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97 年 6 月 1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2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2 月 2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2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2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3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 月 3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6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2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5 月 1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過
105 年 12 月 1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過
106 年 12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05 月 1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為維護學生住宿安全，提供良好之讀書環境，並照顧偏遠地區及家境
清寒學生，加強生活即教育之理念，使學生於住宿中培養正確之倫常觀念與
學習獨立自主之精神。
第二條、 宿舍床位申請規定，每年依宿舍狀況由住宿輔導組另訂。
第三條、 申請資格與審查
一、 住宿：
（一）學生學年住宿(不含暑假)依下列優先順序行之
1. 公費生依衛福部簽訂之公費醫師培育及分發服務實施簡則分配宿舍。
2. 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生、通過弱勢助學計畫之學生(以總床位數 1
％為上限，弱勢學生住宿優待辦法另訂定之)、海外僑陸生、外籍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博士班新生。
3. 舊生。
（二）學生暑期住宿依下列優先順序行之
1. 公費生、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生、通過弱勢助學計畫之學生(以總
床位數 1％為上限，弱勢學生住宿優待辦法另訂定之)、海外僑陸生、
外籍生、中低收入戶學生。
2. 原住宿之研究生。
3. 見實習生。
4. 未住宿之研究生。
5. 大學部醫事國考生。
6. 大學部舊生有特殊需求者(須經住宿輔導組審核)。
7. 大學部應屆畢業生有特殊需求者(須經住宿輔導組審核)。
8. 研究生新生。
（三）營隊暑期住宿之特殊需求依當年宿舍床位狀況而定，須行政單位專簽於每
年 3 月 15 日前向住宿輔導組提出申請。
（四）無故退宿者，自退宿日起，一年內不得申請學校住宿，保障身分之學生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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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宿申請：
（一）學年住宿
學生住宿申請，由住宿輔導組依各系所扣除符合學年優先住宿學生之 1、2
類別順位後之留校人數比例分配床位數，召集學生會代表、各系所學會代表
進行床位分配會議。
1.舊生：依學年度第二學期初住宿輔導組網站公告時程辦理，學生需完成線
上登錄，並向各系所辦理住宿申請，住宿名單由各系所學會代表核
配。
2.新生：
（1） 大學部：接獲入學通知書後，須至學校網頁「新生專區」辦理住
宿申請。凡於申請時限內申請者將保障其住宿資格，並於入校報
到前公佈住宿之床位。
（2） 研究生：各所住宿名額由所學會代表核配。逕向各所學會代表辦
理住宿申請，所學會代表於 7 月中前，將該所新生住宿名單完成
線上登錄。
（二）暑期住宿
依學年度第二學期初住宿輔導組網站公告時程辦理，由住宿輔導組依暑
期住宿優先順序核配床位。
第四條、核配：
一、 床位分配原則由各系、所學會自行訂定，得考量保障非居住大台北地區（台
北市及新北市）學生。
二、 各系所學會代表依配額完成床位分配並於線上登錄。
三、 各宿舍俟新生住定後，如有空出之床位，經住宿輔導組公告後舉行抽籤，若
有人放棄，則床位依候補順序遞補。
第五條、宿舍之進住、退宿
一、學生經分配床位後，不得任意轉讓他人。違反此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將報請
住宿輔導組勒令退宿（宿費不退）。
二、學生進住宿舍後，對所分配使用公物負有保管責任，若有損壞遺失，應依規定
賠償。
三、住宿生因故退宿時，須先辦理退宿手續，僑生申請退宿須經其家長或監護人同
意，並繳該項證明文件，報請學務處核准，方得遷出。
四、逾期遷出者，一天罰款 300 元整。逾期達五天者，宿舍管理員有權停止其門禁
卡之使用，並強制清空該寢室內之物品，除需繳交 1500 元的罰款，另取消宿舍
申請權及住宿資格一年。經住宿輔導組核可者，可延長其遷出期限。
五、退學或休學之學生，須於接奉核定通知後五日內（僑生二週內），遷出宿舍，
實習生應於規定日期內遷出宿舍。
六、凡退宿學生必須於遷出宿舍前清理潔淨所住寢室並繳清所借公物與鎖匙，損壞
之公物必須賠償，違者依校規處理。
七、宿舍之退費:註冊日(含)之前未遷入者，可全額退費；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
而辦理遷出者，所繳宿費退還三分之二；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者，而未逾學
期三分之二且辦理遷出者，所繳宿費退還三分之一；上課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
之二者，不退宿費。退費時程將於每學期初公告於住輔組網頁，並依退宿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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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退費事宜。上課後申請住宿者，按實際進住月份繳交宿費。
八、申請異動床位以一學年一次為限，且依住宿輔導組網頁公告辦理。異動後低於原
宿舍之住宿費者，應於每年 11/20 及 4/30 前申請退費；高於原宿舍之住宿費者，應補
繳差價。

