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102 年 10 月 23 日 1830~2020 時
地
點：二宿交誼會客中心
主
席：學務長葉上葆博士
出席人員：宿舍幹部與住宿生代表等計 174 人(如附件簽到表)
列席人員：總教官冀慶生、生輔組任致重組長、總務處代表林耀輝、吳孟修、徐孟偉、
圖資處網路組代表陳上原、生輔組蔡昇熹副組長、王文華副組長、王志成先
生、石承玉小姐、陳怡樺小姐、校本部宿舍管理員等。
記
錄：黃秋生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葉上葆學務長致詞：
感謝各位同學今天的蒞臨，住宿座談會是每一學期重大的業務，我知道許多
同學會覺得奇怪，為什麼每一次座談會仍有些問題反映會重複出現，例如:宿網
及鎖網部分。宿舍網路本身是使用學術網路，故在使用上必然會有一些限制，但
透過這樣的溝通平台，將有機會可向大家說明。而同學於會中提出的意見，有部
分仍是可透過反映來嘗試改變及實施的。學校在管理上的措施及目的，也許對你
們來說，可能覺得管得太多，且無法了解其用意。然而學校要面對的還有家長的
想法，所以我們誠摯的請求同學們也能體諒。
平日常收到學生的e-mail，在接收到相關意見後，我們也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去了解，並且反映到相關單位做改善。過去一年我們也做了許多的改變，相關的
資訊也會讓各位知道。藉由今天這樣正式的會議，希望大家能夠將意見表達出
來，使我們持續改進，如此一來也能有相關依據在更高層次的會議(如校長層級
主持的會議)中表達各位的聲音。今日同學如有住宿或是非住宿部分的意見，皆
可以提出來，哪些部份能很快執行改善、那些部分能需要花較多時間，我們也會
一併回覆。今日相關業辦單位的同仁也在場，包括總務處營繕組、保管組，圖資
處網路組，還有負責校安部份的總教官、生輔組及住宿組等代表，會議過後同學
所反映的意見將做做成正式紀錄，並且持續追蹤考核，後續處理情形亦會公告讓
同學知曉。希望同學今晚不吝嗇地將意見提出，不論是新舊問題，我們都會設法
去解決。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 宿舍整潔評比及整潔競賽：
1. 預定在本(102)年 11 月 26~27 日(星期二、三)，利用下課後(18~21 時)舉行。
2. 自 101 學年度開始實施積點制度，綜合平時及整潔競賽總體分數。
3. 上、下學期累積積點達 15 點者，取得下(103)學年度優先住宿權。
4. 詳細內容請參閱各公佈欄公告
(二) 宿舍晚點名(未依規定請假)：
1. 為了瞭解住宿生是否按規定住宿，依規定每個月利用夜間(11~12 時)抽點 1~2

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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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健康生活寢室：
1.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實施，並安排於 A 棟 5 樓、C 棟 10 樓。
2.門禁時間每日 23:30 熄寢室大燈、走廊燈，並禁止於盥洗區內盥洗及使用各類
電器用品。
3.每日 23:30 至隔日 06:00 停止網路連線。
4.本(102)學年度，新生依生活作息習慣區分樓層。
(四) 大一新生優先住宿：
1. 本學年實施鄰近區新生暫不優先安排住宿，並於開學前後補。
2. 學生議會及家長建議，為輔導適應環境及大學生活，應優先提供大一新生住
宿。
3. 經學校會議決議：大一新生均可入住宿舍原則。
4. 影響：103 學年度第一宿舍區可供抽籤名額，男生沒有、女生將少於 200 床。
(五) 住宿相關宣導：
1. B 棟住宿生請於洗澡前重新開關。
2. 天氣漸冷，勿同時段或太晚洗澡。
3. 寢室或公共區域物品損壞請即時上網填報。
4. 流感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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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通報管理站。
5. 個人財物要妥善保管，離開寢室或休息時，要記得鎖門。
(六) 意見反映管道及方法：
1. 總務系統：寢室或公共區域物品損壞請即時上網填報。
2. 學生宿舍幹部(樓長、舍長)。
3. 學生宿舍管理站(工讀生、管理人員)。
4. 住宿組辦公室(位於男管站左側通道)。
5. 學生宿舍整體環境需要全體住宿學生共同維護，如有任何問題發生無法解決，
請於第一時間反映。
(七)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1.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請使用合法授權軟體。
2.教育部函示停止校園網路對外執行 P2P 類軟體。
3.禁止以網路之方法散布詐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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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垃圾回收處理：
1. 請依垃圾分類及垃圾不落地政策處理。

