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5年 10月 26日 1800~2030時 

地    點：二宿交誼會客中心 

主    席：學務長危永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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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代表許秋田副組長、施佳宏副組長、徐孟偉、陳甲樺、圖資處網路組

孫際宇、蔡瑞彬、生輔組李伊尚組長、李應文副組長、蔡昇熹副組長、任致

重先生、石承玉小姐、蔣宗翰先生、李玟琦小姐、旺旺社副社長代表邱佳琳

及校本部宿舍管理員等。 

記    錄：黃秋生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學務長致詞： 

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各位參加本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前首先容我自我

介紹，我是學務長危永中，在資管系任教，接著介紹今天來與會的學校各行政單

位代表，我們很重視各位同學的意見，所以今天所有行政單位都來列席參加，現

首先介紹總務處保管組徐孟偉、事務組施副組長、營繕組許副組長、圖資處網路

組孫副組長，還有我們學務處軍訓室徐總教官、生輔組李組長及醫學院區李副組

長、住宿組蔡副組長及全體工作同仁，會議現在開始，留多一點時間給同學提問，

會中同學有任何意見皆可提出，由各業管單位來答覆同學的意見，謝謝大家。 

二、列席師長報告：(總教官報告) 

學務長、與會各位列席長官及在座的宿舍幹部暨住宿生代表們大家好，軍訓 

室幾件事項報告及宣導： 

(一) 交通安全宣導：根據仁武交通分隊及溪埔派出所通報：自 9月 10日至 10月

24日於學校前面聯外道路(186甲線)取締交通違規共 401件，其中仁武交通

分隊照相告發 366件；溪埔派出所逕行告發 35件，其他義大二路及週邊道

路違規尚未列入，請同學遵守道路交通規則及珍惜生命，勿飆車、勿蛇行。 

(二) 軍事訓練二階段分二年服役：一年級新生 83年次以後出生男生，如想提前

服兵役者，請於 11月 15日前向當地兵役課申請後，可以利用一、二年級每

年暑假期間接受軍事訓練各二個月。 

(三) 宣導反詐騙：郵局金融卡或其他銀行金融卡僅有提款及轉帳功能，ATM機器

前沒有操作取消分期付款或取消轉帳設定等功能，如果有人要求這些非正常

提款及轉帳之動作者，皆是詐騙手法，請同學勿任意在 ATM前操作，近期有

多位同學網購時，被詐騙集團要求上 ATM操作取消分期付款或其他轉帳不

成，重新設定轉帳等等，希望同學小心謹慎，不要再有受騙之行為。 

三、承辦單位報告： 

(一) 第一宿舍區門禁系統更新： 

1. 新增男、女管理站門禁刷卡。 

2. 新增女生管理站管制大門。 



3. 更新 A、B、C、D舍一樓大門門禁刷卡。 

(二) 宿舍整潔評比及競賽： 

1. 於本(105)年 11月 22、23日(星期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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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評比 8次)，上、下學期累積積點達 15點者，

取得下學年度優先住宿權。 

4. 請同學平常保持寢室環境積極爭取榮譽。 

(三) 醫學院區承租義大醫院宿舍： 

1. 住宿費用：保證金 4,500元；上學期 27,000元、下學期 22,500元。 

2. 續約者：繳 11個月租金，住 12個月。 

3. 寒、暑假皆可住宿，續住無須抽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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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宿舍生活公約重點：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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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宿舍賭博或打麻將者。 

(二)私帶異性進入宿舍或潛入異性宿舍者。 

(三)私自頂讓床位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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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違反政府及學校垃圾處理規定情節嚴重者。 

(六)於宿舍區吸菸經查獲後再犯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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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住宿相關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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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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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宿舍管理站。 

4. 住宿組辦公室(位於男管站左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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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住宿權取得： 

1. 參加學生宿舍「幹部志工」申請、見習、甄選、培訓。(擔任宿舍幹部) 

2. 擔任學生宿舍區「環保志工」達規定時(次)數及考核標準。 

3. 擔任學生宿舍區「交管志工」達規定時(次)數及考核標準。 

4. 宿舍整潔競賽及平時整潔評比爭取，累積積點達 15點者可獲住宿權。 

5. 特殊身份、有住宿權資格者： 

(1) 肢體障礙、有重大疾病，不利於通車、通勤者。 

(2) 政府核定低收、中低收入戶子女。 

(3) 優秀新生入學，有 2年以上住宿權者。 

(4) 設籍 6個月以上之離島學生、非設籍於高雄市及高雄市偏遠行政區之原住

民學生。 

(九) 相關宣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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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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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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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近期登革熱肆虐，請發揮公德心，勿隨手丟棄垃圾，孳生蚊蠅助長疫情。 

