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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三峽校區學生宿舍入住報到公告 

一、宿舍入住報到時間： 
 因應 9 月 8 日教育部通報，本校自 9 月 22 日至 10 月 5 日全校採遠距教學模式，惟

因 9 月 26 日為本校新生體檢日，故三峽校區學生宿舍入住流程調整如下： 

 自 110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至 9 月 26 日(星期日)受理入住報到手續，每日受理

時間為 9-12 時、13-16 時。 

 12-13 時為工作人員用餐休息時間，不受理報到作業，敬請配合。 

 因故無法如期入住，請務必於 9 月 26 日(星期日)前至數位學院宿舍社群填寫「110-

1 學期延後入住申請 Application of dormitory’s delay check-in of 2021 Fall 

Semester」(9 月 16 日下午 1 點開放)；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放棄床位並釋出遞補。 

二、入住報到須知： 

(一)『預約系統』預約： 

1. 因應 COVID-19疫情關係，本次宿舍入住報到採分流作業，每日皆有人數限制，全
體宿生須至預約系統網頁登記預約。 

2. 9 月 16 日(四)下午 1 點開放預約系統申請。 

(二)報到流程： 

1. 量溫：請先至量溫區量溫，體溫正常宿生才受理報到，額溫≧37.5 或耳溫≧38 之
宿生請先至等候區休息 10 分鐘後再度量溫。 

2. 報到：至報到區報到，請宿生先查詢好自己的學號/床號、準備好個人證件(身分
證、健保卡、居留證、護照等)。 

(1) 查驗資料： 

對象        程序 身份核對 繳費收據查驗 

一般新宿生 
身分證、駕照、
健保卡擇一。 

非貸款生：110-1 住宿費、宿舍 
本年度新生繳費期程為 9/19-9/30，
請新生依限完成繳費。(宿舍保證金
及委外宿網費請主動電洽出納組
66359、66360 協助生成獨立繳費
單。) 

僑、外、陸新宿生 護照 

舊生 學生證 

非貸款生：110-1 學雜費繳費收據。 
貸款生：對保單及上學期電費、委外
宿網費繳費收據。(上學期電費及委
外宿網費繳費單請主動電洽出納組
66359、66360 協助生成獨立繳費
單。) 

(2) 領取資料：(A)寢室鑰匙、(B)臨時門禁卡、(C)宿生手冊。 

3. 攜帶行李並依分配房間床(桌)號，就位入住，請勿自行更換床位。 

  

https://lms.ntpu.edu.tw/board.php?courseID=28292&f=polllist
https://lms.ntpu.edu.tw/board.php?courseID=28292&f=polllist
https://lms.ntpu.edu.tw/board.php?courseID=28292&f=polllist
https://ntpu-dorm.littlechin.tw/
https://ntpu-dorm.littlechi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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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事項： 

1. 因應 COVUD-19疫情，報到入住期間，請配合下列防疫事宜： 

(1)確實填寫自我通報健康關懷表(與預約系統結合)。 

(2)入住搬遷時，請全程配戴口罩。 

(3)目前尚屬 2 級疫情警戒期間，宿舍仍暫停訪客入內；惟為便於入住作業，本次
報到期間，每位宿生於預約報到當日，限登記 1 名訪客協同搬遷作業；訪客須
量溫(額溫≧37.5 或耳溫≧38 謝絕入內)並實名登記(須質押身分證)，協助時
間限時 30 分鐘，進入宿舍需全程配戴口罩，並最晚於 16:00 前離開宿舍。 

2. 家長進入校園請申請 1 日訪客通行申請： 

(1)依本校防疫會議決議，因疫情關係，目前本校校園不開放非教職員工生進入，
如有洽公需求，請先填寫本校一日訪客通行碼申請表，並經由受訪單位核准後，
持 QR-code 通行碼始得進入校園。 

