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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實驗教室管理辦法 

民國 94 年 2 月 18 日系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9 年 8 月 6 日系務會議修正 

一、目的：

為確立實驗教室管理使用規則，加強實驗教室及相關設備之管理與維護，以期能充分利

用本系實驗教室之設備，並符合教學研究之需要，特訂定本辦法。

二、申請使用規定：

(一) 正課時間：依據本系排定之班級及時間上課，授課教師(含助教)需負責實 驗 教室內

設備之安全責任，並嚴格監督學生使用情況。

(二) 非正課時間：因研習或其他學術活動借用實 驗 教室，須先經本系系主任核可、填

具借用申請書，本系得視借用活動性質及內容，依本系提送行政會議核准之「館舍

場地收費標準」收取費用。借用期間實 驗 教室設備之安全責任由借用人員負責。

(三) 其他：如為本系專任教師或研究生之使用需求，須由本系教師提出申請，並填具借

用申請書。實驗教室設備之安全責任則由申請教師負責。

三、管理規則：

(一) 為維護智慧財產權，教室內電腦主機所需安裝之軟體均需與本系管理人員確認，不

得自行安裝非法軟體。

(二) 嚴禁攜帶任何食物（水、飲料、餐點…..）進入實 驗 教室。 

(三) 不得使用電腦傳送具威脅性、猥褻性、不友善性之資料。 

(四) 教室內之各項設備，未經授課教師(含助教)指示或系辦管理人員許可，不得任意搬

動拆裝。

(五) 不得干擾或破壞網路上其它使用者或節點之軟、硬體系統，如散佈電腦病毒、嘗試

侵入未經授權之電腦系統或其它類似之情形。

(六) 網路上所可存取到之任何資源，除非已正式開放或已獲授權使用，否則使用者禁止

使用此等資源。

(七) 使用前請先行確認設備之完整性，如：螢幕、主機、鍵盤、滑鼠。 

(八) 使用結束後，離開前應確認個人使用之設備電源已關閉，椅子靠攏並保持座位清潔。 

(九) 如發現實習設備或器材有任何問題，請於上課時間內，直接向助教反應並說明；若

非上課時間內，則洽系辦管理人員。

(十) 每門實驗課程，助教職責如下： 

1. 準備並負責借用及歸還實驗課程所需器材。

2. 指導學生正確使用儀器設備方式。

3. 借用時間內應負責規畫、維護及保管實驗教室之相關儀器設備。

4. 助教應立即於課後將學生反應之實驗設備或器材使用之問題，反應給系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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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十一) 使用期間，如發現借(使)用人未遵守管理規則，系辦管理人員得請其立即停止使

用並歸還，歸還時若遇有實驗設備或器材短缺情形，將依責任歸屬處理。

四、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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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實驗教室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109 年 8 月 6 日系務會議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實驗教室管理辦法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實習教室管理辦法

修訂辦法名稱

以符合現行該

空間設置目的

一、目的：

為確立實驗教室管理使用規則，加強實

驗教室及相關設備之管理與維護，以期

能充分利用本系實驗教室之設備，並符

合教學研究之需要，特訂定本辦法。

一、目的：

為確立實習教室管理使用規則，加

強實習教室及相關設備之管理與維

護，以期能充分利用本系實習教室

之設備，並符合教學之需要，特訂

定本辦法。

修訂條文以符

合該空間設置

目的。

二、申請使用規定：

(一) 正課時間：依據本系排定

之班級及時間上課，授課

教師(含助教)需負責實驗

教室內設備之安全責任，

並嚴格監督學生使用情

況。

(二) 非正課時間：因研習或其

他學術活動借用實驗教

室，須先經本系系主任核

可、填具借用申請書，本

系得視借用活動性質及內

容，依本系提送行政會議

核准之「館舍場地收費標

準」收取費用。借用期間

實驗教室設備之安全責任

由借用人員負責。

(三) 其他：如為本系專任教師

或研究生之使用需求，須

由本系教師提出申請，並

二、使用方式：

(一)正課時間：依據本系排定

之班級及時間上課，授課教師

(含助教)需負責實習教室內設

備之安全責任，並嚴格監督學

生使用情況。

(二) 非正課時間：因研習或其

他學術活動，需借用實習教室

時，須先經本系系主任核可，

並填具借用申請書。借用期間

實習教室設備之安全責任則由

借用人員負責。

修訂條文以敘

明及增加不同

申請目的之使

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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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借用申請書。實驗教