四、上次會議(104-2)後續辦理情況暨本次(105-1)會議書面意見答覆 

(一) 104-2學期會議意見處理情況： 

1. Q：建議夜間熄燈時間能延長至 12點後。 

A：因夜間 11時後，多數住宿生已準備休息，為避免影響室友作息，規定寢室

熄大燈時間有其必要。 

2. Q：建議宿舍門禁管制時間延後。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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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書面意見答覆：(如意見回覆表) 

參、意見交換及答覆： 

一、D棟 10樓蔡 OO同學意見： 

宿舍 D棟 10樓從開學迄今經常沒熱水，經多次反映及營繕請修，仍未改善，請承

辦單位能明確說明問題所在，澈底將問題處理。 

營繕組許副組長答覆：9月下旬 D棟 10F同學反應晚上 10點後，發生無熱水或水

量變小，馬上進行查修,因管路開關積污垢，於 10月 1日



改善完成；後同學又陸續反應問題未改善，今(26)天又提

出未改善且管線有空氣問題，現已請值班同仁再做查修發

現蓄水池水位控制器接觸不良，本組將逐次檢測找出問題

點，會後將到現場再次檢測確認供水問題澈底處理。 

學務長補充說明：(一)營繕組每天都有值班同仁，宿舍一旦沒有熱水，請同

學即刻向管理站反映，管理站就會馬上通知值班同仁

前來處理。 

(二)有關 10樓熱水供應問題，我們事後一定會馬上處理，

我也會請同仁在 7個工作天回內給同學明確答案，並

公告在宿舍網頁回覆處理結果。 

二、D棟 4樓林 00同學意見： 

宿舍區冷氣儲值卡是否可多增設幾個儲值點，以方便同學有多個儲值場所，或者

延長儲值時間(出納每天 1600時關帳)，方便同學辦理儲值使用。 

營繕組許副組長答覆：冷氣儲值卡儲值問題，請同學隨時了解儲值卡餘額，建議

如低於 100元就準備儲值，或請寢室同學相互協調一次儲

存多一點金額在公卡，就不需要常常要去儲值，卡片儲值

並沒設上限，也可多準備 1張或私卡，這樣就可解決儲值

卡問題，至於延長或增設儲值點，將於會後研議處理回覆。 

學務長補充說明：針對住宿同學所提增設儲值點及時間延長問題，因關係到

相關行政作業程序，因出納每天負責全校收受財物金額款

項都要放入學校郵局保險箱，且要配合郵局關帳作業，因

此時間就須要配合郵局，學校現金款項又不能隨便存放，

避免遭竊祇能放在郵局有安全防護措施之保險箱內，所以

儲值點與延長時間，將於會後討論如何讓同學能方便儲值

冷氣卡問題，將在 7個工作天內告知同學處理情形。 

三、A棟 5樓莊 00同學意見：  

寢室有老鼠蹤跡，喫咬寢室內食物及物品，以造成生活環境困擾，請問如何處理。 

住宿組蔡副組長答覆：若同學如在寢室有發現老鼠蹤影，住宿組有備用幾個捕鼠

籠，放在管理站供同學借用。 

學務長補充說明：同學提到放置老鼠籠效果不理想或抓不到，同學疑問為何

不用投藥方式，其實我們也想過，但如果用毒餌誘捕，是

怕老鼠吃下去之後，等到掛掉後，屍體不知藏在寢室那個

角落，屆時宿舍寢室就會瀰漫著一種怪味，將影響其他同

學的困擾，因此，除了使用補鼠籠，我們也起請同學幫忙

想想有無創新的 idea，可以提供意見，讓我們來協助，同

時也造福其他同學。 

四、醫學院區代表林 00同學意見：  

醫學院區宿舍各樓層交誼廳，自本學期開始晚上 2330時就關閉冷氣電源，影響晚

上同學使用，建議事否恢復冷氣開放，或提供一間可供同學夜間討論課業之空間。。 

住宿組蔡副組長答覆：宿舍生活公約規範，為維護宿舍安寧：洗衣機、烘乾機及



交誼廳電視機、冷氣在夜間 11點 30分後禁止使用，以免

影響同學正常作息。 

學務長補充說明：(一)宿舍團體生活都會有一些規範，交誼廳如果延長使用

時間，相對住在附近同學就會受到影響，我們也要遵

重附近這些同學，所以一直以來校本部及分部對交誼

廳使用規定都是一樣，晚上 2330時就實施管制，如果

同學需要多一點看書時間，也可請同學配合在寢室使

用，同學開著小燈或自備小檯燈將燈光光線調整，儘