(2)填寫重點： 

A. 請檢查訪客電子郵件信箱：經受訪單位審核後，系統會自動回信至訪客電
子郵件信箱，為避免無法收到通行碼，送出前請務必檢查。 

B. 訪校事由格式「陪同宿生 OOO 入住報到」：請依格式填寫，以免因不能確認
訪客身分，無法通過審核。 

C. 訪問單位請選擇「住宿輔導組」：選擇其他單位，系統將不會分派給住宿輔
導組審核。 

(3)請務必於出發前完成申請，並確認收到系統回信的 QR-code 通行碼，以免無
法進入校園。 

(4)疫情期間，為避免群聚，每位宿生僅能申請 2 位訪客進入校園。 

(5)宿生進入校園請以身分證或居留證通行。 

3. 交通資訊及交通管制： 

(1)本校交通方式請參照網頁-交通路線資訊。 

(2)疫情期間，本校僅提供『大門哨』(大學路)供車輛進出；車輛自大門進入校園
後，請左轉並沿圍牆旁校園道路直行，即可抵達宿舍區。 

(3)有需要申請停車折扣代碼券者，預約時請一併申請，並於報到時領取；每位宿
舍得免費進出校園 1 次，於離開校園前，先至大門兩側停車繳費亭依指示操作。 

(4)9 月 18 日~9 月 26 日入住報到期間，為避免車道壅塞，宿舍外圍路段為卸貨
區，卸貨後請立即將車輛移到校內其他停車空間放置。 

接下頁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X5Y22MDpE0b-UfeLJH-IPgfbw6uFV8nS0aV_ovif_7l1Zw/viewform
https://www.ntpu.edu.tw/chinese/about/contact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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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詳情請參閱本校三峽校區校園平面圖。 

三、宿舍基本設備及攜帶物品建議 

(一)提供床舖(床舖長度請參考本組網頁請問宿舍床墊尺寸大小為何? )、書桌、椅子及
衣櫃，寢室內部請參照本組網頁-學生宿舍簡介。 

(二)新生入住準備物品建議(如攜帶物品數量較多，建議自備推車) 
盥洗、衛生及清潔用品 寢具、貼身及生活(電腦)用品 

洗臉盆 
牙刷牙膏洗面乳 

沐浴乳 
洗(潤)髮乳 
洗衣精 
洗衣籃 
衛生紙 

小垃圾桶 
掃把畚箕 
抹布 
垃圾袋 
清潔劑 

酒精、乾洗手 
次氯酸水、漂白水 

個人衣物 
個人藥物 
體溫計 
口罩 
錢包 
證件 
手機 
網路線 

床墊 
枕頭 

棉(涼)被 
茶杯 
衣架 
充電器 

延長線(附安全開關) 
生活雜物 

※校園周遭大賣場、超市地圖。 
※9 月 25-26 日將有家樂福於宿舍區擺攤，宿生可就近採買。 

(三)考量宿舍用電安全，禁止持有或使用電鬍刀、整髮器、檯燈、充電器、電扇、小型
收錄音機、電腦(含周邊必要器材)、捕驅蚊器、吹風機以外之電器；違反規定者依
本校宿舍獎懲實施要點第 15條之 2 規定扣 11-15 點。(住宿期間累計滿 30點將勒令
退宿。) 

(四)公共區域提供公用冰箱使用，使用注意事項詳見冰箱上說明；經全寢同意可申請寢
室放置小型冰箱(自備)，如有需要，請參考申請程序後洽住輔組。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faq.php?class_id=5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intro3.php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znxAlVQssoPkW-HhbqLgj7mGr9E&ouid=0&ll=24.943796018337853%2C121.37460424999997&z=14
https://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_more.php?dep=4&id=1436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faq.php?class_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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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一)依據本校「住宿輔導與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宿舍退費規定如下： 

1. 於學校公告進住日期前辦理退宿者，全額退還已繳住宿費及保證金;尚未繳交者
免繳。 

2. 公告進住日期翌日起至上課日止，已入住者，扣除累計實際入住短期日宿費，餘
額退還(含保証金)；未入住者，全額退還(含保證金)。 

3.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退宿者，退宿費半數；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
期三分之二退宿者，退宿費三分之一；上課逾學期三分之二退宿者，不予退費。 

(二)為使宿生更快融入宿舍生活及確保宿舍生活安全，新入住宿生(含轉學生、復學生)
需完成『新生常規說明會』課程、全體住宿生需完成『消防防災演習』課程，詳細辦
理時間及方式請務必關注本組網頁最新公告。 

(三)相關宿舍訊息，請隨時注意本組最新公告。 

(四)宿舍相關生活資訊可至本組網頁「學生宿舍常見問題集 (Q & A)」或「宿生手冊」
查詢。 

(五)入住前，請先詳閱宿舍相關法規- 法規連結。 

(六)如有寄送物品需求，請參考家人想寄包裹／信件來宿舍怎麼辦？；住輔組自 9 月 16
日(四)起代收入住包裹，因辦公室空間有限，每位宿生代收數量為 5 件，並請於貨
到後，盡速至辦公室領取。 

(七)相關作業將依疫情變化，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校防疫小

組最新政策調整，請務必隨時注意本組網頁最新公告。 

https://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_more.php?dep=4&id=1676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news.php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news.php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faq.php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intro4.php
https://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php?dep=4&dep_sub=145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faq.php?class_id=5
https://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news.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