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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培養自動、自發、積極之精神，適應團體生活，重視團體紀律，養

成良好生活習性。

貳、 宿舍申請及退宿：

1、 申請：

 (1) 資格：

1. 距本校行程逾15公里以上，地處偏僻或通學不便者。

2. 全戶戶籍遷移(以住滿三個月為準)，或家長職業異動遷移者。

3. 其他特殊原因需住校者。(附證明：如家長證明等)

 (1) 程序：

1. 高一新生於通知期限內繳回住校申請表，統一審核公布住校名單，

註冊時繳費，逾時或未繳者視同放棄。

2. 一年級下學期及二、三年級欲住校者，於通知期限內至生輔組領表

登記，審核通過後，始受理分配宿舍床位，手續不全者不受理。

1、 退宿：

 (1)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退宿：

1. 休學、退學、轉學。

2. 自願退宿。

3. 經學校依相關規定議決退宿者。

 (1) 申請自願退宿者及勒令退宿者，應填妥退宿申請表經家長或監護人及

導師簽署後交舍監辦理退舍。

 (2) 新生於開學一週內為適應期，其餘同學寒暑假輔導課為適應期，不能

適應者於規定期限內辦理退宿，逾期不予受理。

1、 其它規定：

 (1) 為維護住校生個人及團體之安全，有自我傷害或傷害別人之虞者，不

得申請或繼續住宿。

 (2) 每學期之期中考前為申請退宿之期中辦理時間，詳細時間由舍監統一

宣布。

 (3) 住宿生申請退宿經核准後，不宜再申請住校。

 (4) 因身體因素退宿者需附診斷證明，爾後再申請住宿時亦應附診斷證明，

並經學校審核通過後，始可住宿。

 (5) 宿舍寢室及床位每學年更換一次，寢室室友可由舊住宿同學自行尋找，

新生或未找到室友者由舍監安排。

 (6) 為使高一新生適應團體生活，開學乙週為違規寬容期、新入住同學寬

容期為乙週（但違規事項照記，發至個人知悉，不列入累計）。



參、費用計算：

一. 退宿費用依教育部102.11.12修正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第八條規定實施退費：已開始住宿，但住宿日期未逾學期上課日數三

