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備借用注意事項

109 年 3 月 20 日中市教課字第 1090024224 號訂定

109 年 6 月 11 日中市教課字第 1090047734 號修正 1 版

壹、依據

1、 依據教育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國民中小學校 (以下簡稱

學校 )補課原則補充說明」(一０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０

九００二一０七二號函)辦理。

2、 依據教育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有關高級中等學校停課

時之補課作業注意事項」(一０九年三月五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０九００

二三三００及一０九００二三三００Ａ號函)辦理。

3、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學生居家學習不中斷課業輔導措施」(一０九年

二月二十四日中市教中字第一０九００一五七二五號函)辦理。

壹、目的

為應防疫期間，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停課線

上學習需求，學校應輔導學生進行居家學習，並視實際情況協助家中無網路

或上網設備之經濟弱勢學生進行居家線上學習。

貳、實施對象

1、 臺中市轄屬各國民中小學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家進行自

主健康管理或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之經濟弱勢學生。

2、 前述經濟弱勢學生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其他經學校認定者，且

經學校評估其家中確無網路或設備可供連線進行居家線上學習者。

壹、實施方式

1、 本案居家學習所需資訊設備原則由學生自備，如經學校評估確有需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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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以校內現有設備借用學生在家進行線上學習活動；若校內可供借用

數量仍不足以支應，得以學校為單位向該區中心學校申請借用。

2、 本市學校依所在行政區劃分二十八區並指定二十八所中心學校 (附件一)，

由各區中心學校協助區內申請學校平板電腦統籌調度借用，如區內平板電

腦不足以支應時，得跨區向其他中心學校調撥借用。

3、 借用設備：依借出學校現有設備為準，不得挑選設備版本、品牌或型號。

(1) 平板電腦：LTE 版本或 WIFI 版本平板電腦。

(2) 連線配備：4G 無線分享器或 SIM 卡。

(3) 可依學生實際需求單獨或分別借用上述設備，學校應協助學生設定出

借之 4G 無線分享器與 SIM 卡內容。

(4) 前述供借用之 SIM 卡依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學習 4G

門號(SIM 卡)申請注意事項」補助之免費 4G 門號 SIM 卡為主，自 SIM

卡插入啟用起十五日內，提供 4G 不限頻寬上網服務(不提供語音服務)。

1、 借用方式：

(1) 符合實施對象之學生通知學校提出申請，由學校評估確有需求後，學校

以適當方式交送設備，並請學生或其監護人填妥該校「居家學習上網設

備借用申請表(附件二)」(可以拍照或掃描至學校)。

(2) 如需借用 SIM 卡，學生應依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學習

4G 門號(SIM 卡)申請注意事項」規範填寫附件「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居家學習 4G 門號(SIM)卡申請書(附件三)」相關表格後，由該生所

屬學校協助提出申請。

(3)設備借期以學生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為主，停

課結束三日內應辦理歸還。

(4)每位學生同一時間限借用一套設備。

(5) 學生於收到設備時，應儘速確認設備是否正常及齊全，如有問題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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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反應，後續歸還如衍生毀損問題，不得以此卸責。(附件四)

(6) 如學校設備數量不足，需向中心學校申請借用時，應統整需求後一併

向中心學校提出，再依中心學校指示向出借學校辦理借出。(附件五)

1、 設備使用保管及歸還：

(1) 學生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平板電腦受到污損，並應遠離易

使設備損壞之環境，禁止轉借他人使用。

(2) 設備為支援學生進行在家學習，請依學校指派學習任務使用，不得用於

其他用途。設備及網際網路使用應遵守著作權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臺

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與國際網際網路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若因學生使

用之故意或過失導致觸犯法規者，由學生及其監護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3) 設備僅提供學習之用，學生應自行備份相關資料檔案；使用完畢後，

應自行刪除個人檔案，學校不負保存檔案之責任。

(4) 學生使用設備期間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更壞、破解該設備原已

安裝預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等，亦不得變更系統原始設定。

(5) 設備歸還時，學校會同學生檢視相關設備狀況，並確認設備完整性，

始完成歸還手續。為保護個人隱私，歸還前請自行登出或刪除所有帳

號；歸還後設備內仍有私人檔案者，學校得不經詢問，逕行刪除。

1、 損壞、遺失處理與賠償

(1) 學生借用之設備發生故障或缺損等相關問題時，學生及其監護人須負

相關賠償責任。

(2) 賠償原則如下：

1、設備硬體於借用期間因非正常使用導致損壞需送廠維修時之維修費

用。

2、設備或相關配件若遺失或損壞程度致無法修復時，須購買同廠牌規

格或功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之新品或以校方原購買金額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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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賠償設備需於三十天內完成賠償手續。

壹、其他注意事項

1、 遇有特殊情形，學校有權通知借用學生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並請學生配

合辦理。

2、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學生借用前應了解本辦法所訂定之借用人之權利與義務，方得進行借用。

4、 各校執行遇有困難時應即時向本局或中心學校反應。

5、 各校之間平板借用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6、 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處理。

壹、考核及督導

1、 本計畫相關人員對學生借用資料，應負公務保密責任。

2、 本案相關主辦、協辦人員得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所屬學校依相關規定本

權責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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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備借用行政區指定學校一覽表

