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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校本部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105 年 11 月 24 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實踐大學校本部學生宿舍生活公約(以下簡稱本公約)依據「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以下稱本辦法)第二十一條訂定之。 

二、本公約為確保住宿安全與品質，並配合自治管理之方式，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發揮互助合作、關懷與自律之精神，應遵守並配合。 

三、宿舍環境整潔及安全要求： 

(一)不得放置易燃、危險、違禁之有礙衛生安全物品。 

(二)不得以物品阻擋宿舍出入口，影響出入管制或安全。 

(三)不得於宿舍區域抽菸、嚼食檳榔。 

(四)不得攜帶任何危險物品、違禁物或在宿舍區內吸毒以及攜帶毒品進入宿

舍。 

(五)不得任意汙染、破壞浴廁整潔或設施。 

(六)不得擅自加裝寢室門鎖及私自持有他人寢室鑰匙。 

(七)不得在宿舍區內製造噪音、大聲喧嘩或妨礙他人自修或睡眠。 

(八)不得於寢室牆上釘釘子懸掛衣物或張貼字畫圖片。 

(九)不得在宿舍區（包含宿舍內與宿舍外柏油路）飼養寵物或餵食動物。 

(十)不得在宿舍區賭博、酗酒、鬧事、鬥毆或煽動械鬥行為。 

(十一)不得私接電線，不得使用或放置如冰箱、電爐、電鍋、電暖氣、電暖氣

毯或 500Ｗ以上等影響用電安全之電器用品。 

(十二)不得偷盜竊取晾掛晒衣場之私人衣褲等侵占他人財產、物品行為。 

(十三)不得將私人衣褲、換洗衣褲等吊掛於寢室窗戶邊或大樓外觀明顯處。 

(十四)不得有違反衛生、居住品質之個人行為（如不洗澡、不洗頭、不洗衣服） 

(十五)不得從事具有安全顧慮或影響宿舍安寧之活動（如施放煙火炮竹、營火

晚會、炊食等）。 

(十六)不得將垃圾置放於走廊等公共區域，違者全寢處分乙點。 

四、宿舍公物使用規範： 

(一)不得於交誼廳利用電視及談話音量影響宿舍安寧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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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舍各樓交誼廳訂有報紙，報紙屬於全體住宿生，只限交誼廳閱覽，勿私

自拿走或更換。 

(三)使用飲水機、洗手台請、衛浴設備，請同學注意勿將私人垃圾置放其上（如

食物殘渣、衛生棉、衛生紙等）。 

(四)交誼廳之電視機(含搖控器)，同學應愛惜使用，勿任意破壞或帶走；晚間

11點後電視音量應放小。 

(五)公共區域的桌椅，使用完後需清理乾淨並歸於原處；公共區域之清掃用具、

鏡子、書報等，應愛惜使用。 

(六)公共設施（如洗衣機、脫水機、烘衣機、飲水機、販賣機等）之插座，嚴

禁擅自拔除；各樓公共區域插座如私接個人電器（如吹風機）使用以半小

時為限。 

(七)熱水供應時段為下午 4：00至凌晨 2：00。 

(八)信件逾 7天未領者，則交予郵務人員簽收退回。 

(九)樓長室備有工具箱及醫藥箱，若有所需請自行前往並登記。 

五、訪客要求： 

(一)不得留宿外賓或在寢室內會客，尤其嚴禁邀約男性進入宿舍。 

(二)若有外客與異性訪客，雙方應事先聯絡妥當，須由該舍住宿學生或輔導老

師親自陪同，始得進入，且外客與異性訪客於宿舍逗留期間，所到之處均

須由該舍住宿學生或輔導老師陪同；逗留期間若無人陪同，則視為擅自進

入，必要時通報該外客與異性所屬單位併同處理。 

(三)訪客於凌晨 12 時以後之後仍逗留宿舍內，則視同留宿事實，訪客與受訪

同學，以退宿處理，並喪失其在學期間之住宿申請資格。該訪客通報所屬

單位併同處置。 

(四)宿舍嚴禁攜帶訪客進入洗澡，違者該訪客通報所屬單位併同處置。 

(五)住宿生於其他宿舍違反訪客規定者，與該舍學生同受規定處分。 

六、門禁要求： 

(一)進入宿舍依規定刷卡，不得私自將磁卡借予他人使用，並確實遵守一人刷

卡一人進出規定。 

(二)不得私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或使用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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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途退宿當日或期末離宿關舍前應將磁卡及鑰匙繳回。 

七、床位管理： 

(一)不得擅自進住、頂讓、更換個人寢室床位或擅自進入未開放之寢室，違者

得勒令退宿。 

(二)每月一次由宿舍輔導老師及宿舍幹部編組實施不定時之安全檢查（檢查是

否有違禁物品、人員清點）。 

(三)無故退宿者，經通知仍未辦理退宿手續，除取消次學年申請住宿資格外，

並通知家長（監護人）共同輔導。 

八、全體住宿同學須參與學年度內辦理宿舍安全防護演習(約每年 10月中旬)，因

故無法參加者，須檢附證明完成請假程序，經核准者，須參加業管單位指定之

補訓活動(12月 31日前)，若無故均未參加研習活動者，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款之規定，取消下一學年度住宿申請資格，應屆畢業同學則核定小過乙次

