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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

Male Dorm.

宿舍基本介紹

1) 男生宿舍服務中心

2) 宿舍服務委員會

3) 寢室設備

4) 盥洗及洗衣設備

5) 24hr. 安全防護

6) 公共冰箱

7) 垃圾處理

8) 宿舍休閒好去處

9) 宿舍公約及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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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宿舍服務中心

男生宿舍服務中心位於宿舍

大門左側，主要統籌辦理宿

舍各項業務 (協助解決住宿生

問題、床位申請、宿舍修繕

服務、宿舍活動辦理)。若同

學有任何關於宿舍事務問題，

皆可至服務中心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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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服務委員會

由優秀學長們組成，協助服務中心處理同學住宿問題，維護樓層

整潔及秩序。同學有任何住宿相關問題，皆可至各層樓服務委員

室詢問。如有宿舍網路使用相關問題，歡迎至二樓網路管理委員

室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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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室設備

每間寢室備有書桌椅、書櫃、衣櫃、床舖、大燈 (若需檯燈者可自

備)、網路孔 (網路線請自備)。另每間寢室設有分離式冷氣，提供

住宿同學舒適的居住環境，學生可至警衛室購買冷氣專用卡自行

使用。其餘日常用品如盥洗用具、衣架、抽屜及衣櫃小鎖等需自

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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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及洗衣設備

每層樓浴廁設施為公共使用，分別設置於樓層兩側。並提供脫水

機、投幣式洗衣機、投幣式烘衣機，各齋亦設有戶外或室內晾衣

場，增加同學生活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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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安全防護

1. 宿舍入口皆設有門禁系統，住宿生進入舍區皆須刷卡。

2. 宿舍大門設有24hr.警衛室，協助處理緊急狀況。

3. 宿舍區大門每日夜間 00:30-06:00 關閉，期間住宿生使用學生

證即可進入。

4. 各主要出入口及走廊皆安裝全天候監視系統，以保障住宿同

學的安全。

5. 每層樓皆設有滅火器、緊急照明燈及緩降器等逃生設備，供

同學緊急危難時逃生使用。

請注意! 嚴禁蓄意阻擋門禁，違規者將依宿舍相關管理辦法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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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冰箱

各齋一樓中庭設有公共冰箱，

提供住宿生 24 小時使用，

請依照冰箱管理要點存放物

品，若未依照規定存放者，

將視同廢棄物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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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處理

配合台中市垃圾清運及回收政策，宿舍區設有垃圾子母車，提供

同學丟棄個人一般垃圾；宿舍每層樓設有資源回收區，提供住宿

生丟棄回收物，若有違規將依據宿舍公約進行處分。敬請同學將

垃圾明確分類裝袋，避免造成清潔人員清理困難，及因違反台中

市規定使宿舍受罰及子母車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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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休閒好去處

為增進同學團體生活感情，宿舍提供多處休閒好地方：

1. 仁齋 B1 設有運動設施，同學們可於開放時間至服務中心登記使用

2. 禮齋 B1 設有多功能休閒區及小廚房，提供同學便利的生活

3. 智齋 B1 設有24hr.閱覽室，提供同學們一個安靜的閱讀空間，歡迎同

學們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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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齋小廚房 禮齋多功能休閒區



宿舍公約及違規處理

為維護住宿生生活品質，及團體住宿和諧，本宿舍特訂定「國立

中興大學男生宿舍公約及違規處理要點」，敬請住宿同學務必配

合，尊重他人。

請注意! 為維護住宿安全，宿舍區域內嚴禁使用明火。

• 宿舍公約網址： http://goo.gl/Qyjx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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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 新生開宿重要活動

1) 新生入住

2) 新生宿舍說明及防災疏散演練

3) 機踏車證申請

4) 個人帳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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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時間 8:30-12:30
入住報到樓層

13:30-17:30
入住報到樓層

8/31 (一) 智齋 2 樓、義齋 1 樓、信齋 1 樓 信齋 2 樓、碩士新生

9/1 (二) 義齋 2 樓、智齋 1 樓 信齋 3 樓、碩士新生

9/2 (三) 義齋 3 樓、義齋 4 樓 信齋 4 樓、碩士新生

• 為因應疫情影響及避免宿舍壅塞，新生入住將進行人員分流，請

參閱下表各棟辦理入住時間，進行入住。

• 入住同學請持身分證件至各齋服務台辦理報到手續，領取寢室鑰

匙。

因人力不足，非規定辦理入住時間與例假日恕不接受報到, 敬請見諒。

新生入住

提醒：新生入住相關注意事項，敬請參閱本校新生入學服務網→新生入住宿舍
網址：http://nchu.cc/4rxUx



因入住時間車輛較多，敬

請駕駛配合交通管制措施，

在宿舍區卸下行李後，先

將車輛駛進校園內停放，

再步行回到宿舍區，以利

其他車輛進入宿舍。造成

不便尚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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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車輛行駛動線

