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102.12.11 第 168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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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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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住宿以身心障礙生、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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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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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六條

明訂住宿學生

住宿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住宿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保證金退還之

一、經核准住宿同學，除繳交住

一、經核准住宿同學，除繳交 作法。

宿費用外，另應繳交壹仟元

住宿費用外，另應繳交壹

保證金。

仟元保證金。

二、住宿同學損壞宿舍公物，應

二、住宿同學損壞宿舍公物，

負賠償責任(有關賠償規定

應負賠償責任(有關賠償

由總務處訂定)，逾期或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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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申請權利。

退宿並取消爾後申請權

三、學生離宿前，經宿舍輔導員

利。

（或宿舍自治幹部）檢查，檢 三、學生離宿前，經宿舍輔導
查完成後辦理退宿，經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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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系統及簽核退宿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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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或由會計室統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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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無息退還保證金至學生本
人之帳戶。
第七條

第七條

1. 學生宿舍各

為維護學生宿舍之安全與秩序，

為維護學生宿舍之安全與秩

館已完成空調

全體住宿生應遵守下列事項：

序，全體住宿生應遵守下列事 建置，故依據執

一、 有參加住宿座談會、宿舍各

項：

類安全防災逃生演練之義

行情形部分文

一、 有參加住宿座談會、宿舍 字修正。

務。
二、 有配合行政單位床位調整及
寒、暑假宿舍軟硬體維修需
求，辦理宿舍清館之義務。
三、 不得將住宿權私自轉讓他
人。
四、 宿舍不得留宿外人（非住宿
生）或引異性進入宿舍。
五、 不得私自引進商人進入宿舍
販賣物品。
六、 不得攜帶如刀械、槍彈等危
險用品或違禁電器品（如電
視機、電冰箱、除濕機、電

各類安全防災逃生演練

2.將本校校園

之義務。

網路使用辦法

二、 有配合行政單位床位調

整及寒、暑假宿舍軟硬體 入，並增加外部
維修需求，辦理宿舍清館 網路業者之網
之義務。
三、 不得將住宿權私自轉讓

舍。
五、 不得私自引進商人進入
宿舍販 賣物品。
危險用品或違禁電器品

具等）進入宿舍。

（如電視機、電冰箱、冷

七、 不得有鬥毆、賭博、打麻將、

氣機、電熨斗、電壺、電

飲酒滋事或吸毒等行為。

暖爐、電鍋、電磁爐、烤

九、 宿舍內全面禁止吸菸。
十、 不得違反宿舍自治委員會所
訂定之相關規定。
十一、 不得於宿舍網路使用違反
「台灣學術網路規範」、

麵包機及炊煮用具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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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得有鬥毆、賭博、打麻
將、飲酒滋事或吸毒等行
為。
八、不得在寢室內飼養動（寵）
物。

「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

九、 宿舍內全面禁止吸菸。

則」及「中國文化大學校

六、 不得違反宿舍自治委員

園網路使用辦法」。
十二、 不得私自申請外部商業網

會所訂定之相關規定。
十一、不得於宿舍網路使用違

路業者之網路線路進入宿

反「台灣學術網路規

舍。

範」、「台灣學術網路管

十三、 其他違反公共衛生、居
住安寧或公共安全之行為。
違反上列各款項經查證屬實

入學生宿舍。

四、 宿舍不得留宿外人（非住 3.部分條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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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爐、烤麵包機及炊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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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

熨斗、電壺、電暖爐、電鍋、 六、不得攜帶如刀械、槍彈等

八、 不得在寢室內飼養動（寵）

正式名稱列

理規則」及本校相關資
訊法規及網路規範。
十二、其他違反公共衛生、居

者，除勒令退宿並不得再申請宿

住安寧或公共安全之行

舍外，行為嚴重者，依本校學生

為。

獎懲規則議處，造成損害，依相

違反上列各款項經查證屬實

關法令負相關責任。

者，除勒令退宿並不得再申請
宿舍外，行為嚴重者，依本校
學生獎懲規則議處，造成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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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第十條

1.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二項住宿費

辦理退宿：

者，應辦理退宿：

用退費相關事

一、 住宿期限屆滿。

一、住宿期限屆滿。

宜。

二、 畢（結）業。

二、畢（結）業。

2.