(或愛校服務 12小時)處分。 

九、住宿學生於入住時，依宿舍自治委員會規定繳交住宿保證金及自治會費，住宿

保證金為搬離宿舍時，經自治幹部檢查寢室清潔無誤後退還保證金，自治會費

用支用於活動所需及住宿生雜支、報費等。 

(一)收費金額：學年住宿保證金為新台幣 300元、自治會費每學期 100元。 

(二)住宿保證金沒入：若非因休學、退學、轉學等原因，於學期中辦理退宿者，

沒入全額保證金，其餘依實際損壞或遺失狀況，沒入部分保證金。 

十、違反以上公約規定者，除學校相關規定已有核定處分外，均記 1點違規處分。 

十一、違反「實踐大學本部學生宿舍生活公約」各項規定，累計記點達 3點者，愛

舍服務處分乙次；累計 5點者，愛舍處分乙次並取消下年度住宿資格；累計

記點 8點者，勒令退宿。 

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勒令退宿： 

(一)竊取他人財物者。 

(二)破壞環境整潔或公物，情節重大者。 

十三、本公約經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學務會議核定，陳請學務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生宿舍刷卡門禁管理規則 

96 年 7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促使本校學生宿舍人性化管理及安全維護更臻完善，特訂定本規則。 

二、本規則依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訂定之。 

三、住宿學生刷卡電腦資料由宿舍管理員建檔完成後，公告實施刷卡日期。 

四、宿舍刷卡使用時間為全天二十四小時，採進出雙向管制，使用時間如有異動，另

行公告。 

五、凡住宿學生宿舍之學生，於進出宿舍時，以磁卡採一卡一人之刷卡制度。 

六、刷卡系統設備採不斷電系統，不受停電影響；另設有錄影監控系統、進出門未關

妥之警示系統及電腦紀錄保存等安全措施。 

七、磁卡遺失或損壞，應於次一日上班日立即向宿舍各舍輔導老師報備，以利註銷該

卡使用權限，俟新住宿磁卡補發後再重新建立電腦資料，補發費用為 70元。 

八、刷卡同學不得有下列各項行為： 

(一)未遵守『一人刷卡、一人進出』。 

(二)私自將磁卡借予他人。 

(三)放任非住宿同學進入。 

(四)遺失磁卡未於次一日上班日前向宿舍輔導老師報備。 

九、違反第八條規定，情節輕微者，第一次口頭警告並實施勞作服務三小時，第二次

口頭警告並實施勞作服務六小時，第三次立即勒令退宿，並於本校在學期間不得再

申請住宿；因而危害全體住宿生安全者，另報請學校懲處。檢舉他人違反第八條規

定經查屬實者，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之規定，予以嘉獎乙次。 

十、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實踐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申請住宿要點 

105年 5月 2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配合學生於寒、暑期間須住宿學校宿舍之需求，特訂定本要點。 

二、寒、暑假期間，有關宿舍之管理，悉依本要點，本要點所未定者，依本校相關法

規辦理。 

三、寒、暑假期間實際開放申請住宿時間、地點、費用及相關辦法依公告辦理。 

四、申請資格： 

(一)團體申請： 

1、參加學校舉辦之各類活動、代表隊、營隊。 

2、參加各學系之課業輔導或相關活動。 

3、特殊情形經一級單位主管簽證者。 

4、校外單位經核准於本校舉辦各類活動、營隊時，得依本辦法申請住宿。 

(二)個人申請：由個人提出申請住宿者，須附家長同意書；申請住宿者應為本       

校學籍者，始得提出申請。 

五、前條第一款申請住宿者一律由各處、室、學院（系）或推廣中心簽奉校長核  可，

不得由個人提出申請。 

六、申請住宿至遲應於期末考舉行前檢附相關核准文件（影本）、名冊等資料至宿舍

業管單位存查，並點收鑰匙、磁卡等相關物品及完成住宿區域設施（備）之清點。 

七、團體申請住宿人員須由申請單位指定負責人進住，協助生活管理及安全維護，惟

遇突發急迫狀況得通知宿舍輔導老師、警衛及值勤教官處理。 

八、收費標準為本校教職員生每人每日收費一六○元、校外單位每人每日二○○元，

並均加收一次性清潔費六○元。本校舉辦之各項訓練、活動經會計室認定並經校長

（高雄校區副校長）核可者得減、免收。繳費後除遇不可抗力因素得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辦理退費外，不得申請退費。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寒暑假期間住宿，得

