物品，本會館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11、 會場內嚴禁攜帶任何飲食。 

12、 其他事項： 

(1) 本會館嚴禁攜帶外食，若有餐飲需求，請事先通知相關人員，以利安排。 

(2) 承租者若有損壞會館之器材、設施等，需依價賠償。 

(3) 承租者若有未符合於上述內容且未經協調之事宜發生時，本會館將保有終止該行為或停止

該物品之使用的權利。 

(4) 卓越堂 2F～5F 之走廊，若因承租者不當使用，造成地毯污損，需酌收清潔費（每一單樓

層   

  為 8,000 元）。 

以上若有未盡周詳之處，依本會館當日現場工作人員作業為準。 

承租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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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室內溫水游泳池使用規定 

歡迎蒞臨本會館游泳池，祝您有個愉快的健康體驗。為維護您自身及他人的安全、舒適，本泳池依

據「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消費者保護法第 2 章第 7 條」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 3 條及第 51 條」訂定本規定，敬請共同遵守： 

一、 開放時間為 06：00~22：00，最後進場時間為 21：30。但每日 06:00~8:00、12:00~13:30 及

16:30~18:30 優先保留提供人力學院在班講座、學員及員工使用。另每週一 13：45~15：00

為清潔時段，游泳池、按摩池及男、女更衣室暫停開放使用。 

二、 本游泳池長 25M 寬 11M 前後兩端深 1.2M 中間深 1.4M，水溫常年維持 28℃~30℃，按摩池

水溫 38℃~40℃。游泳池最大容納使用人數為 30 人、按摩池 8 人。 

三、 開放對象，以具有基本游泳能力者為原則，未具備者建議先報名參加游泳課程。年齡 70 歲

以上之年長者、行動不便或身心障礙者，須由具水中照顧能力之購票者陪同方可入池，如健

康檢查正常無疾病者，自認為無須他人陪伴者，須立切結書方可入池，並小心自身安全。未

滿 12 歲兒童，須由家長或專人全程隨身陪同照顧保護方可入池；未滿 3 歲兒童，除有專用

防水泳褲外，禁止入池。一歲以下可免費使用。 

四、 凡患有腦、心血管、肺部疾病、癲癇症、精神異常、眼疾、皮膚病、傳染性疾病以及法定或

醫師認定禁止游泳者，不得申請購票並禁止入池。如有不適於運動之疾病，請協詢醫師同意，

若具醫生指定許可診斷證明書，應主動告知救生員特別留意。另建議運動前定期健康檢查，

諮詢醫師意見。若在使用過程中，身體有感覺頭暈、胸悶、胸痛等任何不適症狀，應請立即

通知救生員或服務人員；如發生意外時，請大聲呼救，並迅速通知救生員救助。另在男、女

淋浴間及廁所走道備有緊急求救按鈕。 

五、 飲酒過量、顯有醉態及行為異常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禁止入池。 

六、 為保障個人安全，入池前應先作熱身活動及伸展運動，切勿冒然下水；並建議於空腹及進食

後 2 小時內，勿做劇烈游泳或活動，浸泡按摩池勿超過 15 分鐘，以免造成身體不適。 

七、 置物櫃提供置放游泳時所需相關使用物品，離開時請務必上鎖。貴重物品可交付本會館休閒

中心櫃檯保管，未交付保管而毀損或喪失，本會館恕不負相關責任。進入池區內，除穿著室

內乾淨專用拖鞋外，其餘鞋子禁止入場。為維護水池清潔及個人衛生，入池前請先行卸妝、

全身徹底淋浴沖洗，並著潔淨泳帽、泳衣及泳褲（可著防寒衣、海灘褲及衝浪褲）。 

八、 為維護公眾安全，本泳池禁止使用者攜帶以下物品入池：非游泳用衣物、寵物、玻璃、危險

物品、尖利器、易碎品、貴重物品及其他妨礙公眾安全之物品。 

九、 在游泳池內、外與四周及更衣室區域，請勿飲食、吸菸、嚼食檳榔、口香糖、拋棄垃圾，並

禁止喧嘩嬉戲、追逐、奔跑、推擠、挑釁、咆哮、辱罵、打架、跳水、閉氣潛泳、悶氣太久、

橫衝直撞、攀爬水道繩或從事任何水中危險動作及超出體能負荷訓練，另嚴禁在池中吐痰、

嘔吐或便溺等行為。 

十、 請遵守游泳池快、長泳水道及綜合水區使用規定，依個人泳速能力，選擇適合的水道，游泳

時請依前進方向靠右邊游進、逆時鐘方向循環，兩人以上時，中途請勿停游或行走，與對向

泳者交會時應注意泳姿動作，勿超過中線，以免發生碰撞。兩人以上時，兩端池邊出發或終

