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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期達成學生生活輔導之目的，完善學生宿舍管理，特訂本要點。
二、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以下簡稱生輔組）策劃督導學生宿舍，並指定教官、校安人員、行政
助理及工友執行宿舍管理之相關事宜(其中宿舍區之行政助理及工友部份以下簡稱管理員)。
三、 住宿學生應組織學生宿舍生活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以規範宿舍生活、推行宿舍自治、
爭取住宿學生之福利，並協助宿舍管理，其組織細則及獎勵措施另訂之。
四、 本校學生申請住宿應依下列各款向生輔組提出申請：
(一) 申請資格：
1. 大學部宿舍：本校四技、二技部學生(不含在職班學生)。
2. 研究生宿舍：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二) 申請時間：新生：應依公告時間提出住宿申請；舊生：應依公告時間，提出下學年住宿申請。
(三) 申請住宿應依規定提出申請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住宿合約書之認可簽核，否則視同放棄申請
住宿。住宿合約書內容另訂之。
(四) 申請宿舍以一學年為原則，因記錄不良遭退宿者，不得再提出住宿申請。
五、 生輔組受理住宿申請後，得按大學部一年級（含二年制三年級新生）、二年級以上（舊生）、研
究所學生之指定宿舍，依規定順序分配宿舍；床位不足時，則依抽籤順序分配之。
六、 具下列身份者，得免抽籤申請住宿：
(一) 依教育部中低收入戶家庭就學補助相關辦法規定免住宿費之低收入戶家庭子女(需附鄉鎮市
公所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 身障生(需檢附身障手冊影本或有效期限內之鑑輔會證明)及中度障礙以上(本身住宿)需他人
(三)
(四)

(五)
(六)
(七)

協助者所指定之輔導義工（限乙名）。
外籍生、僑生入學第一年者或經相關單位決議保留住宿床位者。
學生如因生理、家境、急難等特殊狀況需個案衡量，經填寫「特殊狀況進住申請書」，並依
個人狀況檢附戶籍謄本影本、家庭所得證明、低收入戶手冊影本、殘障手冊影本、清寒證明
書或其他相關證件，並經生輔組簽核同意者。
參加學生服務性組織且對學生宿舍有所助益，經學務處核准之表現優良學生。
其他特殊狀況，專案簽請學務長核定後實施。
具免抽籤住宿資格者，僅能選擇冷氣套房外之房型。

(八) 具免抽籤住宿資格者，不得申請退宿。除因第十四點第三款原因退宿者，依該點規定辦理。
七、 於住宿規定申請期限內申請住宿床位，其優先順序如下（當現有床位無法滿足某一順位需求時，
則該順位採抽籤方式分配）：
(一)大學部
1. 具免抽籤資格者。
2. 四年制一年級。
3. 轉學生第一年者。
4. 二年制三年級。
5. 四年制二、三、四年級及二年制四年級之舊生申請另依學生宿舍生活記點實施規定（規
定另訂之）區分申請優先順序：
(1)記點點數高者優先申請。
(2)無記點點數之校外住宿生。
(3)無記點點數之校內住宿生。
(二)研究所
1. 具免抽籤資格者。
2. 一般生研究生(含轉學生)。
3. 在職專班研究生。
(三) 於住宿規定申請期限後提出住宿需求者，除上述第六點規範之學生得優先遞補者外，其他
依申請時間先後排列遞補。
(四) 四年制一年級新生若因床位不足而未申請到住宿床位時，得在具免抽籤資格之學生之後列
為優先遞補。
八、 經公告或通知核准住宿之學生，應於規定之期限內，辦理住宿費之繳交，若有申請延長繳費期限
並經核准者，得依規定延後繳費。
九、 住宿費用之繳納，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宿舍費包含住宿費及保證金，保證金可扣款項目包含：住宿未滿一年申請退宿之違約金、
鑰匙費用、卡片費用、清潔費用、其他宿舍設施損壞費用，若保證金不足支付上述費用時，
本校得另行向需負責之住宿生請求補足損壞賠償之金額，費用訂定及調整則依宿舍實際情況
報請權責長官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 寒暑假住宿費用依「寒暑假住宿要點」辦理，寒暑假住宿要點另訂之。
(三) 學年或寒暑假保證金退款作業，由學務處生輔組統一於學年或寒暑假結束後造冊退款，惟
畢業或退學一個月後住宿生仍未完成退款帳戶登記，致使無法退費者，款項轉入宿舍項下經
費，待學生完成帳戶登記再行退款。
(四) 宿舍空調設備使用費、電費之收取及費用計算方式，由學務處生輔組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 教育部補助低收入戶住宿費含前款空調設備費用，住宿生申請住宿在有空調之寢室，不論
是否有使用空調設備，均需繳交前款所規定之費用(未申請空調寢室而被安排住宿者除外)。
(六) 新生於公告住宿名單後，下載住宿繳費單據繳費。
(七) 四技一及二技三新生因受理宿舍申請時間較晚，統一先行收取住宿費用後，未住宿者由生輔
組造冊後退款。
十、 住宿生應依規定時間進住安排之床位，不得私下頂讓他人、租予第三人，違反本規定者，免除
當事人及第三人在學期間之住宿權利，並依校規懲處。若因特殊原因需調換床位者，需先行填
具「床位異動申請單」(可自行於生輔組或宿委會網站下載)，經簽核後，始可進行床位調換。
十一、 住宿生住宿後應先進行財物清點，以釐清責任歸屬。