量不要影響其他同學休息。 

(二)另外同學提說以前可以使用，今年就不能使用，讓我

們會後去了解原因，或如何來處理這問題，再回覆同

學一個明確的資訊及答案。 

五、醫學院區代表曾 00同學意見： 

醫學院區宿舍寒暑短期住宿收費，去年以前每天收費 165元(含水電冷氣)，自今

年起收費仍是 165元，惟冷氣須再自行插卡付費，顯然不公平，是否可作合理調

降費用。 

住宿組蔡副組長答覆：校本部現僅有國際三館有提供短期住宿，每天收費 150元，

冷氣費用另依電表收費，目前醫學院區收費標準，將再與

行政部門研議後再告知同學。 

學務長補充說明：醫學院區短期住宿收費，等會後與相關行政部們討論後，

得到充分資訊後，一樣在 7個工作天內給同學明確答案。 

六、A棟 3樓李 00同學意見： 

一宿寒暑假是否可以開放短期住宿申請。 

住宿組蔡副組長答覆：一宿寒暑假不開放原因，是管理人員排班是三班制，管理

站值班宿舍生活輔導老師平常上班時間均配合同學生活作

息，無法正常休假，該有休假日，學校都是利用寒暑假讓

他們排補休，且宿舍冷氣是中央空調、熱水供應是使用大

型鍋爐燒水，這些設備機具平日一啟動就是供應全宿舍區

同學使用，居於上述三個原因第一宿舍不開放短期住宿，

且一些設備維護或修繕工程維修也僅能利用在寒暑宿舍沒

住宿生時才能施作，如果開放讓少數同學申請使用短期住

宿，則這些大型機器設備啟用都是整棟宿舍區、人員值班

作業等工作，都是比照平日上課期間作業處理，所耗費時

間、金錢成本都是很高，所以近年短期住宿申請均在三館

住宿，主要它是採合約制，一年 12個月都可住宿，且三館

也住一些交流生，每年寒暑假都會回原學校，這時空出來

的寢室床位就提供同學申請短期住宿使用。 

學務長補充說明：剛剛住宿組已說明無法開放短期住宿的原因，主要還有平

常宿舍區住宿一~二千位同學，寒暑假同學放假休息，機器

設備在長期使用下，也要有時間休息保養維護，否則長時



間使用不保養維護，等到同學回來如那一天設備故障損壞

停擺，到時後受影響的將會是住宿的同學，所以學校每年

寒暑假期間，就針對宿舍區裡的設備設施進行修護工程工

作，避免上課期間影響同學住宿，如果開放使用時，那機

器設備又要保養維護時，也會影響短期住宿同學，居於上

面那些理由，所以一宿寒暑假不開放短期住宿，也請同學

轉告其他同學或好朋友知道，我們也了解寒暑假同學可能

要配合老師專題研究或作業，還有可能同學打工等需要短

期住宿，因此我們在三館每學期寒暑假都會特別挪出一些

空間讓有需求的同學來申請短期住宿。 

肆、主席結語：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同學的參加，再借用同學的雙手感謝各行政單位師長列席與

會，會議中有些同學提出已經在剛才直接向同學報告說明過了，有一些沒辦法明確

答覆的，我也拜託今天與會的同仁，將問題帶回去向單位主管報告，一定要在 7天

內回覆給同學，而且公告在住宿組網頁向提問同學說明，我也拜託我們的同學，回

去向關心這些問題的所有同學去分享，因為這樣才能達到我們今天召開座談會重要 

目的跟溝通，如果同學還有意見未表達的，也可用書面資料由承辦單位來回覆，平 

常任何時間都可以跟我們講，讓我們能即時為大家服務，謝謝大家。 

伍、散會。 

附件： 意見回覆表 

 

 

 

 

 

 

 

 

 

 

 

 

 

 

 

 

 

 

 

 



附件一： 

義守大學 105學年度第 1住宿生座談會意見彙整表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1 

建議宿舍門禁管制時間延後

及夜間熄燈時間能延長至 12

點以後。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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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因夜間11點過後，多數住宿生已準備休息，為

