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導覽學習系統資訊設備借用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5 日科資字第 10308001700 號函核定公告

一、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普及推廣科學教育，透過資訊新
科技軟硬體應用技術，建置自主式導覽學習系統(以下簡稱導覽系統)供
民眾參觀使用，並提供系統專用資訊設備借用之服務，為有效管理設備
與運用，特訂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導覽學習系統資訊設備借用管理
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

借用資訊設備：以乙組為單位，包含：

(一)、 平板電腦乙台(含保護殼、掛帶)。
(二)、 耳機乙個。
三、

借用對象：來館參觀民眾。

四、

借用地點：本館 5 樓，導覽系統專設服務台。

五、

借用時限：單次借用以 120 分鐘為上限。

六、

使用地點：限本館館內使用。

七、

借用說明

(一)、 來館參觀民眾(以下稱借用人)須持本人雙證件及行動電話親至借用
地點辦理借用。
1. 所持證件需具有效且無過期且有個人照片之資訊，如：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等。
2. 雙證件其中一張需為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
3. 行動電話需為借用人之使用中電話號碼，提供本館聯繫之用，本
館服務人員將於現場進行確認。
(二)、 借用步驟
1. 填寫借用申請表(如附表)。
2. 提供借用者本人雙證件給服務人員。
3. 服務人員檢視申請表、證件、撥打確認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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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方確認借用設備之項目齊全、功能正常、外觀完整。
(三)、 以現場借用為主，不提供預約。
(四)、 同一借用人當天以借用乙次、乙組為限。

八、

歸還說明

(一)、 借用人請於借用時限內將借用設備送回借用地點，進行歸還作業；
(二)、 歸還步驟：
1. 借用人先行確認設備之項目齊全、功能正常、外觀完整，將設備
交還服務人員。
2. 服務人員再行確認歸還設備之項目齊全、功能正常、外觀完整。
3. 經檢視完整歸還後，由借用人本人領回證件。
(三)、 逾期未歸還：
1. 逾期未歸還情況發生時，本館行使終止該借用人借用權利，主動
聯繫歸還，借用人須配合辦理。
2. 當天閉館前仍未歸還者，本館視同設備遺失，並得依本規則第十
點規定辦理，借用人須配合辦理賠償。
九、

保管與使用

(一)、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設備受到污損，並應主動遠
離危險環境。
平板電腦勿以尖銳物品書寫螢幕或碰撞、重壓，避免汙損、接觸液
體，且不得拆卸或更改設備外觀，如人為因素造成設備無法正常使用、
損毀或裝飾性損壞、刮花、凹痕、碎裂以及遺失等情事，本館得酌令
賠償。
(二)、 借用期間如有發生不當使用情形，經服務人員勸說無效者，本館有權
終止借用服務。
(三)、 借用期間因個人操作不當所致設備異常，借用人務必主動告知服務人
員，請勿規避，以避免日後爭議。
(四)、 導覽系統之資訊設備為服務民眾來館自主學習與導覽使用，借用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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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用非導覽系統之功能。
(五)、 設備歸還後，本館將主動清除設備中個人資料或檔案；請於歸還前自
行備份，本館不提供保存服務。
十、

損壞處理與賠償

(一)、 若有下列情況時，需照價賠償。
1. 設備硬體於借用期間因人為因素不慎損壞、污毀需送廠維修時之
維修費用。
2. 相關配件有遺失或損壞者。
(二)、 設備若遺失、逾期未歸還或損壞無法修復時，借用人需購置同廠牌規
格功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以向本館賠償。
參考價格：平板設備新台幣 12,900 元整(ipad mini 2 WIFI 16G)、
保護殼新台幣 1,880 元(Targus 軍規防摔保護殼)、耳機新台幣 699
元(E-books G4)。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使用設備應遵守著作權保護及各種法律規定，若因借用人故意或過失
導致觸法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二)、 本規則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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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流水號：______________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導覽學習系統 資訊設備借用申請單
借用人姓名
身

分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性別

服務人員

借用作業

歸還作業

借用
□開機正常 □外觀正常
清點

借用
時間

歸還
清點 □電腦

歸還
時間
逾期
與否

□本系統可正常使用

□耳機
□開機正常 □外觀正常
□本系統可正常使用

正面
背面

設備
編號

□其他_____________
□耳機

借用
日期

□同左

提供 □身分證 □健保卡 □汽車駕照
證件 □機車駕照 □護照

□電腦

年

月

日

□家長 □教師 □其他________
行動電話
□學生○大專含以上 ○高中(含)以下

服務人員

(雙證)