2. 部分同學缺乏公德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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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用電安全宣導：
1.用電安全實地推廣活動，宿舍區嚴禁烹煮行為。
2.http://iucc.nsysu.edu.tw/files/303-1019-446,c105.php
3.勿私接公電。
4.勿用高耗電電器。
(十) 上次會議後續辦理情況(101-2 會議意見處理情況)：
1. 部份同學晨間運動或外籍生有早上使用熱水洗澡習慣，可否有開放早上洗澡時
段。
回覆情形：考量早上須使用熱水、設備運轉及人力操作等，規劃將原供應時段
12:30~23:30，改為 07:00~09:00 及 15:30~23:30；夏日餘溫可留置至
早上，不另行提供。
2. 宿舍頂樓設置警報器，以管制預警同學上頂樓，減少危安事件發生。
回覆情形：各宿舍區頂樓增設警報器，是預防同學於門禁過後無端上宿舍頂樓，
減少危安事件發生及預先示警，讓管理人員或幹部了解頂樓狀況；相
關預警設備已於開學後安裝完畢，目前已正常運作。
(十一) 本次會議後續辦理情況(102-1 會議意見處理情況)：
1. H 棟後陽台常有同學丟棄垃圾於後山或在陽台吸菸，影響住居品質。
回覆情形：(1)宿舍後山經常有少數同學，將垃圾往後山丟棄，除製造髒亂，更
增加病媒蚊滋長，影響環境衛生；另已評估加設漁網包覆。
(2)另部份同學在陽台吸菸，除違反宿舍區禁菸規定，也影響附近同
學空氣品質，將加強取締違規同學。
2. .D 棟經常在廁所、洗臉台、飲水機、樓梯間等公共區域，發現同學將整袋垃
圾或飲料瓶罐、便當盒及泡麵碗等垃圾放置或傾倒於週邊，影響公共環境衛
生與清潔，對缺乏公德心之同學，應加強取締及處分。
回覆情形：本學期已實施宿舍區服務機制，各寢室輪班維護該樓層環境清潔；並
要求幹部加強巡視取締，違者重罰，並請同學勇於舉發。
3. C 棟公共廁所內女生衛生用品容易發生惡臭，是否可以增設有蓋垃圾桶？
回覆情形：目前評估各樓層增設一個腳踏式的有蓋垃圾桶，作為衛生用品的專用
垃圾桶。
貳、書面意見答覆：(如意見回覆表)
參、意見交換及答覆：
一、B 棟 10 樓陳同學意見：
(一) 樓層飲水機要定期清潔，尤其出水口附近經常會有一層油漬或污垢。
營繕組代表答覆：有關樓層飲水機清潔問題，加強清潔維護，亦請大家於使用
時，勿將食物或飲品碰觸出水口。
事務組代表答覆：會要求各大樓清潔人員，加強清潔飲水機及周邊範圍。
(二) 使用熱水時，經常有黃色水流出，管線似乎需要清理或是更新改善。

