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8 年 10 月 30 日 1800~2000 時 

地    點：第二宿舍交誼會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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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人。 

列席人員：學務處陳岳陽副學務長、生輔組李伊尚組長、蔡昇熹副組長、石承玉小姐、蔣宗

翰先生、邱秋慧小姐、曾韋慈小姐、校本部宿舍生活輔導老師、總務處營繕組許

秋田副組長、事務組陳甲樺副組長、圖資處網路組孫際宇副組長、蔡瑞彬先生、

等計 23 人。 

紀    錄：石承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各位同學好!一學期一度的住宿生座談於今日舉行，明日亦將於醫學院區召開，歡迎所

有住宿生同學踴躍參加。會議中有許多事項將逐一向同學報告，也希望能藉此機會聽取

各位對宿舍寶貴的建議，可執行的事項我們會去做，然無法執行的部分也會向各位解釋

說明，歡迎同學踴躍提出意見，謝謝!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近期新聞事件經過及處置說明： 

1. 0913 港、陸生肢體衝突事件說明。 

2. 1009 宿舍幹部入侵女宿事件說明。 

(二)宿舍改建計畫說明： 

1. A 棟寢室採全平面設計。 

2. B 棟地下室：目前工程進行中，洗衣烘衣區待寒假期間施工，預計第二學期啟

用。 

3. C 棟地下室：目前工程進行中，預計 11 月底完工，設置簡易 Coffee Bar，提供

讀書、討論及休憩空間。 

4. 109 學年度開學前預計進行的改建計畫： 

(1)A 棟地下室改建計畫： 

A. 為第一宿舍區最大面積的地下室交誼空間。 

B. 設計為男、女生共用場所。 

C. 簡易廚房及餐廳、洗衣區、讀書及討論區。 

(2)B 棟寢室的改建計畫：該建築已逾 26 年，改善寢室內裝及浴室格局。 

(三)宿舍整潔評比及競賽宣導： 

1. (108)年 11 月 19、20 日(星期二、三)，利用下課後(18~21 時)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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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平常保持寢室環境積極爭取榮譽。 

1



 

 

4. 評分方式： 

(3)平時評比：由樓長選擇 8周評分，每次選出最佳及不佳者。(最佳者一次得

一點) 

(4)整潔競賽：初評由評審員每樓層選最多 3間入圍；複評由評審團就初評入圍

者決選該棟樓層數額(如 A棟開放 5層，選出前 5名)。 

(四)國際學伴寢(國際村)宣導： 

1. 國際處「境外學生學伴計畫」系列活動獲得『通識教育中心-知行學院微學分』

及『外國學生獎助學金服務學習認證章』。 

2. 安排於第一宿舍區 4人套房區。 

3. 成員：2名本籍生及 2名境外生合組寢室。 

4. 本籍生憑上述相關證明者，可取得學伴寢優先住宿權，於學期末課程結束可提

出申請。 

(五)宿舍晚點名(未依規定請假)注意事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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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若偶爾外宿或晚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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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宿舍生活公約重點提醒： 

    違反生活公約或住宿規定經查證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本校等相關規定懲處，

取消下學期申請續住之權利，嚴重時得依本校規定予以退宿，並限制一年內不得申

請住宿；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及相關規定違規懲處累計達乙次大過或違反以下

情事者，得合併依本校規定予以退宿處分: 

1. 在宿舍賭博或打麻將者。 

2. 私帶異性進入宿舍或潛入異性宿舍者。 

3. 私自頂讓床位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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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違反政府及學校垃圾處理規定情節嚴重者。 

6. 於宿舍區吸菸經查獲後再犯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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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住宿相關宣導： 

1. 確保用電安全，勿使用高耗電電器、炊具。 

2. 寢室或公共區域物品損壞請即時上網填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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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個人財物要妥善保管，離開寢室或休息時，要記得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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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意見反映管道及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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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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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住宿權取得： 

1. 方法一:積極進取、先付出後享受；大一住宿時先服務。 

對應方案 1：擔任學生宿舍區「環保志工」達規定時（次）數及考核標準。 

對應方案 2：擔任學生宿舍區「交管志工」達規定時（次）數及考核標準。 

2. 方法二：良好習慣、主動爭取榮譽。 

對應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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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方法三：熱忱服務、申請擔任幹部。 

對應方案：參加學生宿舍「幹部志工」申請、見習、甄選、培訓。 

4. 方法四：特殊身分、有住宿權資格。 

對應方案 1：肢體障礙、有重大疾病，不利於通車、通勤者。 

對應方案 2：政府核定低收、中低收入戶子女。 

對應方案 3：優秀新生入學，有 2年以上住宿權者。 

對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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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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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到表演場所觀看表演時，不可隨便錄音或錄影。 

