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99 年 10 月 27 日 18:30~19:50 時
地
點：二宿交誼會客中心
主
席：黃副學務長天壽
出席人員：住宿生代表等計 158 人(如附件簽到表)
列席人員：總務處吳孟修先生、電算中心張勝欽先生、生輔組任致重組長、吳丁榮副組長、鄭
憲忠副組長、諮輔組郭珍虹小姐、衛保組張秀滿小姐、生輔組王志成先生、林志豪
先生、林育賢小姐、管理員陳國忠先生、謝豫台先生、張琍淇小姐等
記
錄：黃秋生
壹、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各位主管、各處室代表、各位同學：很高興來這裡跟大家見面，今天的宿舍座談會，
如果同學對住宿感到不方便或有些建議，希望能夠提出來，大家一塊來討論解決，使住
宿更舒適。今天各單位有許多與會代表，我們不要浪費時間，現在就來聽聽各位同學的
寶貴意見，共同討論解決問題。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 宿舍住宿概況：本校共有六個宿舍區，實際可住床位有 6,398 床，住宿生 6,149 人。
(二) 流感防疫工作：目前 A 型流感雖已列為季節性流感，但威脅仍然存在，目前國內已有
50 起死亡病例，其中 49 人未曾接種流感疫苗。所以，請大家儘量接種疫苗，並注意
室友是否有人發生流感引起的臨床症狀：包括急性發燒（耳溫≧38℃）
、咳嗽、喉嚨痛、
頭痛及肌肉酸痛等，發燒的情況可能持續 2 至 3 天，同學如出現流感症狀，應通報管
理站，當事人應儘速採取個人防護措施並視需要就醫。
(三) 登革熱防疫：目前南台灣地區本土登革熱感染人數持續增加。依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監
測數據顯示，本土登革熱確定病例已逾 600 例，且以高雄、台南較嚴重，防疫作戰的
主軸，將以社區「容器減量」、「清除孳生源」為主，希望同學注意宿舍、陽台、地下
室等是否有積水的地方，並且希望不要再將瓶瓶罐罐或是泡麵碗等垃圾，再丟到宿舍
後面空地，以免滋生病媒，害人害己。
(四) 宿舍晚點名：為了瞭解住宿生有沒有按規定住宿，依照規定每個月利用夜間(11~12 時)
抽點 1~2 次，10 月份宿舍晚點名外宿未依規定請假的有 129 人，援例給予口頭告誡，
並通知家長，下次(11 月份)晚點名未到的同學，就要依規定處分。同學若偶而外宿或
晚歸，要先在各宿舍(樓層)的請假簿登記；如果高年級的同學課少經常回家，或是因
打工、補習等因素，長期無法參加晚點名，建議完成請長假的手續。由於學校位在郊
區，夜間行車比較危險，請避免晚歸，以策安全。
(五) 宿舍整潔競賽：預定自 12 月 14 日起舉辦，競賽辦法將於 11 月下旬公告宣導，希望大
家共同維護整潔及安全的居住環境。
(六) 垃圾回收處理：目前大部分的住宿生，已經能夠主動將垃圾分類，並配合垃圾不落地

