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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 

民國90年2月14日本校8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9年9月29日本校9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26日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1年10月24日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辦理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宿舍借住相關事宜，並提升宿舍管理之品質，依本校

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

借住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教師、職技人員及計畫專案人員(以下簡稱教職員)因需要得依本要點申請宿舍借住。 

三、 本校教職員申請借住宿舍，應填寫「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申請表」(如附件一)，由人事室初核

借住資格，再由總務處依據本要點審核辦理。獲同意借住宿舍，應填寫「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

借住契約書」（如附件二）。申請退住應填寫「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退住申請書」（如附件

三）。 

四、 總務處負責宿舍財產及鑰匙之管理，並訂定收費標準。 

五、 宿舍類型分配原則及收費標準： 

（一）宿舍類型 

1. 雲水居： 

(1) 兩間式套房。 

(2) 單間式套房，可二人合住。 

2. 緣起樓：單間式套房，限定為女性單身，可二人合住。 

（二） 分配原則及優先順序 

1. 配合推動校務，校長得指定保留借住宿舍運用。 

2. 專、兼任一級主管以上職務教職員。 

3. 專、兼任行政及教學二級主管職務者。 

4. 專任教師。 

5. 其他職員：專任職員、約聘職員及計畫專案人員。 

（三） 收費標準，依類型及棟別(含有線電視收視費)訂定如下： 

1. 雲水居：單間式套房2,200元/月；兩間式套房4,100元/月。 

2. 緣起樓：單間式套房2,200元/月。 

3. 雲水居電費按使用電器類別分為400、500、600元/月等級距，兩間式套房固定800元/月;緣起

樓電費按電錶計費。 

六、 宿舍使用： 

(一) 為維護宿舍衛生及安全的居住環境，住戶應遵守「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公約（如附件

四）」(以下簡稱宿舍公約)，並依據規定繳納各項管理費用。 

(二) 本宿舍僅提供申請人住宿，允許配偶陪住，但不得提供其他人員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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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戶用電應依規定辦理，嚴禁擅自改變所有電線線路、使用高耗能電器及以瓦斯明火炊膳等

危險行為。 

(四) 住戶用電不當致使跳電，總務處以上班日復電為原則，在住戶陪同下進入宿舍內進行用電安

全檢查及輔導。 

(五) 違反以上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由總務處報請宿委會討論處置。 

(六) 遇有危及宿舍安全事件，須進入住戶宿舍進行緊急處理，如未能聯繫上住戶，總務處得會同

相關人員進入處理。 

七、 宿舍收回 

(一) 因離職含辭職、調職、不續聘、退休等借住條件消失後，請於一個月內騰還宿舍。 

(二) 違反借住契約及宿舍公約，經總務處勸導無效，可收回宿舍不予提供借住，並應於一個月內

自動退還房舍。 

(三) 配置宿舍內之傢俱，不得私自轉借他人。遷出時，應會同總務處清點交還。 

八、 其他： 

(一) 宿舍如因天災或損壞危及住宿安全或配合學校整建計劃，總務處應通知住戶限期搬遷。如未

搬離，住戶因此遭受之財物及人員損傷，由住戶自行負責。 

(二) 原小木屋區已公告拆除，並已通知住戶搬離，未搬離者仍應繳納費用6,825元/月，及有線電視

收視費用300元/月，與水電錶計出之費用。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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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 華 大 學 教 職 員 宿 舍 申 請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單位  

類

別 
□教師 □職員 □專案人員 

姓

名 
 性別  

手機  
到職日期  

學校分機  

戶籍地址                                      

申請宿舍別

及費用 

緣起樓：(限女性單身) 

□單間式套房管理費(含有線電視收視費)2,200元/月；電費按表計價。 

雲水居： 

□兩間式套房管理費(含有線電視收視費)4,100元/月；電費 800元/月 

□單間式套房管理費(含有線電視收視費)2,200/月；電費 (□400元/月、

□500元/月、□600元/月)  

緊急聯絡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同住者關係 姓名 年齡 備註 

    

    

審           核           結          果 

申請人 人事室 總務處 

 

 

 

 

  

備註： 

一、 申請人填寫後由人事室初核借住資格，再由總務處依據本校「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要

點」審核辦理。 

二、 本宿舍僅提供申請人住宿，允許配偶陪住，但不得提供其他人員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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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契約書 

99年 05月 06日修訂 

  111年 9月 26日修訂 

 