檢附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構核發之證明，向宿舍業管單位提出，惟需參與生活

服務學習工讀，工讀時數以住宿兩日實施一小時計，不滿兩日以兩日計算。 

九、住宿期間須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及相關法規，如有違規情事視情節輕

重簽請處分。 

十、住宿期間僅提供床位、書桌、衣櫥、水電等必要設施，其餘由住宿者自備，如有

破壞設施（備）者須照價賠償。 



十一、住宿之寢室由學務處宿舍業管單位指定，住宿人員不得任意更動，更不得擅         

入未開放之區域、寢室。 

十二、如遇寒、暑假期間，宿舍遇有重大施工，為維護人員安全，得不予以開放。其

施工期間有關宿舍設施（備）之維護及施工人員之監管，由總務處負責。 

十三、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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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103 年學 11 月 2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5 月 2 日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7 月 9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5 月 21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25日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學生宿舍秩序及安全，培養學生良好生活習慣，並規範學生

宿舍之申請分配、進住退宿及生活輔導等事項，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

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它法規辦理。 

第二條 

為培養學生自治、自重、自愛之情操，學生事務處應輔導住校學生建立

自治幹部制度，設立「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

織章程」另訂之。 

第三條 

本校宿舍管理行政職掌如下： 

一、 學生事務處：宿舍業管單位，負責宿舍業務綜合協調及住宿學生之

生活輔導等事宜。 

二、 總務處：負責房舍設備之修繕、保養、財產管理、水電用品供應、

環境美化與事務員工調派事宜。 

三、 會計室：負責住宿費用收費事宜。 

四、 人事室：有關宿舍輔導人員、工友之任用、調遷、考核事宜。 

第四條 

申請宿舍之資格： 

一、台北校區：本校學生、推廣教育部及華語中心學員。 



2 
 

二、高雄校區：本校學生、推廣教育部學員、畢業校友。 

第五條 

申請宿舍床位之規定如下： 

一、申請之學生須於規定時間內檢附相關證件至宿舍業管單位辦理登

記。 

二、新生及轉學生之住宿申請單由宿舍業管單位負責寄發。 

第六條 

床位分配順序如下：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二、外籍生與僑生。 

三、外、離島學生（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一戶籍並設籍達一年以上）。 

四、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構核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之學生。 

五、因特殊事故或對學校有特殊貢獻經校長（副校長）核定之住宿人員。 

經宿舍業管單位（含宿舍輔導老師）考評負責盡職之宿舍自治幹部。 

六、校本部女一舍、女二舍： 

(一)以設籍台北市、新北市以外地區之前述各款除外之新生（需設

籍達一年以上）。 

(二)設籍台北市、新北市以外地區之舊生。 

(三)設籍台北市、新北市地區之一般學生。 

第七條 

一、校本部：女一舍、女二舍床位選填作業，由宿舍業管單位另訂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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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之。 

二、高雄校區：日間部床位：新生確保分配床位。 

第八條 

宿舍床位分配作業方式如下： 

一、 新生（含轉學生、轉系生）： 

（一）併錄取通知單寄發住宿申請單。 

（二）台北校區由宿舍業管單位將按時寄回之合格申請資料，依學

生戶籍地距台北校區之遠近順序分配。 

（三）高雄校區依新生，轉學生、轉系生、復學生、舊生、研修生、

推廣教育部學員、畢業校友順序分配宿舍床位。 

二、 舊生： 

（一）每年四月底前由宿舍業管單位公告舊生分配名額及相關作業

規定。 

（二）舊生申請人數超過應分配床位數時，於五月底前按申請人數

依比率分配床位數辦理公開抽籤決定。 

（三）經前款程序確定尚有床位者，由宿舍業管單位納入統籌分配

新生運用。 

第九條 

經前條程序未能取得住宿資格之舊生，進行不分系別之混合公開抽籤，

排定遞補優先次序，並據以建立後補名冊。 

第十條 

經前條後補分配作業結束後，依學生宿舍期中空床位申請規定辦理住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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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各宿舍應預留急難調配床位及隔離房間一間。分配該床位學生，遇有住

宿學生發生急難事件致行動不便時，應無異議互換床位。非住宿學生因

急難事件而有暫住宿舍之事實需要者，若遇宿舍尚有床位時亦可依本條

規定進住，並與急難調配使用之床位同學互換床位，至復原可以行動為

止。 

第十二條 

宿舍進住規定如下： 

一、 已獲分配床位之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繳交保證書、住宿費、住

宿保證金，並憑繳費單據向宿舍輔導老師辦理報到並進住，未依

規定完成上述所有程序者，以棄權論。 

二、 申請住宿資格均以一學年為期，未經家長（監護人）與學校同意，

中途不得無故退宿，無故退宿者，經通知仍未辦理退宿手續，除

取消次學年申請資格外，並通知家長（監護人）共同輔導。 

第十三條 

學生進住宿舍後應依宿舍輔導老師指示進住指定寢室與床位，未經宿

舍輔導老師同意而擅自變更者雙方均應勒令退宿、頂讓床位者取消住

宿資格，另頂替床位者依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三條第一款，予以記過以

上處份。 

第十四條 

住宿學生對公共設施、設備負有保養維護之責任，如因過失或故意損

壞公物者，應負賠償責任，逾時或拒不賠償者，勒令退宿。 

第十五條 

受勒令退宿處分之學生，應自受處分日起兩週內，辦妥退宿手續，並

喪失在學期間宿舍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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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勒令或自願退宿之學生及學期結束宿舍關閉前，全體住宿學生須在宿

