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9 年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用計畫 

平板電腦借用規則  

108.07 

一、依據 

  依據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規劃「普及國民寬頻上網環境」

之「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用計畫」，提供民眾使用資訊設備及開設資訊課程，並

提供平板電腦借用服務，以達到保障弱勢擁有基本網路人權目標。為使公用設備

借用達公平原則，特訂定本借用規則。 

二、服務對象 

(一)以設籍於數位機會中心(以下簡稱DOC)所在鄉鎮區之民眾或DOC的學員(不

分鄉鎮區)為優先，借用申請時請填寫借用申請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二)借用人以婦女、中高齡(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等為優先，

且曾於 DOC 上過資訊課程者為優先。 

(三)同一戶籍(地址)最多同時借用 2 臺，若有超借將停止其借用權利。 

(四)借用人需為年滿 18 歲之 DOC 學員，若未滿需由監護人辦理借用手續。 

三、借用程序 

(一)借用人應已了解設備應用與操作方式，或先參與 DOC 學習課程。 

(二)借用人需先申請為 DOC 之會員，據實詳填「平板電腦借用申請表」(附件 1)，

並依「平板電腦借用設備檢查表」(附件 2)詳細清點設備機型與配備數量並檢

視配件是否完善，於借用期間借用人須負保管之責，如有問題，請立即向相

關人員反應。 

(三)每次借用時間為 14 天，最多連續借用 1 次。 

(四)逾期歸還者，逾期 3 天內者不罰，逾期 4 天(含)以上歸還者，依逾期天數停

止借用權利，逾期超過 15 天，經催討仍未歸還者，將寄發存證信函催討並取

消借用資格。 

(五)借用人於歸還前應協助填寫一次「平板電腦借用使用回饋意見表」(附件 3)。 

(六)歸還時由相關人員現場點收完畢，設備歸還時若損壞或遺失，需負賠償之責。 

四、使用規定 

(一)使用平板電腦以生活應用、資訊取得、閱讀電子書、網路學習等為原則。 

(二)請勿自行拆裝任何硬體周邊設備。 

(三)借用人應自行備份相關資料檔案，使用完畢請自行將個人檔案刪除，DOC 不

負保存檔案之責任。 

(四)進入網際網路時須遵守臺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及國際網際網路規範與慣例

等相關規定。 

(五)借用人應善盡設備保管責任，避免受到食物或飲料污損，遠離高溫或潮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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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並禁止轉借他人使用。 

(六)遇有特殊狀況，DOC 有權利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 

(七)提供借用之平板電腦，已安裝預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請勿私自更換。

若於借出期間擅自更換，請於歸還時恢復原有的作業系統。 

(八)該設備經由借用人或轉借第三人使用時，倘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個人資料

保護法、資訊安全或其他法令牴觸時，其責任應由借用人負責。 

五、損害賠償 

(一)所借用之平板電腦如因人為因素產生損壞或無法正常運作等情形，借用人需

付賠償責任，或停止其借用權利。 

(二)損壞範圍包括 

(1)設備外觀損壞，包括刮花、凹痕和端口塑製部分碎裂。 

(2)濫用、不當使用、液體接觸或者其他外部原因造成的損壞。 

(三)以賠償原設施為原則，如有新款，得以新款取代或賠償原設備之價款。 

六、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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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用計畫 

平板電腦借用申請表 

 

借用單編號：          

申請借用日期：  年  月  日 

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檢核申請表之正確性及系統輸出借用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戶籍) 
 

地址(通訊) 
 

出生年 
(91 年次以後出生者，需由家長借用) 

性別 
 

聯絡電話(住家) 
 

聯絡電話(手機) 
 

E-mail 
 

使
用
環
境
與 

資
訊
能
力 

 借用目的 

□體驗與練習使用 □DOC 課程學習使用 

□家庭成員使用    □個人工作使用 

□娛樂使用        □已有平板，臨時借用  

□其他        

□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 DOC 行動近用計畫－平板電腦借用規則。 

  

＜續下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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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用計畫 

平板電腦借用設備檢查表 

借用流水編號：         

借出單位： 借用學員編號： 借用學員： 

設備名稱：  設備編號：  設備型號：  

借用日期： 續借日期： 歸還日期： 

設備檢查項目 
借用人檢查 

(檢查無誤請勾選”正常”) 

管理人檢查 

(檢查無誤請勾選”正常”) 

