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文   號：生宿字第 1120315 號 

 

112 學年度舊生學生宿舍申請登記公告事項 
Notice: 2023 Fall&2024 Spring Semester Dorm Application 

一、申請資格：本校學生。具低收與中低收身分之學生請另案

申請，勿以此網頁登記，以免影響權益！ 
二、申請時間： 

(一) 112 年 3 月 15 日 9 時起至 112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2 時止 
本次抽籤選項意願為：1.願當新生寢室長者 2.選室友者

3.一般抽籤者(含甲種生活區) 
每人只能以一種方式登記抽籤，請慎選！ 
*如以選室友方案登記且中籤者，所有室友皆須繳費／填寫住宿

保證書，如有其中一位放棄床位，其餘已繳費的同學將打散分

配到其他房間（避免發生湊數之情況） 
   登記網址： 

https://aura.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宿舍房型簡介： https://is.gd/PrjPwq 
112 學年度起新增第二宿舍提供學生住宿 

 (二)中籤名單查詢時間：112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7 時後， 
查詢網址: https://aura.stust.edu.tw/dorm_draw_old/board.aspx 

三、繳費規定： 
(一)凡申請住宿中籤者，其第一學期住宿費應於繳費期限內

完成繳費，未完成繳費視同放棄住宿。 
(二)本次繳費日程預定於 112 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10 日止辦

理繳費。 
(三) 凡中籤者一律於公告繳費期間內完成繳費，若欲申辦就

學貸款的同學，亦須於公告繳費時間內先行完成繳費或

至生輔組填寫就貸住宿保證書，再至銀行辦理就學貸款

(如有問題請洽生輔組)，否則視同棄權論。 

https://aura.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s://is.gd/PrjPwq
https://aura.stust.edu.tw/dorm_draw_old/board.aspx


(四)繳完住宿費之同學須於 112 年 5 月 10 日前，上網做「確

認」的程序，確認單(住宿保證書)可列印下來自行保存。 
    確認網址: 

  https://aura.stust.edu.tw/dorm_draw_old/confirm_login.aspx 
四、一般規定： 

(一)申請住宿期限為一學年(上、下兩學期)、寒暑假需另行申

請；除休、退、轉學、重大傷殘疾病者、學校核可之實

習／海外研習及特殊情事經審查同意者外，已住宿學生

一律不得退宿(含下學期)，自行離宿者宿舍費不退費，且

仍需繳交下學期住宿費。應屆畢業生、延修生、不得以

下學期課程少為理由申請下學期退宿。以選室友方案且

中籤之同學不得以與室友不合為藉口申請退宿。請同學

慎重決定再申請登記住宿，以免影響其他想住宿同學之

權益。 
(二)須遵守宿舍生活公約之規定及積極參與住宿生座談會、

防火防災避難演練、宿舍清潔週、及宿舍辦理之各項休

閒活動…等。 
(三)依據宿舍公告「寒暑假住宿及維修、宿舍關閉及搬遷」

之規定，須配合調整住宿而不得異議。 
(四)申請登記作業必須由申請人親自辦理，務必請先與家長

聯絡，並告知相關作業規定；申請登記方式一律採線上

網路申請登記。 
(五)凡冒名抽籤或私下頂讓者，除立即取消住宿資格予以退

宿外，並依校規議處。(經查屬實，借名與冒名者均處分。)  
五、為維護個人權益，相關作業訊息將於學校首頁與宿網上公

告週知，請同學務必經常上網瀏覽，以免權益受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暨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https://aura.stust.edu.tw/dorm_draw_old/confirm_login.aspx


STUST Notice of Living Supervision Division    
2023/03/15 

Notice: 2023 Fall&2024 Spring Semester Dorm Application 

1. Target Students for this notice: All the Foreign students. 
2. Application Period: Mar. 15 to Apr. 10 
3. Way to Apply: If you’d like to stay in the dorm, please apply online, 

the google form has sent to your email or you can check the Face-
book.  
If you’d like to change the room type or choose your own room-
mates, you can also ask Ms. Sunny Shih for help. 
If you don’t fill the application, we will assume you that you 
WON’T STAY in the dorm for 2023 Fall &2024 Spring Semester. 

4. When to Pay the Dorm Fee: May 1 to May 10 
You have to pay the dorm fee during the period in order to keep 
your reservation. 
If you cannot pay the fee during the period, you need to sign a 
Payment Agreement to postpone. 

5. General Regulations: 

a. Once you apply for the dorm, you need to stay in the dorm for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2023 Fall and 2024 Spring Semesters). If 
you move out from the dorm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you still 
have to pay the dorm fee. 

b. Please attend the dorm activities such as the dorm evacuation drill, 
dorm cleaning week, etc.… 

c. You need to clean your room and pack all your belongings during 
the summer/winter vacations because of the dorm closing, disin-
fection or mainte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