營繕組代表答覆：同學使用熱水初期如有一些管線殘留鐵銹留出，請同學先讓
管線內黃色水流出後再繼續使用，如未改繕請即通報本組人
員前往處理。
二、B 棟 9 樓許同學意見：
(一) B 棟一樓洗衣機周邊常常積水，是否管線阻塞不通，抑或排水口問題，建議檢
測修護。
住宿組答覆：B 棟一樓洗衣機週邊常積水，除請管理站適時了解原因，如因故
障阻塞將通知營繕組或廠商處理，如因同學換洗衣物中有夾雜金
屬物件，則很有可能於脫水時，物件順勢流至排放口，致使管線
破損或阻塞造成水流溢出，將請清潔人員打掃。
營繕組代表答覆：請立即反應給營繕組，營繕組接獲訊息便即刻進行處理。
三、燕巢分部代表蕭同學意見：
(一) 分部宿舍部份寢室 (男女生 1~5 樓)本學期床位由 2 人房改為 3 人房，人數增
多，唯洗衣機、烘乾機相對不敷使用，建議增加機台及汰換舊機器。
保管組代表答覆：分部洗衣機、烘乾機機台不足，已請場商現場會勘，視現場
環境增加機器，另機器老舊不堪使用，要求場商汰舊換新。
(二) 分部宿舍原本屬密閉空間，空氣流動不佳，但本學期廁所改成回收水沖洗馬
桶，造成寢室臭味滯留難消，且回收水常呈渾濁並夾帶一些雜質，建議學校能
改善。
營繕組代表答覆：已立即進行改善完成，若再有發現此問題，請立即反應給營
繕組，營繕組接獲訊息便即刻進行處理。。
學務長答覆：分部宿舍使用再生資源回收水沖洗馬桶，致使寢室產生異味，將
請業管單位改善，另本人將擇日到分部實際了解現況，協助同學
解決困擾。
四、D 棟樓長幹部黃同學意見：
(一) 宿舍每天配合學校做資源回收及垃圾分類，學校每學期之資源回饋金是否可以
提撥部份資源給住宿生規劃運用。
學務長答覆：在此跟各位解釋一下，學校資源回收之回饋金是以統籌方式來運
用，就如政府中央預算分配一樣，而目前實際上有多少收入，尚
須另外了解。宿舍區平日也配合做垃圾資源回這區塊，故應該也
要有一部份要回饋宿舍，這部分我們可以來討論規劃，考量是否
由宿舍聯誼社來管理並由大家共同監督，未來如有相關宿舍活
動，將可由此部分支出。但其細節的適法、合法性，仍需去做了
解，而討論的結果，希望在一個月後可公告讓各位同學知曉。資
源回收的費用學校定是會按百分比分配至各相關單位，實際上宿
舍可分配到多少，需要再與校方協調。故實際金額會是多少?待未
來自治管理可行時，大家便可知道，未來如宿舍聯誼社管理此筆
經費，則一定要設專戶，且單據呈報皆需要依法規辦理，在管理
上也必須定期公告收入、支出，其來源、憑證等都要清楚，並規

定去撿核處理。如這筆回饋金可行，希望爾後各位在宿舍做資源
回收分類更要落實。
五、H 棟 5 樓徐同學意見：
(一) 宿舍禁菸辦法是否有更積極有效之管制措施。
住宿組答覆：宿舍區禁菸已是既定規定，目前除加強宣導及取締違規吸菸行
為，另擬於宿舍區辦理住宿生問卷調查，將違規吸菸、亂丟垃圾
及飲酒等行為，納入宿舍住宿申請規範，建立無菸宿舍環境。
學務長答覆：在此重申，宿舍內抽菸本來就是很不道德的事情，而不只是抽菸，
垃圾亂丟亦是很嚴重的問題，且一直困擾住宿的同學。針對抽菸
及亂丟垃圾這兩件事情，我們在此做個決議，也希望各位同學支
持，未來祇要有人檢舉，我們就想辦法來犒賞檢舉的人，例如基
本住宿安排或其他方式，這些我們都可以去討論。目前學校有設
置吸菸區，如果抽菸情況不能改善，就讓大家來針對禁菸來進行
投票表決，目前在場有抽菸及不抽菸同學，也請大家回去相互轉
告，如果抽菸問題持續無法改善，未來會將抽菸的地方撤除，這
也是不得以的做法。我們並不反對抽菸行為，祇要是在規定的定
點抽菸，不要將環境弄髒，是可以接受的，但抽菸的學生已造成
不抽菸學生更多的困擾及宿舍管理上的成本，但如果將原設置之
吸菸區撤除，抽菸同學一定會有話講，故在此也希望大家能互相
轉告，在有效期間之內可以自律改善，如果沒有，未來大家可能
會連想抽菸的地方都沒有。環境的改善還是要仰賴各位的自我管
理能力，相信各位家長讓各位住在這理，是讓各位自我學習成
長、自律、尊重及學習尊重彼此。同樣的，垃圾問題也是一樣，
同學將垃圾隨處一丟，雖解決了個人的問題，卻造成其他多數人
的麻煩，更造成環境髒亂污染，故一定會想出其他方法，妥善解
決處理，違規被抓到同學送到獎懲委員會來，決不會寬待。以上
關於吸菸跟垃圾亂丟的說明，還望大家協助轉達。
另一點補充說明，最近學校將警衛做了調整，也發現同學隨便停
車問題越來越嚴重，有時車輛想要轉彎出去都轉不出去，未來停
車再不改善，將採隨開隨罰，如再不行就加上鎖鏈，這辦法會用
公約來決定，然後公告。這幾件事，希望大家能夠協助轉述，勿
因個人的方便造成別人的困擾，且造成管理上的問題。
六、D 棟 2 樓潘同學同學意見：
(一) 宿舍販賣機常會有投入錢幣，卻跑不出東西或跑出非當下所要之東西，，是否
可要求改善或檢修。
住宿組答覆：宿舍區各飲料及泡麵販賣機，已於上學期分別將各廠商之販賣機
右上緣貼上編號，如同學於使用販賣機故障時，請將所使用販賣
機編號告知管理站，管理站會協助同學通知廠商退回錢幣金額，
並要求廠商維修機器。

