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103 年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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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人(如附件簽到表) 

列席人員：總教官冀慶生、生輔組許精國組長、總務處代表吳孟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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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宗翰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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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軍訓室、總務處和圖資處的同仁，以及各位住宿同學代表，大家晚

安、大家好! 

每學期皆會辦理住宿生座談會，雖然在初接任學務長的時候也覺得很疑惑，

為何同樣的會議需要固定召開，而實際開始接觸後也發現其實宿舍遇到的問題很

多，當然也有許多的問題是重複出現的。各位可能心裡也會覺得，既然是重複的

問題，為何又會一再出現?其實有些事情並非能夠完全管控的，例如:溫水的供

應，有時會因氣候及供水情形而產生不同的問題，故無法百分之百都處於穩定的

狀態。因此我們常要舉辦這些活動，希望各位能藉此機會相互溝通，以了解各位

生活中不便及造成困擾的部分。  

  此外，學校宿舍要管理的同學及事務眾多且複雜，故難以用客製化的方式進行

管理，如要針對每個人不同的需求個別處理，在管理上實有難度。但如果各位有

不同的意見與建議，仍可提出一同探討，並納入意見中，以做為未來訂定相關規

範時的參考。同學們可能不知道，我們也常召開內部會議，針對各位常提出的問

題進行討論，思索解決的方向，也常因此麻煩總務處及圖資處的同仁。如果各位

同學等會有任何意見及問題，也歡迎各位提出，幫助我們一同解決同學住宿時遭

遇的問題。 

而今天會議中所提的意見以及後續處理的進度，也會公告讓各位知道，接下來

就開始我們今天的會議。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 103 學年度宿舍住宿申請： 

1. 優先住宿申請：03/31(一)~04/11(五)。 

2. 第二宿舍區續住申請：03/25(二)~04/18(五)。 

3. 受理住宿申請登記(自行上網申請)：04/14(一)~05/02(五)。 

4. 公開抽籤：05/07(三) 11:00(於二宿交誼會客中心)。 

5. 103 學年度預計開放抽籤名額： 

 



宿舍區(校區) 男生 女生 

第一宿舍區 0 153 

第二宿舍區 87 178 

校本部合計 87 331 

   

燕巢分部合計 5 116 

 

(二) 賃居輔導服務週： 

1. 賃居博覽會：5/6(二)09:30~11:30、5/7(三)10:00~16:00。 

2. 賃居生安全宣導：5/7 (三)10:30~10:50。 

3. 安全檢核實作示範：5/7 (三)11:00~11:50。 

4. 賃居法律宣導講座：5/7 (三)18:00~19:30 

(三) 宿舍整潔評比及整潔競賽： 

1. 於本(103)年 4 月 23、24 日(星期三、四)，利用下課後(18~21 時)舉行完畢。 

2. 本學年度實施積點制度，綜合平時及整潔競賽總體分數。 

3. 本學期平時評分至第 15 週，上、下學期累積積點達 15 點者，取得下學年度優 

先住宿權，請於第 16 週前至住宿組辦公室辦理。 

(四) 103 學年度宿舍幹部甄選： 

1. 甄選時程：即日起至 103 年 4 月 25 日 (上班時間)。 

2. 報名資格：目前本校一、二、三年級學生(以一、二年級優先)，且未曾受記過

以上之處分者。 

3. 幹部權益：宿舍幹部享津貼待遇，工作績優者給予行政獎勵及下學年度住宿優

先權。 

(五) 宿舍晚點名(未依規定請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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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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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宣導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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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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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垃圾隨意丟棄在公共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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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次會議(102-1)後續辦理情況暨本次(102-2)會議書面意見答覆 

(一) 102-1 學期會議意見處理情況： 

1.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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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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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增加洗衣機 3部、烘乾機

1部。 

2. Q：宿舍禁菸辦法是否有更積極有效之管制措施。(本次亦有 3位同學提出類似

問題)  