室設備之安全責任則由申

請教師負責。

三、管理規則：

(一) 為維護智慧財產權，教室

內電腦主機所需安裝之軟

體均需與本系管理人員確

認，不得自行安裝非法軟

體。

(二) 嚴禁攜帶任何食物

（水、飲料、餐點…..）

進入實驗教室。

(三) 不得使用電腦傳送具威

脅性、猥褻性、不友善性

之資料。

(四) 教室內之各項設備，未

經授課教師(含助教)指示

或系辦管理人員許可，不

得任意搬動拆裝。

(五) 不得干擾或破壞網路上

其它使用者或節點之

軟、硬體系統，如散佈電

腦病毒、嘗試侵入未經授

權之電腦系統或其它類

似之情形。

(六) 網路上所可存取到之任

何資源，除非已正式開放

或已獲授權使用，否則使

用者禁止使用此等資源。 

(七) 使用前請先行確認設備

之完整性，如：螢幕、主

機、鍵盤、滑鼠。

(八) 使用結束後，離開前應

確認個人使用之設備電

源已關閉，椅子靠攏並保

三、管理規則：

(一) 所有器材設備借用及歸

還，均需填寫借用申請表

單，並經由管理人員簽認。 

(二)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

所需安裝之軟體均需與本

系管理人員確認，不得自

行安裝非法軟體。

(三) 嚴禁攜帶任何食物（水、

飲料、餐點…..）進入實習

教室。

(四) 不得使用電腦傳送具威脅

性、猥褻性、不友善性之

資料。

(五) 教室內之各項設備，非經

授課教師(含助教)指示，

不得任意搬動拆裝。

(六) 不得干擾或破壞網路上其

它使用者或節點之軟、硬

體系統，如散佈電腦病

毒、嘗試侵入未經授權之

電腦系統或其它類似之情

形。

(七) 網路上所可存取到之任何

資源，除非已正式開放或

已獲授權使用，否則使用

者禁止使用此等資源。

(八) 使用前請先行確認設備之

完整性，如：螢幕、主機、

鍵盤、滑鼠。

(九) 使用結束後，離開前應確

認個人使用之設備電源已

修訂條文以符

合實際空間管

理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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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座位清潔。

(九) 如發現實習設備或器材

有任何問題，請於上課時

間內，直接向助教反應並

說明；若非上課時間內，

則洽系辦管理人員。

(十) 每門實驗課程，助教職

責如下：

1. 準備並負責借用及歸

還實驗課程所需器材。

2. 指導學生正確使用儀

器設備方式。

3. 借用時間內應負責規

畫、維護及保管實驗教

室之相關儀器設備。

4. 助教應立即於課後將

學生反應之實驗設備

或器材使用之問題，反

應給系辦管理人員。

(十一) 使用期間，如發現借

(使)用人未遵守管理規

則，系辦管理人員得請其

立即停止使用並歸還，歸

還時若遇有實驗設備或

器材短缺情形，將依責任

歸屬處理。

關閉，椅子靠攏並保持座

位清潔。

(十) 如發現實習設備或器材有

任何問題，請於上課時間

內，直接向助教反應並說

明；若非上課時間內，則

洽系辦管理人員。

(十一) 歸還時若遇有實習設備

或器材短缺情形，將依責

任歸屬處理。

(十二) 每門實習課程，助教其

職責如下：

1. 準備並負責借用及

歸還實習課程所需

之器材。

2. 指導學生正確使用

儀器設備、模組之方

法。

3. 借用時間內應負責

規畫、維護及保管實

習教室之相關儀器

設備、模組及消耗用

品。

4. 助教應立即於課後

將學生反應之實習

設備或器材使用之

問題，反應給系辦管

理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