民國

時

時

年

月

日

平板________
耳機________

借用人
分 (借用)
簽 名

確認所借用設備無誤

分 借用人

(歸還)
 是  否 簽 名

確認證件全數歸還無誤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導覽學習系統資訊設備借用管理規則

一、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普及推廣科學教育，透過資訊新科
(三)、逾期未歸還：
技軟硬體應用技術，建置自主式導覽學習系統(以下簡稱導覽系統)供民眾
1. 逾期未歸還情況發生時，本館行使終止該借用人借用權利，主動
參觀使用，並提供系統專用資訊設備借用之服務，為有效管理設備與運
聯繫歸還，借用人須配合辦理。
用，特訂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導覽學習系統資訊設備借用管理規則」
2. 當天閉館前仍未歸還者，本館視同設備遺失，並得依本規則第十
(以下簡稱本規則)。
點規定辦理，借用人須配合辦理賠償。
二、 借用資訊設備：以乙組為單位，包含：
九、 保管與使用
(一)、平板電腦乙台(含保護殼、掛帶)。(二)、耳機乙個。
(一)、借用人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設備受到污損，並應主動遠
三、 借用對象：來館參觀民眾。
離危險環境。
四、 借用地點：本館 5 樓，導覽系統專設服務台。
平板電腦勿以尖銳物品書寫螢幕或碰撞、重壓，避免汙損、接觸
五、 借用時限：單次借用以 120 分鐘為上限。
液體，且不得拆卸或更改設備外觀，如人為因素造成設備無法正常
六、 使用地點：限本館館內使用。
使用、損毀或裝飾性損壞、刮花、凹痕、碎裂以及遺失等情事，本
七、 借用說明
館得酌令賠償。
(一)、來館參觀民眾(以下稱借用人)須持本人雙證件及行動電話親至借用地
(二)、借用期間如有發生不當使用情形，經服務人員勸說無效者，本館有權
點辦理借用。
終止借用服務。
1. 所持證件需具有效且無過期且有個人照片之資訊，如：身分證、健
(三)、借用期間因個人操作不當所致設備異常，借用人務必主動告知服務人
保卡、駕照等。
員，請勿規避，以避免日後爭議。
2. 雙證件其中一張需為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
(四)、導覽系統之資訊設備為服務民眾來館自主學習與導覽使用，借用人不
3. 行動電話需為借用人之使用中電話號碼，提供本館聯繫之用，本館
應使用非導覽系統之功能。
服務人員將於現場進行確認。
(五)、設備歸還後，本館將主動清除設備中個人資料或檔案；請於歸還前自
(二)、借用步驟
行備份，本館不提供保存服務。
1. 填寫借用申請表(如附表)。
十、 損壞處理與賠償
2. 提供借用者本人雙證件給服務人員。
(一)、若有下列情況時，需照價賠償。
3. 服務人員檢視申請表、證件、撥打確認電話。
1. 設備硬體於借用期間因人為因素不慎損壞、污毀需送廠維修時之
4. 雙方確認借用設備之項目齊全、功能正常、外觀完整。
維修費用。
(三)、以現場借用為主，不提供預約。
2. 相關配件有遺失或損壞者。
(四)、同一借用人當天以借用乙次、乙組為限。
(二)、 設備若遺失、逾期未歸還或損壞無法修復時，借用人需購置同廠牌規
八、 歸還說明
格功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以向本館賠償。
(一)、借用人請於借用時限內將借用設備送回借用地點，進行歸還作業；
參考價格：平板設備新台幣 12,900 元整(ipad mini 2 WIFI
(二)、歸還步驟：
16G)、保護殼新台幣 1,880 元(Targus 軍規防摔保護殼)、耳機新
1. 借用人先行確認設備之項目齊全、功能正常、外觀完整，將設備交
台幣 699 元(E-books G4)。
還服務人員。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2. 服務人員再行確認歸還設備之項目齊全、功能正常、外觀完整。
(一)、使用設備應遵守著作權保護及各種法律規定，若因借用人故意或過失
3. 經檢視完整歸還後，由借用人本人領回證件。
導致觸法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二)、本規則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借用管理規則內容 借用人簽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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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年__月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