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新生(第二階段)住宿申請規定 
(適用分發入學、四技二專入學） 

※溫馨提醒：大一新生非一定要住宿，記得須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記住宿或放棄住宿。 
但建議同學第一學年應以住學校宿舍為優先考量。 

 
一、大學部新生請先一律上網「放棄」或「登記」住宿 (日間大學部新生) 
(一)各管道甄選入學與單獨招生入學已登記床位之大學部新生請勿再申請宿舍。 
(二)新生住宿重要時程(建議使用電腦瀏覽器 Chrome 操作) 

重要時程 事項 備註 

08/16(二)10:00~ 
08/22(一)16:00 

上網登記放棄或登記住宿 
不住宿之新生須先上網放棄住宿

以刪除註冊單上住宿費。 

08/16(二)10:00~ 
08/22(一)16:00 

繳交住宿保證金 
需先繳保證金 3000 元，方可申請

住宿 

08/23(二)14:00 
1.公告中籤名單 
2.早睡寢室申請超過名額抽籤。 

依據申請床位人數之多寡決定是

否辦理抽籤作業。 

08/24(三)AM 10:00 

1.放棄住宿上網列印最新註冊繳

費單。 
2.未中籤上網列印最新註冊繳費

單。 

原寄發註冊單含住宿費，未有中

籤或住宿者，重新列印註冊繳費

單。 

08/24(三)AM 10:00 學生系統查詢個人寢室號碼 
學生系統→大一新生專區→列印

住宿申請單→查明 

08/29(一)10:00~ 
09/01(四)16:00 

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住宿登記  

08/27(六) AM08:00~17:00 
08/28(日) AM08:00~15:00 

新生入住日 
8/27 日：管理學院、資訊暨設計

學院、安全衛生科學學院、永續

教育學院 
8/28 日：健康科學學院、人文社

會學院、研究所碩士班、美術學

院 

1.採不分系別。 
2.全程戴口罩實聯制，僅開放家

長一人陪同搬運。 
3.交通管制引導，自備搬運工

具。 

 
1.放棄住宿：須上網放棄住宿，以利更改學雜費註冊單，刪除住宿費，辦理流程如下： 

(1)辦理時間及方式：請於 08 月 16 日(二)早上 10 時至 08 月 22 日(一)下午 4 時前進入本校網站

→校園服務→學生系統→新生專區→大一床位作業→勾選「放棄住宿」→填寫放棄住宿資

料。 
(2)申請者請於 08 月 24 日(三)於長榮大學首頁點選「在校學生」登入學生系統或「公開資訊」之

「學雜費繳費區」列印最新註冊繳費單。 
2.申請住宿：須上網申請住宿，住宿類別：1.早睡寢室 2.一般宿舍。 



(1)早睡寢室：住宿費女生為 13,174 元/學期，男生為 14,378 元/學期，主要提供能在晚上 10 時
前入睡、生活作息正常且接受晚上 11 時關閉網路之同學申請，無此需求者，請勿申請；入住

後吵鬧經勸導無改善者，學校將予以安排至其他寢室，不得異議。 
申請流程如下： 
(a)辦理時間及方式：即日起至 08 月 16 日(二)上午 10 時至 08 月 22 日(一)下午 4 時前需先繳

交住宿保證金 3,000 元(繳交方式請參考步驟一)，並於 08 月 16 日(二)早上 10 時至 08 月 22
日(一)下午 4 時前，登入學生系統→新生專區→大一床位作業→勾選「登記宿舍」→填寫

住宿資料，類別勾選「早睡寢室」超過名額將抽籤安排，未中籤者將轉至一般宿舍；逾期

恕不受理。 
(b)申請早睡寢室超過名額時，將於 08 月 23 日(二)上午 10 時抽籤決定，未中籤者將轉為一般

寢室由學校安排床位，請中籤者及未中籤者皆於 08 月 24 日(三)上午 10 時至學生系統(原申

請網頁)或生輔組網頁新生專區之學生宿舍專區查詢個人寢室號碼。 
(2)一般寢室： 
步驟一 繳交住宿保證金 3,000 元。(繳交保證金方式，可參考網頁影片，生輔組/新生專區) 