九、暑假期間申請住宿：
(一) 一般生：依學期收費標準按月收費，住宿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二) 營隊：暑期營隊住宿收費標準如附表ㄧ。
十、國際交流生申請住宿，其收費標準如附表二。
十一、為培養同學愛惜公物及養成良好生活習慣，以提升住宿品質，學生須於遷入宿
舍時繳納宿舍保證金，其金額由學校依現況制訂；學生於遷出宿舍並完成相關
手續且確定就學期間不再申請住宿，方可申請退宿舍保證金。
十二、入住身心關懷房管理相關事宜：
(一) 肢體受傷同學入住「身心關懷房」時，需提供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以
診斷證明書作為遷出入時程之依據，至多一個月為限；屆時仍有住宿需
求，需重新開立診斷證明書。
(二) 非肢體障礙臨時有需求之同學，需提供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或系所專
簽。以診斷證明書作為遷出入時程之依據，至多一個月為限；屆時仍有
住宿需求，需重新開立診斷證明書或系所專簽。
(三) 入住「身心關懷房」之床位及相關事宜由住宿輔導組依實際狀況安排；
如有陪宿照顧之需求，需具備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加註，或經住宿輔導
組判斷。
(四) 入住「身心關懷房」需繳納住宿費用，依學校收費標準收費，陪宿者亦
同。弱勢學生則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三、入住家庭房申請相關事宜:
(一) 須填寫家庭房申請表，經審查通過後始得入住。
(二)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申請人不得使其六歲以
下或需特別看護之子女單獨留置於宿舍區內。
第六條、學生住宿規定：
一、各宿舍得視其需要以不違背本辦法為原則，由各自治會另訂細則，經該自治會
大會決議之，公布施行。
二、為維護及提昇住宿品質，違反住宿規定除依本辦法及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外，另採累犯累計扣點制，如附表三。
三、為鼓勵住宿學生積極參與宿舍公共服務工作，並維護宿舍安全、秩序及環境
整潔，有下列各項行為者，除依學生獎懲辦法予以獎勵外，另採累計加點
制，如附表四。
(一) 協助維護宿舍公共安全有具體貢獻者。
(二) 主動協助維護舍區秩序有具體事實者。
(三) 主動維護宿舍環境(含浴廁)整潔有具體事實者。
(四) 主動美化宿舍環境(含浴廁)有具體事實者。
(五) 防止鬥毆事件發生有具體事實者。
(六) 主動積極辦理學生宿舍活動及參與公共事務者。
(七) 其他對宿舍公共衛生或居住安寧有貢獻者。
四、宿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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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得擅自留宿異性及校外人士或帶異性至浴室盥洗。
不得在寢室內存放違禁及易燃物品。
不得在宿舍或寢室私接電源。
不得在宿舍走廊扯繩索晾曬衣物、堆放私人物品及垃圾。
不得在宿舍內飼養寵物。
宿舍內不得有偷竊、鬥毆、酗酒、賭博等行為。
設備損壞，經自治會及檢修單位認定，係因使用不當者，應負賠償之
責。
(八) 宿舍內不得高聲喧嘩及有妨害他人自修與睡眠之舉動。
(九) 不得毀損或破壞公物。
(十) 宿舍內應保持整潔，退宿時應將寢室打掃乾淨。
(十一) 除男五舍、女五舍簡易廚房、家庭房可烹煮，男五舍、女五舍茶水間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加熱外，學生宿舍其他區域禁止烹煮或加熱。
(十二) 各寢室使用之電費，應按學校之規定繳納；未繳費者，應補繳後才得申
請住宿。
(十三) 不得在宿舍區進行傳銷行為。
(十四) 不得在宿舍區抽菸。