舍輔導老師及自治幹部輔導下，完成應負責之清潔工作，並經宿舍輔

導老師檢查後始可離校。 

第十七條 

寒暑假期間如欲住宿者須依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申請住宿辦法」

辦理始可進住，寒暑假期間個人物品擺放規定由管理單位訂定，經簽

奉校長（副校長）核定後頒布實施，經學校同意集中置放之私人財物，

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第十八條 

退宿規定 

一、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辦理退宿： 

（一）休學、退學、轉學、開除學籍。 

（二）畢、結業。 

（三）自願退宿。 

（四）受退宿處分。 

（五）患有傳染病、心臟病及精神病、經證明屬實，不適宜團體

住宿者。 

二、 辦理退宿須知事項： 

（一）退宿同學須填寫「退宿申請表」並檢附「家長同意書」辦

理退宿手續。 

（二）將個人物品清空，寢室打掃乾淨，不得留置行李或垃圾並

經宿舍輔導老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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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應屆畢業之住宿學生，於畢業典禮後學期尚未結束前仍得繼續住宿，

惟違反本辦法及相關規範者應立即遷出宿舍。 

第二十條 

非因休、退學、校外實習、入住未滿一週或其他重大變故而自願退宿

者，不予退宿舍費。符合前述規定之退費依教育部規定學雜費退費標

準辦理，宿舍保證金於學年結束或退宿時，扣除相關費用後無息退還。

中途住宿依學期週數比例計算之。 

第二十一條 

住宿學生必須遵守宿舍業管單位所訂定之學生生活公約之規定，違

反規定悉依公約規定罰則處分之。住宿生宿舍生活公約由宿舍業管

單位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住宿學生外宿規定： 

一、 因故需外宿者，應親自登記後始可離校（假日及其前一日不在

此限）；並自行向家長（監護人）報備。 

二、 每週外宿以一次為限，每學期外宿天數累計不得超過十五天。

外宿天數超過規定天數時，除取消下學年度申請住宿資格外，

並通知家長（監護人）共同輔導。 

第二十三條 

門禁時間由住宿生自由刷卡進出，須遵守宿舍刷卡門禁管理規則之

規定；住宿期間，個人之安全應自行維護、負責。 

第二十四條 

住宿生遲歸、不假外宿之懲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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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遲歸者依「宿舍生活公約」相關規定處理。 

二、 不假外宿達二次者通知系教官、導師、家長（監護人）協助

輔導，不假外宿累計達三次者，應勒令退宿。 

三、 門禁時間進出者，於次月五日統計後通知系主任、導師、家

長（監護人）協助輔導；學期中門禁時間進出達五次者，立

即勒令退宿並專函通知家長。 

第二十五條 

宿舍安全注意事項： 

一、 每學期應由總務處定期派員檢驗消防器材、電源設施、鍋爐設

備及飲水設備，以維安全。 

二、 每學年應定期舉行防震、防火、防災訓練，平時應編定消防、

交通管制、救護應變小組，以備緊急應變。 

三、 住宿學生應一律參加防震、防火、防災訓練。無故不參加前述

訓練之住宿學生或拒絕緊急應變編組任務之住宿學生，取消下

一學年度申請住宿之資格，若為應屆畢業生則依學生獎懲辦法，

予以記過乙次處份。 

四、 住宿學生因故無法參加防震、防火、防災訓練，其請假及補訓

事宜，由承辦單位於年度計畫內訂定之。 

第二十六條 

住宿學生違反本辦法或「宿舍生活公約」之規定者，視情節依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懲處，並得勒令退宿。 

第二十七條 

宿舍輔導老師得視學生住宿表現予以考評及提出獎懲建議，並得視

實際需要通知系教官、導師、家長（監護人）等或相關單位協助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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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第二十八條 

宿舍寢室如有違規或意外情事，宿舍輔導老師、教官應會同宿舍自

治幹部進入寢室處理，如遇急迫情形則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為配合校務政策等特殊目的之需求，相關要點、規劃或規範由業管

單位另訂之。 

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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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 Chien University Dormi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Amended by the Conference of Student Affairs, Nov. 26, 2014 

Amended and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Student Affairs, May 2, 2016 

Article 1. For the purpose of dormitory discipline and security maintenance, and to cultivate good 

manners among dorm stay, Shih Chien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USC”) have 

drawn up the Shih Chien University Dormi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gulation”). Anything the Regulation has yet to stipulate, is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USC laws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2. In order to develop self-regulation among residents,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shall supervise residents to a student governance institu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rmitory Student Council. The Constitution of Dormitory Student Council 

shall be specified separately. 

Article 3. Administrative duties of the USC dormitory are as follows: 

1.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dormito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uthority”), whose job is to coordinate dormitory affairs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to residents. 

2.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in charge of dormitory facility repair and maintenance, 

property management, water and electricity supply control, etc. 

3. Accounting Office: responsible for the charging of dormitory fees, etc. 

4. Human Resource Office: in charge of the appointment, relo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Dormitory Counselors and other related staffs. 