肆、主席結語：
感謝各位同仁及同學參與座談會，同學所提出寶貴意見，我們會很誠懇面對，雖
然有些問題，一直重複出現，但是可以改善部份，學校會逐步去改善，有些礙於結
構或環境因素，無法滿足同學的需求，在這裡跟同學致歉，各位所提意見，將彙整
各業管單位處理，並將處理情形公告於學務處網頁，對已提問題如仍未改善，同學
可寄 Emai 到學務長信箱或反應給住宿組同仁，協助了解及處理，再次代表所有的
義守大學的同仁感謝各位的光臨，謝謝各位。
伍、散會。
附件：

附件一：境外生意見彙整表

義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境外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調查表
項次

1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C 棟宿舍廁所均為蹲式馬桶， 生輔組 因應部分境外學生使用情況，擬請總務處協助
是否部份改成坐式或安排於 B
規劃、評估可行性。
棟套房式寢室住宿。
將規畫 C 棟宿舍一樓及二樓廁所修增坐式馬
營繕組
桶。
建議在宿舍區可以提供設置
讓學生烹煮之設施及地點。
生輔組

1.地點建議於境外學生交誼中心或第一宿舍
區部分情況不佳寢室(如 B 舍 202 室、D 舍
209 室)，擬請總務處協助規劃、評估可行
性。
2.若設置擬僅提供電磁爐、電鍋、烤箱及微波
爐。

營繕組

定案後營繕組配合辦理。

保管組

建議評估是否有適當之地點。

2

3

處理情形

本部與分部往返交通車，班車
1.義大客運並非學校校車，該公司營運之 96
時間建議能配合上課時段或
路為高雄市政府未補助之市公車路線，會再
增加班次，避免浪費等車時
協調義大客運，建議能配合學生上下課時段
間。
事務組
來排定班次。
2.另關於增加班次之問題，學校已向義大客運
反應，義大客運回覆，若人力調派上許可，
盡量配合學校需求。
網路在假日時期網速較慢，能
否調整網路速度。

4

圖資處
網路組

教育部學術網路整體頻寬有限，學期期間因
全國各大專院校及中小學都會使用，所以經常
性處於擁塞狀態，建議同學有問題直接向網路
組反應，將了解同學的問題後，進行檢查並答
覆。

義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境外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調查表(燕巢分部)

