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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生住宿圓通雅筑宿舍大樓管理辦法 

107年 9月 1日訂定 

第一條 為維護宿舍居住環境之清潔及安寧，並提升團體生活之自律與相互尊重，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一、 住宿生進住時，須至宿舍管理人員處領取相關資料及鑰匙，以完成報到手續。補

進住宿舍時，在接獲補進住通知，於繳納住宿相關費用後，亦須完成相同手續。 

二、 在規定進住期限內，未辦理報到進住者視為自動放棄床位，該床位由管理人員另

行分配。但情形特殊已向宿舍管理人員提出延後報到者除外。已分配床位但未完

成報到手續者，不得擅自進住宿舍。 

三、 住宿生於入住前，須至大樓設定人臉辨識系統模組，方能入出大門及入住，以維

護人員基本住宿安全。 

 

第三條 住宿生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限期退宿外，並依本校相關規定懲處： 

一、 擅自頂讓床位、霸佔床位、或拒絕他人合法進住，情節重大者。  

二、 於宿舍區賭博、酗酒鬧事、鬥毆等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三、 儲存危險物品或違禁物(如毒品)，情節重大者。 

四、 擅自留宿非住宿生，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警告無效而再犯者。  

五、 引介商人進出學生宿舍買賣物品，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警告無效而再犯者。  

六、 擅自接裝未經大樓同意之電器，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警告無效而再犯者。  

七、 擅自在宿舍內炊膳，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警告三次無效而再犯者。 

八、 擅自在寢室內飼養動物，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警告無效而再犯者。  

九、 擅自更換寢室門鎖者。  

十、 不依規定申請住宿而私自進住者。 

十一、 汽、機、腳踏車違規於宿舍區通行或停放，經取締滿三次者。  

十二、 違反公共衛生、居住安寧或公共安全，嚴重影響他人作息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

警告無效而再犯三次者。 

十三、 損壞宿舍公物經要求限期賠償，逾期不賠償者。  

十四、 違反宿舍自治委員會訂定之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十五、 於學生宿舍內竊取他人財物公訴罪者(是否報警由受害人決定，涉刑事公訴罪部

分移法送辦)。  

十六、 個人蓄意或疏失而引發宿舍火災者（涉刑事部分移送法辦）。 

十七、 在宿舍內架設任何型態之主機伺服器（作業系統不在此限），傳遞非法檔案資

料、文件或違反學術網路使用規範，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警告無效而再犯三次

者。 

十八、 為查證前項各款事項，宿舍相關管理人員得會同學生進入寢室檢查。 

 

第四條 個人自律部分： 

一、 個人生活作息時間，應保持正常，室友間應相互尊重與體諒。住宿生若有生活

不檢點及其他異常情事，宿舍相關管理人員應反映於學校處理，共同輔導住宿

生活事宜。 

二、 不在走廊或寢室內高聲談笑、唱歌或彈奏樂器影響他人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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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維持寢室內整齊與清潔。  

四、 禁止將鞋子及雜物置放在走道及公共空間。 

五、 宿舍區內禁止飼養各類寵物及攜帶寵物進出。 

六、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開啟他人寢室、抽屜、內務櫃及擅自拿取他人財物。 

七、 應妥慎保管個人貴重錢財物品。 

八、 注意服儀、禮節，離開寢室不宜只穿著內衣、內褲或赤膊、光腳；進出宿舍不

宜著奇裝異服。 

九、 不得於寢室牆上釘釘子懸掛衣物，或以破壞牆面方式張貼字畫圖片。  

十、 維護整體環境，不隨意丟棄垃圾，並力行垃圾分類及環保，使用新北市專用垃

圾袋及做好垃圾分類，自行放置於大樓B1垃圾放置間。 

十一、 隨手關燈關水，節約用電用水，養成節約能源好習慣。 

十二、 退宿時應保持房間整潔，若有不清潔或設備有毀損、缺漏須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團體生活部份： 

一、 公物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移動或挪用，應共同愛惜使用與維護。 

二、 注意寢室門禁，養成隨手關門鎖門的習慣；隨時留意並報告陌生人之動態，防

止不法情事。  

三、 遇有任何問題或發現違規、不法情事，應立即向宿舍相關管理人員反映或檢舉。

本宿舍嚴禁持有或使用危險物品或毒品，違者通報學校並報請警察機關處理。 

四、 爲免影響他人作息並維護他人安寧，應遵守設施之使用時段：  

  （一）交誼廳電視機於晚間十一時後須將音量調至最小，以利其他住宿生休息。 

  （二）使用洗衣房或茶水間於晚間十一時後應降低音量，以利其他住宿生休息。 

五、 機車及汽車應遵守行車秩序按規定停放整齊。 

六、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本大樓全面禁煙(含室內房間、陽台、樓梯間等)，一經發現