(十五) 不得私自讓予及頂替床位，以及未經分配寢室，擅自住宿。
(十六) 未辦妥異動手續，不得私自更換寢室、擅自留宿非本寢室之校內同性人
士或未經許可佔用他人床位。
(十七) 未經住宿輔導組核准，不得延遲辦理遷出。
(十八) 不得擅自使用電暖氣或 500W 以上(吹風機除外)影響用電安全之電器。
(十九) 不得違反本校網路使用規範要點及著作權法。
(二十) 為維護宿舍安全，非住宿學生進出宿舍需經管理員同意或由住宿學生陪
同始得進入。接待異性友人須至各宿舍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宿舍搬遷時
之開放時間及規定另行公告之。
(二十一) 住宿學生不得在宿舍區域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行為。
(二十二) 有違反宿舍規則需接受複檢者，應於兩周內主動提出複檢，若逾期未
提出複檢或複檢未符合規定者，視同再次違規。
(二十三) 未經住宿輔導組核准，家庭房之異性眷屬及女五舍單人房之男性舍
民，不得進入該宿舍其他住宿樓層，並於提出宿舍申請時切結之。
(二十四) 不得未經許可，以物品佔用他人床位。
(二十五) 嚴禁偽造、複製他人證件進入宿舍。
五、其他違反住宿規定情節重大者，得經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取消其住宿資格
外，並通知家長(監護人)。
第七條、 宿舍之管理：
一、 學生宿舍各舍設立自治會，其自治幹部，由該舍住宿學生中互推選出；宿舍
自治會之組織章程，由住宿輔導組訂定，學務處核定後實施。各宿舍自治會
受住宿輔導組督導。
二、 為維護住宿品質與安全，住宿生得配合學校宿舍管理人員依國立陽明大學學
生宿舍寢室訪視關懷要點進行每學期一至二次之住宿訪視關懷、修繕需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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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勸導等相關事宜，視需要得再另訂訪視時間。
三、 各宿舍場地、設備使用管理要點視需要另訂之。
第八條、 宿舍之修繕及清潔消毒
一、宿舍之修繕由總務處為之；重大工程須於事前通知住宿輔導組並於宿舍公告之，
請自治會配合辦理。寒暑假之修繕，由總務處會同學務處於該學期考試結束前
一個月通知住宿輔導組並於宿舍公告之。
二、各自治會必要修繕之器物及設備，呈報住宿輔導組循行政程序經呈報核准後，
協調總務處辦理之。
三、實施宿舍整體(包括寢室內)消毒清潔作業，於該學期末考試結束前一個月公告
之。屆時住宿生應配合淨空宿舍及相關規定辦理，以利整體清潔消毒維護之進
行。
第九條、 暑假期間學生留住宿舍規定：
一、實施宿舍淨空，以集中住宿為原則。
二、原住宿生可住宿至該學年度學期考試週結束，依實際公告之遷出入時程辦理遷
出。
三、住宿日期每月以四週為原則，以實際公告之遷出入時程為主。
四、住宿相關細節另行公告。
第十條、 為維護宿舍公共安全，學校得視需要實施宿舍公共安全檢查及防災演習。經檢查不
符安全規定者，應立即改正並予複檢。新住宿生均應參加校內相關防火防災課程至少
乙次或參加且取得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相關防火防災課程之認證並於
各宿舍輔導員室登錄，最遲應於住宿起三個月內完成，無故未如期完成相關防火防災
課程者，扣宿舍點數四點。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宿舍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公佈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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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ㄧ:

