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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住宿生生活輔導暨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96.09 月訂定 

99.01.06 第一次修訂 
                                                      99.2.3 第二次修訂 

                                                            99 年 12 月 10 日第三次修訂 
                                           100 年 1 月 12 日第四次修訂(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1 月 13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經 
                                      101 年 1 月 17 日校務會議通過第五次修訂 

101 年 2 月 15 日湖農工學字第 1010000740 號公告 
101 年 6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第六次修訂 

 101年 8月 14日湖農工學字第 1010004620號公告 
110 年 8 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第七次修正 

110年 9月 3 日湖農工學字第 1100006578號公告發布 

 

壹、 依據：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宿舍管理注意事項 

貳、 目的： 

一、培養住宿生良好生活習慣及獨立自主能力，期改變偏差行為，以利身心正常發展。 

二、啟發住宿生自動自發、自重自愛之良好生活習性。 

三、藉團體生活之培養，養成住宿生遵守法令規定之習慣。 

四、增進學生實習幹部自治與處事學習機會，培養領導能力。 

參、 管理方式： 

一、輔導人員以輔導代替管理。 

二、學生實習幹部自治管理，培養同學領導特質。 

肆、 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 

  一、任務： 

 (一)研擬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要點草案，提請校務會議議決。 

 (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住宿學生自治規範及座談會。 

 (三)其他有關本校學生宿舍管理應興應革事項之建議。 

  二、成員：由學務主任、主任教官、生活輔導組長、宿舍生活輔導教官、宿舍幹事(舍監)住宿學

生代表四名、住宿學生家長代表一名、教師代表一名，計十一人組成。並由學務主務任擔任

主任委員、主任教官擔任副主任委員、生活輔導組長擔任總幹事、宿舍幹事(舍監)、擔任執

行秘書。 

  三、前項委員會，委員人數單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四、前項委員會，委員名單除學務主任、主任教官、生活輔導組長、宿舍幹事(舍監)外，其餘名

單由學務主任遴薦適當人選，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任期一學年(自 8 月 1 日起至翌日 7

月 31日止)。 

  五、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主

任委員主持；若兩人皆無法出席會議時，則由出席委員推舉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伍、  規定事項： 

  一、進宿申請與退宿規定： 

 (一)進宿申請： 

 1.住宿申請於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由生輔組受理申請(新生於新生訓練或報到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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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宿申請單及保證書。  

 3.住宿優先原則為： 

(1)居住在苗栗縣以外一年級新生。 

(2)二、三年級原住校生（如申請人數過多，則依上學期住宿表現優良者，優先核予住宿）。 

(3)以居住在苗栗縣以外同學優先編排；居住在苗栗縣但地處偏僻搭專車不便者，或因特

殊狀況(專案)申請及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技藝競賽同學為主。 

(4)男生住宿生 120人、女生住宿生 88人為主，男女生住宿人數各保留 1％（男生 2人；

女生 1人）做為緊急安置或其他需要使用。 

  4.(1)寒暑假宿舍期間，學生宿舍一律淨空，若因參加課業輔導或其他原因須進宿(借宿)學

生宿舍者，須事先申請並經學務主任核准後，方得進宿。 

        (2)學校社團、營隊或選手訓練申請假期臨時借住宿舍時，收費依照「高級中等學校收取

學生費用辦法」辦理；相關生活輔導管理及安全維護由該社團營隊、選手訓練指導老

師全權負責。寒暑假期間為配合社團、營隊活動或選手訓練運作，得視需要開放淨空

宿舍專供住宿使用，惟僅提供床鋪桌椅、水電與現有硬體設備，餘均由使用者自備，

並自負財物保管之責。 

  5.生輔組長依進宿申請單負責審核住宿生資格。（教官對申請之同學有核准與否之權） 

  (二)退宿規定： 

 1.住宿生依住宿加扣分實施規定，當月成績未達 60 分，除書面告誡並留宿查看，次月以 60

分計算，若加扣分成績仍不及格者退宿。 

2.住宿生遇有下列重大違規事件一律勒令退宿，並於次學期喪失申請住宿權利： 

(1)不服從管理人員管教。 

(2)不假夜宿校外。 

(3)收假日未經家長同意而未返校。 

(4)住宿期間及收假日於校內外抽菸(屢犯)、喝酒或打架、偷竊。 

(5)上課期間待在宿舍內違犯可能引起公共安全（進入廚房、擅自調整各類電器設備）等事

項。 

3、前款第 2 目之(4)喝酒如係屬初犯，且居住外縣市或居住本縣市但無交通專車可達居住所

者，因考量同學上學之方便，經家長及同學完成切結者，得不退宿處分，如有再犯將予退

宿；如未完成切結視同退宿。 

4、退宿生離校須由家長親自帶回，並須填寫退宿申請單。 

 5、違反校規受大過以上處分者，勒令退宿，並於次學期喪失申請住宿權力；俟其完成銷過程

序方可再提申請住宿。 

6、勒令退宿達兩次者，喪失申請住宿權利與資格。 

  二、生活作息 

 (一)生活作息應遵守作息時間表之規定，由學生實習幹部負責執行，生輔組負責管理，生輔組

長得指派教官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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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遵守本校發佈之課間各項規定。 