即處以新臺幣$10,000元罰款。 

七、 本大樓設置之公用交誼廳、茶水間及投幣式洗烘衣間等公共軟硬體設施，應善

盡維護愛護使用及配合各項宣導事宜。 

        因住宿生之故意或過失致房屋家具損害時，應自負損害賠償責任。 

八、 本大樓一樓管理中心提供公共冰箱僅供存放藥品使用，為避免交叉污染，應將

藥品封裝完整。 

(一) 應清楚標示：寄放日期、寄放人姓名、寄放人房號/床位、預定領取時間等

(填寫勿字跡潦草、不可填寫綽號；標示須用深色筆書寫，標示貼紙應貼牢)。 

上述資料未填寫完整者或標示不清楚者，宿舍管理人員可將其冰存物品視

為不明廢棄物逕行處置，不得有異議。 

(二) 每一藥品存放最長以三十日為限，逾期未領回者，視為廢棄物丟棄，不得

異議。但屬特殊長期慢性病處方藥品除外，且管制藥品不得存放。 

(三) 本宿舍對冰箱內之物品不負保管損壞責任，無法配合者勿使用冰箱。 

九、 機車未依規定停放或占用他人車位，管理中心有權予以上鎖，並支付開鎖費 500

元。 

 

第六條 水電使用規定： 

一、 禁止使用未經安全認證之延長線。  

二、 不得將衛生棉等物品丟入馬桶，並應隨時清理水龍頭雜物，以防阻塞。  

三、 不得在寢室內使用高耗電之電器產品，如冰箱、電視、電磁爐、微波爐、烤箱、

電鍋、電暖爐、電湯匙、烤麵包機、卡式爐、除濕機等及有用電安全之虞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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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產品，違者得暫予沒收保管，俟學期末再行發還；若因而造成災害者，應自

行擔負相關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 

四、 不得擅入或私自啟動宿舍大樓各項設備系統，若造成損(破)壞應照價賠償。  

五、 未經宿舍相關管理人員之許可，不得使用寢室外之插座。  

 

第七條 會客規定： 

        外來訪客須於一樓物業管理處辦理訪客登記並會客，於晚間 11點前離開，違者

除依本辦法處理外，並收每人清潔費$5,000元整。 

 

附記 

一、 本大樓管理辦法明載於各附件 1-5中，其任何於本宿舍住宿者，視同已經了解並

願意遵守上述所有本辦法之相關規範。     

二、 本辦法達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學校保有規定解釋權，執行當下授權宿舍管理人

員判斷；若有爭議時，由校方與達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單位進行協商。 

三、 未盡之相關事宜，大樓管理中心邀集學校共同討論後修正、訂後公布日起施行，

修正時亦同。 

 

 

 

  圓 通 雅 筑 宿 舍 大 樓   樓   房   床  

 

  姓名:                              聯絡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4 
 

致理科技大學學生住宿圓通雅築宿舍大樓垃圾管理要點 

一、本宿舍嚴禁丟置宿外垃圾，違者調閱監視器蒐證舉發。 

二、傢俱、床墊等大型垃圾，須自行處理，不得丟棄於宿舍垃圾間。 

三、應自備使用新北市專用垃圾袋及做好垃圾分類，自行放置於大樓 B1垃圾放置 

四、垃圾分類規定: 

(一) 資源垃圾：1.廢紙、鋁箔包類 2.塑膠、寶特瓶類 3.鐵鋁製金屬類 4.廢電池、光碟

5.玻璃等。 

(二) 一般垃圾：無法回收的垃圾如衛生（棉）紙、塑膠袋、免洗筷、破衣鞋襪等。 

(三) 廚餘：食用後剩下的殘渣，包括餿水、葉菜殘渣、果皮…等。 

五、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紙張、紙箱應摺平再回收。  

(二) 鐵罐、鋁罐、寶特瓶、塑膠罐於回收前應先將吸管、管套除去後壓平踩扁，以減

少空體積。未喝完之飲料應倒掉並水洗乾淨。 

(三) 勿將資源回收物以外的垃圾丟至各資源回收桶內。  

(四) 廚餘應將水份瀝乾後與一般垃圾一併使用新北市專用垃圾袋打包丟棄。 

(五) 依規定時間放置垃圾。 

(六) 回收垃圾應自行分類後依標誌放置，進出垃圾間須使用新北市專用垃圾袋或淺色

可見內容物之包裝袋。 

六、違反規定之處置： 

      非於規定放置時間、隨意棄置垃圾、未依使用專用垃圾袋或未依垃圾分類方式

做好垃圾分類(任意將非資源回收垃圾丟棄於資源回收桶)者，每次罰清潔費$1,000

元經勸導不從者，拍照存證後於宿舍區內公告違規事項，由本校依相關規定懲處，

並強制退宿。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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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生住宿圓通雅筑宿舍大樓交誼廳管理要點 