點處，請勿停留或練習，避免影響他人進行游泳迴轉或出發。爲維持水道暢通及使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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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有權執行規定，調配泳者使用其他水道，使用上若有爭議之處，請尊重救生員調處。 

十一、水道內若使用蛙鞋、划手板或訓練器具時，爲維護共泳者安全權益，救生員有權暫停其使用。 

十二、本會館於承辦活動時，得事先公告並有權調度或分配使用水道，以免影響雙方權益。 

十三、本會館所提供之物品、器材、設備，請妥善使用，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十四、凡申請泳證後於有效期間內，可要求退費或轉讓 （請參閱同意書之規定），長期泳證不得轉

借他人使用。 

十五、游泳教學為本會館營業項目，非本會館教練者禁止從事私人教學活動（如親子教學者），必

要時請提供親屬證明文件。 

十六、請遵從救生員及服務人員秩序指導、規勸，以維護公眾安全及使用品質。如不接受，致生公

共安全意外及水質衛生之虞者，救生員或服務人員有權暫停該使用者當日使用；違規情節嚴

重者，得取消其使用資格，已繳之費用依同意書辦理退費。 

十七、如遇突發事故，請接受救生員及服務人員之指導迅速離池，必要時，本會館有權關閉泳池。

因天災、地變、政府法令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泳池得暫時停業或縮短營業時間。泳池關

閉期間，泳證效期給予延期。 

十八、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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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健身房使用規定 

一、開放時間為 06：00~22：00，最後進場時間為 21：30。但每日 06:00~8:00、12:00~13:30  

    及 16:30~18:30 優先保留提供人力學院在班講座、學員及員工使用。 

二、開放對象為年滿 14 歲以上，身心健康及有規律運動習慣者為原則。年齡 70 歲以上之年 

    長者、行動不便或身心障礙者，須由具照顧能力之購票者陪同方可入場，如健康檢查正 

    常無疾病者，自認為無須他人陪伴者，須立切結書方可入場，並小心自身安全。 

三、凡患有腦、心血管、肺部疾病、癲癇症、精神異常、眼疾、皮膚病、傳染性疾病以及法 

    定或醫師認定禁止健身運動者，不得申請購票並禁止入場。如有不適於運動之疾病，請 

    協詢醫師同意，若具醫生指定許可診斷證明書，應主動告知服務人員特別留意。另建議 

    運動前定期健康檢查，諮詢醫師意見。若在使用過程中，身體有感覺頭暈、胸悶、胸痛 

    等任何不適症狀，應請立即通知服務人員；如發生意外時，請大聲呼救，並迅速通知服 

    務人員救助。另在男、女淋浴間及廁所走道備有緊急求救按鈕。 

四、進出健身房時請向休閒中心櫃檯登記領取毛巾。 

五、進入請著運動服、室內運動鞋（禁止穿著涼鞋、皮鞋）。 

六、嚴禁吸菸、嚼食口香糖、檳榔，並不得攜帶飲料及食物進入，以維護環境之整潔及衛生。 

七、請遵從本會館現場服務人員之指導，並詳讀各項器材之使用及安全須知，且依正確安全 

    程序使用器材及具備各訓練相關知識。若未依正確使用方式，不慎發生意外，恕不負責。 

八、不得在健身房內嬉戲，以維護自身及現場安全。 

九、運動時，請勿大聲喧嘩、電視音量以不干擾他人運動為原則。 

十、使用器材時，請小心珍惜愛護，並於使用後歸回原位。 

十一、若器材因人為因素使用而損壞，使用者應負賠償責任。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得取消 

      其使用資格，已繳之費用依規定退還。 

十二、若於使用器材時發現有損壞情形，須主動立即通知現場人員。 

十三、置物櫃提供置放健身時所需相關使用物品，離開時請務必上鎖。貴重物品可交付本會 

      館休閒中心櫃檯保管，未交付保管而毀損或喪失，本會館恕不負相關責任。 

十四、凡不接受本會館現場服務人員規勸，並造成公共安全之虞者，服務人員有權暫停該使 

      用者當日使用健身房。 

十五、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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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桌球及撞球使用規定 