1

2

寢室廁所沖洗馬桶有異味(臭 生輔組
味)。

寢室椅子太低會導致背部不
舒適。

已會請業管單位，現場會勘尋改善

營繕組

已立即進行改善完成，若再有發現此問題，
請立即反應給營繕組，營繕組接獲訊息便即刻
進行處理。

生輔組

滑輪式椅子太低可自行調整高低或故障報
修，如使用無升降椅子，可請管理站協助修
繕。

沒有合適廚房設備可供使用。 生輔組
3
保管組

目前規劃於原餐廳麵包坊既有設施設置。
燕巢分部地下一樓原烘培坊已設置微波爐及

電磁爐各一台。
宿舍是否可安裝私人電話。
4

5

6

生輔組

寢室裝設私人電話，可向中華電信公司申
請，唯屬境外生身份，因相關繳費問題須學校
背書

宿舍門禁是否可以延長，尤其
假日有時會遇到人多，需排隊
生輔組
候車，影響回宿舍時間。

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措施，同
學外出應考量交通車輛及時間掌控，避免因未
配合交通班車時間表，而延誤搭車或無車可搭
之情況。

後西醫同學常因需在圖書館
閱及找資料或因其他事務須 生輔組
超過門禁時間而晚歸回宿舍。

後西醫同學大部份均為成年人，本身已有自
主管理能力，如因看書或其他事務而超過門禁
時間回宿舍，可申請長期晚歸。

附件二：本籍生意見彙整表

義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調查表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宿舍屬禁菸區，惟夜間仍有少
數同學，常於宿舍陽台、寢
室、浴廁或頂樓及樓梯間等區
域抽菸，影響環境品質，建議
加強取締及重罰。

1

2

3

4

5

承辦單位

處理情形

1.宿舍區禁菸規定已再三告誡，惟少數有菸癮
同學，無視規範，仍然在宿舍區抽菸，影響
大眾健康，除要求管理員及幹部加強宣導、
取締在宿舍區違規吸菸同學，也希望同學勇
於舉發，留給宿舍一個無菸害的空間。
2.對在宿舍區違規煙吸菸行為，一經查獲即予
生輔組
以懲處，並告知家長，違規同學最重可記過
處分或累犯屢勸不改者，將給予簽處退宿，
任何人皆可舉發，以維護宿舍生活品質。
3.另對夜間有吸菸需求同學，特別於男管理站
旁設置一處臨時夜間吸菸區，提供給吸菸者
使用，唯必須配合登記及遵守相關規定。

H 棟後陽台常有同學丟棄垃
圾於後山或在陽台吸菸，影響
住居品質。
生輔組

宿舍後山經常有少數同學，將垃圾往後山丟
棄，除製造髒亂，更增加病媒蚊滋長，影響環
境衛生；另部份同學在陽台吸菸，除違反宿舍
區禁菸規定，也影響附近同學空氣品質，將加
強取締違規同學。

二宿涼亭區夜間經常有同學
在辦理慶生或聚集聊天，因聲
生輔組
音過大且吵鬧喧嘩，影響附近
住戶休息。

二宿涼亭夜間將請管理員及學校保全加強巡
視，如有同學聚集喧鬧，將取締勸導，如勸導
不聽影響附近同學休息，將依管理規定處理。

經常在廁所、洗臉台、飲水
機、樓梯間等公共區域，發現
同學將整袋垃圾或飲料瓶
罐、便當盒及泡麵碗等垃圾放
置或傾倒於週邊，影響公共環 生輔組
境衛生與清潔，對缺乏公德心
之同學，應加強取締及處分。

1.環境清潔衛生每天清潔工均有定時清潔打
掃，唯少數同學卻貪圖個人之便，將垃圾丟
棄於廁所、洗臉台、飲水機、樓梯間等公共
區域，除造成環境污染，也帶給其他多數人
之不便。
2.已要求幹部加強巡視取締，違者重罰，並請
同學勇於舉發，爾後樓層髒亂情形，本學期
將利用社區服務機制，輪班打掃該樓層清潔
工作。

