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子學舍 109 學年度大一新生正取床位及候補公告》 

 

本次正取同學將會通知依房間空床狀況辦理入住，若您尚未排到床位請耐心等候，將會按候補序號

依序進行候補作業。 

 

【說明事項】 

一、 為因應「個資法」規範，正取與候補名單將僅列出學號，正取分配之床位資料將會於舍區寄

發之「繳訂通知」信件中載明。 

二、 正取名單會於 8 月 25 日 17:00PM 前以 E-MAIL 方式通知並寄發「繳訂通知」，若逾時仍未

收到者，請來電洽詢。 

三、 收到繳訂通知信件後，請於收到信件隔日起三個工作日內（週六、日不計），依信件提供之

繳款帳號與應繳金額完成訂金繳納事宜，逾期者視同放棄，將會逕行取消床位。繳納前請自

行審慎評估，凡訂金繳交後，因故取消訂房者，訂金將無法退還！ 

四、 收到入住通知後，請配合各舍區排房作業辦理。如無法配合入住管理相關規定且經學舍溝通

無效者，則視同放棄個人住宿權利，舍區得有權將您的床位優先遞補給需要的同學。 

五、 已排到床位的同學如欲辦理入住，可先電洽舍區櫃檯協助查詢床位狀況，若已是空床即可辦

理入住手續；入住前請先依信件提供之繳款帳號繳交二個月租金金額做為押金。 

六、 

 

七、 

 

 

 

八、 

本次住宿正取名單為電腦系統排房，故無法換房。若有換房需求，請於辦理入住後 9 月起每

月 25 日至月底於舍區櫃檯申請。 

未滿 20 歲之大一新生，請自行上網下載並列印「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蓋章，辦理入住時一併提供給櫃檯。※未成年無「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依規定不得辦理入

住。http://ntudorm.prince.com.tw【會員服務】→【表單下載】→【住宿者法定代理人

同意書】。 

候補名單將以 E-MAIL、電話、簡訊等不限方式通知，請同學自行留意相關通知訊息。 

九、 各房型每月租金價格為：單人房：7,800 元/人、雙人房：5,100 元/人、三人房：4,600 元/

人。 

十、 長興舍區聯絡資訊： 【E-mail】ntuchservice@prince.com.tw 

 【電 話】(02) 2377-0199 # 10129 

水源舍區聯絡資訊： 【E-mail】ntusyservice@prince.com.tw 

 【電 話】(02) 2363-1066 # 20199 

 

 

水源女生【正取】 

舍區別 房型 學號 舍區別 房型 學號 

水源 女單 B09403039 水源 女單 B09412008 

水源 女雙 B09609053 水源 女雙 B09102024 

水源 女雙 B09310032 水源 女雙 B096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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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 女雙 B09703072 水源 女雙 B09105040 

水源 女雙 B09401086 水源 女雙 B09412022 

水源 女雙 B09B01057 水源 女雙 B09401029 

水源 女雙 B09302123 水源 女雙 B09602013 

水源 女雙 B09207031 水源 女雙 B09610050 

水源 女雙 B09302220 水源 女雙 B09B02022 

水源 女雙 B09408035 水源 女雙 B09703068 

水源 女雙 B09305023 水源 女雙 B09610016 

水源 女雙 B09106027 水源 女雙 B09302207 

水源 女雙 B09203041 水源 女雙 B08305055 

水源 女雙 B09401087 水源 女雙 B09505031 

水源 女雙 B09106030 水源 女雙 B09605003 

水源 女雙 B09101034 水源 女雙 B09402028 

水源 女雙 B09703047 水源 女雙 B09103038 

水源 女雙 B09703106 水源 女雙 B09305016 

水源 女雙 B09A01212 水源 女雙 B09302127 

水源 女雙 B09104046 水源 女雙 B09104021 

水源 女雙 B09302112 水源 女雙 B09502082 

水源 女雙 B09704040 水源 女雙 B09A01250 

水源 女雙 B09B01025 水源 女雙 B09801020 

水源 女雙 B08303138 水源 女雙 B09102027 

水源 女雙 B09701121 水源 女雙 B09608022 

水源 女三 B09302111 水源 女三 B09609069 

水源 女三 B09704062 

 

長興女生【正取】 

舍區別 房型 學號 舍區別 房型 學號 

長興 女雙 B09704057 長興 女雙 B09901109 

長興 女雙 B09303067 長興 女雙 B09102123 

長興 女雙 B09B02029 長興 女雙 B09611017 

長興 女雙 B09101030 長興 女雙 B09702053 

長興 女雙 B09603033 長興 女雙 B09102099 



長興 女雙 B09801033 長興 女雙 B09302216 

長興 女雙 B09310031 長興 女雙 B09102046 

長興 女雙 B09401092 長興 女雙 B09302110 

長興 女雙 B09609036 長興 女雙 B09610053 

長興 女雙 B09107033 長興 女雙 B09501033 

長興 女雙 B09901129 長興 女雙 B09A01310 

長興 女雙 B09404020 長興 女雙 B09106050 

長興 女雙 B09702087 長興 女雙 B09609015 

長興 女雙 B09101039 長興 女雙 B09501059 

長興 女雙 B08702124 長興 女雙 B09305010 

長興 女雙 B09702061 長興 女三 B09409028 

長興 女雙 B09B02019 長興 女三 B09303076 

長興 女雙 B08801055 長興 女三 B09204028 

長興 女雙 B08608065 長興 女三 B09609072 

長興 女雙 B08105050 長興 女三 B09203062 

長興 女雙 B09502073 長興 女三 B09403022 

長興 女雙 B09502074 長興 女三 B09412027 

長興 女雙 B09109007 長興 女三 B09102056 

長興 女雙 B09504090 長興 女三 B09B01041 

長興 女雙 B09701221 長興 女三 B09401063 

 

水源女生【候補】 

候補號 學號 候補號 學號 候補號 學號 候補號 學號 

1 B09701232 8 B09504035 15 B09704033 22 B09103014 

2 B08102151 9 B09703005 16 B09409022 23 B09401151 

3 B09412020 10 B09504037 17 B09701128 24 B09406044 

4 B09901049 11 B09107016 18 B09608016 25 B09107008 

5 B09703094 12 B09406018 19 B09104012 26 B09701103 

6 B09202067 13 B09403011 20 B09B02013 27 B09107025 

7 B09504032 14 B09703080 21 B09B02016 

 

 

 

 



長興女生【候補】 

候補號 學號 

1 B09106052 

2 B09A01208 

3 B09303060 

4 B09302315 

5 B09207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