一、 開放時間為 06：00~22：00，最後進場時間為 21：30。另每日 06:00~8:00、12:00~13:30 及

16:30~18:30 優先保留提供人力學院在班講座、學員及員工使用。 

二、 開放對象以年滿 6 歲身心健康及有規律運動習慣者為原則。年齡 70 歲以上之年長者、行動不

便或身心障礙者，須由具照顧能力之購票者陪同方可入場，如健康檢查正常無疾病者，自認

為無須他人陪伴者，須立切結書方可入場，並小心自身安全。未滿 12 歲兒童，須由家長或專

人全程隨身陪同照顧保護方可入場。 

三、 使用者請先於休閒中心櫃檯登記，如無預約或非使用時間禁止擅自進入。  

四、 球場設備請愛惜使用，如有故意破壞、損壞應照價賠償。  

五、 使用桌/撞球之ㄧ般貴賓，本會館不提供淋浴之服務。 

六、 桌/撞球室內任何設備非經許可不得移動與使用。須經本館現場服務人員同意方可使用，並於

使用完畢後恢復原狀。 

七、 桌/撞球場地空間有限，除使用者外，其他人員請於場地外等候，以免發生危險。 

八、 使用桌/撞球場請遵守下列規範： 

(一) 應穿著運動服裝及專用運動鞋，禁止赤腳或穿著皮鞋、高跟鞋、拖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

進入活動場區。 

(二) 場地內嚴禁吸菸、喝酒、吃檳榔、飲食及嚼食口香糖。 

(三) 禁止攜帶寵物及雨具進入。 

(四) 禁止攜帶違禁品、毒品、槍械、爆裂物進入球場。 

(五) 有任何不適宜從事桌/撞球運動之相關症狀或疾病者，謝絕使用。 

(六) 禁止隨行兒童於場地內奔跑嬉戲。 

(七) 禁止任何人員坐在球桌或擋球架上。 

(八) 凡私人物品應自行負責並妥善保管。 

(九) 禁止張貼、懸掛海報、旗幟、標語等。 

(十) 未經本會館規定，不得於本球場進行教學訓練之行為。 

(十一) 如有違反本須知者，本會館人員可隨時禁止使用者之行為。  

九、 本會館有權暫停租借或開放使用球場。  

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26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商務中心使用須知 