政策來處理垃圾，但也有少部分同學，沒有加以分類，或提早、延誤將垃圾拿出來，
將垃圾丟在男管站前面，這些都亟需改進。
(七) 宿舍幹部甄選：預定於 12 月中旬辦理下學期的宿舍幹部甄選，歡迎住宿生踴躍報名參
加甄選。宿舍幹部除享工讀生待遇、累計志工時數外，服務優良者，卸任後給予住宿
優先權。
(八) 宿舍志工甄選：目前宿舍環保志工及進退宿志工人數不足，歡迎大家踴躍報名參加，
志工服務達一定時數時，可以選擇抵服教時數或者是給予住宿優先權。
(九) 下學期住宿申請：預定自 12 月 20 日起，受理一宿下學期住宿申請，要申請住宿的同
學，請依照公告時程，完成申請及繳費動作。
(十) 智慧財產權宣導：
1.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請使用合法授權軟體，目前各管理站都有校園授權軟體供同學
借用。
2.教育部函示停止校園網路對外執行 P2P 類軟體，請勿於校內 Internet 使用 P2P 檔案
共享軟體與他人交流具版權之軟體及影音檔案，以避免觸犯智財權等相關法令。
3.禁止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欄(BBS)、網頁或類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欺、
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易或其他違法之訊息。
4.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請勿影印盜版教科書或進行非法影印。
(十一) 活動安全預防宣導：住宿生利用課餘時間打工，要慎選安全的工讀場所；辦理活動時，
其過程、方式，要思考如何朝最安全的方向去設計。
(十二) 防詐騙宣導：經常有同學家長接到詐騙集團電話，聲稱同學發生事情，家長可先掛上
電話，立即打學校提供的查證電話查證（學校已印發）
。請鼓勵樓友經常與家長保持
聯繫，避免詐騙集團有機可趁。
(十三) 因為住宿生有六千多人，宿舍管理人員不見得能注意到每位同學，如果室友有長期服
藥、癲癇、憂鬱等症狀，麻煩告訴我們，好讓專業的人員照顧他(她)、幫助他(她)。
(十四) 宣導住宿須知：
1. 宿舍相關資訊，比如說停水、停電、防颱(災)措施、維修、各項活動等等，會張貼
於公告欄或公告於住宿組網頁，請大家經常去瀏覽，並多多參與，配合辦理。
2. 個人財物要妥善保管，離開寢室或休息時，要記得鎖門，貴重物品避免放在宿舍，
若遺失信用卡或提款卡，要儘速掛失，以避免遭受更重大的損失。
3. 依菸害防治法，學校為限制吸菸場所，宿舍內不得抽菸，若抽菸經發掘或檢舉，均
依規定議處。
4. 部份同學缺乏公德心，為貪圖一時之便，將垃圾隨意丟棄在後山、廁所、樓梯間轉
角、扶手、飲水機或消防箱上，或將泡麵渣倒入飲水機水槽內，影響觀瞻及環境衛
生，希望大家一起來維護宿舍整潔。
5. 本學期還發生私自頂讓床位，或進入異性宿舍的違規事件，希望大家遵守住宿規定，
違規者記過或是勒令退宿，都不是大家樂於見到的。
6. 大家平時要維護住宿環境的整潔，目前一宿各樓長每週會到各寢室，選出整潔優良
的寢室並公布出來，各樓層獲評六次最優的寢室，就可獲得住宿優先權。每學期宿

舍整潔競賽時，平時內務整理的好壞，也佔總成績 10％。平時的評比沒有強制性，
但對於較髒亂的寢室，宿舍幹部或管理員會加以勸導。
三、生輔組報告：
(一) 任致重組長：
住宿生座談會是住宿生跟學校的一個對話的平台，學校提供住宿的環境給同學，
希望同學住得滿意舒適，如果同學有不滿意或需要改進的地方，要把問題提出來，給學
校參考改進，來提供更好的生活環境。生輔組在這裡有幾點補充說明：
1. 教官在值勤時，經常碰到同學口角爭執、掉錢、掉貴重物品等情形，處理起來都很
麻煩，尤其是掉錢，每張鈔票樣式都一樣，除非記得編號，否則不容易找回失物，
希望同學妥善保管自已的財務。
2. 同學身體若有不適要儘早報告，尤其是新生。大部分的新生是第一次離家，平時在
家有父母親照顧，現在出門在外獨自生活，生病不知找誰，或是不好意思報告，而
打電話給父母，再由父母打電話給學校教官或管理員，請求協助送醫，可能會延誤
病情，所以希望同學，身體若有不適，儘早報告請教官或管理員協助送醫，不要等
到深夜發高燒受不了，再找教官或管理員，徒使病情加重。
3. 從開學到現在，同學在山路上已發生多起車禍，分析發生的因素，大部份是車速過
快所造成。以前義大二路未開通前，同學從舊山路上山，經常滑倒或摔傷，都怪山
路彎曲，自從開闢一條筆直、寬敞的義大二路後，車禍事件反而更嚴重。這段路不
到 5 公里，時速 80 公里或 40 公里，相差不到兩分鐘，由於路面坑洞很多，常有土
石堆積，車輛在上面高速行駛很危險，很容易滑倒，希望同學騎乘機車時，車速不
要太快，並向其他同學勸導注意行車安全。
4. 宿舍很多問題，其實都是公德心的問題，例如將同學泡麵渣倒在飲水機槽或到處丟
垃圾、吸菸。團體生活要顧及品質，一定要發揮公德心，在家裡你丟父母檢的壞習
慣，不要帶到學校來，在團體生活中，要學習尊重別人，也是尊重自己，同時也維
護宿舍環境整潔、秩序，希望同學能由內而外，從心裡去檢視自己，改正自已，這
樣住宿環境品質一定能提昇。
(二)鄭憲忠副組長：
春暉專案就是宣導反菸害、反酗酒、反毒(藥物濫用)、反嚼檳榔、防愛滋等活動，
在 12 月 1 日 1800~2030 時，於綜合大樓小劇場舉辦春暉宣導短劇競賽，有高額獎金等
你來拿，第一名五千元、第二名三千元、第三名一千元，另報名組數超過 20 組時，增
加四名佳作，獎金各五百元，希望同學踴躍組隊報名，組隊以 2~10 人，短劇演出時間
1~3 分鐘為原則，演出內容以春暉專案為主軸，請向校本部或分部生輔組報名，現場另
有準備 120 份小禮物，歡迎同學來共襄盛舉，來參加活動。
四、諮輔組報告：(郭珍虹小姐)
(一) 11/27(六)及 12/4(六) 早上 9:00 至下午 4:30，諮輔組舉辦自我照顧相關活動，歡迎同
學踴躍報名參加。