Article 4.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USC dormitory are as follows: 

 Taipei Campu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female students only. (Students 

attending further study programs not included.) 

 Kaohsiung Campu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nly. (Students 

attending further study programs not included.) 

Article 5.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of applying to the USC dormitory is as follows: 

1. Applicants must bring related certificates to the Authority for registrations before a 

determined time. 

2. Freshman students and transfer students will receive application forms sent by th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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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Bedroom assignment priorities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with Handicap Manuals. 

2. Foreign and overseas students. 

3. Students from Outlying Islands (who have registered residence address under his or 

her parents/guardian, and have been a native for more than one year). 

4. Students with Low Income/Middle-low Income Certifications issu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higher than District Affairs Office. 

5. Students who have made a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USC and are approved by the 

School Principal (or Vice Principal). 

6. Dormitory Student Council Member whose contribution is approved by the Authority 

(including Dormitory Counselors). 

7. As for the applicants of USC 1
st
 Dorm and USC 2

nd
 Dorm: 

1) Freshman students (that fit none of the descriptions above) who live outside of 

Taipei City or New Taipei City and have been a native for more than one year. 

2) Students who live outside of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3)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Article 7. 

 Main Campus (Taipei Campus): The bedroom assigning operation of USC 1
st
 

Dorm and USC 2
nd

 Dorm shall be arranged separately by the Authority. 

 Kaohsiung Campus: Bedroom reservations are available for freshman students. 

(Students attending further study programs not included.) 

Article 8. Bedroom assigning operation of USC Dormitory is as follows: 

1. For freshman students (including transfer students): 

1) The Dormitory Application will be sent along with the Admission Notice. 

2) Taipei Campus: Bedroom assignment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Authority; 

applications received within a determined time will be allocate a bedroom in the 

order of distance based on their residential address. 

3) Kaohsiung Campus: Bedrooms will be assign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freshman students, transfer students, reinstated students, and regula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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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regular students: 

1) The Authority will announce bedroom quotas and other dormitory assigning 

operations of the following semester every year at the end of April. 

2) If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exceeds available bedroom quotas, the Authority will 

hold a public ballot draw according to the percentage of applicants at the end of 

May. 

3) Bedrooms remain unallocated will be redistributed to reservations for freshman 

students. 

Article 9. Regular students who fail to apply for the USC dormitory wi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 second-round ballot draw (regardless of departments) to determine the reservation 

sequence. 

Article 10. Candidates with a bedroom reservation must apply for dormitories according to the USC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 Bedroom Vacancy during School Terms. 

Article 11. The USC dormitory reserves one spare bedroom for urgent usage; students assigned to 

this room must exchange bedroom with residents in urgent need (e.g. injured) with no 

objection. Non-residents in need of urgent usage will only be assigned to the spare room 

if there are still rooms available; non-resident applicants shall exchange bedroom with 

residents of the spare room until recovery. 

Article 12. Regulations for moving into the USC dormitory are: 

1. Students assigned a bedroom must turn in the Dormitory Agreement, pay for 

dormitory fees and deposit with receipts handed to the Dormitory Counselor within a 

determined time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follow 

the procedure are liable to forfeit their assigned bedrooms. 

2. During the one-year stay at USC dormitory, residents cannot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parents/guardian and USC; residents who do not complete 

termination will be disqualified from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 the coming school 

year; their parents/guardian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situation. 

Article 13. Residents must admit to the exact bed number assigned by the Dormitory Counselor, 

those who manage a room transfer without the Counselor’s approval,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to find alternate housing elsewhere off campus. Non-residents managing a room 

replacement will result in more than one demerit as outlined in the USC Student 

Complimentary and Disciplinary Article 13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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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Resi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will compensate 

for broken facilities; those who refuse to compensate,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to find 

alternate housing elsewhere off campus. 

Article 15. Students determined to leave the USC dormitory must complete the termination process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he sanction had issued, and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dormitory 

application. 

Article 16. Students must clean their rooms before leaving the USC dormitor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Dormitory Counselor/Dormitory Student Council, and will be granted 

the permission to leave after inspection is done. 

Article 17. Applicants applying for dormitories during winter/summer vacation must follow the 

USC Dormitory Regulations for School Holidays. Regulation for holiday storage is 

specified by the Authority, promulgating with the approval of School Principal (or Vice 

Principal); USC have no custod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posit of personal belongings. 

Article 18. Regulations for moving out of the USC dormitory are as follows: 

1. Residents are demanded to leave the dormitor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2. Resident who is no longer a USC student 

3. Resident who graduated from USC 

4. Resident who have completed termination 

5. Resident who is demanded to leave the dormitory 

6. Residents not suitable for community life du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heart disease or 

mental illness. 

7. Instructions for moving out of the dormitory: 

1) Students must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along with approval from parents. 

2) Students must empty the room (fully cleaned) before inspection. 

Article 19. Graduating students may remain in the USC dormitory after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until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Residents who violate the Regulation and other dormitory 

related rules are not included.  