1-1 平板電腦(含皮套) □正常 □異常(     ) □正常 □異常(     ) 

1-2 保護袋(內含充電

線、充電插頭) 
□正常 □異常(     ) □正常 □異常(     ) 

2-1 開、關機 □正常 □異常(     ) □正常 □異常(     ) 

2-2 資料已消除 □正常 □異常(     ) □正常 □異常(     ) 

2-3 外觀無毀壞 □正常 □異常(     ) □正常 □異常(     ) 

3-1 其他(詳細描述)   

簽名 

(借用人) 

 

 

 

 

 

(管理人) 

 

 

 

 

 

(可轉成 PDF 檔提供民眾備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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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用計畫 

平板電腦借用使用回饋意見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1. 請問您在本次借用之前是否有接觸過平板電腦？ 

(1) □沒有 (2)□有，有自己的平板電腦 (3)□有，借用家人的平板電腦 

2. 請問您在本次借用之前是否上過平板電腦相關課程？ 

(1)□無，不會使用 (2)□無，已會使用平板電腦 (3)□有，上過DOC平板課程 

   (4)□有，上過其它地方的平板課程 

3. 本次借用平板電腦的目的?(可複選) 

(1)□體驗與練習使用(2)□DOC 課程學習使用 (3)□家庭成員使用   

(4)□個人工作使用  (5)□娛樂使用 (6)□已有平板，臨時借用(7)□其他    。  

4. 借用平板電腦的期間，平均每天使用時間為幾小時。 

(1)□0-1小時  (2)□1.1-2小時 (3)□2.1-3小時 (4)□3.1-4小時  

(5)□4.1-5小時 (6)□5.1-6小時  (7)□6.1-7小時 (8)□7.1-8小時 

(9)□8.1小時以上。 

5. 借用平板電腦的期間，您覺得您對使用及操作平板電腦是否有困難？ 

(1)□皆沒有問題 (2)□常用的功能沒問題 (3)□需要一直有人在旁協助  

(4)□遇到問題再找人協助。 

6. 借用平板電腦的期間，若遇不會操作的問題，您怎麼處理？ 

(1)□詢問晚輩(子女或孫子) (2)□詢問同年齡的親朋好友 (3)□詢問一起上課的

同學 (4)□到DOC詢問駐點人員或老師 (5)□關機，放棄繼續使用。 

7. 在借用平板電腦的期間，您覺得您使用平板遇到的最大困難是？ 

(1)□沒有自己的設備 (2)□沒有需求 (3)□不會使用，有問題沒人可以問  

(4)□家裡沒網路 (5)□無力負擔上網費用 (6)□沒有困難 (7)□其他      。 

8. 本次借用平板電腦，您覺得對您或家人生活與學習上是否有幫助？ 

(1)□很有幫助 (2)□有幫助 (3)□普通 (4)□沒有幫助  

9. 您在使用過平板電腦後，您是否會想要擁有一臺自己專屬的平板電腦(或已經擁有了)？ 

(1)□想 (2)□不想 (3)□沒意見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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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群應用─Line、臉書     (2)資訊應用─網路搜尋、網路新聞、電子郵件、地圖 

(3)影音應用─拍照、修圖、影片剪輯  (4)娛樂應用─遊戲、影片、音樂、唱歌 

(5)工具管理─雲端、QR Code、文書  (6)政府服務─郵局、公車、高速公路路況、中央氣象局 

(7)購物應用─購物、點餐、租車、訂房  (8)金融應用─網路銀行、股票交易、付款 

(9)學習應用─線上課程、翻譯、教育  (10)健康應用─醫療相關、健康自主管理 

 

10.本次借用平板電腦最常使用哪種類型APP或功能?(單選) 

(1)□社群應用 (2)□資訊應用 (3)□影音應用 (4)□娛樂應用 (5)□工具管理 

(6)□政府服務 (7)□購物應用 (8)□金融應用 (9)□學習應用 (10)□健康應用 

(11)□以上皆非，其它      。 

 

11. 本次借用平板電腦後，您想再學習下列哪些平板電腦資訊課程？(複選) 

(1)□社群應用 (2)□資訊應用 (3)□影音應用 (4)□娛樂應用 (5)□工具管理 

(6)□政府服務 (7)□購物應用 (8)□金融應用 (9)□學習應用 (10)□健康應用 

(11)□以上皆非，其它      。(12)□不想再學其他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