國立陽明大學暑期營隊住宿收費標準表
宿舍別

房型

宿舍場地租借收費(含電費、冷氣費)

男二舍

4 人雅房

300 元/日/人

女三舍

4 人雅房

300 元/日/人

1.
2.
3.
4.
5.
6.

營隊暑期住宿之特殊需求依當年宿舍床位狀況而定，須行政單位專簽於每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因床
位有限若未事前提出申請，則由住宿輔導組視實際床位情況安排床位。
營隊遷出入日期原則上自 7 月 1 日至 8 月 20 日，惟需配合宿舍遷出入時程。
營隊遷入宿舍時間下午 3 時以後，遷出宿舍時間中午 12 時前。收費標準按日計算，例:7/17/7 收七日住宿費。
住宿者需自備寢具及盥洗用具，住宿期間，應善盡愛護寢室內部及公共區域之設備、器材之
責，如有損壞，照價賠償。
暑期營隊租借宿舍費用含電費及冷氣費，住宿如需使用冷氣，請課外活動輔導組統一向住宿輔
導組申請 1 房 1 張冷氣卡，營隊於退宿時繳還，遺失者酌收 100 元卡費。
由課外活動輔導組提供營隊幹部名單做為設定臨時門禁用，由住宿輔導組依實際情況核定門禁
申請許可，請團進團出，辦理遷出後即刪除門禁。

7.
8.
9.

營隊於入住時清點財產，離開時須將個人物品、垃圾清理整齊恢復原狀，方可退宿。
營隊未遵守宿舍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者，停止租借學校宿舍 1 年。
暑期營隊期間如遇天災(颱風及地震等因素) ，導致無法住宿情況，住輔組可視實際情況，據以辦理宿
舍費退費事宜。

附表二:

國立陽明大學國際交流生住宿收費標準表
宿舍別
男三舍

1.

住宿費
(不含電費、冷氣費)

房型
4 人雅房

男五舍

2 人套房

男五舍

4 人套房

女二舍

4 人套房

女三舍

4 人雅房

女五舍

2 人套房

女五舍

4 人套房

西安舍

2 人套房

宿舍收費標準原則上以學期計，在學期中
（含寒假）未滿 14 天（含）以半個月計；
超過 15 天未滿 30 天（含）以 1 個月計。

國際交流生如欲申請特定宿舍，須事先向住宿輔導組提出申請，須行政單位專簽，學年度第一學期床
位於每年 8 月 15 日前、學年度第二學期床位於每年 1 月 15 日前、暑期床位於每年 5 月 15 日前提出，
因床位有限若未事前提出申請，則由住宿輔導組視實際床位情況安排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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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暑期住宿費用分四時段收費：第一時段 7/1-7/15、第二時段 7/16-7/31、第三時段 8/1-8/15，每
時段以半個月計費，例:7/28-8/5 跨 2 時段，則收一個月住宿費。
此收費標準不包含網路費(400 元/學期)、電費、冷氣卡(400 元/張)、鑰匙押金(50 元)、宿舍自
治費（150 元/學期）。
住宿者需自備寢具及盥洗用具，且應遵守相關住宿規定，住宿期間，應善盡愛護寢室內部及公共
區域之設備、器材之責，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並負相關責任。

附表三：

國立陽明大學學生宿舍扣點表
編號
一
二

三

相關條文

罰則條款

未能保持宿舍（寢室）安寧而影響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八款
他人者
未能保持宿舍內外清潔而影響他
人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款

除男五舍、女五舍簡易廚房、茶水
間及家庭房外，在學生宿舍其他區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一款

扣點數

備考

一點
一點

四點

域烹煮或加熱。
四

未在規定時間內繳交電費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二款

一點

五

在宿舍區進行傳銷行為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三款

一點

六

不得在宿舍走廊扯繩索晾曬衣物、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四款
堆放私人物品及垃圾。

二點

七

違反本校網路使用規範要點及著作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九款
權法者

二點

八

在宿舍內飼養寵物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五款

三點

九

在宿舍區吸菸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四款

三點

十

未按時遷出宿舍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七款

三點

十一

住宿學生在宿舍區域有妨害公共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二十一
安全之行為。
款

私自更換寢室、擅自留宿非本寢室
十二 之校內同性人士或未經許可佔用他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六款
人床位

十三

在寢室內使用或置放有安全堪慮
的用品，如：電冰箱、瓦斯罐、電

三點

四點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八款

四點

十四 在寢室內存放違禁及易燃物品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二款

五點

十五 在宿舍或寢室私接電源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三款

五點

十六 宿舍內有鬥毆、酗酒等行為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六款

五點

十七 故意毀損或破壞公物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九款

五點

擅自留宿異性及校外人士或帶異性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一款
至浴室盥洗者

八點

十八

鍋、電子鍋、電磁爐、卡式瓦斯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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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
說明 4