(二) 請宿舍幹部平時多主動關心、協助大一新生及轉學生生活適應的問題，遇需要心理輔導
的同學，請協助帶來諮輔組，本組將安排輔導人員晤談或請精神科醫師診斷。
(三) 諮輔組每週四下午 2:30~4:30，安排義大醫院精神科醫師提供諮詢，兼任輔導老師與心
理師可上網查詢正確值班時間，另有夜間兼任輔導老師於男管站值班，時間是每週二、
三、四晚上 7:00~9:00。
五、衛保組報告：(張秀滿小姐)
(一) 新生尚未體檢的新生，仍可於 10/7~10/29 日每個下午 1:30~5:00 時，攜帶綠色體檢卡
至義大醫院體檢科 2F 體檢，仍享有 500 元的優惠。
(二) 若同學有受傷，需要本組處理、消毒傷口，可於晚上 9:30 分前來本組處理。
(三) 近來疾病管制局發現本土登革熱確診病例已超過 600 多例，請大家協助配合環境清潔的
工作，所到之處如有廢棄物、容器積水，煩請協助倒掉清理，若無法處理，可通知本組
處理。另外，煩請同學勿在宿舍內種植植物盆栽，以免孓孑滋生。
貳、 建議及解答：如附件意見彙覆表
參、 主席結論：
同學如果還有問題，我們交流的平台隨時保持暢通，只要在生活上、讀書上，對學
校有任何建言，希望能夠提出，讓我們的團體更好，以義守大學為榮，我在此借用各位
同學的雙手，謝謝所有管理員替我們服務與照顧。
孩子們！天冷了，好好照顧自已，睡覺記得將棉被蓋好，晚上不要太晚回來，有地
震或意外災害發生的時候，記得先主動打電話跟父母親報平安，因為父母會很關心同學
在外面的情況。記得甲仙大地震的時候，通訊全部中斷，很多父母親非常著急，把我們
值勤電話都給打爆了，因此，在這裡順便提醒大家。我們有一支緊急聯絡電話，教官常
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教官，這支 24 小時服務電話是「0911885115」，有需要時可打這
支電話，讓教官為同學服務。
同學們！命好不如習慣好，習慣好以後將受用無窮，希望大家養成好習慣，最後謝
謝大家來開會，提出寶貴的意見，讓我們更加精進，在此更謝謝管理員及分部代表來參
加會議。
肆、

散會

附件一：座談會意見彙覆表
附件二：簽到表

附件一：意見彙覆表

義守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覆表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處理情形

