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第四十五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二、地點：行政大樓 7 樓會議室
三、主席：鄭瑞隆學務長

中午 12:10

四、出席者：
陳心慈同學(未出席)
蘇全正助理教授
馮國華教授

許俊龍同學

李天群同學

胡慈珮同學(呂建璋同學代)

游景晴助理教授

潘煜智同學(未出席)

羅維華同學(未出席)

沈佳緯同學

何月芳助理教授

陳淑英教授(未出席) 王彥文同學(未出席)

曾沈連魁教授(未出席) 陳婉真同學(林芝安同學代)
謝國欣助理教授
卓佳慶副教授

黃韋翔同學(未出席)

洪新原教務長(江舒欣組長代) 劉建宏總務長

許華孚國際長(陳秀婷秘書代)

李新林資訊長(李昌明組長代)

楊宇勛主任秘書(許文孄秘書代)
陳俊民中心主任
林宜潔同學

鄭榮偉教授(未出席)

鄧閔鴻中心主任(劉依玫輔導老師代)

謝勝文主任(未出席)

鄭宗祐同學

徐昀彤同學(未出席)

許慧惠同學(未出席)

蘇書翰同學(未出席)

林宏哲同學

唐愉華同學

李政怡組長

陳素燕組長

紀維欣同學(社福系)
五、列席者：盧龍泉副學務長

吳徐哲主任(唐愉華專員代)

林岳亨組長

劉明芝先生 劉佩儀小姐

陳怡安同學
六、頒獎：頒發 109 年大専優秀青年
全國表揚：勞工系呂建璋同學
縣市表揚：機械系李承恩同學
學校表揚：犯防所許俊龍同學

生醫系陳詩詠同學

外文系郭

恬同學

七、主席致詞：略
八、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報告事項一決定五修正為：上述各項建議，最後交由專業
人員及相關單位審核其可行性。 餘紀錄確認。
九、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
案
由：第四十四次學生事務會議有關學生社團評鑑相關事項補充說明，提請報
1

告。
說

決

明：
一、有關台綜大各校及公立大學社團評鑑是否有汰劣機制及如何實際運作，
詳細說明如附件一。
二、課活組平時透過實體社團會議、線上 FB 社團或一對一洽談方式持續輔導
社團，本學期初也以 e-mail 提醒社團及指導老師可至課活組網頁的社
團評鑑專區(有提供連結)，查詢並參考相關資料及早準備，亦可至課活
組觀摩去年優秀社團評鑑資料，若社團經營上面臨困境，可找校內社團
指導老師或課活組輔導老師協助。
三、課活組網頁已有社團評鑑專區，社團可參考評分項目及早準備，而關於
辦理社團評鑑說明會較適切的時間點，經評委評估後認為較適合的時間
點仍為 6 月初，原因為:
(一)說明會內容除評分項目外，尚包含評鑑報名日期、方式、流程、資
料繳交注意事項等執行細節，亦會參考每年三月底的全國社團評鑑
之配分方式，再進行細部說明會資料的確定，因此約莫五月份完成
大致的規劃。
(二)六月為新舊幹部交接之時，於此時舉辦社團評鑑說明會希望可讓
新幹部先行了解評鑑內容，以為未來評鑑做準備，舊幹部除了透過
去年的網頁了解評鑑大致的內容之外，也可以透過此次說明會以確
認評鑑細節。
四、社團評鑑網頁內容已包含評鑑資料、表單及相關法規，可供同學查閱。
評鑑為鼓勵社團採用雲端存放檔案，已於配分中已有提供 4%的分數作為
推廣之用。
（(1)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本次社團評鑑採全電子化。
定：
一、洽悉。
二、學生社團是否可自由選擇參與評鑑，及是否因連二年評鑑丁等得決議解
散，請社團評鑑委員會再多蒐集其他學校做法，及本校現況與學生需求
後，研議是否修改評鑑要點，再送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十、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生活事務組(原提案單位：學生會)
案
由：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按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第三十點提出修正。
二、查本校宿舍管理現況，與本要點所規定有所出入。且因應學生會組織改
造、管理彈性與學生活動之現況，爰提案修正本要點。檢附草案逐點說
明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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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通過。
二、請生活事務組及學生會權益服務部，加強宣導住宿同學自律精神，共同維護住
宿環境整潔及安全。
提案討論二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
由：有關本校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斷電時間延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斷電時間原訂為晚上 11:00，斷電範圍為電燈
（不含插座）
。
二、有社團同學於本組召開之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聯席會議中提出，希
望將社團辦公室斷電時間延後至晚上 12:00。
決
議：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當日下午 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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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社團評鑑懲戒機制比較表——附件一