1.請新生(不含僑生)務必至 08 月 16 日(二)上午 10 時至 08 月 22 日(一)下午 4 時前依同學 ATM
匯款的銀行繳款帳號完成 3,000 元(此費用不包含住宿費中，亦不可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住
宿保證金繳納才算完成程序，若無法如期繳納，將喪失床位資格。 
⊙住宿保證金繳納方式如下： 
(1)請持金融卡(不限本人)至各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 
(2)金融卡插入 ATM 後選擇「轉帳」功能。(請先確認金融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3)輸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行庫代碼「822」。 
(4)「銀行繳款帳號」16 碼：8115480＋新生本人身份證後 9 碼數字。 
(5)輸入轉帳金額 3,000 元。 
(6)完成繳款(請列印交易明細表並確認餘額是否為數字；若出現*，可能表示交易失敗)，交

易明細表正本請自行妥善留存，以備查驗。 
2.住宿保證金繳納後若要放棄床位，惠請於 08 月 23 日(二)前，電聯 06-2785123 轉 1250 承辦

人辦理註銷，逾期未通知註銷住宿保證金不退還，同學權益損失不得異議，期限內放棄床位

同學請備齊學生本人匯退帳戶與身份證影本，俾利退還住宿保證金事宜。 
如辦理床位抽籤作業時，而未中籤床位之住宿保證金，將統一辦理退還，請學生親至生輔組

申請退還住宿保證金作業，務必攜帶本人匯退帳戶。 
以上提供匯退之帳戶非元大、第一銀行及郵局者，將有扣取匯款手續費問題，敬請見諒。 

3.凡住宿生需繳交住宿保證金 3,000 元，以保留一學年床位與確保宿舍財產使用，繳交住宿保

證金後不論是否有入住，凡中途辦理退宿者，皆不退還住宿保證金；住宿保證金將於隔年 7
月退宿作業無誤後無息退款至學生繳交的銀行或郵局帳戶。 

 
步驟二 上網登記住宿。 

1.上網申請時間：請於 08 月 16 日(二)早上 10 時至 08 月 22 日(一)下午 4 時前上本校網站學生

系統申請住宿。08 月 24 日(三)早上 10 時請同學自行進入學生系統查詢分配的寢室。 
2.上網登記床位作業：請進入本校網站學生系統→新生專區→大一床位作業，勾選「登記宿

舍」，請參閱線上延伸資訊(日間大學部新生床位申請流程)操作說明。 
3.大學部一年級新申請住宿，若申請名額超過床位數時，需辦理電腦抽籤住宿。若 08 月 22 日

(一)申請床位額滿時，生輔組於 08 月 23 日(二)14 時後公告中籤名單及不中籤名單於生輔組



網頁，中籤者於 08 月 24 日(三)早上 10 時請同學自行進入學生系統查詢分配的寢室。 
 
步驟三 上網查詢床位及床鋪位置： 

1.請於 08 月 24 日(三)早上 10 時學生自行進入學生系統查詢分配的寢室及床鋪位置。(學生系

統→大一新生專區→列印住宿申請單→不用列印→查詢床位) 
2.由於本校第二宿舍與第三宿舍皆為上鋪寢室，僅有少數下鋪寢室提供，因身型等不可抗因素

須睡下鋪需求者，請於 08 月 17 日(三)前與生輔組聯絡，額滿截止。 
3.本校有四棟宿舍，各棟宿舍收費標準不一樣，之後依實際住宿位置多退少補。需補繳住宿費

用者請於 09 月 16 日(五)前至本校出納組完成繳納，需退費者將於開學二個月後退款至學生

繳交的銀行或郵局帳戶。 
(三)其它注意事項： 

1.08 月 27 日(六)~08 月 28 日(日)上午 08:00 起至 17:00 為新生入住之搬運行李日，而其他時段

請向管理員聯繫安排為主，採分流方式辦理報到，建議早上時段以南部地區同學、下午時段

以中北部地區為主，男生至第三、四宿舍，女生至第二、四宿舍。 
2.寢室大小約六坪，生輔組網頁新生專區有宿舍簡介、照片、平面圖與 Q＆A，歡迎查詢。 
3.進住宿舍當天，先於一樓大廳向宿舍管理員領取寢室鑰匙。 
4.本校宿舍門禁，早上 5:30 開大門，晚上 12 點關大門實施點名；平時憑刷卡進出宿舍。 
5.本校宿舍依據天氣狀況供應冷氣，供應時間：日間為 11:30 至 13:30；夜間 18:30 至凌晨

02:00，夏季及冬季視氣溫調整供應時間。 
6.每日熱水供應為 17:30 起至 24:00 止。 
7.走廊及寢室於凌晨 12 時 30 分熄大燈，僅留小燈。 
8.個人宜攜帶秋冬衣物、寢具、盥洗用具、拖鞋、吹風機、手電筒、檯燈等；建議自己物品繕