生輔組

目前已在一宿各浴廁及飲水機旁張貼
告示，禁止同學將垃圾丟棄在浴廁或
樓梯間，或將麵渣倒入飲水機水槽
內，並請幹部於樓友會議中宣導，呼
籲住宿同學共同維護宿舍整潔。請大
家協助勸導、舉發違規同學，若經發
現，將依規定懲處，並將其下次住宿
申請列入候補。

少數同學將垃圾丟棄在浴廁或樓梯
間，或將麵渣倒入飲水機槽，破壞宿
舍整潔，希望能遏止改善。
1

夜間常有同學在宿舍陽台或 D 棟遮
陽棚下方走道抽菸，影響環境品質，
2
生輔組
建議在宿舍區設置一個獨立的抽菸
室(區)，將抽菸者集中規範。
建議在宿舍各樓層提供清潔用具(掃
把、拖把等)，以利打掃寢室使用。
3

4

建議在樓梯間裝設監視器，以便將亂
丟棄垃圾或違規吸菸的同學糾舉出
來。

燕巢分部自修室開放至 24 時，但宿
舍規定返宿時間為 23:30 時，建議將
5
返宿時間調整與自修室關閉時間一
樣。

6

一宿低樓層手機收訊不良，建議協調
廠商設置基地台，以改善通話品質。

一宿男女管理站領車票機器，自上學
7 期起就故障停用，建議儘速修復或更
新機器，以方便同學使用。

已請管理員及宿舍幹部再加強宣導、
取締在宿舍違規吸菸同學。因目前在
宿舍區尚無適當空間，短期內無法設
置吸菸室。

生輔組

公共浴廁工具間內，曾放置少許打掃
工具，但有些同學用後未歸還原位；
B、D 棟設置套房之樓層，尚無適當空
間擺放。請向管理站借用或由室友自
行合購使用。

生輔組

目前宿舍監視器數量已甚為龐大，若
在各樓梯口上下再加設監視器，將使
維修保養更加困難，本建議尚須評
估，目前請幹部加強巡查，也請同學
相互規勸，舉發違規者，若經發現，
將依規定懲處。

生輔組

事務組

事務組

因於自修室自修而須延後到 24 時返回
宿舍者屬少數個案，若因於自修室自
修需延至 24 時返宿者，請填寫免晚點
申請書陳核。
目前正在跟廠商研擬加設強波器之可
行性，因加設強波器，會增強輻射電
波能量，恐影響學生身體健康，故尚
在評估裝設之可行性。
已與電算中心維修人員於 99 年 11 月 4
日修復完成，請同學小心使用，如出
票機無法出票，請直接聯絡事務組承
辦人員，以避免造成機器二次傷害。

一宿 A、C 棟公共浴室重新整修後，
各浴間排水孔無適當斜度，讓洗澡水
匯集流入排水孔內，各浴間地面又無
檔水設計，沐浴時，洗澡水就大量流
到其他浴間或浴室之外，若女生生理
期到來，其洗澡水因有顏色令人尷
尬，且排水孔設計易堆積毛髮，阻塞
8 水流，建議改善。

事務組

營繕組

9

垃圾收取時間，建議增加夜間時段，
方便因日間課程無法處理之同學丟
棄。

宿舍之洗衣機清洗衣物時，偶發出異
味或殘留之棉絮，建議定期加強清
10
洗、消毒。
宿舍脫水機、洗衣機故障率偏高，必
11 須經常停用叫修，建請汰換老舊機器
及提高維修品質。
建議男一舍(A 棟)地下室讀書中
12 心、視聽室、閱覽室，能比照 D 棟加
以裝潢。
凡那比颱風造成停電，當時緊急照明
燈多數無法使用，建議全面檢修或更
13 換。

