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110年度 

羽球場季租場地協議 
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羽球場季租」使用協議 

使用場地：本中心 4 樓室內羽球場(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6-1 號)。 

開放時段：每週一至週日，上午 06:00-晚上 22:00。 

場地設備：視冬、夏季調整空調、附飲水機、盥洗及淋浴設備。 

本中心連絡電話：(02)2375 9900#623 球館部 

--------------------------------------------------------------------------------------- ---------------------------------------- 

第一條：依據本運動中心管理辦法，凡使用本中心綜合球場地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規定。 

第二條：一球場每週一次，每次二小時計。不分時段，於租約中途不得臨時變更使用用途。 

第三條：羽球場地季租租金: 

離峰時間 600 元/次(週一至週五 06：00-18：00、例假日 06：00-12：00)。 

尖峰時間 1000 元/次(週一至週五 18：00-22：00、例假日 12：00-22：00)。 

第四條：場租只含使用當天租借之場地，其餘空間照常營業，如有需要承包其他空間費用另計。 

第五條：如需使用電源插座，須視用電情況額外收取費用。 

第六條：使用本中心羽球場地須穿著運動服裝及球鞋（不得穿著涼鞋、皮鞋、高跟鞋） 

且有下列禁止事項： 

6.1.場地內嚴禁吸煙、喝酒、吃檳榔、飲食及嚼食口香糖，如有飲食行為之活動，另額外收取清潔費用

2000 元。 

6.2.禁止攜帶腳踏車/配件、寵物、雨具進入本中心。 

6.3.有任何不適宜從事羽球場地運動之相關症狀或疾病者，謝絕使用。 

6.4.禁止隨行兒童於場地內奔跑嬉戲及播放音樂影響之他人權利等行為。 

6.5.凡私人物品應自行保管（本中心設有付費型置物櫃）。 

6.6.未經本館許可禁止張貼、懸掛海報、旗幟、標語等。 

6.7.未經本館許可禁止攝影或拍照。 

6.8. 本館嚴禁非館方約聘教練私下進行任何教學、訓練等相關活動。(須於租借時提出相關文件申請，並

另簽署本中心私人教學協議書於核准後方可教學) 如經查驗確有非本中心教練之教學行為，本中心有權終

止剩餘使用時間。 

6.9.場地要做商業或行銷活動使用，需於填抽籤表格時選取該選項，中心將收取一般場租兩倍之費用。

（如未告知中心被發現以上行為時需補繳整季費用，若不願意本中心有權終止剩餘使用時間） 

第七條：辦理登記時應一次繳交本季場地租金。 

第八條: 

8.1. 租借球場前請預先來本中心勘場，確認場地是否適合。 

8.2. 租借個人或團體應善盡維護之責，相關設備如有任何損壞應照價賠償。 

第九條： 本中心辦理活動需使用場館時，將會提前告知並暫停使用，申請人可於 1 樓櫃檯辦理該次場租

費用之退費，或折抵下期繳費，申請人不得異議；若非本中心造成場地不可使用之狀況，申請人不得因私

人因素延期或更改場租時段(除中心休館日外，非本中心公告之國定假日照常計算)。 

第十條：遇天災、颱風、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經台北市政府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時，本中心得隨時公告暫停場館使用，租借人/單位不得異議；暫停使用時段得於下次使用場地時照價扣

除，或至櫃檯辦理該次場租之退費。(當季可請假或暫停場租乙次，請於登記繳費時告知，本中心不接受臨



時請假。) 

第十一條：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轉租第三者使用，且承租人只限使用該承租場地，違者將立

即中止球場使用權利。 

第十二條：租用單位如有違反本辦法者，本中心得立即中止使用權利，租借人/單位不得異議，並不得要求

退還剩餘租金。 

第十三條：本中心保有依現場實際情況增列或修改本使用規定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本中心得隨時修正

並公告之。 

第十四條: 本中心遇冬令營、夏令營活動及場地維修需使用場館時，本中心將於兩週前告知，得暫停借用

單位之使用權利。 

第十五條：欲租借之個人或團體於承租前應詳讀本辦法，提出申請後視同同意本辦法。 

第十六條：本中心保有修改活動辦法之權利。 

 

萬華運動中心 110年度羽球季租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需附身份證(正面影本) 
 

手機 
 

出生年月日 
 

※以下由中心協助--您完成--  (請勿自行填寫) 謝謝您的配合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時段 06-08、08-10、10-12、12-14、14-16、16-18、18-20、20-22 

※勾選星期後，請 ”圈選” 想承租的時段，以上只能單一選擇，不得複選。 

※無法辨識圈選時段，視為棄權，不另行通知。                      (顧客存根聯) 

備註: 

抽籤及登記日期： 

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抽籤及登記，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公告。 

辦理繳費日期： 

民國 10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開放 110 年度新

租繳費，需出示本人身分證及相關資料至一樓櫃檯核對確認並完成繳費，逾期者

視同放棄。 

場地租約使用期限： 

由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3 個月續約一次)，如未在期

限內繳交場地費用，將以予取消該場地之優先使用承租權。  



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110年度 

羽球場季租抽籤報名表 

一、 報名對象： 

從事羽球運動之個人或團體，於詳閱「羽球場季租場地協議」後，且符合資格

者，歡迎填寫場地租借申請表（線上列印）參與抽籤；唯本場地僅供羽球相關運

動之使用，私下從事任何羽球教學或訓練者謝絕承租。 

二、 抽簽辦法&報名時間： 

民國 109 年 11 月 2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22 日止，可於中心一樓櫃檯繳納報名表，

需準備身分證正面影本，統一於一樓櫃檯報名登記。 

三、 抽籤及登記日期： 

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抽籤及登記，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公告。 

四、 辦理繳費日期： 

民國 11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開放 110 年度新

租繳費，需出示本人身分證及相關資料至一樓櫃檯核對確認並完成繳費，逾期者

視同放棄。 

五、 場地租約使用期限： 

由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3 個月續約一次)，如未在期

限內繳交場地費用，將以予取消該場地之優先使用承租權。 

 

萬華運動中心 110年度羽球季租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需附身份證(正面影本) 
 

手機 
 

出生年月日 
 

※以下由中心協助--您完成--  (請勿自行填寫) 謝謝您的配合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時段 06-08、08-10、10-12、12-14、14-16、16-18、18-20、20-22 

※勾選星期後，請 ”圈選” 想承租的時段，以上只能單一選擇，不得複選。 

※無法辨識圈選時段，視為棄權，不另行通知。                      (中心存根聯) 

 



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110年度 

羽球場季租抽籤報名流程 

報名時間 

於 109 年 11 月 2 日至 108 年 11 月 22 日止 

可於萬華運動中心官網列印”羽球場季租抽簽報名表”填寫並繳交完成。 

抽簽登記 

109 年 11 月 25 日抽籤及登記 

公告 

109 年 11 月 27 日 

繳費日期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開放 110 年新租繳費，需出示本人

身分證及相關資料至一樓櫃檯核對確認並完成繳費，逾期者視同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