學校

懲戒／汰劣機制

評鑑等第分為「優、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丙等—列為加強輔導社團。
中正大學
 丁等—次年將不提供社團辦公室之借用與任何補助。連續兩年評鑑丁等之社
團，學生社團評鑑委員會得報請學生事務處審查，經決議通過後方得令其解
散。
評鑑等第分為「優、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丙等：六十分以上，依照評鑑分數酌減其經費補助，且得選擇補評鑑一次，
補評鑑分數達七十分之社團，不減其經費補助。
 丁等：未達六十分，需強制補評鑑一次，補評鑑達七十分之社團，不減其經
費補助，達六十分以上之社團，依照評鑑分數酌減其經費補助，未達六十分
成功大學
之社團，停止其經費補助。
 社團無故不參加評鑑者，須限期補送資料至學生活動發展組補評鑑，成績最
高不得高於七十分，並減其經費補助 20%，成績未達六十分者，停止其經費
補助及公用器材設備之借用，未補評鑑者依社團輔導辦法第六條規定，予以
解散。
評鑑結果分為特優獎（各類組總平均成績第一名）、優等獎（各類組評鑑成績前
百分之十五）、甲等獎（各類組評鑑成績前百分之四十）
中興大學
 無故未參加評鑑或評鑑分數不及格（總平均成績五十九分以下）之社團，下
學年停止經費補助及公用場地器材設備之借用，連續兩年評鑑成績為不及格
者，依程序予以撤銷登記。
評鑑等第分為「優、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經評定為丙等（60-69 分）社團者，列為加強輔導社團。
 經評定為丁等（59 分以下）社團者，列為觀察性社團，撤銷社團辦公室使
中山大學
用權並取消指導老師指導費及社團活動各項補助費之申請。連續兩年被評為
丁等社團，經學務處組長會議通過，即撤銷社團設立登記並繳回屬於課外組
之社團設備財產，並於一年內不得申請成立與該社團性質相同之社團。
由上表可得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四校之社團評鑑辦法中，皆存在汰劣機制，而除了
成功大學以外，其餘三校汰劣機制皆為：若一社團連續兩年評鑑成績未達基本門檻，
則予以撤銷社團登記（意即予以解散）
；而成功大學之規定則為：若社團無故不參加評
鑑，且未於期限內補送資料進行評鑑，則予以解散。門檻雖相對於三校較為寬鬆，但
仍存在汰劣機制。
綜合上述比較資料，本校對於連續兩年評鑑成績未達基本門檻社團予以解散之處置，
應不致過於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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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等四所頂尖大學與中正大學社團評鑑懲戒機制比較表
學校