洗衣機、脫水機建議晚上大燈
關閉後，延長使用時間。

若深夜使用洗衣機、脫水機，所產生噪音，會
影響附近寢室同學休息，因此必須規範使用時
間，請大家相互體諒，依照生活公約之規定，
於晚上 11 時 30 分前使用。

生輔組

6

宿舍區前吸煙亭，因為抽菸酒
的人很吵且製造髒亂。尤其夜
間常會因談話聲過大，有時菸 生輔組
味會飄至旁邊 F 棟寢室，影響
住居品質，建議改善或遷移。

管理站前方吸菸亭已將上學期(100-2)宿舍吸
菸規範問卷結果張貼公告，已多次告誡現場吸
菸同學，保持環境清潔衛生，如吸菸同學無法
維護該區段清潔與秩序，將依問卷結果實施關
閉懲戒，後續仍未改善，則建議封閉。

宿舍窗簾布很髒是否可以定 生輔組
期清洗，破損是否可以修補。

寢室窗簾定期清洗將研擬編列預算，目前有髒
損寢室，將個別調查後，再另案處理。

營繕組

1.宿舍窗簾一般約二年清洗乙次，目前二宿已
完成調查，並已開始實施清洗作業。
2.一宿寢室窗簾定期清洗將研擬編列預算，目
前有髒損寢室，將個別調查後，再另案處理。

7

8

H 棟低樓層手機訊號薄弱，且
潮溼，螞蟻巢穴多，請協助改 生輔組
善、消毒及捕捉。

營繕組

請告知那家電信公司，以利請求該電信公司協
助改善。

營繕組

學校牆壁之隔音均已達標準，宿舍為團體生活
之住所，請同學宿舍發揮公德心，以免影響他
人。

宿舍隔音效果差，是否能改善
9

10

B、C 棟走廊間經常有綠林餐
事務組
廳傳出的油煙味，建議改善。
營繕組

11

12

13

1.H 棟低樓層，有可能因同學隨意丟棄的垃圾
引來螞蟻、蟑螂等寄居，在此也呼籲同學垃
圾不要亂丟，也避免製造環境髒亂。
2.若有需要可至管理站借用藥劑。

1.將至現場實際勘驗，評估改善。
2.若是機器老舊造成所致，會要求廠商加強維
修，若機器無法修繕，會立即汰換老舊機器。
同事務組。

浴室熱水常會忽冷忽熱，造成
洗澡不便。另管線有時會有鐵
銹或黃色水流出，請加強管線
維修。
營繕組

1.熱水使用中，若有忽冷忽熱情形，請馬上反
應給管理站或營繕組，將立即至現場進行了
解改善。
2.熱水管線有時會有鐵銹或黃色水流出，若熱
水多日沒用，請放流一下改善再使用；仍未
見效，請馬上反應給管理站或營繕組，將立
即至現場進行了解改善。

有時候冷氣會有不冷現象，請
改善，並希望能能延長時間。

營繕組

請立即反應給營繕組，營繕組獲知後將立即處
理改善；同學若有延長供應時間之共識，基於
資源共享、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學校將會進行
考量及住宿費之評估。

B 棟公共間牆壁有部份因壁
癌油漆脫落，建議粉刷修補。 營繕組

立即對宿舍進行檢視後進行修補，亦請同學可
告知營繕組確切之地點，可加快修護速度。

飲水機建議加設冰水裝置。
14

由溫水再冷卻經壓縮機變為冰水，此一過程需
較長之時間，欲有足夠之冰水須增設大量之飲
營繕組
水機及檢測維護，目前暫不加設冰水機，請同
學先盛裝熱水冷卻飲用，亦較安全衛生。

15

B 棟電梯門很容易在按開時
還會自動關閉，且電梯按鈕接
營繕組
處不良及異常生響，建議派人
檢修。

立即進行檢修，亦請同學可告知營繕組確切之
樓層地點，可加快修護速度。

16

洗手台的水有雜質及異味：另
浴室排水孔有異味，建議檢
營繕組
修。

立即對宿舍進行檢修，亦請同學可告知營繕組
確切之時段及位置，可加快修護速度。

17

將至現場進行實地了解後，再規畫評估。
B 棟高樓層水流量很小，建議
可否增設加壓器，讓水流量變 營繕組
大。
C 棟寢室書桌將規畫增設插座孔。

18

C 棟寢室書桌插孔僅有一個
安裝使用電腦時，必需額外加 營繕組
裝延長線，建議增設插孔座。

19

洗衣機、烘乾機、脫水機故障
率很高，且有些已老舊，建議
保管組
汰舊換新。三宿本學期故障率
偏高，建議加強檢修或更新。

已請廠商加強維修，並汰換老舊機器。亦請同
學控制衣量（勿超過容量之八成），以免衣量
過多，增加設備損壞率。

20

宿舍洗衣機使用率高，建議能
增加定期清洗消毒次數。(至 保管組
少每個月清洗消毒二次)