分之一者，退三分之二住宿費用；住宿日期已逾學期上課日數三分之一，

但未逾三分之二者，退三分之一住宿費用；住宿日期已逾學期上課日數三

分之二者，不辦理退費。

二. 冷氣費用依實際使用度數收費。

肆、生活作息規定：

時間 項目 備註

06：00 起床 宿舍鐵門開

06：50 早餐 餐廳開

07：05 交寢室鑰匙

07：10
宿舍開始登記遲出

實施內務評比

宿舍鐵門關，舍監、值星寢開始巡寢。

週二至週四不定期內務評比

※假日7:40開始登記遲出

07：20 餐廳遲出 餐廳關

12：00 午餐 鐘響後才可進入餐廳用餐

12：35 餐廳遲出

17：00 宿舍開門
放學或星期例假日返回宿舍

※考試期間鐵門開放時間為16：00

17：00 晚餐 餐廳開

18：10 餐廳遲出 餐廳關

19：05 宿舍開始登記遲出

19：10 第一節晚自習開始 ※11 月至 4 月冬季時間，宿舍實施分批洗

澡，2010 時開鐵門，2035 時關鐵門並登記遲

出，幹部巡寢。

※5 月至 10 月夏季時間，1910-2130 時不得進

入宿舍。

20：10 第一節晚自習結束

20：30 第二節晚自習開始

21：25 第二節晚自習結束

21：30 晚點名 ※週五、假日20：00晚點名，宿舍內晚自習

22：00 宿舍關門

22：30 晚讀開始

23：30
晚讀結束/熄燈就

寢夜讀開始
關文康室，欲繼續唸書者至夜讀室或開桌燈

伍、管理組織及規定：

1、 學生宿舍由學務處之舍監擔任生活輔導事宜；軍訓同仁協助之。

2、 幹部由高二學生擔任。遴選以自願並經學校審核通過者優先，其餘由抽

籤決定產生。

3、 每學期召開宿舍住宿生座談會。

4、 請歸、補留以外之宿舍相關問題，請於舍監執勤時間17:00~24:00撥打

以下電話，並請說明：寢號、床號及事由。

 (1) 舍監專線：0963502188。

 (2) 學校總機：04-7240042舍監分機305、340。

1、 請歸、補留來電時間另依外宿規定辦理。

陸、生活作息：



1、 晚點名規定：

 (1) 晚點名時間，平日為21：30，週五及假日登記留宿者為20：00。

 (2) 晚點名後不得外出。

1、 晚自習、晚讀規定：

 (1)週一至週四19:10至 21:30於分配教室內自習，假日與假日前一晚或遇

特殊狀況（颱風、下雨、停電或氣溫15℃以下）時，於宿舍內實施，

期間嚴禁喧嘩。

 (2) 一、二年級於分配教室、高三於原班教室實施晚自習。

 (3) 負責晚自習點名的同學(點名班長)按規定清點人數並登記於晚自習

缺曠統計表。高三點名班長除填寫晚自習缺曠統計表，另加填非住

宿生留校晚自習登記單，均於19：30前送舍監彙整。

 (4) 晚自習時間，非經准假，不得外出。無故不到者，除查明去向外，

並以電話通知家長及予以議處。

 (5) 若有身體不適情形，得填寫「住宿生晚自習至宿舍休息申請單

 (6) ，向舍監及值班教官報備核章後，由一名室友陪同至寢室休息。

 (7) 手機應切換靜音或震動，禁止使用手機撥打電話、看影片、上網或

玩遊戲。

 (8) 接聽手機來電時應輕聲細語，並以10分鐘為限。

 (9) 接聽手機地點限制：在晚自習教室時，應至教室外紅磚處；如在宿

舍內，新宿請到整容室，舊宿到放冰箱處，不得在走廊上講電話，

以免影響他人。

 (10) 晚自習可利用教室之插座為手機充電，唯應使用合格充電器，並

不得使用延長線;若於宿舍晚自習時，則可至夜讀室實施充電。

柒、請假、外出及補習：

1、 請假、補習及任何情況外出，皆應於21：30前返回宿舍。

2、 請假、外出：

 (1) 晚間補習、試聽、看病、陪看病外出者，應按規定填妥外出登記簿

(不得預填返校時間)，返校後立即辦理銷假簽名。

 (2) 因特殊事件申請外出，須檢附相關證明，或由家長親自到校辦理，經

舍監審核後，在外出登記簿上備註欄簽名核准。返校後立即繳交證明

單據，並於證明單據上註記返回日期、時間、班級、座號及寢號－床

號及姓名。

1、 外出補習規定：（申請時間統一為星期一～四）

 (1) 於規定時間內將申請表及補習班收據證明繳交給舍監，逾期不受理。

 (2) 外出補習應填妥外出登記簿。

 (3) 固定時間補習者，於申請核准後，可免填外出登記簿。但週五及假日

申請長期補習者，亦須填寫外出登記簿，以利晚點名清查人數。

 (4) 2130時前回到宿舍，無特殊原因晚歸者，取消長期補習資格。

1、 外宿規定：

 (1) 週一至週四一律留宿，因故請假返家須由家長來電請歸宿或銷留。

 (2) 請歸宿手續一律由家長打電話向舍監連繫辦理，辦理時間上課日於

19：00時前，假日及假日前一日於19：30時前。如因生病欲返家就

醫者，可於當日先行來電請歸，並於返校日當晚將就診證明交予舍監。

 (3) 週五高三一律留宿。高一、二年級住宿生一律歸宿，如須留宿，須於



規定期限內申請長期留宿。

 (4) 週日全體住宿生一律歸宿；住宿生如有需要，請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長

期留宿。

 (5) 考量安全因素，假日留宿人數未超過50人(不含)以上，一律歸宿。

1、 假日留宿：

 (1) 段考前一週之週五至週日另行調查留宿情形。

 (2) 週六學校有活動時，週五另行調查留宿情形。

 (3) 留宿調查須於規定時限內登記，逾期不受理。

 (4) 登記留宿者，第二天須至教室自習不得留在宿舍內。

捌、生活教育：

1、 服儀規定：

 (1) 早上出宿舍應依學校服裝儀容規定實施穿著。

 (2) 晚自習時可穿著便服及拖鞋，但服儀須端莊大方。

1、 個人內務規則：

 (1) 床單舖置整齊，蚊帳收好，棉被摺好放置床上。

 (2) 衣服整齊置於衣櫃內，鞋子、盥洗用具，排列整齊。

 (3) 桌面書本擺放整齊。

 (4) 牆上不可掛置衣物、塗鴉牆壁、及任意張貼。

 (5) 椅背掛放衣物需整齊，外出後椅子靠攏。

 (6) 離開寢室，門窗、電燈、風扇隨手關好。

 (7) 空床鋪保持乾淨，不得擺置物品。

1、 生活紀律：

 (1) 寢室內嚴禁會客或留宿非住宿生及外賓。