   (三)各項作息時間授權學務處依實際需要得作調整。 

  三、會客規定： 

   (一)住宿期間，除家長外禁止會客，家長會客實應於警衛室行之。 

   (二)上課期間會客依學校會客規定行之。 

   (三)住宿會客時間：16：40至 18：30時。 

  （四）除家長以外人員嚴禁會客。 

  四、放假及收假規定： 

(一)離校時間：帄時於週五及特定假日前一日下課放學後離校。 

(二)返校時間：於上課前一日 21：00時前到校並實施點名。 

(三)收假若未能按時返校，須由收假前由家長親自以電話向值勤人員(教官室 24 小時專線

037-992213、值勤電話 0975273721)請假，否則依未按時返校處理。 

(四)所有住宿生均需強制搭乘返鄉專車來回，如有特殊狀況者，另行處理。 

  五、生活公約： 

(一)宿舍之整潔維護（含內務檢查），由實習幹部負責檢查，舍監幹事及執勤人員負責複檢，

生輔組長督導之。 

(二)使用公物應善盡保管維護責任，若因不依使用規定致損毀公物，除按校規及住宿規定議處

外，另應負賠償責任。 

(三)應尊重他人隱私，未經許可不得進入他人寢室及逗留；寢室亦不得有異性同學進入，非住

校同學，不得進入宿舍區。 

(四)宿舍區內不得高聲喧嘩，以維安寧。 

(五)不得攜帶任何電器（吹風機、檯燈除外）進入宿舍，尤其電視、音響、電爐，以維宿舍用

電安全。 

(六)不得攜帶朋友及非住校同學進入校區或宿舍區。 

(七)住校學生不得騎乘機車。 

(八)上課期間一律不得進入宿舍，由負責門禁同學於上學後關閉宿舍門。 

(九)午、晚餐一律於餐廳用餐(申請住宿同學須同意加入團膳)，且不得無故不到。 

(十)寢室內嚴禁吸菸、打撲克牌、亦不得攜帶香煙、打火機、檳榔、酒類、瓦斯罐、毒品、刀

械進入宿舍。 

有違反本項各款規定之虞者，宿舍管理或輔導人員(教官)在徵得寢室一位同學同意及經學務主

任以上之主管同意，由生輔組長(或值勤教官)陪同下進入寢室進行瞭解，女生寢室得需有女性

教職員會同；如有檢查必要時，應知會學生進行。但遇有緊急情況，須急速處理時，得逕行進

入寢室瞭解與檢查，以維護宿舍安全與秩序。經瞭解與檢查，違反規定屬實者依規定懲處。 

六、住校生晚自習（課業輔導）規定： 

(一)所有住宿生須強制參加晚自習（課業輔導）時間：18：30至 20：20時。 

  (二)晚自習時間除申請參加學校夜間課業輔導，或至各科自習者(須填寫申請單送各科主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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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長核准後，方得實施)外，其餘住宿生均採集中式實施為原則，任何人除下課時間

外不得隨意走動、喧嘩。 

  (三)晚自習時間，均須服裝整齊(不得穿拖鞋)。 

    (四)晚自習期間不得睡覺、且不得用手機玩遊戲。 

 七、盥洗規定： 

(一)盥洗時間：在宿舍期間除用餐時間、晚自習時間，及就寢時間後不得盥洗外，其餘時間自

由盥洗。但請注意節約用水，不得有浪費用水的情事發生。 

(二)盥洗時間於走廊行走時必須穿著上衣。 

   （三）盥洗時間： 

      1.0600-- 0630時。 

      2.1700-- 1820時（1730需參加晚餐集合點名）。 

      3.晚點名-- 2200時。 

 八、就寢規定： 

(一)就寢時間：22：00時。 

(二)就寢時間一到，統一於寢室內靜待學生實習幹部完成查鋪動作後，始得就寢。 

(三)就寢後仍需夜讀同學，於查鋪完後得於寢室內夜讀，並接受值勤人員管制。夜讀時間至

24：00時止，所有人員均須就寢完畢。 

(四)就寢後任何人不得藉任何理由（除上廁所外）離開寢室或至他人床鋪就寢。 

 九、請假規定： 

(一)住宿生因事須臨時請假返家者，需於當日或前日下課前由家長親自以電話向值勤人員提出

申請。 

  (二)請假外出者，須由家長親自以電話向值勤人員提出申請後始得准假。 

(三)白天請假依學校現行請假手續規定辦理。 

   十、住校生加扣分實施規定︰加扣分實施規定(如附件一)。 

陸、基於住宿生之安全，宿舍每學期至少辦理複合式防災逃生演練，全體住宿生均須參加。 

柒、值勤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學生宿舍之執勤人員(舍監幹事或教官)，應按日將宿舍管理之工作內容，逐日填寫宿舍日