Article 20. Dormitory fees will not be refundable unless the drop-out of school, off-campus 

internship, accommodation less than a week or other emergencies. The refund of 

dormitory fees i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spec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ormitory deposit will be returned interest-free after deducting expens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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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out day or in the end of school year. Dormitory fees of students applying during 

School Terms will be recalculated according to scale.. 

Article 21. Residents must abide by the USC Residence Code of Condu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CC”) which shall be specified separately by the Authority. 

Article 22. Regulations for dormitory sleepovers are as follows: 

1. Weekday (the day before holidays not included) sleepovers must be registered in 

person before leaving the dormitory; parents/guardian of the registrant shall be aware 

of the event. 

2. Sleepovers are limited to once a week, the estimated sleepovers shall be no more 

than 15 days in total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otherwise residents will be 

disqualified from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 the coming school year; their 

parents/guardian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situation. 

Article 23. Residents must abide by the USC dormitory Access Control and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safety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USC dormitory. 

Article 24. Disciplinary actions for late residents and sleepovers without approval are as follows: 

1. Late residents will result in disciplinary action as outlined in the RCC and other 

related regulations. 

2. Residents having sleepovers without approval up to 2 times will be reported to 

instructors and inform parents/guardian of this situation; sleepovers without approval 

for the third time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to find alternate housing elsewhere off 

campus. 

3. Residents who access after curfew hour will be reported to instructors and 

parents/guardian informed of this situation; if accessing past curfew reaches the limit 

of 5 times they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to find alternate housing elsewhere off 

campus. 

Article 25. Safety precautions of USC dormitory: 

1. Within every semester, fire equipment, power supply, drinking fountains and other 

hardware facilities will be inspected regularly by the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in 

regard of safety concerns. 

2. Emergency drills will be held regularly within the school year, with response unit in 

charge of daily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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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idents must attend emergency drills without exception. Those who refuse to 

attend the drill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 the coming 

school year; graduating students will result in one demerit as outlined in the USC 

Student Complimentary and Disciplinary. 

4. Residents who cannot attend the drill must complete the training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assigned by the Authority. 

Article 26. Residents who violate the Regulation and the RCC will result in disciplinary action as 

outlined in the USC Student Complimentary and Disciplinary, and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to find alternate housing elsewhere off campus. 

Article 27. The Dormitory Counselor can suggest complimentary/disciplinary action due to the 

performance of residents, and shall report to related units depending on actual needs. 

Article 28.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Dormitory Counselor and the Instructor will enter the 

bedroom with the company of Dormitory Student Council to settle the situation. 

(Urgencies not subject to the limits.) 

Article 29.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school policy, other dormitory 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specified separately by the Authority. 

Article 30. The Regulation and any amendments thereto, is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Student 

Affairs and authorized by the School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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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軍訓 

學生軍訓成績考查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齊一學生軍訓成績作業暨學生考查之基準，依大學

法統一訂定學生軍訓成績考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以為學生軍訓成績評量作業準據。 

第二條 

本校學生軍訓成績單獨評量，以教育「全民國防」理念為

準，授予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及國

防科技五大領域課程。 

第三條 

軍訓成績均以學期成績為準，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

及格。 

第四條 

軍訓成績之評量標準： 

學期成績區分：平時測驗及學期測驗成績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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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時測驗成績含括：隨堂測驗、心得報告、到課

率、上課秩序、學習精神、儀態禮節等。 

（二）學期測驗：含期中、期末測驗（報告）等。 

（三）各項測驗成績佔總成績比例由授課教官自訂。 

第五條 

軍訓課程必修部分學期成績不及格，應令重修。 

第六條 

因故未能參加軍訓課程學期測驗，事前經學校核准有案

者，准予補考一次。 

第七條 

他校學生考入本校或轉入本校者，其已修畢之各學期軍訓

課程，經審查成績及格持有證明者，得採計已修畢之學期

軍訓成績。 

第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應遵照本校學士學位班學則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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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免修軍訓課程作業要點 

教育部 92.1.13 台軍字第 0910194293 號令暨本校

9 2 . 6 . 1 3 實學創字第 0 9 2 0 0 0 2 6 8 6 號函訂頒 

教育部 92.12.3 台軍字第 0920149576 號令暨本校

9 3 . 3 . 2 實學創宇第 0 9 3 0 0 0 0 9 3 3 號函修訂 

教育部 96.9.17 台軍字第 0960142579 號令修訂 

102.8.27 臺教學(六)字第 1020115612B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為辦理本校學生有關軍訓課程抵、免修業務，以維護學生

權益，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一、現任國軍志願役官士兵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

或在職進修。 

二、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

伍（役）證明或因故停役，持有停役證明。 

三、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四、年齡屆滿 3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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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國學生。 

六、持居留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第三條 

本校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抵免各學期軍訓課程： 

一、大專校院轉入本校學生，已修畢各該學期軍訓課程

成績及格者，准予抵免。 

二、自軍事學校轉入者，其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軍訓

成績，得以軍事學校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及格成績

抵免。 

第四條 

本要點實施後，未具免修軍訓課程身分者，辦理休學時其

應修之軍訓課程不及格，於復學後取得常備兵、補充兵、

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役）證明或持有停役證明身分

者，仍須補修。 

第五條 

申請免修或折抵在校全部軍訓作業程序 

一、檢具符合免修或折抵資格之證明文件（檢驗正本繳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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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學期開學註冊後一週以內，至軍訓室登記申辦。 