A：(1)103 年 2 月 25 日公告修正義守大學學生宿舍生活公約：於宿舍區吸菸經

查獲後再犯者得合併予以勒令退宿處分。 

(2)目前正研擬「不得攜帶煙品進入宿舍區」的相關配套措施，如宿舍入口

設置置物櫃，如日後於寢室出現煙品視同吸煙行為。  

(二) 本學期(102-2)會議意見回覆： 

1. Q：增設宿舍樓層監視器，監管宿舍區違規同學之行徑與佐證資料。 

A：本學年度已編列相關預算，預計於本年度末經費結算餘裕時，再行裝置之

可行性；宿舍整潔需要大家共同維護，住宿組已要求管理員及宿舍幹部多

加宣導、取締，也請大家協助勸導、舉發違規學生。  

2. Q：燕巢分部建議宿舍門禁延後半小時，以配合公車紅 58 號最後晚班 11 點 30

分車班時間。 

A：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措施，考量同學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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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書面意見答覆：(如意見回覆表) 

參、意見交換及答覆： 

一、B棟 9樓許 00 同學意見： 

深夜時校園內狗吠聲影響睡眠，不知道還能向哪個單位反映並做及時處理? 

住宿組答覆：將適時反映給相關業管單位協助處理，並將請課指組轉告社團旺旺

社對校園犬隻加強管理。 

學務長補述：這件事情會再向安全組反映，看是否能夠妥善處理深夜狗吠的問題，

例如:夜晚時將其集中於校內某處。 

二、燕巢分部幹部代表林 00 同學意見： 

(一) 洗衣間的大小空間是固定的，且學生人數越來越多，即使本學期增設 3台洗衣

機和 1台烘衣機也可能不夠用。而境外學生、僑生、原民專班學生及後西醫系

學生都擁有優先住宿權，將會影響其他學生住宿申請的機會，針對床位以及洗

衣設備的設置，是否有其他配套措施? 

保管組答覆：將配合現場會勘研擬改善。 

 學務長補述：洗衣間的問題，在短時間內會協請相關單位親自場勘，並以科學



的方式試算多少人配置一組器具能夠解決此問題，如空間不足將會

嘗試尋找其他地點安置，相關做法未來將會公告讓大家知道，也期

望能於新生入學前解決此問題。 

另在床位的部分，目前義大醫院已有新的宿舍在興建，學校已向對

方租下 600 間房間，但距離落成仍需要時間等待。增加床位並非解

決問題的最終手段，增加的床位是可活用的，如日後房間數夠，將

會回到原本的配置。 

每年學校針對床位數量都會進行試算，目前釋放出來的床位確實不

夠，學生越來越多我們覺得很高興，但相對來說壓力也會很大。同

學常會問學校為什麼不加蓋宿舍?但這都會受限於土地許可及建築

法規上容積率與建蔽率的限制。對此學校也思考了短期的應變措

施，將會協請校外優良的賃居房東到校辦理活動。 

(二) 頂樓雖設有晒衣場，但因風很大，且下雨天時不方便，故很少有學生會去使用，

目前大多還是在房間內曬衣，如日後改成 3人房，空間變小也不容易曬衣服，

不知是否有因應方案? 