十九 宿舍內有偷竊行為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六款

八點

二十 宿舍內賭博行為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六款

八點

私自讓予及頂替床位，以及未經分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十五款
配寢室，擅自住宿者
二十二 接待異性友人須至各宿舍指定之時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四項第二十款
二十一

詳見
說明 5

九點
四點

間及地點
二十三

違反男五舍及女五舍自習室管理 男五舍及女五舍自習室管理要點第五條第
要點使用規則
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二點

二十四

違反男五舍及女五舍場地管理要 男五舍及女五舍場地管理要點第五條第一
點借用規則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二點
並禁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違反男五舍、女五舍及學生餐廳樓 男五舍、女五舍及學生餐廳樓中樓簡易廚房
中樓簡易廚房管理要點使用規則 管理要點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違反學生宿舍公共冰箱管理要點 學生宿舍公共冰箱管理要點第四條第一項
使用規則
第一款至第四款

違反學生餐廳樓中樓簡易廚房管 學生餐廳樓中樓簡易廚房管理要點第五條
理要點使用規則
第一項第九款

四點

二點

八點

使用簡
易廚房
一個月
違反使
用規則
累積達
三次者
並終止
使用學
生餐廳
樓中樓
簡易廚
房權利

未經住宿輔導組核准，家庭房之異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六條第四款第二十三
二十八 性眷屬及女五舍單人房之男性舍
目
民，進入該宿舍其他住宿樓層。

四點

新住宿生均應參加校內相關防火防災
課程至少乙次或參加且取得臺北市政

二十九 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相關防火防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十條

四點

災課程之認證並於各宿舍輔導員室登
錄，最遲應於住宿起三個月內完成。

三十 未經許可，以物品佔用他人床位。

三十一 偽造、複製他人證件進入宿舍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六條第四款第二十四目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六條第四款第二十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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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

詳見
說明 6

立即退宿及取消未
來所有住宿申請權
利，並依據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予與懲
處。

說明：1、其他違規未載明於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者，經住宿輔導組查明確實影響住宿環境，簽請學務長
核示。
2、宿舍違規扣點數，於當學年度住宿期間累積達八點者，取消下學期起住宿資格一年；累積
達九點者，取消宿舍申請權及住宿資格，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二星期內遷出宿舍，且不
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並取消下學期起住宿資格一年。
3、宿舍違規扣點數累積未達八點者，仍保有宿舍申請權，但累積扣點數將送各系學會及
所代列入次學年度申請宿舍（寢室）排序依據。
4、因違反「擅自留宿異性及校外人士或帶異性至浴室盥洗者」，除扣點數 8 點及取消下學期起
住宿資格一年，另需增加公共服務 20 小時（於公告懲處三個月內完成），若服務態度不佳
或未如期完成應服時數者，將依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另予懲處。
5、經證實「宿舍內有偷竊行為者」，除扣點數 8 點外，將取消下學期起住宿資格一年並送獎
懲委員會懲處。
6. 以物品佔用他人床位，於通知期限內仍未清空者，管理單位將有權強制移置佔用物品。
附表四：

國立陽明大學學生宿舍加點表
編號

優良行為

獎勵條款

加點數

一 主動協助維護舍區秩序有具體事實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二款

一點

二

主動維護宿舍環境(含浴廁)整潔有具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三款
體事實者

二點

三

主動美化宿舍環境(含浴廁)有具體事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四款
實者

二點

四

主動積極辦理學生宿舍活動及參與公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六款
共事務者

二點

五

其他對宿舍公共衛生或居住安寧有貢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七款
獻者

二點

六 防止鬥毆事件發生有具體事實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五款

三點

七 協助維護宿舍公共安全有具體貢獻者 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陸條第三項第一款

五點

備考

說明：1、其他優良事蹟未載明於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者，經住宿輔導組查明確實對住宿環境有貢獻，簽
請學務長核示給予獎勵。
2、宿舍獎勵加點數，於在校期間累積九點者，且無違規記點記錄者，得於次學年優先分配宿
舍(名額以床位總數 1％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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