14

下雨時，雨水會從冷氣機窗口滲到寢
室內，建議改善。

事務組

保管組
生輔組

保管組

1.會轉知營繕組協同處理，查看是否
因為排水管線老舊，或是淤塞在管
道內，而導致排水不良的狀況發
生，若為管道淤塞，會請營繕組協
助處理。
2.因清潔人員清理時間為白天時段，
但公共浴室之使用時間大多在晚上
時段，故請同學發揮公德心，於盥
洗後順手清理自己所使用過之空間
及排水孔，除了可避免排水孔阻塞
外，更能留給下一位使用者一個美
好的盥洗環境。
3.公共空間之環境維護亦須同學共同
守護，請同學們發揮公德心。
將實地至現場了解使用情形，以研議
是否增設阻隔設施。
1.目前本校只有一台垃圾車在收取垃
圾，且收取垃圾的時段及地點甚
多，垃圾收取每天有早上及中午時
段，所以請同學利用空檔處理丟棄。
2.若要再增加晚上收取垃圾時段時，
考量現有之人力及收取行程難以負
荷，因此目前暫不增加晚上時段。
目前廠商已有定期消毒，已要求廠商
增加清洗頻率。若再有洗衣機產生所
述情形，請即通報管理站，立即聯繫
廠商清理。
本學期已更新女二舍部分洗衣機及烘
乾機。
將實地了解裝修之需要。

營繕組

營繕組

該照明燈係做緊急用途，其蓄電量約
可使用 50 分鐘。學校每年均有進行全
面檢修，若同學發現照明燈無法使
用，請上營繕請修系統填報，便會立
即進行檢查。

營繕組

冷氣窗口滲水維修，將於 10 月底進行
請採購提送，俟發包完成即進行改善。

一宿高樓層水壓不穩，洗澡時，水溫
15 經常忽冷忽熱，或水流量很小，建議
增設加壓設備或改善供水系統。
16

目前只有一宿 D 棟浴室尚未換裝活
動式蓮蓬頭，建請儘速更換。

營繕組

營繕組

熱水部分已於本(99)年暑假期間改善
完成，冷水部份改善工程目前正進行
中，預計 10 底前完成。
已進行損壞汰換。

建議一宿在早上能供應熱水，以利同
學在體育課或運動後，回寢室盥洗。
(副學務長於會中建議，於冬季天冷
17
營繕組
期間，早上 07:00 時~08:30 時供應
熱水，讓前一晚沒洗澡或習慣晨間沐
浴同學盥洗)

已於去(98)年將熱水供應時段延長為
12:30 至 23:00，現階段暫無考量修
訂，如遇有寒流或天氣變化時，再視
狀況調整。

B、C 棟很多間寢室都有璧癌問題，
18 下雨天窗台會滲水，請學校趕緊處
理，以免影響住宿品質。

營繕組

本(99)年暑假已有進行全面處理改
善，若尚有問題，可上營繕請修系統
填報，將立即著手處理。

營繕組

暑假已完成 A 舍、C 舍全部及 D 舍 2、
5、6、7 樓之更新，其餘樓層亦將逐步
改善。

D 棟浴室喇叭鎖易生鏽卡住，建議改
19 成卡榫式，另宿浴室門容易損壞，建
議更換。

建議在各電梯內增設殘障扶手，以方
營繕組
便高樓層臨時受傷行動不便的學生。
男二舍各樓層浴廁均無排風扇，通風
21 不良，異味難消，建議改善。
營繕組
20

22

建議定期清洗寢室電風扇及窗簾。

營繕組

二宿 K 棟外面路燈昏暗，建議增加照
23 明。

營繕組

建議在各樓層裝設全身鏡子，方便同
學整肅儀容。

營繕組

24

宿舍網路速度太慢且不穩定，建議改
善。
25

電算中心

建議夜間宿舍網路不要鎖網或延長
宿網時間。
26

近期將發包進行裝設。
男二舍浴廁已裝設抽排風機，若再有
異味將再規劃改善。
擬定期清洗。
將到現場實地了解坪估。
各公共浴室及無公共浴室之房間已有
裝設。
教育部國外出口頻寬滿載，對於國內
網路部份，網路組針對 http 微調至最
先處理，若同學對於網路有問題請先
回報到管理站或 e-mail 到網路組，寫
明問題並留下連絡電話，網路組將請
人員前往處理。

本(99)學年配合住宿需求，設定
00:00~12:00 關閉線上遊戲使用時
電算中心 間，而同學常使用的 PPStream 因無固
定網路傳輸位置，所以無法另外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