宿舍管理單位：                                     （以下簡稱為甲方） 

借住人：                                           （以下簡稱為乙方） 

第一條 本契約依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訂定，甲方提供房舍於乙方

申請借住，雙方約定如以下條款。 

第二條 甲方宿舍所在地及使用範圍與設施： 

所在地：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南華路一段 55號 

樓館： 

房號： 

設施：以房間現況為主，雙方於進駐及遷出時點交清楚。 

第三條 為維護宿舍衛生及安全的居住環境，住戶應遵守本校教職員宿舍公約，並依據規定繳納各

項管理費用。 

第四條 借住之宿舍僅提供申請人住宿，允許配偶陪住，但不得提供其他人員住宿。 

第五條 住戶用電應依規定辦理，嚴禁擅自改變所有電線線路、使用高耗能電器及以瓦斯明火炊膳

等危險行為。 

第六條 甲方如有正當理由須進入宿舍，必須事先通知乙方。遇有危及宿舍安全事件，須進入住戶

宿舍進行緊急處理，如未能聯繫上住戶，總務處得會同相關人員進入處理。 

第七條 宿舍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並不得轉借、頂讓、出租及作營業用

途。 

第八條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宿舍，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

致宿舍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宿舍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責修繕。 

第九條 乙方須遵守本契約各條規定及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如有違背任何條件

時，甲方有權通知解約並收回宿舍，乙方須於一個月內搬離借住宿舍，因此所受之損失自

行負責。 

第十條 乙方因離職含辭職、調職、不續聘、退休等借住條件消失後，請於一個月內騰還宿舍。 

第十一條 乙方遷出時所有任何傢俱雜物等，若有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論，任憑甲方處置，乙

方絕不異議。 

第十二條 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上開條件均為雙方所同意，恐口無憑爰立本契約書兩份各執乙份存執，以昭信守。 

 

立契約人（甲方）                     簽名蓋章 

身份證號碼： 

住址電話： 

 

立契約人（乙方）                     簽名蓋章 

身份證號碼： 

住址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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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退住申請書 

 

一、 本人因目前已無需要借住本校宿舍： 

     □ 雲水居/房號：                          

      □ 緣起樓/房號：                          

二、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申請宿舍退住，以將有限之資源讓與真正有需

要的同事，日後如有需要願遵循本校規定，重新提出申請，特此聲明。 

三、 退宿應辦理事項： 

品項 總務處確認 

借用物品及設備歸還  

宿舍清潔及整齊  

水費、電費繳納  

鑰匙歸還  

其他  

 

申請人 人事室 總務處 

手機： 

校內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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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公約          附件四 
111年 6月 24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 為加強本校教職員宿舍之管理與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依據「南華大學教職員

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第六點第一項，訂定「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公約」（以下簡

稱本公約）。 

二、 借住之宿舍僅提供申請人住宿，允許配偶陪住，但不得提供其他人員住宿。 

三、 宿舍區內公有物品、水電、衛生及安全設備等，應共同愛惜使用。 

四、 用電安全： 

(一) 宿舍內供電迴路約為 1,650W，住戶用電應依規定辦理，嚴禁擅自改變所有

電線線路、使用高耗能電器及經總務處認定有超過用電量疑慮之設備。 

(二) 住戶用電不當致使跳電，總務處以上班日復電為原則，在住戶陪同下進入

宿舍內進行用電安全檢查及輔導。 

五、 住戶不得於宿舍公共區域(如洗衣間、走廊⋯等)或宿舍內以瓦斯明火炊膳等有危

及消防安全之行為。 

六、 嚴禁住戶於宿舍浴室（設置有串接各樓層管道）及宿舍區公共區域(如洗衣間、走

廊⋯等)炊膳，避免產生異味影響居住品質。 

七、 遇有危及宿舍安全事件，須進入住戶宿舍進行緊急處理，如未能聯繫上住戶，總

務處得會同相關人員進入處理。 

八、 住戶陽台之排水孔請隨時疏通，以免堵塞造成積水滲漏，尤以雨季及颱風前務請

事先疏通。 

九、 宿舍區內外應保持整潔，嚴禁隨地吐痰，亂拋雜物，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

確保公共衛生。 

十、 住戶產出之垃圾，須作分類為一般垃圾及可回收物品，並應置放垃圾集散場，廚

餘則置放於廚餘集散場，嚴禁置於各大樓收集桶內。 

十一、 住戶不得有喧嘩、吵鬧及其他妨礙安寧之不當行為。於下午 10點以後至上午 7

點以前，嚴禁使用脫水機、洗衣機或鑽壁、敲釘子、演奏樂器…等。 

十二、 宿舍區公共空間、防火空間、樓梯間、公共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不

得私自佔用及任意堆置私人雜物及設置柵欄、門扇或私設路障妨礙出入。 

十三、 宿舍嚴禁抽煙(包括房間、陽台、公共區域)與餵養流浪動物。 

十四、 宿舍區內禁止酗酒、賭博及其他不正當或違法之行為。 

十五、 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如經查覺，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十六、 遇颱風、地震、空襲、火警或其他意外事故發生時，應聽從宿舍管理人員或保

全人員之勸告，採取緊急措施，以策安全。 

十七、 住戶違反本公約規定而情節重大，經總務處勸導無效且確認違規嚴重者，總務

處有權終止提供借住，並須於一個月內搬離借住宿舍，因此所受之損失自行負責。 

本公約經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