三、開學第二週綜整呈校長核定後，列冊統計送教務處

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自九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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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成績折抵兵役役期作業辦法  

(82 年次以前役男適用) 

第一條 

實施對象：曾於本校就讀之在營義務役軍官、士官、常備

兵及替代役男。 

第二條 

申請時機：應屆畢業學生待役或已在營服役離退伍前 3 個

月。 

第三條 

折抵役期課目： 

一、一年級各學期軍訓必修成績及格（含二年級以上補

修軍訓成績及格）。 

二、二年級（含）以上各學期軍訓選修成績及格。 

三、90 學年度（含）以前各學期護理選修課程成績及

格（91 學年度起護理選修課程不納入折抵課目）。 

第四條 

學生修習軍訓課程，應分別按各學制，以每八堂課折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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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折算役期；其各學制折算之役期總日數，合計以三十

日為限。 

同等學制之同一學期修習之軍訓課程折算役期，以一次為

限，因故重（複）修或留級再修者，不得重複折算役期。 

第五條 

申辦方式：（以正常上班時間，教務處可申請到成績單） 

一、親自辦理（隨到隨辦）：所需文件證明 

（一）全學年成績單（至出納組繳費憑收據至註冊

組領取成績單，注意時間前置量，成績單領

取作業約二天時間） 

（二）持成績單（另影印乙份留存備查）至軍訓室

填申請表（需註明戶籍詳細地址村里鄰）。 

（三）成績單驗證蓋章。 

二、委託辦理（隨到隨辦）：所需文件證明 

（一）委託人身份證影本（查明詳細戶籍地址含村

里鄰用） 

（二）全學年成績單（至出納組繳費憑收據至註冊

組領取成績單，注意時間前置量，成績單領

取作業約二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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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成績單（另影印乙份留存備查）至軍訓室

填申請表（需註明戶籍詳細地址村里鄰）。 

（四）成績單驗證蓋章。 

三、通信辦理（收到即作業）：所需文件證明 

（一） 折抵申請表（學校軍訓室網站下載填妥戶籍

地村里鄰詳細地址）、委託人身份證影本、掛

號回郵信封（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並貼足

郵票）。 

（二）代申請全學年成績單（每份 15 元郵局匯票，

成績單領取作業約二天時間）。 

（三）上二項備妥（缺件恕不處理）寄：104 台北

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實踐大學軍訓室收

（註明申請軍訓折抵役期）。 

（四）服務電話：（02）2533-7582。 

四、申請人如為轉學生，入學時辦理免修軍訓者，其折

抵役期作業應向原修習課程學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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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

兵役役期及軍事訓練期間作業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 「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

兵役役期及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 」 訂定之。 

第二條 

實施對象：依法受徵集服常備兵役現役或軍事訓練之役

男，其曾於本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得依本作業辦法申請折減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 

第三條 

申請時機： 

一、應屆畢業學生待役或已在營服役離退伍前 3 個

月。 

二、已接受軍事訓練者結訓前 2 個月。 

第四條 

折抵役期課目： 

一、一年級各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必修成績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065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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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含二年級以上補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成績及格）。 

二、二年級（含）以上各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選修成績及格。 

第五條 

學生修習本校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算役期，82

年次以前役男比照「軍訓課程」折抵；83 年次以後役男

每門課修習成績合格者，得折減二日。合計以十日為限。 

第六條 

同等學制之同一學期修習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

算役期，以一次為限，因故重（複）修或留級再修者，不

得重複折算役期。 

第七條 

83 年次以後役男 101 學年度在本校修習之「軍訓課程」

得折減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每門課修習成績合格者，

得折減二日。 

第八條 

申辦方式：（以正常上班時間，教務處可申請到成績單） 

一、親自辦理（隨到隨辦）：所需文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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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學年成績單（至出納組繳費憑收據至註冊

組領取成績單，注意時間前置量，成績單領

取作業約二天時間） 

（二）持成績單（另影印乙份留存備查）至軍訓室

填申請表（需註明戶籍詳細地址村里鄰）。 

（三）成績單驗證蓋章。 

二、委託辦理（隨到隨辦）：所需文件證明 

（一）委託人身份證影本（查明詳細戶籍地址含村

里鄰用） 

（二）全學年成績單（至出納組繳費憑收據至註冊

組領取成績單，注意時間前置量，成績單領

取作業約二天時間） 

（三）持成績單（另影印乙份留存備查）至軍訓室

填申請表（需註明戶籍詳細地址村里鄰）。 

（四）成績單驗證蓋章。 

三、通信辦理（收到即作業）：所需文件證明 

（一） 折抵申請表（學校軍訓室網站下載填妥戶籍

地村里鄰詳細地址）、委託人身份證影本、掛

號回郵信封（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並貼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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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 