十二、 住宿生應遵守「住宿生活公約」，共同維護宿舍安全、衛生、環保、紀律及舒適，公約內容另
訂之。
十三、 為健全及落實本校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住宿生進住宿舍前須進行健康檢查。
(一) 新生進住宿舍前，應繳交三個月內合格之健康檢查報告(可參加學校辦理或自行檢查)，惟
須涵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之項目：
1. 未繳交胸腔 X 光檢查報告者，不得進住宿舍(非取消住宿資格)。
2. 其餘規定項目報告未繳者，得延緩核發宿舍臨時卡。
(二) 舊生於確定新學年度住宿資格時，須配合生輔組規定期限，自行繳交三個月內合格之胸腔
Ｘ光檢查報告，未繳報告者，不得進住宿舍(非取消住宿資格)。
(三) 檢查後經醫師診斷為疑似或確診患有法定傳染病之住宿生，由本校另行安排住宿地點或返
家自主居家隔離，不得異議。
十四、 學年中辦理退宿者，需填具退宿申請單，並經由退宿審核會議通過，始完成退宿程序。相關
退費規定如下：
(一) 公告確定住宿床位者，住宿未滿一年即申請退宿(含入住前申請)，應收違約金 1,800 元(交
換、實習或畢業資格者申請退宿出示證明得不收違約金)。
(二) 辦理第一學期退宿者，新生於生輔組公告之進住日起算（遞補宿舍之學生於遞補通知日起
算；公告之進住日後才到校之僑外籍生、交換生依實際進住日起算)；舊生於合約書繳交
後起算，七個工作日(含)內退宿者得退全額住宿費(不退還違約金 1,800 元)，第八個工作日
(含)至第十四個工作日(含)止退宿者，需繳住宿費（住冷氣房者，含空調設備使用費）1/2
費用與違約金，第十五個工作日(含)後退宿者，住宿費不予退還。
(三) 辦理第二學期住宿退宿者，應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親自向生輔組提出申請退宿，得予免
繳第二學期住宿費(不退還違約金 1,800 元)，次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期間辦理退宿者，
需繳住宿費（住冷氣房者，含空調設備使用費）1/2 費用與違約金，2 月 1 日(含)以後退宿
者，住宿費（住冷氣房者，含空調設備使用費）不予退還。
(四) 因下列情況辦理退宿者，不受上述二款規定限制，入住前申請退宿，應繳交違約金 1,800
元，入住後才申請退宿者，則除違約金外，另依實際住宿週數計算應退款金額。
1. 休學及退學。
2. 因重大疾病無法住宿。
3. 經學校核定赴友校交換生。
4. 因家中突遭變故無法繼續住宿。
5. 其他經學務處認定之特殊情況。
(五) 因違反宿舍相關規定而遭退宿處分者，住宿費(住冷氣房者，含空調設備使用費)不予退還。
(六) 住宿生於收到退宿通知後，需於七日內完成退宿作業。
十五、 離宿時，應先行查驗戶上各項物品、設備是否完好，若有發現任何損壞或故障時，應主動告知
管理員，若屬人為破壞，應依實際維修或採購價格賠償，並依本校學生奬懲辦法議處，賠償金
額由保證金先行扣除，不足部份另行補繳。
十六、 離宿時應將所有公共設備擺放整齊，並將私人物品放置指定之公共空間或全數帶走，所有放置
於公共空間之私人物品，需於開學後一週內領回，逾期視同廢棄物處理(宿舍均不負保管責任)。
十七、 各戶若有先行離開之室友，戶長(或約定之最後離開之人)應先行檢查環境之清潔或物品之完
善，若有任何問題，應立即告知管理員前往處理。
十八、 遭退宿處份者，退宿時應向管理員報備，由管理員檢查住宿環境是否恢復原狀、繳回宿舍鑰匙
並確認註銷門禁權限，若有發現任何設施損壞之狀況，則依上述第十四點之規定辦理。完成退

宿作業後，由管理員報請生輔組退還住宿保證金。
十九、 宿舍周邊公共設施之使（借）用，如水塔前廣場、烤肉區等，應向生輔組或宿委會等相關單位
提出申請。
二十、 宿舍水、電、燃料管制應由宿舍管理員督促執行定時、定量供應之原則，學生宿舍水、電、燃
料供應時間，由生輔組視經費情形另行公告。
二十一、 宿舍維護管理規定如下：
(一) 各項設施維修人員進入宿舍前，須向管理員報備，穿戴辨識背心(章)後，依規定進入宿
舍。
(二) 各項設施維修人員需依學生宿舍規範之工作要點進行維修工作，若有違反者，將解除合
作關係。
二十二、 寒暑假期間住宿及物品存放規定如下：
(一) 住校生寒暑假應將物品攜回，不方便攜回之笨重物品，應捆紮整齊牢固，並加標識，放
入學校所提供之指定位置，並於開學後一週內領回，逾期視同廢棄物處理（存放物品學
校不負保管之責）。
(二) 寒暑假期間，除核定開放之宿舍外，其餘宿舍依規定關閉。
(三) 寒暑假期間確有住宿必要者，依本校「寒暑假住宿要點」辦理。
二十三、 校內、外營隊申請宿舍住宿僅限寒、暑假期間，申請經學務處核可後，依規定辦理住宿事
宜。
二十四、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