三、 休學、退學、轉學、開除學

三、休學、退學、轉學、開除 住宿生相關住

籍。
四、 受退宿處分(由學生事務處
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五、 其他因素（如傳染疾病影響

學籍。
四、受退宿處分(由學生事務
處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修訂本條

明定後補

宿費用收取標
準。
3.

明定寒暑

五、 其他因素（如傳染疾病影 假申請住宿同

其他住宿生安全者）
，經證實

響其他住宿生安全者），

學收費標準及

不適合群體生活者，將另行

經證實不適合群體生活

規定。

調整。

者，將另行調整。

4.

依據教育

住宿期間未逾七日者，得申請退

住宿期間未逾七日者，得申請 部建議增列寒

還所繳之全額住宿費；逾七日者

退還所繳住宿費之二分之

暑假住宿費用

不受理申請退費。

一；逾七日者不受理申請退

收費相關規定。

候補住宿費計算:開學一週內

費。

者，以全額計算；之後依照候補
週期計算收費。
寒暑假住宿費用依學生申請住宿
天數計算收費，費用於申請住宿
日起一週內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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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標，提昇住宿品質，維護住宿秩序
及安全，增進宿舍之教育功能，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學生宿舍管理權責劃分如下：
一、學生事務處：負責宿舍申請、分配作業及住宿生生活輔導與
管理等事宜。
二、總務處：負責宿舍及設備之修繕保養、水電供應、環境整理
及保證金收、退費等事宜。
三、會計室：負責宿舍住宿費核定及保證金轉檔等事宜。
四、人事室：協助辦理宿舍輔導員遴選、任用事宜。

第三條

申請住宿以身心障礙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境外生、體育
代表隊及戶籍設外島地區一年以上之大一新生（均須檢附戶籍謄
本）優先抽籤核定分配。

第四條

申請住宿程序：
一、 大學部大一新生部分：
(一) 接獲本校入學通知後，按規定時限上網填寫新生住宿申
請表，逾時視同放棄。
(二) 審核時依大考中心寄發成績之戶籍地為準 (籍設台北市
者不得申請、新北市坪林區、瑞芳區、貢寮區、萬里區、
金山區、石門區、三芝區、平溪區及雙溪區，始能申請) 。
(三) 因受床位限制，除前條所列優先分配人員先行分配外，
如申請人數超過可分配之床位數時，採公開抽籤，未抽中
床位者將一併抽出候補序號。
(四) 抽中宿舍床位者，須於規定時限(抽籤結果公告後三日內)
繳交住宿費。
(五) 轉學生及研究生於報到註冊時辦理申請登記，抽籤（至
102 學年度起床位將分配予大學部大一新生）。
二、 大學部舊生部分：

(一) 分配比例依學生事務處以當年床位數分配，各年級分配
比例由學生事務處依斟酌床位數量分配之。
(二) 學生於每學年結束可辦理宿舍申請。
(三) 依抽籤序號分配床位，凡逾時辦理住宿登記或不依時限
繳費者，一律視同棄權，所餘空額分配予新生。
(四) 抽中宿舍床位同學可填寫住宿同住單，供寢室分配之參
考；未填寫住宿同住單者，依抽籤序號分配床位。
第五條

學生住宿年限：
一、 博士生以三年為限，碩士生以二年為限。
（至 102 學年校內床
位，除第三條所列優先分配住宿外，其餘床位分配予大學部
一年級新生）。
二、 大學部各年級學生一學年。
三、 境外生（含短期專班），依學習年限住宿。

第六條

住宿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一、經核准住宿同學，除繳交住宿費用外，另應繳交壹仟元保證
金。
二、住宿同學損壞宿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有關賠償規定由總務
處訂定)，逾期或故意不賠者，得勒令退宿並取消爾後申請權
利。
三、學生離宿前，經宿舍輔導員（或宿舍自治幹部）檢查，檢查
完成後辦理退宿， 經生輔組註記系統及簽核退宿申請表後，
由總務處出納組無息退還保證金，或由會計室統一請款，無息
退還保證金至學生本人之帳戶。