誌，每週依行政程序送請校長核閱；若有特殊狀況，應即時通報，並將處理情形登載於宿

舍日誌，於隔日立即陳核或簽會相關單位協助處理。學生宿舍執勤之各項紀錄、宿舍日誌、

宿舍管理工作等相關資料，經學務主任或校長核閱後，由生輔組列冊保管。 

(二)宿舍生活管理與安全維護措施，執行時應尊重學生身體自主權及隱私權之維護，惟遇特殊

危急狀況時，管理人員得逕自處置，處理情形事後需向學務主任報告。 

(三)宿舍管理員、維修技工為執行其職責或為維護宿舍公共安全時，得在生活輔導組組長同意

下，進入寢室檢查或修繕；如遇特殊危急狀況時，得逕自進入學生寢室處理，處理情形事

後需向學務處主任報告。 

(四)校外人員如欲進入學生宿舍寢室，需事先知會生活輔導組，由宿舍管理（輔導）員、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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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工讀生或專責人員陪同進入後，方可進入宿舍寢室內進行修繕、施工或辦理相關業

務。 

捌、學生自主權及隱私權維護：宣導並要求住宿學生間能相互尊重個人自主權及隱私。  

  一、於生活中落實尊重他人身體隱私權及自主權，不得有故意之侵犯性肢體接觸，並知道保護自

己。  

  二、嚴禁任何不雅舉止及霸凌行為，違者依校規加重懲處。 

  三、進入其他寢室應先敲門，獲同意始得進入。  

  四、除特別規定外，任何時間，宿舍禁止非住宿人員或異性進入。 

  五、不得在宿舍內會客或留宿親友或非住宿之同學。 

玖、本要點悉依「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宿舍管理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但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拾、本要點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提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9 

附件一 

國 立 大 湖 農 工 住 宿 生 加 扣 分 標 準 表 
編號 加扣分事項 加分 扣分 編號 加扣分事項 加分 扣分  

1 寢室整齊乾淨 2  20 
私接電源或離開宿舍電
器未關 

 5 

2 環境區域打掃良好 2  21 
未在自己寢室或床舖就
寢 

 5 

3 禮貌周到 2  22 
未依規定時間內離開寢
室 

 5 

4 服儀整齊 2  23 
未經核准離開宿舍活動
區域 

 5 

5 
主動協助輔導同學課業 
 

5  25 
未經報備私自至教室 
 

 5 

6 主動擔任公差 視情況  26 
未經核准留宿非住宿人
員 

  

7 
主動發現問題並加以處
置 

視情況  27 
未經報備核准收假未返
校 

 10 

8 其他優良事績 視情況  28 
不尊重自治幹部領導及
管理 

 10 

9 
擔任自治幹部、室長等
盡職 

學期末獎勵 29 不配合教官及舍監管理  20 

10   30 破壞損毀公物 
  視情況處分  
 

11 
寢室或環境區域未打掃
或不潔 

 2 31 
攜帶違禁品（音響、喇
叭、未經核准電器等） 

  
20 

12 
集合、自習時間服儀不
整及公共區域穿著脫鞋

(非寢室區) 

 5 32 
未經核准進入女、男生

宿舍 

  
20 

13 內務不整  2 33 

攜帶重大違禁品（煙、

酒、檳榔、色情物品及
各種賭博器具等） 

  

20 

14 
未參加（收假）點名或
遲到（未報備） 

 5 34 
未列事項或情況嚴重視
狀況扣分、留宿察看或
退宿 

  
 
 

15 
破壞晚自習或寢室及集
合秩序 

 5 35 
於校內、外喝酒、抽煙、
嚼檳榔 

  
20 

16 大聲喧嘩  5 36 
擔任自治幹部、室長、
公差未盡職 

   視情況 

17 就寢時間未按時回寢室  5 37 

賭博、偷竊、打架滋事、

勒索、恐嚇、 吸食違禁
藥品 

   退宿 

18 
閱讀違禁（非學習類）
讀物 

 5 38 
不服從師長指導態度惡
劣 

   退宿  

19 
上課或晚自習未核准回
寢室 

 5 39 就寢後不假外出 
   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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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一、加扣分事項如有多項事實、逐項加扣分 
二、住宿期間違反住宿規定暨校規，應分別處理。 
三、評分管理規定 
（一）基本分 85分，當月成績未達 60分，記小過乙次（依據），次月基本分

以 60分起算（列入留宿察看），若仍未達 60分，記小過乙次（依據本
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二款第 18項）或退宿，以此
累推。 

（二）導師、教官對留宿察看人員懲處有建議權，由校長（學務主任）核定。 
（三）每學期重新計算（基本分 85分） 
四、每月成績達（含）100分，記嘉獎乙次(或視情況給予更高獎勵) 
五、教官得按實際執行需求斟酌調整 
六、住宿期間表現欠佳，教官得通知導師及家長到校共同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