避免影響室友作息，規定寢室熄大燈時間有其必

要，同學仍可使用桌燈。 

2 

醫學院區宿舍信箱的物品常

有被人拿走，大廳監視器又

老舊，再加信箱區燈光又昏

暗，無法辨別嫌疑犯影像，

建議改善。 

生輔組 

加強宣導非個人信件，不得擅自拿取，另重要掛

號信件均要在管站登記領取，有關監視器老舊，

目前正編列維修預算，醫學院區宿舍預定於106

年度更新。 

3 

希望宿舍能增加一些如廚房

等公共空間，讓同學可以使

用烹煮食物。 
學務處 

學校設置相關場所後，需要有相關人員協助後續

管理，如醫學院目前由後西醫系負責管理，然

而，校本部目前沒有相關學生團體願意負責管理

的情況下，暫不設置。  

4 

宿舍區常有本校旺旺社所飼

養之校犬及流浪犬聚集，近

期又進入宿舍區內，影響住

宿同學進出宿舍之困擾及疑

懼，建議圈養及野狗驅趕處

理。 

生輔組 

已要求管理站值班時，若發現有犬隻入舍時要驅

趕或通知學校警衛室協助處理，並請幹部宣導禁

止於宿舍區餵食犬隻，如不聽制止，將以宿舍區

飼養寵物之管理規範懲處。 

課指組 

1.請旺旺社加強宣導請勿餵食校犬及流浪犬。 

2.請住宿組加強管理，如有類似情形發生，值勤

人員也無法引導犬隻離開，建議聯繫旺旺社或安

全組協助進行驅趕。 

安全組 

同學若有發現宿舍內有野狗時，第一時間請通知

管理站或警衛室進行協助驅離，並請同學於宿舍

內勿任意豢養餵食犬隻。 

5 

連續颱風侵襲，部份宿舍寢

室窗台有滲水進入，又逢假

日同學不在宿舍，致寢室地

面淹水造成地面物品浸濕，

建議對寢室窗台接縫檢修補

強，避免雨天滲水入寢室。 

營繕組 

全面加強對窗台接縫檢修補強。 



6 

經過幾次颱風侵襲後，B、C

棟走道長廊遮雨棚有些破

損，建議盡速整修，避免雨

天走道濕滑及頂棚漏水。 

營繕組 

B、C棟走道長廊遮雨棚已請購發包，於 10月 22

日承商修復完成。 

7 

建議冷氣開放時間加長或不

設管制時間，方便在宿舍同

學隨時可使用冷氣。 
營繕組 

目前宿舍空調開放時間為 12:30~14:30及 

19:00~05:00,雖現在使用冷氣儲值卡, 但宿舍 

係以空調主機供應空調冷氣,此二時段為較多人 

使用,且電價係以上述(上學年)開放時間基準做 

計算,大家分攤之電價較划算,若再延長時間,勢 

必會提高電價負擔。 

8 

宿舍區手機收訊不良，建議

學校請電訊廠商改善收訊品

質。 
營繕組 

請告知地點及那家電信公司收訊不良，以利要求

改善。 

9 

醫學院區宿舍房間過於潮

濕，長期會影響人體健康，

歷年都有建議，但並未改

善，是否可自行攜帶除濕

機，或學校有改善方案。 

營繕組 

於使用空調時即具有除濕效果，於無使用空調

時，可開窗戶或電扇，以利空氣流通減緩濕度；

亦可購置除濕劑使用。 

10 

連續幾個颱風過境，因大雨

關係，寢室部份牆璧有滲水

現象，建議協助處理。 

營繕組 

請告知確切地點，以利處理，亦會進行全面檢

修。 

11 

建議頂樓晒衣場加蓋，讓雨

天也晾曬衣物。 營繕組 

涉及建築法規問題，將再行評估。 

12 

建議宿舍熱水應時間延長及

提早供應。(第一宿舍) 營繕組 

先前熱水供應時間為 1600-2330已稍做延長現

時段為 16：00~24：00，計 8個小時，應為足夠，

配合操作人力及鍋爐運轉，暫不做調整。 

13 

洗澡時水壓不穩，有時熱水

會變冷水或出水流量變小，

建議能否改善。(第一宿舍) 

