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1 日 1830~2000 時
地
點：燕巢醫學院區 A0101 教室
主
席：學務長危博士永中
出席人員：宿舍幹部與住宿生代表等計 80 人
列席人員：營繕組林榜源、圖資處網路組蔡瑞彬、吳承益、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陳靜欣、生輔
組曹榮傑副組長、生輔組黃秋生組員、住宿組蔡昇熹組長、住宿組周逢起組員、
住宿組莊美鈺生活輔導老師。
紀
錄：周逢起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前來參加座談會的住宿生，請大家好好利用這次機會發表意見，謝謝。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 宿舍整潔評比及競賽
1. 整潔評比 10 週內選擇 8 週計點，每週選出最佳及不佳者，最佳可獲得積分 1
點。
2. 本(107)年 11 月 20、21 日(星期二、三)，於 18:00~21:00 舉行整潔競賽，優
良寢室可獲得 500 元團體獎金及積分 12 點，列入決選之寢室可獲得積分 6
點，上下學期積分達 15 點者可取得下學年優先住宿權。
(二) 宿舍晚點名
1. 每月於 23~24 時點名 1~2 次，點名未到將通知家長並處愛校服務。
2. 同學若偶而外宿或晚歸，請在各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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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申請
長期晚歸或外宿。
(三) 宿舍生活公約重點
違反生活公約或住宿規定經查證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懲處，嚴
重時得勒令退宿或取消下學年續住申請權利；依學生獎懲規定及相關規則辦
理，違規懲處累計達乙次大過或違反以下情事者，得合併予以勒令退宿處分：
1. 在宿舍賭博或打麻將
2. 私帶異性進入宿舍或潛入異性宿舍者
3.
4.
5.
6.
7.

私自頂讓床位者
在宿舍偷竊或從事違法、危害公告安全與秩序行為情節嚴重者
違反政府及學校垃圾處理規定情節嚴重者
於宿舍區吸菸經查獲後再犯者
因專案或公費資格住宿者，未依規定請假無故未到達 3 次者立即取消住宿
資格，並追繳本學期住宿相關優惠費用

貳、書面意見答覆：(如意見回覆表)
參、現場提問及答覆：
一、P 棟 1 樓孫 OO 同學意見
提問：衣櫃從九月開始已經損壞，有報修但一直沒有來修。
學務長回覆：會後營繕組將至立即至房間處理衣櫃門鎖，了解尚無排修原委。
二、P 棟 2 樓吳 OO 同學意見
提問：宿舍水龍頭之水爾偶有混濁現象。
學務長回覆：水池有定期保養，排除管線問題，會後營繕組將進行調查造成此問題
之原因。
三、E 棟 1 樓古 OO 同學意見
提問：從義醫宿舍到學校經過醫院急診室陪的人行道時，常有抽菸之病患及家屬
等，可否減少此現象。
學務長回覆：由於急診室旁走道是校園外面，學校不便主動干涉，但會請附近警衛
去勸導，亦會請義大醫院加強協助管理勸導，如果還有此現象可再反映，但請學生
不要跟吸菸者起衝突。另外近期有同學反映風雨球場抽菸現象，如果朋友有抽菸的
習慣，請主動關心勸導。
四、N 棟 4 樓陳 OO 同學意見
提問：宿舍門禁時間可否延後
學務長回覆：門禁時間是考慮學校交通情況，為保障學生安全及生活作息等因素，
經統計分析而訂定，請同學配合。
五、N 棟 7 樓廖 OO 同學意見
提問：在學校宿舍房間內有聞到菸味。
學務長回覆：樓長及管理員第一時間均有到現場查察各寢室但未能發現，會持續於
宿舍宣導及查察;校園白天時段會有校安人員在校內巡查，但是晚上時段則需要同
學協助發現舉報，將規劃學生校安志工重點巡查並可折抵服務教育時數。
曹教官補充：由於宿舍是中央空調，只要有人抽菸就會飄散至各寢室，只要有同學
發現菸味請直接到管理站向管理員反映，管理員將進行查緝，另宿舍生活公約明定
抽菸第二次會被退宿處分，請同學勿於宿舍區抽菸。
六、N 棟 7 樓王 OO 同學意見
提問：學校宿舍的房間大燈有些暗。
學務長回覆：現場如果還有房間大燈會暗的同學請舉手登記，會後營繕組將至房間
檢查大燈情況，並請同學若有硬體相關問題可以上網報修。
七、N 棟 9 樓劉 OO 同學意見
提問：學校宿舍的廣播器，開始的提示音效很大聲，但是說話的音量很小。
學務長回覆：由於現場反映廣播內容太小聲的人數多屬於通案，會後營繕組將立即
檢查廣播設備。也提醒各位同學家裡住大樓的，大樓的消防廣播器是非常重要的設
備，若有異常現象請馬上通知大樓管理員。
八、P 棟 1 樓孫 OO 同學意見