一、為便於住宿生彼此交流，增進情誼，特訂定本要點。 

二、交誼廳之電視音量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逾晚間十一點後，應即將音量

關小聲，以免妨礙其他同學之作息。 

三、於交誼廳用餐後，應將垃圾自行帶走，勿留下任何垃圾。 

四、談話時應儘量降低音量，勿高談闊論或大聲喧嘩。 

五、使用者應注意環境整潔，以維護良好的使用環境。 

六、注意節約能源，離開時應隨手關閉電源，並將個人物品帶走。 

七、交誼廳內請勿橫躺睡覺、勿將腳放至桌上。 

八、借用交誼廳從事集會行為 (演講、座談會)者，應先向宿舍管理人員申

請，並在使用後將場地復原。 

九、禁止麻將或任何其他賭博。 

十、禁止任何違反法令或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 

十一、尊重他人之使用權利且勿霸佔遙控或相關設備。 

十二、不得任意移動硬體設施，如有毀損應負責回復原狀或照價賠償。 

 

 

 

 

 

 

 

 

 

                                                    簽名確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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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生住宿圓通雅筑宿舍大樓自助洗衣房使用注意事項 

 

一、  請依說明指示投幣使用，嚴禁使用偽幣、代幣，違者如造成機

器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二、  洗衣時應注意運轉時間，勿遠離，以免造成佔用機器及浪費時

間。 

三、  操作過程如發現洗衣或烘乾機故障時，請立即通知一樓管理人

員，以便聯繫廠商處理。 

四、  各樓層均有晒衣場區，可多加運用。 

五、  洗衣間勿置放個人浸泡衣服之臉盆，以免影響他人使用。 

六、  收取衣服時，勿移動他人所曬衣物，以免紊亂。  

七、  曬衣物時，應注意繫緊，避免風吹遺失。衣物曬乾，即行收起，

並應切實認清，避免誤取他人衣物。 

八、  期末離（退）宿前，曬衣場個人衣物須清空，凡未帶走之物品

一律視為廢棄物丟棄，不得異議。 

 

 

 

 

 

 

 

 

 
                                                   簽名確認: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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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生住宿圓通雅築宿舍大樓茶水間管理要點 

一、維護住宿生良好且便利之住宿環境及公共設施之使用衛生及秩序，並落實宿舍生自

治精神、增進公民道德素養，特訂定本要點。 

二、茶水間設有微波爐、流理台、飲水機，各項使用者應確實遵守使用規定，以維廚具

壽命並確保安全；如不當使用導致廚具受損，須負賠償之責任。 

三、使用者須負責維護廚房之整潔，使用完畢應立即回復原狀並打掃清潔，廚餘及垃圾

應即自行清除。 

四、若不慎打翻飲料，或有其他食物沾染環境，應發揮公德心儘速擦拭乾淨，避免產生

污漬造成日後不易清洗整理。  

五、開關微波爐門或流理台設備應輕開關，勿用力過當，以免造成損壞。取物完畢時，

應注意有無將微波爐門關好，以免浪費能源，如使用不當導致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六、禁止存放酒類或任何其他違禁品。違者該物品視為不明廢棄物逕行處理，並不負賠

償責任。 

七、為維護公共區域整潔及衛生，宿舍清潔人員於清潔時若發現茶水間有髒亂物品，視

為廢棄物丟棄，不得異議。 

八、違規處分：違反本要點規定者，停止其使用權，本校依相關規定懲處並提報所屬並

得強制退宿不退費，且須照價賠償。  

                                                     

 

 

                                                 簽名確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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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生住宿圓通雅筑學生宿舍公用冰箱使用注意事項 

 

一、為使住宿生自備食物保鮮，特於學生宿舍設置公用冰箱，並訂定本注意事項，俾據

以使用管理。 

二、冰箱屬公共設施，採開放式管理，僅提供同學冰放食品，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三、注意事項 

(一)學生宿舍公用冰箱於每學期第一週開放使用，並於當學期宿舍閉館前清空停止使

用。 

(二)置放公用冰箱之食品，體積以 25cm×15cm×15cm 為原則。 

(三)冰存食品應於外袋上牢貼標籤，並確實填寫：1.寢室床號、2.姓名、3.放置日期；

未符上開規定者，得視為無人物品或違反規定。 

(四)冰存食品每次存放天數以五天為限（從放置日期算起）。 

四、不可放置食品項目 

(一)未密封食品：已開封插吸管或食用過的飲料、湯麵、水果等食品。 

(二)味道過重食品：如臭豆腐、榴槤、泡菜、腐壞食品等。 

五、公用冰箱清理 

   (一)清理時間：請住宿生於每週四晚間 10 點前，將冰箱內物品取回，若無取回或未標

註姓名、擺放日期及房號，一律視同廢棄物處理。 

(二)清理方式：未依規定冰存之食（物）品，予以清除丟棄。 

六、違規處罰規定 

偷竊他人存放物品者，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七、特殊原因須長期冰置物品（如藥品、冰敷袋等醫療用品），應先取得輔導員同意，且

於物品外袋標籤上蓋本組組章後方能冰存。 

 

 

 

 

                                               簽名確認: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