懲戒／汰劣機制

評鑑等第分為「優、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丙等—列為加強輔導社團。
中正大學  丁等—次年將不提供社團辦公室之借用與任何補助。連續兩年評鑑丁等之
社團，學生社團評鑑委員會得報請學生事務處審查，經決議通過後方得令
其解散。
不強制參與社團評鑑；評鑑設有特優獎、優等獎、甲等獎 （參加獎）等獎項。
台灣大學
 無
評鑑結果分為「特優、優等、甲等、乙等、丙等」五個等第。
 乙等停止校外指導老師指導費補助一學期，並列入加強輔導。
 丙等停止社團重大活動補助一學期，並列入加強輔導。
 社團評鑑成績連續兩年為丙等之社團，停止重大活動補助一學年，並列入
政治大學
加強輔導。連續三年為丙等之社團，提交學生社團評議委員會討論，並視
情節予以停止當學期所有經費補助或其他社團權益。
 未參加評鑑的社團，提交學生社團評議委員會討論，並視情節予以口頭警
告、停止當學期所有經費補助或其他社團權益。
評鑑等第分為「優、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丙等社團列入加強輔導。
 丁等社團予以裁併或解散，一年之內不得申請復社。
 予以裁併或解散之社團，如欲申請復社，先須以「同好會」之方式運作，
清華大學
其權利義務如下：
1. 每年五月底前提出「同好會」申請，經由課外組簽准同意方可成立。
2. 「同好會」非本校正式學生社團，不得分配社團辦公室。
3. 「同好會」一學年補助 paper money 2,000 元，不得申請增加額度。
評鑑等第分為「優、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丙等：不予補助、取消社團辦公室使用權
交通大學  丁等：社團撤銷、取消社團辦公室使用權
＊未能找到該校辦理評鑑之正式辦法或規章，遂以該校課外活動組官網公告
之資訊做整理。
上列五所大學當中，較特別的是，臺灣大學是唯一一所未強制所有學生社團皆須參加
社團評鑑之學校，其社團評鑑較偏向鼓勵性質；其餘四校中，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皆
規定社團評鑑獲丁等之社團，予以撤銷（或予以裁併、解散）
，相較之下，本校對於連
續兩年獲丁等之社團進行解散之規定，反而更為寬鬆；而政治大學並無撤銷社團登記
之汰劣機制，僅做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社團權益之處置。
經比較得出結論如下：
一、社團評鑑除強制性質外，亦有僅作鼓勵性質之可能。但缺乏評鑑這項指標，該如
何妥適分配社團資源、確保各社團順利運作，值得深思。
二、雖並非所有學校都有撤銷社團登記之汰劣機制，但多數學校為避免社團資源浪費，
並督促社團積極經營，皆有相關淘汰機制，在此標準之下，本校之規定尚稱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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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附件二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學生事務處受理住宿申
請後，按申請人數，依本要
點第五條之原則，並循下列
優先次序分配宿舍：
(一) 身心障礙學生、循外籍
生申請入學管道就讀本校之
外籍生 如為外籍獎學金
生，則免費保障住宿至大學
五年級 、僑生 、大陸學

八、學生事務處受理住宿申
請後，按申請人數，依本要
點第五條之原則，並循下列
優先次序分配宿舍：
(一) 身心障礙學生、循外籍
生申請入學管道就讀本校之
外籍生 如為外籍獎學金
生，則免費保障住宿至大學
五年級 、僑生 、大陸學

本點第四款已與
現況有所出入，
故進行刪除。其
餘進行點次移
動。

生 。
生 。
(二) 大學部以一年級新生 (二) 大學部以一年級新生
含轉學生 。
含轉學生 。
(三)有特殊困難之學生、原
住民族籍學生、具備弱勢助
學條件學生、戶籍為離島學
生，經召開「特殊困難學生
申請優先分配床位會議」審
核後，優先分配宿舍。

(三)有特殊困難之學生、原
住民族籍學生、具備弱勢助
學條件學生、戶籍為離島學
生，經召開「特殊困難學生
申請優先分配床位會議」審
核後，優先分配宿舍。

(四)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民生服務部部長、副部長（限
學士班同學）。
(四)剩餘之床位依下列原則
分配：
1. 先 行 控 存 １ ％ 之 彈 性 名
額。
2.餘依各學系現有之男、女
生人數比例分配至各學系。
3.優先順序由各系參酌學生

(四)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民生服務部部長、副部長（限
學士班同學）。
(五)剩餘之床位依下列原則
分配：
1. 先 行 控 存 １ ％ 之 彈 性 名
額。
2.餘依各學系現有之男、女
生人數比例分配至各學系。
3.優先順序由各系參酌學生

意見，自行訂定分配原則辦
理，並送查。
4.各系男、女生分配床位未
達三人(含)者，於１％之彈
性名額分配。

意見，自行訂定分配原則辦
理，並送查。
4.各系男、女生分配床位未
達三人(含)者，於１％之彈
性名額分配。

十三、學期結束未經核准於 十三、學期結束未經核准於 本點第一款所寫
寒 暑 假 留 宿 學 生 之 退 宿 作 寒 暑 假 留 宿 學 生 之 退 宿 作 之管理單位，現
業：
業：
已改為宿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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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宿舍關閉前，應依宿舍 (一)宿舍關閉前，應依學生 中心負責，故進
管理中心公告之期限內，將 會 住 宿 服 務 部 公 告 之 期 限 行修正。
個人物品集中捆包，置於指
定場所存放。
(二)依生活事務組期末退宿
作業公告期限內辦理退宿，
將寢室打掃清潔、交
還公物及鑰匙，經檢視後，
始得離校。
(三)退宿時寢室未打掃清潔
或公物及鑰匙未繳回者，由
生活事務組逕行自學