寫自己的姓名。 
9.本校各宿舍均設有冰熱溫水開飲機、投幣式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 
10.為維護宿舍整體公共安全，宿舍區域內禁用高功率電器，如電鍋、電視機、冰箱、烤箱、

電爐、電磁爐、瓦斯爐、電火鍋、電熱水壺、電湯匙…等。 
11.請勿攜帶高額現金，儘量使用銀行或郵局提款卡。 
12.本校設有元大銀行(行政大樓、第二教學大樓)、第一銀行(第三宿舍)、郵局(第二教學大樓、

第二宿舍)自動提款機。 
13.凡住宿生應主動參閱並遵守宿舍管理辦法，服從管理人員之督(指)導，外宿必須請假，宿舍

內嚴禁亂丟垃圾、吸菸、賭博、打麻將、喝酒或異性進入，以維護宿舍安寧與建立優良讀書

學習環境。 
14.本校宿舍全面禁菸，住宿生於宿舍抽菸者，第一次舉發記小過，第二次舉發勒令退宿。 

 
二、研究所碩博士班、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新生住宿須知 

(一)研究所碩博士班訂於 6 月 13(四)至 6 月 24 日(五)辦理上網住宿申請，若仍有住宿需求，屆

時請查閱 08 月 31 日(三)生輔組網頁公告。 
(二)進修學士班(甄選入學)新生訂於 6 月 14 日(二)至 6 月 24 日(五)辦理上網登記申請，並繳納

住宿保證金 3000 元，相關規定請至生輔組新生專區網頁查詢。 
(三)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住宿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1.欲申請之同學於 08 月 29 日(一)10 時至 09 月 01 日(四)16 時前上網登記申請，並繳納住宿

保證金 3,000 元，相關規定請至生輔組新生專區網頁查詢。 



2.床位及床鋪由學校統一安排，請於 9 月 02 日(五)16 時前於生輔組網頁訊息公告查詢。 
3.本校有四棟宿舍，各棟宿舍收費標準不一樣，之後依實際住宿位置多退少補。需補繳住宿

費用者請於 9 月 23 日(五)前至本校出納組完成繳納，需退費者將於開學二個月後退款至學

生繳交的銀行或郵局帳戶。  
 

三、入住/交通安排 
為分散車潮，疏緩交通狀況，敬請新生儘量依下列時程到校： 
(一)08 月 27 日(六)AM08：00-17：00 隸屬管理學院、資訊暨設計學院、安全衛生科學學院、永

續教育學院等新生入住宿舍。 
(二)08 月 29 日(日)AM08：00-15：00 隸屬健康科學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研究所碩士班、美術學

院等新生入住宿舍。 
(三)學校大門實施車牌辨識系統管制車輛進出，為有效辨識及避免校門進出壅塞情形，務必填寫

入住期間車輛進出申請表單，俾利入住事宜。 
https://forms.gle/g7xKe52i3cBaD7KF7 

 
(四)進入校園後，依據入住宿舍動線前進，並於進入校門前列印宿舍標籤置於駕駛座前方，便於

辨識引導行進方向入住。 
   1.新生入住交通動線圖，請參閱下列訊息引導行進，校園車速請保持 20 公里以下。 
   2.宿舍標籤，請參閱下列內容，並自行列印置於駕駛前檔。 

 
四、學生宿舍介紹及其他住宿資訊 
請參閱生輔組網頁 http://cjcu.tw/d/slc 
洽詢電話：生活輔導組(06)2785123 轉 1250、1251 

 
五、學生宿舍網路服務 

(一)本校學生宿舍網路委由「中華電信光世代 FTTB+HINET」經營。 
(二)宿網費用已內含於住宿費，不須另外繳交宿網費用，每人有線上網頻寬約 12M/3M，每間寢

室無線上網頻寬約 12M/3M。 
溫馨提醒：宿舍寢室僅提供資訊插座，住宿生欲使用有線網路，請自行預備 3~5 米 RJ-45 網

路線。 
(三)宿網設定方法請見: http://cjcu.tw/s/dormnetwork 
(四)宿網報修系統：由 http://cjcu.tw/s/dormnetfix 進入，點選中華電信宿舍網路宿網報修系統。 
中華電信報修電話：0800-080-412(電話報修時請提供：寢室號碼，聯絡人以及連絡電話) 

 
 
 
 

https://forms.gle/g7xKe52i3cBaD7KF7
http://cjcu.tw/s/dormnetwork
http://cjcu.tw/s/dormnetfix


 
 
 
 
 
 
 
 



 

入 學 前 須 知 
 

 長榮大學新生報到入住交通動線圖 

 



宿舍標籤一 

 



宿舍標籤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