（二）代申請全學年成績單（每份 15 元郵局匯票，

成績單領取作業約二天時間）。 

（三）上二項備妥（缺件恕不處理）寄：104 台北

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實踐大學軍訓室收

（註明申請軍訓折抵役期）。 

（四）服務電話：（02）2533-7582。 

第九條 

申請人如於入學時已辦理免修軍訓或學分抵免者，其折抵

役期作業應向原修習課程學校申請。 

 



 

Ⅱ-12 

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 

  同學們無論何時、何地需要教官協助時，請撥下列電

話，您即可獲得當地教官的服務： 

一、教育部校安專線：(02)3343-7855，(02)3343-7856。 

二、軍訓室電話：(02)2533-7582。 

 

 

 

 

 

 

 

 



 
實踐大學(校本部)女生宿舍「勤學齋」住宿專區實施要點  

 
      民國 103年 7月 1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年 11月 2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年 1月 19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年 7月 9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年 5月 21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鼓勵學生勤勞向學，端正學生生活作息，營造寧靜與健康的住宿環境， 

    特設立「實踐大學校本部女生宿舍勤學齋住宿專區」(以下簡稱勤學齋)。 

 
二、依據：宿舍管理辦法第 29條訂定本要點。 

 
三、設置地點： 

    (一)自習區：女生第一宿舍三樓交誼廳。若交誼廳空間不敷使用則設置於一般

教室。 

    (二)住宿區：女生第一宿舍三樓。 

 
四、名額與申請相關規定： 

    (一) 本校符合申請住宿資格之學生。 

    (二)依個人意願提出申請。 

    (三)申請人多於本條第一款分配之人數則按報名人數抽籤分配。 

    (四)床位安排：按照學院系所分類安排。 

 
五、實施方式： 

    (一)凌晨 12時至 6時關閉寢室大燈，需要夜讀的學生使用桌燈。 

    (二)保持寢室之安寧，禁止喧譁。 

    (三)凌晨 1時至 6時關閉寢室有線網路。 

 
六、管理規定： 

    (一)「住宿安靜」規定應依前述實施方式辦理，若經管理單位登記達三次則記

點乙次。 

    (二)為維護宿舍安全，宿舍內禁止使用電熱水瓶、瓦斯爐、電磁爐、電鍋、電 

       火鍋、烤麵包機、電熨斗、烤箱、電熱器等，違者記點乙次及記小過乙次， 

       前述之電器用品將代為保管至假日再由學生領回。 

    (三)宿舍內禁止吸菸、飲酒、賭博、偷竊等行為，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處理，並記點兩次。 

    (四)自願退出「勤學齋」身份者，次學年不得申請住宿。  

    (五)無論是否具有「勤學齋」身份，凡入住於此區者皆需遵守上述住宿安靜 



       規定。 

    (六)其餘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及「學生宿舍寢室內務規定」辦理。  

        
七、獎懲辦法： 

    (一)獎勵：女生宿舍住宿滿一學期且本校成績前三名者，得於次學年優先申請

勤學齋專區。 

     (二)懲處： 

       學期內累計記點達五次者除取消其「勤學齋」身份，並得辦理宿舍床位調 

       整且次學年不得申請「勤學齋」住宿。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實踐大學低收入戶學生申請免費住宿要點 

101 年 11 月 2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定 

103 年 7 月 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內容暨實際事實訂定本要點。 

二、住宿學生具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並志願申請免費住宿且志願工讀之學生

為對象，但延修生或因雙主修、輔系所延長修業時間之對象不予辦理。 

三、符合助學金所定成績條件之低收入戶學生可向宿舍業管單位提出申請。(前

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分以上) 

四、服務時數： 

(一)志願服務工讀時數 50 小時(比照弱勢助學金獲教育部審查合格者，志

願工讀服務時數辦理)。 

(二)最近一學期(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班級排名前 30％（含）者，服務

工讀時數減為 25 小時。 

(三)轉學生以原學校上一學期成績單為參考資料。 

五、凡符合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學生，得申請免費於本校宿舍住宿，並擔任

志願性服務工讀(生活服務學習)，並得視工讀(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是否

提供免費住宿之參考，相關規範如下： 

(一)申請同學之志願工讀(生活服務學習)分配與執行，統由生輔一、二組負

責。 

(二)申請同學應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志願工讀(生活服務學習)時數。 

(三)學期志願工讀(生活服務學習)時數未實施完畢者，需繳回未完成時數折

算後金額，且於次學期將不予補助。（住宿費/服務時數=每小時服務費

用，每小時服務費用*已服務時數-住宿費=應繳回金額） 

(四)申請同學志願工讀(生活服務學習)區域以原住宿宿舍為主，員額餘裕再

以行政單位及各系為輔。 

(五)申請同學以非上課時間填取志願工讀(生活服務學習)時段，不得於上課

時段實施。 

六、符合申請條件者，於每學期開學後兩週內向宿舍業管單位提出申請，並須

檢具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乙份。 



(二)縣、市政府核定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乙份。 

(三)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四)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需含有班排名次） 

七、申請免費住宿需經校長（高雄校區副校長）簽核通過。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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