內，將個人物品集中捆包，
置於指定場所存放。
(二)依生活事務組期末退宿
作業公告期限內辦理退宿，
將寢室打掃清潔、交
還公物及鑰匙，經檢視後，
始得離校。
(三)退宿時寢室未打掃清潔
或公物及鑰匙未繳回者，由
生活事務組逕行自學

生住宿保證金中扣抵公物賠 生住宿保證金中扣抵公物賠
償費用及寢室清潔費用。
償費用及寢室清潔費用。
(四)凡於期末退宿作業公告 (四)凡於期末退宿作業公告
期限內，仍未辦理退宿者，
其住宿保證金不予退還。
(五)新生第一學期進住宿舍
暫發門禁臨時卡予同學使
用，註冊完成三日內應繳還
臨時卡，遺失則須依臨時卡

期限內，仍未辦理退宿者，
其住宿保證金不予退還。
(五)新生第一學期進住宿舍
暫發門禁臨時卡予同學使
用，註冊完成三日內應繳還
臨時卡，遺失則須依臨時卡

工本費照價賠償。

工本費照價賠償。

二四、學生宿舍交誼廳及宿
舍內其他活動場所，除供本
宿舍住宿學生舉辦與舍務有
關之活動外，其他任何團體
或個人，均不予借用。

二四、學生宿舍交誼廳及宿
舍內其他活動場所，除供本
宿舍住宿學生舉辦與舍務有
關之活動外，其他任何團體
或個人，均不予借用。

本點規定已與現
況有所出入，且
因本校學生活動
空間十分不足，
故應開放辦理非
舍務活動，故進
行刪除。

二四、學生宿舍寢室及公共 二五、學生宿舍寢室及公共 點次移動
用電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 用電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
則由各寢室學生平均共同分 則由各寢室學生平均共同分
擔。
擔。
二五、為住宿學生之安全與 二六、為住宿學生之安全與 點次移動
安寧，學生宿舍實施門禁管 安寧，學生宿舍實施門禁管
制，其實施要點另訂之。
制，其實施要點另訂之。
二六、總務處或相關單位得 二七、總務處或相關單位得 點次移動
於知會學生事務處後，由學 於知會學生事務處後，由學
務處派員隨同進入宿舍及寢 務處派員隨同進入宿舍及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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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修繕、施工或辦理相關事 室修繕、施工或辦理相關事
務。
務。
二七、住宿期限以正常修業 二八、住宿期限以正常修業 點次移動
年限四年為原則。
年限四年為原則。
二八、學生事務處得會同有 二九、學生事務處得會同有 點次移動
關單位，對宿舍進行安全、 關單位，對宿舍進行安全、
衛生等檢查。
衛生等檢查。
二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 三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 點次移動
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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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修正後全條文
82 年 6 月 23 日訓育委員會議通過
85 年 12 月 1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88 年 3 月 1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0 年 12 月 26 日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4 年 1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6 年 6 月 2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7 年 7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9 年 12 月 2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2 年 11 月 2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5 年 5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84 年 12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87 年 10 月 23 日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89 年 1 月 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1 年 12 月 2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5 年 12 月 1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6 年 12 月 19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8 年 12 月 7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0 年 5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3 年 12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7 年 5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7 年 12 月 2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9 年 6 月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在校學生舒適之住宿環境，達成生活教育之
目的，及完善管理學生宿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宿舍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要點行。
三、學生宿舍之管理由學生事務處策劃督導，並由學校聘請宿舍導師配合執行左列各
款事項：
(一)住宿學生之生活輔導。
(二)住宿學生意見反映與協調。
(三)有關學生宿舍安全之協調與建議。
四、住宿學生破壞或遺失宿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其細部作業依「國立中正大學學
生宿舍公有財產使用保管規定」辦理。
五、學生宿舍之配住原則如左：
(一)學士班學生四人一室。
(二)男女學生分舍住宿。
(三)寢宿室友可自行組合並事先報備；惟新生寢室由生活事務組安排。
(四)外籍學生、僑生 、大陸學生 與本國學生混合住宿。
(五)身心障礙學生因故確需家長陪同住宿照顧者，須經輔導中心評估並召開專案會議
通過後，始可實施。
(六)開學後，剩餘床位已無學士班學生遞補時，可遞補碩、博士班學生住宿，惟住宿
期限至當學年結束為止。
六、一年級新生暨轉學生第一學期應於規定期間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組辦理住
宿申請。
七、每學年第二學期放棄住宿者應於第一學期 結束前辦理不續住 申請，逾期 未申請
放棄住宿者，將視同續住原寢，並須依規定繳納住宿費。
八、學生事務處受理住宿申請後，按申請人數，依本要點第五條之原則，並循下列優
先次序分配宿舍：
9