一、本商務中心開放時間為 07:00~22:00。另依人力學院契約規定，每日於開放時段提供在班講座、

學員及員工免費使用。 

二、進出本商務中心者，請至服務台簽名及登記進出場時間。人力學院在班學員得持身分證刷條碼

直接進出。 

三、使用者應珍惜愛護本商務中心之資料及各項器材設備，不得污損、破壞、占為私有及擅自攜出。 

四、攜帶筆電或使用本商務中心之電腦者（含打字及上網）30 分鐘以內免費服務。使用前需於本

商務中心櫃台登記，如逕行使用電腦，則以進入商務中心之登記時間為準，每小時 50 元計費；

未滿 1 小時者仍以 1 小時計，且無法享有 30 分鐘免費之優惠。 

五、本商務中心提供列印、影印及傳真之服務，收費標準請參考價目表。 

六、為確保服務品質，在同一時間若場內座位數已滿，得暫時管制進入。 

七、使用開架上之視聽媒體光碟，請自行取下拿至本商務中心櫃檯登記後，到指定之播放位置後使

用。每人每次限借一片，使用完畢後請歸還至本商務中心櫃檯。 

八、禁止攜出本商務中心所提供之視聽媒體器材，並嚴禁用於個人所攜帶之播放器材內。 

九、使用本商務中心者，請遵守下列規範： 

（一）除白開水（含礦泉水）外不得攜帶外食（含飲料）及動物入內。 

（二）嚴禁吸煙、嚼食口香糖及檳榔、吐痰、喧嘩、臥睡或影響他人之行為。 

（三）離位超過 5 分鐘起即視為預佔座位，本商務中心除登記外得將其物品統一放置，但不負

保管之責。 

（四）請穿著合適服裝，勿穿拖鞋、背心或打赤膊、赤腳。 

（五）請勿使用手機或其他影響館內寧靜之器材。 

（六）本商務中心任何資料皆不外借，限於場所內閱讀使用。 

（七）除個人筆記型電腦外，請勿攜入其他視聽資料與器材。 

（八）嚴禁擅自移動各項視聽器材、設備、使用說明以及重製視聽資料。 

 （九）本商務中心資料遺失損毀賠償規定如下： 

1.毀損（包括批點、註記、折角）書刊或視聽媒體，應購買相同書刊或視聽媒體賠償，如

有較新版本得以較新版本代替，並繳交處理費新臺幣 100 元。 

2.無法購得之絕版視聽媒體需按原件定價 10 倍賠償。 

 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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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地下停車場使用須知 

一、本停車場開放時間為 06：00～23：30，收費時間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收費時間：管理室 06：00～23：30，自動繳費機 24 小時。 

    （二）收費標準： 

        1.計時：每日 8 時至 22 時，每小時新臺幣（以下同）40 元。每日 22 時至翌日 8 時， 

                每小時 20 元。停車第 1 小時，以 1 小時為計費單位，第 2 小時起以半小時 

                為計費單位。 

        2.月租：全日每月 6,500 元。每日 22 時至翌日 8 時，每月 6,000 元。 

    （三）停車種類及數量：小型車 111 格（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2 格）。 

    （四）本停車場有投保公共意外險，其金額為壹億元整。 

    （五）人力學院在班講座及學員實施如下： 

        1.講座部分：按鈕拿取代幣後駛入停車場，由人力學院辦班人員代為換取已消磁之代幣 

                   後離場。 

        2.學員部分： 

（1） 按鈕拿取代幣後駛入停車場，未住宿者憑身分證至 B2 管理室消磁後離場。 

（2） 住宿者於住房期間憑房卡至 1 樓大廳櫃台消磁進出停車場。退房後憑身分證 

    至 B2 管理室消磁後離場。 

    （六）一般住宿者，按鈕拿取代幣後駛入停車場，至 1 樓大廳櫃台登記住宿時繳回代幣，    

        憑房卡進出停車場。退房時至 1 樓大廳櫃台繳回房卡，並換取已消磁之停車代幣後 

        30 分鐘內離場。 

    （七）一般車輛，按鈕拿取代幣後駛入停車場，離場時於 B2 停車場之自動繳費機繳費消磁 

        或至 B2 管理室繳費消磁後 15 分鐘內離開。 

    （八）按月停車者，於前一個月 20 日至 25 日提出申請並繳費後，發給停車感應卡，憑卡 

        進出停車場。月票以每月第 1 日零時起，至最後一日 24 時止計，逾時作廢。月租停 

        車者，本會館不保留特定車位。 

二、非開放時間，車輛進出前需先通知 1 樓大廳櫃台，使用須知及繳費方式同開放時間。惟 

     一般車輛須於 B2 自動繳費機繳費消磁後 15 分鐘內離開。 

三、本停車場僅供小型車輛及大型重型機車（紅牌 550CC 以上）停放，車輛及重型機車限高 2 

    公尺以內。 

四、本停車場使用須知： 

(一) 車輛應停放於指定之停車位內，並注意鎖好車門窗。 

(二) 停車場僅供停車場地，不負保管及損壞賠償責任。 

(三) 停車未繳費者，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予以處置外並加倍收費。 

(四) 停車代幣請隨身攜帶妥善保管，如有遺失需收取工本費 200 元，並由管理室人員調閱車

輛進場至繳費時間之停車期間收取停車費用。 

(五) 因進出或停放車輛不慎，導致損壞停車場設備或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權益時，不

論故意或過失，均應負恢復原狀或賠償之責。 

(六) 車內不得存放違禁及危險物品，並嚴禁在場內清洗車輛。 

(七) 為防止竊盜，必要時應接受管理人員之檢查。 

(八) 遇有空襲或緊急事件時，各停車場優先提供防空避難之用。 

(九) 身心障礙者停車比照一般收費原則辦理。 

(十) 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放在汽車車位，收費費率完全比照小型汽車之費率收取。 

(十一) 停車管理人員應檢查核對大型重型機車車主之行照與駕照，若有不符合規 

       定之情形，一律不得停放。 

(十二) 汽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均不得停放或佔用身心障礙者之停車位。 

五、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