新生入住車輛管制



為因應疫情避免防疫破口發生，109 學年度新生宿舍說明會與防

災疏散演練，改為線上影片說明，入住時請同學務必觀看，以了

解宿舍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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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宿舍說明會及防災疏散演練

欲瞭解更多宿舍相關事項，請至住輔組網站，宿舍常見問題Q&A

https://www.osa.nchu.edu.tw/osa/dorm/qanda.html

新生入住說明會 新生逃生演練



機踏車車證申請

宿舍提供機踏車車位申請，但因車位有限，僅能保障一人一車位

(機車/腳踏車依個人需求進行申請）。

請同學依公告時間內上網申請，系統將自動配位，恕無法提供指

定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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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帳戶資料

1. 住宿生須辦理個人郵局或銀行之帳戶，進住宿舍將收取住宿

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以利學年結束後退還保證金及剩餘電

費。

2. 請至「中興大學學生撥款局帳號登錄系統」登錄。

網址： http://nchu.cc/6mT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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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 宿舍車輛停放規定

1. 一人一證制

2. 違規車輛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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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證制

宿舍因車位有限，故僅能提供每人申請一人一證。敬請同學依申

請公告進行機車或腳踏車擇一申請後，宿舍將發放車證，請同學

將車證貼在公告指定位置並依車位號碼停放

未依指定位置停放車輛者視為違規，宿舍將進行取締。若違規達

三次(含)者，宿舍將依規定進行記點並撤除已發放之車證。

在此提醒! 未張貼該學年度有效車證之車輛一律禁止進入宿舍區。

違反者將依宿舍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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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車輛取締

為保障住宿生進出宿舍通行順暢，並維護住宿生緊急逃生之安全，

宿舍針對違規停放及無車證之車輛嚴格取締，敬請住宿生配合將

自屬之車輛停放於規定位置。

詳細車輛管理辦法請參照「國立中興大學男生宿舍公約及違規處

理要點」及「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宿舍自行車及機踏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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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活動介紹

男生宿舍服務委員會將不定期舉辦各項講座、工作坊及活動，豐

富同學們的住宿生活，使同學不僅住得舒適也玩得愉快。各項活

動消息會公布在各齋公佈欄及男生宿舍 FB 社團，請各位同學密

切注意，千萬不要錯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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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活動回顧

23
冬季送暖與湯圓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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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撞球競賽 畢業花束DIY工作坊

咖啡講座



Ch5 宿舍郵遞資訊及緊急事件聯絡

1) 宿舍郵遞資訊

2) 緊急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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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郵遞資訊

• 郵遞地址: 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中興大學男生宿舍（請

同學於信件上註明收件人姓名、房號、手機，以利收件）

• 平信領取: 由學校收發室統一收取，由男宿服務中心領回，請

持身分證件至男宿服務中心領取

• 掛號、包裹領取: 持身分證件至警衛室領取 (包裹代收僅限當學

期住宿生，未著明房號者將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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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絡電話

電話 服務時間

中興大學學安室 (04) 2287-0885 24hr.

男生宿舍服務中心
(04) 2284-0473

傳真：(04) 2287-5692

星期一~星期五
08:30 - 12:30

13:30 - 21:30

男生宿舍警衛室 (04)2284-0475 2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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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宿舍相關資訊連結

1) 中興大學住宿輔導組

2) 中興大學學生撥款局帳號登錄系統

3) 單一簽入系統

4) 男生宿舍FB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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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住宿輔導組

網站上有宿舍相關法令規章、宿舍最新資訊，例如男女生宿舍床

位抽籤結果、徵人啟事、活動消息等。

網址：http://goo.gl/bHM6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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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學生撥款局帳號登錄系統

請務必開立學生個人帳戶 (建議郵局或第一銀行為佳)，並登錄系統
以利期末財、清保金及電費退費。

網址： https://nonstop.nchu.edu.tw/StudAcc/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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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簽入系統

（登入>各系統入口>學務系統>學生宿舍）可以進行床位申請、床

位結果確認、宿舍損壞設備報修、宿舍機踏車位申請等功能。

網址：https://goo.gl/Zteu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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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宿舍 FB 社團

提供男生宿舍住宿生們一個交流的平台，亦有宿舍服務中心消息發

布、服務委員會活動宣傳等公告事項，敬請同學們密切注意。

網址：https://goo.gl/Lhga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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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男生宿舍
歡迎您的加入！

中興大學住輔組.男生宿舍服委會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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