營繕組 

請馬上告知正確切地點，營繕組將馬上處理。 

14 

一宿舍飲水機目前僅有溫、

熱水裝置，建議增設冰水設

備，讓需使用冰水同學取

用。 

營繕組 

由溫水再經壓縮機冷卻為冰水，須要有較大之 

儲存容量且製換時間較久，請同學先盛裝熱水冷

卻飲用，較為安全衛生。 

15 

建議宿舍垃圾車停放時間加

長，方便同學拿出丟棄。 事務組 

考量垃圾車巡迴點及各點之垃圾量多，宿舍垃圾

車停放時間加長擬再研議。 



16 

提供有販賣熱飲之販賣機。

另建議販賣機產品多樣化及

經常更換新產品。 
保管組 

1.因加熱後的飲料會加速細菌繁殖，可能導致保

質期縮短，避免同學飲用到變質之飲料，故不考

慮增設熱飲。 

2.已告知各家販賣機廠商除各熱銷飲料外，多提

供新上市之飲料供同學選取。 

17 

建議販賣機能在宿舍區有兌

換零錢的地方，以方便投幣

購買飲料，或增設紙幣也能

使用。 保管組 

今年 6月底廠商於 D舍及 A舍各設置一台可接受

紙幣之自動販賣機，但由於使用紙幣兌換零錢及

所找零錢過多，常導致販賣機零錢不足而無法使

用，反造成同學不便，故已將紙幣功能關閉。 

欲使用販賣機之同學請事先自備零錢或是向其

他同學換取。 

18 

建議宿舍販賣機補貨能及時

(尤其假日較缺貨)，飲料及

泡麵種類能多一點選擇或定

期更換產品。 

保管組 

1.已要求廠商於假日前將販賣機之物品補滿，因

有時同學需求量較大，假日廠商無法補貨，故

假日比較缺貨。 

2.已有請廠商增加不同之產品。 

 

19 

建議洗衣機、烘乾機能增加

機台，並加強要求廠商定期

清潔維護。 保管組 

1. 洗、烘衣機數量已達可提供電量之上限再增

加機台恐造成危險，故請同學盡量利用離峰

時間使用。 

2. 廠商定期每二個禮拜清潔維護機台。 

 

20 

建議可以設置無線 Wife基

地台。 

圖資處 

網路組 

1.依 104-1 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提問意見反應，

已於 104-2學期間完成醫學院區宿舍交誼廳無

線網路涵蓋率改善。 

2.宿舍區無線網路(Wi-Fi)涵蓋範圍： 

(1)第一宿舍：管理站、各棟地下室自修室。 

(2)第二宿舍：管理站、交誼廳。 

(3)第三宿舍：管理站、各樓層電梯前公共區域。 

(4)醫學院區：管理站、各樓層交誼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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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建議宿舍網路夜間延長及假

日不要限制網路速度。 

圖資處 

網路組 

圖資處配合學務處政策，管制宿舍網路服務

使用類型與使用時間。 

1. 管制情形為： 

管制期間關閉線上遊戲與 Peer-to-Peer

軟體網路傳輸埠。 

2. 管制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五 00：00~12：00 

例假日與國定假日為 00：00~07：00 

健康生活寢每日00：00~06：00，關閉寢室網

路服務。 
 

22 

宿舍網路速度太慢及不穩，

且有時會斷訊或訊號微弱。 

圖資處 

網路組 

1.圖資處網路組同仁向宿舍幹部及同學了解，宿

舍區有時會斷訊或訊號微弱指的是手機電信服

務訊號，非宿舍區實體網路，因此就本事項後續

處理，圖資處將建請權責單位協助。 

2.圖資處於 105年完成以下作業： 

(1)校園頻寬負載管理系統優化與備援機制建

置。 

(2)ISP線路升速及優化。 

(3)宿舍區對校外流量導至 ISP線路。 

用以改善宿舍區夜間頻寬壅塞問題、降低網路異

常流量及病毒攻擊行為，提升整體校園網路順暢

度及妥善率。 

宿舍網路速度太慢且不穩定的原因，依照個案情

形不一，不全然是學術網路單一問題；建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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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同學自行裝設 WIFI但連結

到學校網路時，會因為學校

網路不穩也影響自已網路。 圖資處 

網路組 

  宿舍網路速度太慢且不穩定進而影響同學自

行裝設無線基地台的原因，依照個案情形不一，

不全然是學術網路單一問題；建議同學有問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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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一： 

義守大學 105學年度第 1期境外住宿生座談意見彙整表(列表管制)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1 