 (2) 寢室內嚴禁存放易燃物及違禁物品。

 (3) 寢室內嚴禁私裝電器及炊食器具。

 (4) 寢室內嚴禁自行牽繩或鐵絲任意掛衣物。

 (5) 寢室內嚴禁私自點燃蠟燭。

 (6) 就寢於自己寢室及床位，一張床只睡一人。

1、 環境整理：

 (1) 由同學輪流擔任，負責整潔及公共區域清掃。

 (2) 清潔區域每學期初分配，區域圖另行公布。

 (3) 每學期配合學校定期及不定期大掃除。原則上為每次期考後大掃除一

次。（當日禁止歸宿）

 (4) 星期一及星期四晚上21：40至 22：00為倒垃圾時間，垃圾袋須註明

垃圾來源之寢號。

 (5) 每週一、四宿舍罰公差，打掃公共區域，並於21：50至 22：10前至

各樓層找幹部檢查完畢。

1、 其他：

 (1) 各寢應排定寢室值日生，負責該寢之訊息傳遞、關門窗、關電源等工

作，如未排定者，違規時登記全寢。

 (2) 任何宿舍財產有損壞、可上網登記請修，不得隨意丟棄，違者賠償。

 (3) 貴重物品勿攜至學校，錢財應隨身攜帶以免遺失，遺失自行負責。

 (4) 輪值聯絡組同學，如果有重要原因無法到者，在二天前晚上22：10之

前，告知當週值星幹部。逾時請自行找同學代理；幹部若找不到代理



人，仍由負責輪值寢室輪值。

 (5) 住校生之獎懲均依「獎懲實施補充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獎懲實施補充規定
106年 2月 21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 11月 21日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8月 21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依「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要點」辦理

貳、獎勵：

 一、小功乙次：擔任幹部、伙委表現優異者。

 二、嘉獎乙次：全學期

(一)內務表現優異者。

(二)整潔工作認真。

(三)擔任樓長、晚自習點名班長。

参、凡有合於下列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記點事項：

一、違規1點：

(一)未依第肆點生活作息規定時間活動。記點後未改正者每10分鐘加記一

點。

(二)第陸點生活作息：情節輕微者

(三)第柒點請假、外出及補習：情節輕微者、

(四)第捌點生活教育：情節輕微者

(五)餐廳值日生未到或值勤不盡責。

(六)餐盤未拿、餐盤未倒蓋

(七)逾時找檢。

(八)大掃除穿拖鞋下餐廳。

(九)週五中午未將餐廳椅子搬至桌上

(十)非用餐時間進入餐廳者(含提早下餐廳)。

(十一)餐廳公差與大掃除未於規定時間內報到、完成打掃並找檢。(7:30

21:50前須完成餐廳找檢與拿餐盤。

(十二)12:20前用個人碗盤盛湯

(十三)鑰匙未交回大廳

(十四)點心未拿

(十五)餐桌桌面未擦

(十六)同一天未刷卡者。

二、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記違規2點：

(一)早上0710時、晚上0705時遲出後回宿舍拿東西。

(二)點名班長、樓長或室長點名不確實。



(三)晚點名完後於寢室內晚自習非下課時間，由幹部陪同出宿舍拿東西者。

(四)第陸點生活作息：情節嚴重者

(五)第柒點請假、外出及補習：情節嚴重者、

(六)第捌點生活教育：情節嚴重者

(七)填寫外出簿返回後，未檢附外出証明者(一律於21:30前繳交)。

(八)晚自習、晚讀及熄燈後洗衣、洗澡或使用整容室電器者。

(九)晚點名完後，私自離開宿舍者。

(十)填留後取消留宿者。

(十一)晚讀或熄燈後吵鬧者。

(十二)06：00開燈前及23：30熄燈後，使用照明設備或逾時熄燈。

(十三)上課時間，進入宿舍者(特殊狀況者例外)。

(十四)未經允許，進入其他人寢室者。

(十五)無故未出席住宿生座談會者或宿舍舉辦的活動。

(十六)在寢室晚自習寢室鎖門。

(十七)干涉幹部執行公務者。

(十八)無特殊原因補留者。

(十九)晚自習期間(含晚讀及夜讀)，到他人寢室吵鬧者。

(二十)值星不周或公差未到者。

(二十一)擔任宿舍各級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二十二)亂按警鈴者。

(二十三)非住宿生進入宿舍，知情不報者。

(二十四)私自調換寢室位置者。

(二十五)不服從幹部指導、糾正，情節輕微者。

(二十六)未收餐盤。

(二十七)同一週未攜帶卡片到校者。

三、違反下列規定之ㄧ者，除勒令退宿，並視情節依照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二

十條，送交獎懲委員會。

(一)累滿20點者。(為配合退費期程，分別於學期第11週及最後一週，區

分二次檢討辦理退宿事宜)

(二)不假外出或外宿。

(三)不服從舍監或幹部指導、糾正、態度惡劣者。

(四)屢犯舍規，屢誡不改者。

(五)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者。

(六)偽造文書者。

(七)使用電器、違禁用品及炊食器具者。

(八)申請補習外出而未補習者。

(九)幫(請)他人刷卡者。

(十)其他宿舍違規事項，情節嚴重者。

肆、其他：

一、申請住校同學或住宿生在學期中曾記小過(含)以上之處分，下一學期不得

再申請住宿。

二、違規被登記者若有疑問，須於3天內提出，逾時不受理。



三、違規記點每滿2點罰公差乙次，並於公差工作完成後予以註銷。

四、學期超過第10週未按時繳交伙食費、住宿費或補繳上學期寢室冷氣費，下

一學期不得再申請住宿。(家境清寒或特殊者例外)

五、退宿後若因需求再申請住宿、應間隔一學期後得依規定時間申請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