提問：學校宿舍可否安排作息一樣的室友。
學務長回覆：新生進入義守大學之前，會填一份選擇性的生活型態調查，會把早睡
的排在一起，晚睡的排在一起。本學期 12 月份的時候會針對下學期的室友重新分
配，同學可多加把握。以前學務長在讀書的時後會寫一封信給未來的室友，所以 12
月份重新分配室友時，有些單獨一個的同學不知道怎麼找室友，可以嘗試寫一封信
給未來的室友，會貼在公佈欄讓有興趣的人彼此認識，類似一個媒合系統，讓大家
可以找到和的來的室友。
九、P 棟 4 樓梁 OO 同學意見
提問：寒假是否可以回宿舍放置個人行李。
學務長回覆：由於寒假期間宿舍關閉且管理員因為勞基法限制無法 24 小時值班，
無法讓住戶於任一時間進出宿舍放置行李，但可以嘗試用預約的方式，如果臨時要
放至行李，可以用預約的方式於指定時間回到宿舍放置行李。
十、P 棟 2 樓吳 OO 同學意見
提問：因選修實習退宿而無法退回保證金，相關規定希望能比照必修實習。
學務長回覆：學校必修實習若不參加將無法畢業，判定為強迫參加性質，因此會退
保證金及未住住宿費，但選修實習為自由選擇，非強制參加，因此不會退宿舍保證
金。有關實習必選修歸類問題需和各系協商。
十一、 P 棟 1 樓孫 OO 同學意見
提問：學校宿舍可否設置公共烹煮空間。
學務長回覆：如果設置公共廚房需要有人負責排班清潔，如果有志願負責管理及清
潔的志願者，住宿組再考量是否有適當空間可以設置。
肆、主席結語：
會議的時間過得很快，期待和各位下次再見面，謝謝各位!
伍、散會
陸、附件：意見回覆表
義守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會前意見彙整表
序
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1

床頭櫃的四個角容易撞到

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營繕組

住戶可自行已軟材質包覆，如有疑慮可向
營繕單位申請現場評估。
目前男生洗衣間 N1：2 台、N6：0 台脫水

2

3

P6 樓增設脫水機

希望房間內設置冰箱

保管組

住宿組

機 女生洗衣間 P1：3 台、P6：0 台脫水機，
擬參考 P1 及 N1 脫水機實際使用量後，再
行增設 6 樓脫水機數量。
宿舍無法提供每間寢室一台冰箱的用電需
求，若有使用個人冰箱需求者，推薦選擇
義大醫院宿舍。

4

馬桶之異味，是否能不使用再生水

營繕組

若馬桶發現異味，請馬上聯繫營繕組將會
立即處理改善。

5

宿舍網路訊號不穩定及訊號不佳

圖資處
網路組

1.宿舍區無線網路(Wi-Fi)涵蓋範圍：
醫學院區：管理站、各樓層交誼廳。
2.無線網路易受建築物遮蔽，影響訊號穿
透力及傳輸速率之特性，不適合用於巨量
資料之傳輸。如同學使用上有問題直接向
圖資處資訊網路組反應，資訊網路組將於
了解同學的問題後，進行檢查並答覆。

6

浴室乾溼分離，是否加設簾子

營繕組

宿舍是否加設簾子，將至現場進行實地評
估。

8

增設零食販賣機

保管組

目前可放置機台之空間已滿，若需增設，
需將原有飲料販賣機替換成零食販賣機。
建議若有購買零食之需求可至全家便利商
店內購買。

義守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意見會後辦理情形
序
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1

衣櫃從九月開始已經損壞，有報修
但一直沒有來修。

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營繕組

住戶於九月時僅口頭告知管理員損壞情
況，並未上網報修。會後已立即前往修復
衣櫃並做上網報修教學。

2

宿舍水龍頭之水爾偶有混濁現象

營繕組

經檢測水質並無異常，由於水塔設備會定
期清洗，至於出現混濁情形，並非常態現
象。

3

從義醫宿舍到學校經過醫院急診
室陪的人行道時，常有抽菸之病患

事務組

醫院內及大門口全面禁菸，周遭已皆有設
置禁菸標示。

及家屬等，可否減少此現象。

4

門禁時間可否延後

住宿組

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措施，
考量生活作息正常及同學安全，建議同學
外出應儘早返校休息，避免深夜仍在外逗
留衍生意外之情事。
成立校園巡菸志工並結合服務教育時數折
抵，查察校園內抽菸情況。宿舍內為全面
禁菸，鼓勵同學發現狀況時立即向管理員
反映。

5

在學校宿舍房間內有聞到傳來的
菸味。

住宿組

6

學校宿舍的房間大燈有些暗。

營繕組

7

學校宿舍的廣播器，開始的提示音
效很大聲，但是說話的音量很小。

營繕組

已調整廣播系統音量旋鈕加大音量，提示
音為引起注意，設計上無法調整音量。

8

學校宿舍可否安排作息一樣的室
友。

住宿組

若住戶有找好其他希望一起住的室友，可
向管理站提出換房申請，此外學期末將有
登記配對新室友的措施。

9

寒假是否可以回宿舍放置個人行
李。

住宿組

將登記有類似需求的住戶，於固定時段回
宿舍放置行李。

因選修實習退宿而無法退回保證
10 金，相關規定希望能比照必修實
習。

住宿組

必修實習因為強制性課程，故提前退宿可
退保證金，選修課程是否能比照必修課程，
茲事體大須從長計議。

11 學校宿舍可否設置公共烹煮空間。

住宿組

因使用上無志願管理及清掃的志工，故目
前尚無法設置該空間。

會後經實地查勘，該房間大燈內部有燈泡
損壞，修復後重新告知報修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