義大宿舍寢室是否可以裝設

電暖爐。 
義大醫院 

行政處 

現寢室用電有一定負載限制，經查證電暖爐屬

高耗電設備，如再增設暖爐，其用電量將會超

載，並影響用電安全。 

2 

義大醫院寢室有螞蟻侵入，

影響住宿品質，是否有其他

方法處理。 生輔組 

寢室螞蟻侵入，將由住宿組協助購置滅蟻藥投

入滅蟻，但也請同學寢室不要存放食物，避免

誘引螞蟻侵入。 

3 

義大醫院宿舍烘乾機、洗衣

機使用投幣價格比學校其他

宿舍區貴。 

義大醫院 

行政處 

醫院宿舍洗衣機、烘乾機使用投幣費率是由義

大 醫院自行訂定，並載明於契約書內，待年底

續約時再研議討論。 

4 

學校客運車到大社市區班次

少，是否能協調客運公司增

加班次。 

事務組 

目前學校客運車經大社市區有二條路線分別

為： 

1. 96線義大醫院到義守大學：中途經大社 

平日頭末班車：0640~2215(班次間隔約 30~60) 

假日班次車：0650、0800、1200、1500、1720 

2. 8506線崗山到義守大學：中途經大社市區 

頭末班車：0600~2230(班次間隔約 10分~90分) 

 

 

 

 

 

 

 

 

 

 

 

 

 

 

 



 

附件二~二： 

義守大學 105學年度第 1期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意見彙整表(列表管制)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1 

寢室有老鼠蹤跡，喫咬寢室

內食物及物品，以造成生活

環境困擾，請問如何處理。 生輔組 

若同學如在寢室有發現老鼠蹤影，住宿組有備

用幾個捕鼠籠，放在管理站供同學借用；另也

請同學食物要密封收藏，減少老鼠喫咬及侵入。 

2 

醫學院區宿舍各樓層交誼

廳，自本學期開始晚上 2330

時就關閉冷氣電源，影響晚

上同學使用，建議事否恢復

冷氣開放，或提供一間可供

同學夜間討論課業之空間。 

生輔組 

宿舍生活公約規範，為維護宿舍安寧：洗衣機、

烘乾機及交誼廳電視機、冷氣在夜間11點30分

後禁止使用，以免影響同學正常作息；醫學院

區宿舍為考量讓同學於夜間有一處討論場所，

擬規劃於男、女生宿舍區各提供一間交誼廳供

同學使用。 

3 

醫學院區宿舍寒暑短期住宿

收費，去年以前每天收費 165

元(含水電冷氣)，自今年起

收費仍是 165元，惟冷氣須

再自行插卡付費，顯然不公

平，是否可作合理調降費

用。 

生輔組 

經考量學校宿舍短期住宿收費一致性，醫學院

區宿舍短期收費標準，比照校本部國際三館收

費標準每天收150元，惟冷氣費依現行插卡收

費。 

4 

一宿寒暑假是否可以開放短

期住宿申請。 

 

一宿舍不開放短期住宿，是一些設備維護或修

繕工程維修也僅能利用在寒暑宿舍沒住宿生時

才能施作，如果開放讓少數同學申請使用短期

住宿，則這些大型機器設備啟用都是整棟宿舍

區、人員值班作業等工作，都是比照平日上課

期間作業處理，所耗費時間、金錢成本都是很

高，所以近年短期住宿申請均在三館住宿，主

要它是採合約制，一年 12個月都可住宿，且三

館也住一些交流生，每年寒暑假都會回原學

校，這時空出來的寢室床位就提供同學申請短

期住宿使用。 

5 

宿舍區冷氣儲值卡是否可多

增設幾個儲值點，以方便同

學有多個儲值場所，或者延

長儲值時間(出納每天 1600

時關帳)，方便同學辦理儲值

使用。 

總務處 

尚在擬案中，確定後再行公告。 



6 

宿舍 D棟 10樓從開學迄今經

常沒熱水，經多次反映及營

繕請修，仍沒有改善，請承

辦單位能明確說明問題所

在，澈底將問題處理。 

營繕組 

9月下旬D棟10F同學反應晚上10點後，發生無熱

水或水量變小，馬上進行查修,因管路開關積污

垢，於10月1日改善完成；後同學又陸續反應問

題未改善，再做查修發現蓄水池水位控制器接

觸不良，於10月27日修復；10日28日發現仍未

完全改善，再進行全面檢修，發現送水2只交替

運轉馬達有一只故障，暫時以一只馬達強制補

水，已可正常供應熱水。另故障之馬達須更新

已緊急請購，已在11月6日(星期日)完成更換。

若再有無熱水或水量變小，請立即反應給營繕

組，將會馬上處理。 

值班電話：0911885117(校本部)、  

0975101129(醫學院區) 

營繕報修網址： 

http://ga.isu.edu.tw/student/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