(一)身心障礙學生、循外籍生申請入學管道就讀本校之外籍生(如為外籍獎學金生，則
免費保障住宿至大學五年級)、僑生 、大陸學生 。
(二)大學部以一年級新生(含轉學生)。
(三)有特殊困難之學生、原住民族籍學生、 具備弱勢助學條件 學生、戶籍為離島學
生 ，經召開「特殊困難學生申請優先分配床位會議」審核後，優先分配宿舍。
(四)剩餘之床位依下列原則分配：
1.先行控存１％之彈性名額。
2.餘依各學系現有之男、女生人數比例分配至各學系。
3.優先順序由各系參酌學生意見，自行訂定分配原則辦理，並送查。
4.各系男、女生分配床位未達三人(含)者，於１％之彈性名額分配。
九、凡未辦妥住宿手續而擅自遷入宿舍，或未於規定時間內進住指定之寢室床位者，
除依校規議處外，並取消其住宿申請之資格。
十、基於公共安全、安寧 與環境衛生 緣故，住宿學生不得違反左列任一項：
(一)擅自變更已經指定之寢室、床位。
(二)有賭博、抽菸、酗酒、鬥毆 、逾越牆窗及大聲喧嘩妨害他人安寧之行為。
(三)存放危險或違禁物品。
(四)留宿外人或帶異性進入宿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其規定另訂之。
(五)召引商人進入宿舍販賣物品或傳教人員進入宿舍傳教。
(六)擅自變更、搬離寢室或宿舍原有之設施。
(七)在宿舍內焚燒物品。
(八)擅自佔用廊道、樓梯、公共區域堆放物品。
(九)在宿舍區飼養寵物。
(十)不配合實施垃圾分類。
(十一)除上述各項外，凡妨害宿舍安全安寧 與環境衛生之任何情事，均予以禁止 ，
並應避免使用高耗電量之電器及禁止使用瓦斯爐。
上述每項違規行為予以記點一次，記點累計滿三次 含三次 者，取消住宿資格
勒令退宿。唯重大之違規行為，得由生活事務組另行建議處置。
十一、住宿學生於編定寢室及床位後，學生事務處仍得視情況作局部調整，以達寢室
空間充分利用之原則；未分配使用之寢室一律關閉，以利維護管理。
十二、住宿學生於寒暑假期間應遷出宿舍。但因參與本校教學相關活動、或經核准之
社團活動、或有其他特殊原因需住宿者，得申請留校住宿。其細部作業依「國立
中正大學寒暑假學生宿舍管理要點」辦理。
十三、學期結束未經核准於寒暑假留宿學生之退宿作業：
(一)宿舍關閉前，應依宿舍管理中心公告 之期限內，將個人物品集中捆包，置於指定
場所存放。
(二)依生活事務組期末退宿作業公告期限內辦理退宿，將寢室打掃清潔、交還公物及
鑰匙，經檢視後，始得離校。
(三)退宿時寢室未打掃清潔或公物及鑰匙未繳回者，由生活事務組逕行自學生住宿保
證金中扣抵公物賠償費用及寢室清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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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於期末退宿作業公告期限內，仍未辦理退宿者，其住宿保證金不予退還。
(五)新生第一學期進住宿舍暫發門禁臨時卡予同學使用，註冊完成三日內應繳還臨時
卡，遺失則須依臨時卡工本費照價賠償。
十四、住宿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退宿：
(一)休學、退學、轉學 、畢業 。
(二)自願退宿。
(三)依本要點規定勒令退宿者
十五、本要點第十四條所列情形之住宿學生，經核准退宿後，應於核准之次日起算 七
日內騰空床位，繳還公物，遷離宿舍；住宿學生違反上述規定，得由本校學生事
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執行，該生不得再申請住宿。
十六、申請自願退宿者，未滿廿歲者，應繳交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十七、勒令退宿者，學生事務處應以書面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八、退費暨遞補繳費規定：
(一)一年級新生暨 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因不習慣住宿環境及管理情形，而辦理退宿時，
依下 列標準退費：
1.住宿時間未逾上課三分之一基準日者，退還所繳住宿費之三分之二。
2.住宿期間已逾上課三分之一基準日但未達上課三分之二基準日者，退還所繳住
宿費之三分之一。
3.住宿期間已逾全學期上課三分之二基準日者，不予退費。
