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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臺灣戲曲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校內宿舍資源，並符合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依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規定第四點訂定本要點。
二、所收費用依程序納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運用。
三、本校宿舍設備空間如下：
（一）內湖校區戲曲樓女生宿舍 2 至 4 樓共 21 間，提供床位 282 張。
（二）內湖校區戲曲樓女生宿舍 1 樓與 5 至 8 樓共 39 間，提供床位 224 張。
（三）內湖校區嘯雲樓男生宿舍 1~4 樓及 5~8 樓共 32 間，提供床位 264 張。
（四）木柵校區群和樓宿舍 1 至 4 樓共 86 間，提供床位 313 張。
四、本校宿舍每學期收費標準如下：
內湖校區
住宿人數
收費金額/學期
3-4 人房
9,000 元（高職部以下）
戲曲樓女生宿舍 1、5、6、7、8 樓
5-7 人房
8,500 元（高職部以下）
10 人房
6,500 元（高職部以下）
戲曲樓女生宿舍 2、3、4 樓
16 人房
6,000 元（高職部以下）
2,790 元（高職部以下）
嘯雲樓男生宿舍 1 至 8 樓
8 人房
5,050 元（學院部）
收費金額/學期
木柵校區
住宿人數
群和樓宿舍 1 至 4 樓

4 人房

7,080 元（學院部）
高中：2,790 元（刪除）

群和樓宿舍

2 人房套房

12,000 元（學院部）

群和樓宿舍
2 人雅房
9,000 元（學院部）
群和樓宿舍
3 人雅房
8,000 元（學院部）
寒暑期住宿：本校寒暑假期間開放內湖校區戲曲樓、嘯雲樓宿舍提供有住宿需求
學生住宿，視實際住宿需求開放。
（住宿期間為自休業式隔天起至開學日前一週之
週五）收費標準如下：
（一）以月為計算單位：學院部學生 2,000 元/月、高職部以下學生 1,200 元/月。
（二）以週為計算單位（不足一週以一週計算）：學院部學生 700 元/週、高職部
以下學生 400 元/週。
備註：
1.以上收費均不包含冷氣使用費，須另計費用酌收。
2.低收入戶減半收取住宿費（學院部免住宿費）。
3．學院部 2 人套房、2 人、3 人雅房一律收費，無備註第 2 項低收入戶減免適用。
4.寒暑期住宿因屬額外申請，不適用以上第 2 條減免規定，一律酌收住宿費用。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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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宿舍每學期收費
標準如下：
寒暑期住宿：本校寒暑假
期間開放內湖校區戲曲
樓、嘯雲樓宿舍提供有住
宿需求學生住宿，視實際
住宿需求開放。
（住宿期間
為自休業式隔天起至開學
日前一週之週五）收費標
準如下：
（一）以月為計算單位：
學院部學生 2,000
元/月、高職部以下
學生 1,200 元/月。
（二）以週為計算單位（不
足一週以一週計
算）：學院部學生
700 元/週、高職部
以下學生 400 元/
週。
備註：
1.以上收費均不包含冷氣
使用費，須另計費用酌收。
2.低收入戶減半收取住宿
費（學院部免住宿費）。
3.學院部 2 人套房、2 人、
3 人雅房一律收費，無備註
第 2 項低收入戶減免適用。
4.寒暑期住宿因屬額外申
請，不適用以上第 2 條減
免規定，一律酌收住宿費
用。

四、本校宿舍收費標準如
下：
暑期住宿：本校暑假期間開
放內湖校區嘯雲樓宿舍提
供有住宿需求學生住宿，規
劃男生住宿樓層為 1-4
樓；女生為 5-8 樓。（住宿
期間為自休業式隔天起至
開學日前一週之週五）
收費標準如下：以月為計算
單位（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
計算）
※學院部學生 2,000 元/月
※高職部以下學生 1,200
元/月
學院部 2 人套房、2 人、3
人雅房一律收費，無備註第
2.項低收減免。

一、新增每學期及寒
假學生住宿規定。
二、新增以週為計算
單位。

備註：
1.以上收費均不包含冷氣
使用費，須另計費用酌收。
2.低收入設定減半收取住
宿費（學院部免住宿費）
3.暑期住宿因屬額外申
請，不適用以上第 2 條減免
規定，一律酌收住宿費用。

一、新增寒假低收入
戶學生住宿規定。
二、將學院部低收入
戶學生住宿規定由
四、調整到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