住宿管組答覆：分部宿舍空間有限，樓梯間屬防火逃生設施，受消防法規限制，

同學衣服晾乾除頂樓晒衣場，也可利用烘乾機烘乾衣服，在目前

床位一位難求的狀況下，如果利用宿舍現有空間增設室內晒衣

場，將會再壓縮寢室床位數量，因此短期間請同學賡續使用頂樓

空間及烘衣機及脫水機。 

學務長補述：曬衣的部分，受限於天氣的部分難以改變，但在硬體的部分會再加

強。  

三、B棟 9樓許 00 同學意見： 

校本部男一宿釋出床位為 0，剩下的台籍生住宿問題要如何解決?第二宿舍的住宿

費用較高，亦不是所有的人皆負擔的起。學校是否有其他解決辦法？  

學務長補述：宿舍部分學校是沒有賺錢的，且第二宿舍目前還是賠錢，相關的報

表過去在會議上也有公開過。去年新生家長針對新生住宿提出許多

意見，校方必然也要做出回應，故今年在新生的部分將會優先安排

宿舍。且外籍生在賃居簽約及交通上皆會有困難，故在住宿申請時

須有所排序。如同前題所述，將會邀請優良的賃居房東辦理活動，

賃居地點也是先以校車有行經的地點進行規劃，也希望在燕巢分部

的床位新增，能夠有效紓解學校床位不足的問題。 

四、B棟 5樓羅 00 同學意見：  

房間蓮蓬頭出水量很小，日前已有報修，營繕組也已及時更換蓮蓬頭，但是更換

後似乎沒有改善，且高樓層都會有出水量小的問題，不知是否是水壓的問題? 

營繕組代表答覆：這部分將會到現場做實地勘察。 

五、國際學舍三舘 6樓羅 00 同學意見： 

義大客運假日班次太少，趕不上易造成晚歸。 

事務組代表答覆：將向義大客運反應某些尖峰時段或特定時刻輸運不足之情況。 



住宿組答覆：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措施，考量同學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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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長補述：學生太晚返校，校方也很緊張，且過去也曾因同學晚歸而發生事情。

在此也請各位了解與體諒，門禁並非是要故意設定限制同學，學校

也有許多來自家長的壓力，希望學校能將學生照顧好。如果同學因

為錯過班車，也請先打電話通知管理站，讓學校知道同學的狀況。 

六、C棟 5樓陳 00 同學意見： 

晚點名一次未到就要愛校服務 4個小時，是否有任何彈性的? 

住宿組答覆：晚點名未到做愛校服務並非是要請同學幫忙做事，而是希望大家能

夠按照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並非是要處罰同學外宿。另每學期第一

次點名未到主要是口頭警告，第二次點名如仍未到，才會罰愛校服

務4個小時，如僅第二次點名未到，則是罰愛校服務2小時。同學如

對點名有疑慮，會後可至住宿組辦公室找黃先生確認點名狀況。 

肆、主席結語： 

宿舍區抽菸的問題，是我們一直想解決，但很難解決的問題。在此麻煩各位回

去轉達抽菸的同學，我們不反對抽菸，但希望一定要在合法的地方吸菸。對於領有

學校獎助學金的同學，我們採取的是零容忍政策，因同學已享有學校免費的方案，

更不應該違反學校的相關規定。抽菸問題已被多次反映，這已經不是個人喜好的問

題，而是將危害到他人的健康，故我們需要用更嚴格的方式來處理。目前規劃日後

菸品將集中管理，不可帶入宿舍區，如在宿舍區內看到菸品即視同吸菸。有舉報違

反規定吸菸的，將會納入日後優先住宿參考，不知大家意見如何?也希望藉此希望

吸菸的同學能夠尊重他人，吸菸如果在合法區域，我們絕對尊重並支持。 

另也有一件事要宣導，近來發生很多網路詐騙的事情，也請大家互相提醒小心留

意，千萬不要輕信匯款，要確認對方的目的與身分，多加求證。 

在此感謝主辦單位，也感謝各位到場參與。在此也向各位承諾，日後會將處理的

進度公告出來。雖然學校有很多管理措施，但並非是針對各位，而是希望能夠讓家

長安心。也希望各位的需求我們能夠逐步解決，而這也是座談會的最終目的，希望

各位日後在校也能踴躍參加住宿生座談會，給我們建議與指教。在此非常感謝各

位，今天所有的發言都將視為很重要的意見，也會責成所有的同仁一起將問題討論

解決，也請各位給自己一個掌聲，謝謝各位! 

伍、散會。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