第七條

為維護學生宿舍之安全與秩序，全體住宿生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有參加住宿座談會、宿舍各類安全防災逃生演練之義務。
二、有配合行政單位床位調整及寒、暑假宿舍軟硬體維修需求，
辦理宿舍清館之義務。
三、不得將住宿權私自轉讓他人。
四、宿舍不得留宿外人（非住宿生）或引異性進入宿舍。
五、不得私自引進商人進入宿舍販賣物品。
六、不得攜帶如刀械、槍彈等危險用品或違禁電器品（如電視機、
電冰箱、除濕機、電熨斗、電壺、電暖爐、電鍋、電磁爐、烤
麵包機及炊煮用具等）進入宿舍。
七、不得有鬥毆、賭博、打麻將、飲酒滋事或吸毒等行為。

八、不得在寢室內飼養動（寵）物。
九、宿舍內全面禁止吸菸。
十、不得違反宿舍自治委員會所訂定之相關規定。
十一、不得於宿舍網路使用違反「台灣學術網路規範」、「台灣學
術網路管理規則」及「中國文化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辦法」。
十二、不得私自申請外部商業網路業者之網路線路進入宿舍。
十三、其他違反公共衛生、居住安寧或公共安全之行為。
違反上列各款項經查證屬實者，除勒令退宿並不得再申請宿舍
外，行為嚴重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則議處，造成損害，依相關
法令負相關責任。
第八條

宿舍清潔規定：
一、 學生住於宿舍期間，應經常維護宿舍內部清潔。
二、 為維護住宿學生居住環境，定期實施宿舍美化評比，經評定
優勝寢室，將予以記嘉獎一至二次獎勵。
三、 為貫徹垃圾減量、資源回收之環保觀念，學生宿舍一律實施
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四、 學生宿舍於各學期期末考結束三天內實施清館(畢業生於辦
妥離校手續)，並將原住宿寢室打掃清潔後，始可離校，未完
成檢查者，扣抵保證金。

第九條

住宿其他規定：
一、 各館宿舍床位分配結果將在開館前一天公布於學校宿舍及網
頁最新公告。
二、 凡未辦理住宿申請而擅自遷入或未於規定時限內住進指定之
宿舍床位者，除議處外並取消其住宿申請權利。
三、 寒、暑假期間因參與本校教學相關活動或校內社團活動需住
宿者，得於學校公告期限內申請登記，經審核後按規定辦理繳
費事宜，寒、暑假以集中住宿為原則分配床位。
四、 非住宿生進入學生住宿區域，如係本校學生將依本校學生獎
懲規定議處；外校生（含社會人士）除通知該校外，另報請警
察單位協處。

第十條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退宿：
一、 住宿期限屆滿。
二、 畢（結）業。
三、 休學、退學、轉學、開除學籍。

四、 受退宿處分(由學生事務處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五、 其他因素（如傳染疾病影響其他住宿生安全者）
，經證實不適
合群體生活者，將另行調整。
住宿期間未逾七日者，得申請退還所繳住宿費之二分之一；逾七
日者不受理申請退費。
候補住宿費計算:開學一週內者，以全額計算；之後依照候補週期
計算收費。
寒暑假住宿費用依學生申請住宿天數計算收費，費用於申請住宿
日起一周內繳交。
第十一條

人員進出學生宿舍大門，以電腦刷卡配合廿四小時監視錄影方式
管制，以維安全。
宿舍每日二十四時至凌晨五時，禁止進出，遲歸應辦理登記，並
依規定扣點。
住宿生外宿先向宿舍輔導員報備登記（假日及前一日不在此限），
並自行向家長或監護人報備，學校依記錄彙整同學外宿次數，通
知家長或監護人。

第十二條

校內外人員如欲進入學生宿舍，需事先知會宿舍輔導員，由宿舍
輔導員或宿舍自治幹部（工讀生）陪同，並登記人員身份資料，
異性並需穿著宿舍工作背心，方可進入學生宿舍及寢室進行修
繕、工程或辦理相關業務。

第十三條

學生宿舍水、電、燃料供應辦法由總務處另訂之。
寢室冷氣供應，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以房間為單位向總務
處購買冷氣機使用儲值卡使用之。

第十四條

學生宿舍之自治委員會及生活公約制定，由宿舍自治委員會研擬
後，送學生事務處核備。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核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