目前廠商已有每月定期消毒，並要求廠商除定
期清洗外，再增加不定期清洗。

21

二宿烘乾機建議每一樓層設
置 一 台 ( 目 前 二 個 樓 層 一 保管組
台)，以方便使用。

廠商將評估使用量增設烘乾機。

22

宿舍販賣機經常故障，請廠商
加強維修；另增加泡麵口味產 保管組
品。

已請廠商加強維修，並增加及變換泡麵口味。

23

24

建議學校網路假日能放寬頻
率，方便同學使用。

宿舍網路速度太慢且不穩
定，經常斷線，建議改善。

圖資處
網路組

校園網路使用教育部學術網路資源，主要提供
全校教職員生學術用途使用，假日期間仍須提
供保證頻寬，確保行政單位、學術單位正常使
用。
宿舍網路使用學術網路資源，因教育部頻寬有

圖資處 限，所以將不同服務進行限制，以確保學術用
網路組 途及主要常見服務(如 HTTP)順暢運行。宿網速
度太慢且不穩定的原因，依照個案情形不一，

建議同學有問題直接向網路組反應，將了解同
學的問題後，進行檢查並答覆。

座談會會議現場提案建議

1

2

樓層飲水機要定期清潔，尤其
加強清潔維護，亦請大家於使用時，勿將食物
營繕組
出水口附近經常會有一層油
或飲品碰觸出水口。
漬或污垢。
會要求各大樓清潔人員，加強清潔飲水機及周
事務組
邊範圍。
B 棟一樓洗衣機周邊常常積
洗衣機周邊地面積水，有時候係同學清洗衣物
水，是否管線阻塞不通，抑或
中夾雜一些金屬物件(如髮夾、別針等)，於脫
排水口問題，建議檢測修護。 生輔組 水中順勢流至排水孔附近刺破排水管，造成漏
水而致地面積水，將加強宣導洗衣前檢查是否
有金屬物件未取出。
保管組 將請廠商進行維修。
請立即反應給營繕組，營繕組接獲訊息便即刻
營繕組
進行處理。

3

4

5

分部宿舍部份寢室 (男女生
將請廠商增加洗衣機、烘乾機。
1~5 樓)本學期床位由 2 人房
改為 3 人房，人數增多，唯洗 保管組
衣機、烘乾機相對不敷使用，
建議增加機台及汰換舊機器。
已立即進行改善完成，若再有發現此問題，請
分部宿舍原本屬密閉空間，空
立即反應給營繕組，營繕組接獲訊息便即刻進
氣流動不佳，但本學期廁所改
行處理。
成回收水沖洗馬桶，造成寢室
營繕組
臭味滯留難消，且回收水常呈
渾濁並夾帶一些雜質，建議學
校能改善。
宿舍每天配合學校做資源回
收及垃圾分類，學校每學期之
資源回饋金是否可以提撥部
份資源給住宿生規劃運用。
生輔組

宿舍每天配合垃圾車收集時段，派出數位環保
志工，於男管站前協助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之
工作，並於每個時段統計資源回收之數量，
101-2 學期(2~6 月)一般紙類約 2,370.3 公斤
(307 袋)、一般資源回收約 6,992.6 公斤(1,250
袋)，另期末退宿紙類回收約 2,840 公斤、一
般資源回收約 1,600 公斤。

事務組 建議評估是否可行。

6

宿舍禁菸辦法是否有更積極
有效之管制措施。

宿舍區禁菸已是既定規定，目前除加強宣導及
取締違規吸菸行為，另擬於宿舍區辦理住宿生
生輔組
問卷調查，將違規吸菸、飲酒等行為，納入宿
舍住宿申請規範，建立無菸宿舍環境。

附件二：簽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