編號 行政區 行政區中心學校 編號 行政區 行政區中心學校

中1 中區及東區 東峰國中 山8 新社區 新社國小

中2 南區 崇倫國中 山 9 和平區 自由國小

中3 西區 居仁國中 山 10 東勢區 東新國小

中 4 北區 五權國中 海 1 清水區 三田國小

中 5 北屯區 四張犁國小 海 2 梧棲區 大德國小

中 6 西屯區 福科國中 海 3 大甲區 德化國小

中 7 南屯區 大業國中 海4 沙鹿區 沙鹿國中

山 1 豐原區 葫蘆墩國小 海5 大安區 永安國小

山 2 后里區 后里國小 海6 龍井區 龍泉國小

山 3 神岡區 神圳國中 海7 大肚區 瑞峰國小

山4 大雅區 三和國小 屯 1 烏日區 烏日國小

山5 潭子區 潭子國小 屯 2 大里區 大元國小

山6 外埔區 馬鳴國小 屯 3 霧峰區 霧峰國小

山7 石岡區 石岡國小 屯4 太平區 新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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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后里區后里國民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備借用申請表

申請借用
學校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預計借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借用學生姓名 學校班級座號

借用學生停課原因：□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借用學生身分：□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其他經學校認定者：(  原因說明  )  

學生連絡電話 監護人聯絡資訊

(與學生關係：    )

姓名：

連絡電話：

借出設備清單(學校可自行調整欄位) 已收到 功能正常 異常說明

□ 平板電腦(借出學校及財產編號：)

□ SIM 卡(請續填教育部申請文件)

□ 行動 4G 分享器(搭配 WIFI 版平板)

□ 借用重點注意事項提醒表(不須歸還)

借用學生及監護人簽名

※請閱讀借用規定，設備如有損壞應負相關賠償責

任

學校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借出前已告知借用學生相關借用規定(方式：        )

申請歸還 設備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歸還設備清單 已歸還 功能正常 異常說明

□ 平板電腦(財產編號： )

□ Sim 卡

□ 行動 4G 分享器(搭配 WIFI 版平板)

6

登記單編號：(學校自填)附件二



借用學生或監護人歸還時簽名 學校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備註：

1、 借用規定請參考「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學生居家學習上

網設備借用注意事項」。

2、 設備為支援學生進行在家學習，請依學校指派學習任務使用，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3、 使用平板時請注意視力保健，應保持適當距離並定期休息。

4、 SIM 卡借用規定及申請文件依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學習 4G 門號(SIM)卡

申請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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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如有修正，依教育部最新修訂申請書版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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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備借用重點注意事項(學生留存提醒)

借用學生資料 本次借用設備清單(提供學生再次確認)

姓名：

班級座號：

□平板電腦

□SIM 卡

□行動 4G 分享器(搭配 WIFI 版平板用)

1、 進行線上學習時請注意視力保健，與設備保持適當距離並定期休息。

2、 學生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平板電腦受到污損，並應遠離易使設

備損壞之環境，禁止轉借他人使用。

3、 設備為支援學生進行在家學習，請依學校指派學習任務使用，不得用於其他

用途。設備及網際網路使用應遵守相關法律規定，若因學生使用之故意或過

失導致觸犯法規者，由學生及其監護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4、 設備僅提供學習之用，學生應自行備份相關資料檔案；使用完畢後，應自行

刪除個人檔案，學校不負保存檔案之責任。

5、 學生使用設備期間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更壞、破解該設備原已安裝預

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等，亦不得變更系統原始設定。

6、 設備歸還時，學校會同學生檢視相關設備狀況，並確認設備完整性，始完成

歸還手續。為保護個人隱私，歸還前請自行登出或刪除所有帳號；歸還後設

備內仍有私人檔案者，學校得不經詢問，逕行刪除。

7、 歸還時設備如有相關損壞，學生及其監護人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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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設備借期以學生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為主，停課結

束 3 日內應辦理歸還。

9、 設備使用上如有問題，請聯絡導師或學校窗口(聯絡人：______，聯絡方式：_

________)協助。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關心您的健康，也預祝您線上學習順利。

10



附件五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備校際間借用及歸還檢查表

借用單編號：　　　　　　　　

借出學校 (學校全銜) 借出日期：

借出學校聯絡窗口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借用學校 (學校全銜) 預計歸還日期：

借用學校聯絡窗口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借

用

設

備

平板電腦(LTE版) □須借用 □不須借用 數量：   臺

平板電腦(WIFI版) □須借用 □不須借用 數量：   臺

行動 4G 分享器(搭配 WIFI 版) □須借用 □不須借用 數量：   臺

SIM卡 □須借用 □不須借用 數量：   片

(依需求增減) □須借用 □不須借用

簽

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

財產管理單位：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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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設備檢查項目 借出檢查 歸還檢查

平板電腦-1

(財產編號：

__________)

□無配件

□有配件：

          

□正常

□異常說明：

□正常

□異常說明：

平板電腦-2

(財產編號：

__________)

□無配件

□有配件：

          

□正常

□異常說明：

□正常

□異常說明：

平板電腦-3

(財產編號：

__________)

□無配件

□有配件：

          

□正常

□異常說明：

□正常

□異常說明：

平板電腦-4

(財產編號：

__________)

□無配件

□有配件：

          

□正常

□異常說明：

□正常

□異常說明：

行動 4G 分享器(共__臺)
□正常

□異常說明：

□正常

□異常說明：

SIM卡(共__片) □已點收

借用/歸還時

點交簽章

借出學校代表

職稱：

姓名：

日期：

借出學校代表

職稱：

姓名：

日期：

借用學校代表

職稱：

借用學校代表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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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姓名：

日期：

備註：

1、 借用設備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刪，正本由借出學校留存。

2、 借用學校應自行彙整需求後，由學校專責代表向中心學校提出借用需求，並至中心學校或

其指定之出借學校辦理設備點交及借用事宜。

3、 借用學校應盡保管人責任並將設備完整歸還，如有損壞依財產管理相關辦法賠償，不得要

求借出學校另向借用學生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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