(二)休學、退學 、轉學、畢業 辦理退宿者，比照前 一 項規定辦理。
(三)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舊生，視住宿學生繳費及進住狀況，處理退宿退費作業方式
如下：
1. 未繳交住宿費者：
(1)欲免列入下學期註冊單內繳費項目，須於每年第一學期結束日及七月底以前，
告知管理單位辦理。
(2)上述時間以後進住宿舍日以前告知管理單位欲退宿者，仍請配合於辦理註冊作
業時繳交住宿費，開學後再統一辦理退費。
(3)獲分配床位學生至開學日前仍未繳交住宿費者，取消其住宿資格。
2.已繳交住宿費者：
(1)未進住宿舍：
①宿舍進住日以後開學日前告知管理單位欲退宿者，没收保證金，開學後統一
辦理住宿費退費。
②開學以後方告知管理單位欲退宿，或由管理單位清查後確定不住宿者，以告
知管理單位或管理單位清查當日為基準，時間未逾全學期上課三分之一基準
日者，退費三分之二；未逾三分之二基準日者，退費三分之一；逾三分之二
基準 日者，不退費。
(2)已進住宿舍：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舊生之住宿因係自願申請，辦理退宿時不退
費，惟特殊狀況者 須檢附證明文件及自述困難狀況 ))，得採個案方式辦理：
①請當事人檢附相關文件，轉知系所循行政程序簽擬公文申請退費，俟核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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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本交管理單位據以辦理退費作業。
②保證金不予退回 。
③個人用電費用依實際抄錶計價金額扣繳。
④以告知管理單位退宿當日為基準，時間未逾全學期上課三分之一基準日者，
退費三分之二；未逾三分之二基準日者，退費三分之一；逾三分之二基準日
者，不退費。
(3)已繳交住宿費，開學後遲不辦理報到進住者，視同當事人繳費保留個人住校權
利，管理單位負責控存其床位數(床位位置得由管理單位依權責調整)，當事人
不得於事後以未進住為理由，要求退費。
(四)因住宿同學畢業或自動退宿因而空出之床位，由學生事務處辦理遞補事宜。遞補
同學依下列標準繳費：
1.遞補時間未逾上課三分之一基準日者，全額繳費。
2.遞補時間已逾上課三分之一基準日但未達上課三分之二基準日者，繳交住宿費
之三分之二。
3.遞補時間已逾上課三分之二基準日者，繳交住宿費之三分之一。
十九、住宿保證金繳納與退費：
(一) 住宿學生於繳交住宿費用時，應同時繳納保證金。
(二) 寢室內公物遭不當使用或破壞，可由保證金中扣抵。
(三)住宿學生於住宿租用期滿退宿後，除依本要點應扣除金額外，所餘之保證金無息
退還住宿學生。
二十、畢業學生於辦妥離校手續後，應於七日內遷離宿舍；如因特殊原因不能遷離宿
舍者，須提出申請並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始得留宿。
二一、住宿學生凡有違反本要點第十條各項之規定事項者，視其情節之輕重作下列之
處置：
(一) 由管理員簽發違規通知單，通知該生違規事項並通知宿舍導師。
(二) 公告其寢 室、系級，並通知班導師、家長繼續勸導。
(三) 勒令退宿。
被勒令退宿之學生，應於通知期限內遷離宿舍，如未按期遷離，視同放棄寢室內
任何個人財物，得由本校駐衛警察隊強制執行。
二二、凡違反宿舍規定遭勒令退宿之學生，不得申請住宿。
二三、住宿學生違反宿舍規則，觸犯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時，依校規處理。
二四、學生宿舍寢室及公共用電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各寢室學生平均共同分擔。
二五、為住宿學生之安全與安寧，學生宿舍實施門禁管制，其實施要點另訂之。
二六、總務處或相關單位得於知會學生事務處後，由學務處派員隨同進入宿舍及寢室
修繕、施工或辦理相關事務。
二七、住宿期限以正常修業年限四年為原則。
二八、學生事務處得會同有關單位，對宿舍進行安全、衛生等檢查。
二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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