(4)重製老師上課之 ppt 簡報資料與同學分享，須徵得該簡報之著作財產權人

同意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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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為登革熱肆虐區域，請發揮公德心，勿隨手丟棄垃圾，孳生蚊蠅助長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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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提問:打工或讀書回來的學生如無法洗澡可能會不太舒服，希望能夠將熱水時間延

長至凌晨 1點或 1點 30 分。 

執行情形:為提供晚歸學生盥洗空間，已於 3處淋浴間設置即熱式熱水器供同學使

用，開放時間為凌晨 0~3 點，為免影響其他住宿生作息，使用時請留意音量。 

1. A 棟 1 樓無障礙淋浴間。 

2. C 棟 2 樓右手邊最後一間淋浴間。 

3. D 棟 3 樓右手邊最後一間淋浴間。 

(二)提問:希望各樓層能夠裝設公共鏡。 

執行情形: A、C、D 棟公共浴室已設有公共鏡，由於 B棟為套房，已另於 B棟 2樓

安裝一全身鏡。 

(三)提問:第二宿舍圍牆外的別墅區常會有同學吸菸，希望能設成禁菸區。 

執行情形:  第二宿舍區外之聯外通道其管轄權涉及義大城管委會及該建案所屬建設

公司，因申請路段為通學步道構想亦將影響其住戶，故未獲該單位應允。然將加強

該區宣導，請同學吸菸時遠離宿舍區外，以維周圍空氣品質。 

貳、書面意見答覆： 

一、各業辦單位會前意見回覆，彙整表如附件。 

二、意見回覆說明補述: 

(一)廚房及冰箱設置議題: 

生輔組蔡昇熹副組長:未來 A棟地下空間改建時將規劃設置簡易廚房，將配合此規劃

設置公共冰箱供住宿同學租用，詳細細節待規劃及施工完畢後將再行說明。 

(二)手機網路訊號議題: 

網路組孫際宇副組長:因有同學反應住宿區內手機網路訊號較差，日前經學務處及圖

資處討論後，已規劃於 B棟及 D棟前方長廊規劃設置校內無線網路(WIFI)，可輔助

同學於手機網路訊號不良時使用，目前 B棟已施工完成，D棟則預定於下周完成。 

(三)宿舍區修繕效率說明: 

營繕組許秋田副組長: 

1. 一般維修案件通常 1天即可處理完畢，但如部分屬於管路等需對外發包的工程，

則較難立即處理。也麻煩住宿同仁向住宿生宣導，勿將水果、菜渣、泡麵倒置馬

桶內，避免造成阻塞，亦將建議學校如於檢修時發現損壞為不當使用，將向同學

收取維修賠償費用。 

2. 9~10 月份，全校申請維修件數為 1655 件(含分部)，1天即可完工者佔 47%、2 天

者佔 7%、3 天者佔 5%、4 天者佔 3%、5 天者佔 5%，8 天以上者佔 21%，整體完工

比例為 96%，尚有 4%屬漏水或地板修繕者需待發包完成才能修繕。10 月份至目

前申請件數為 882 件，1天即可完工者佔 37%、2 天者佔 9%、3 天者佔 6%、4 天

者佔 4%，8 天以上完工者 26%，目前完工率 84%，將努力盡快修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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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現場意見交換及答覆： 

一、危永中學務長:本校宿舍區有數千名同學住宿，亦備有許多反映管道，各為每一天進

出宿舍管理站，即是最方便的地方，然如覺得回覆時間太長，或未獲回覆，可寫信

至學務長信箱。此外，本學期學務處也透過 Line 開設「學務馬上通」，未來會將學

務馬上通的 ID 及 QR CODE 放置於學務處首頁，也請各位會後向其他同學宣導。今日

會議的提問問題，亦將於 7個工作日內給予回覆。 

二、各業辦單位現場提問或會後書面意見回覆，彙整表如附件。 

肆、主席結語： 

   今天會議時到此結束，感謝同學的參與，如果有其他問題，可留下書面資料及聯絡方

式，謝謝各位。 

伍、散會。 

附件： 意見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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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1
23:30熄燈時間太早，是否可以

延長?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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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禁時間太早，希望能夠調整。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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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希望洗衣機使用可以不限時間。 生活輔導組

目前洗、烘衣機多設置於各樓層，如不限時其機器運作

時聲響將影響附近同學作息，敬請同學利用空堂時間使

用，避免尖峰時間等待。

4
建議宿舍區要設置冰箱、微波爐

等器具。
生活輔導組

1.宿舍區(各管理站)僅提供公共冰箱予特殊需求學生藥

品放置，另基於衛生安全及管理上的考量，不提供公共

冰箱。

2.目前宿舍大樓並無茶水間設計，相關公共設備無適當

的場地空間可以提供。

5
希望國際學舍三館垃圾車停靠時

間可以再做調整。
生活輔導組

本校垃圾車停靠時間及地點主要是依據各宿舍區住宿人

數及垃圾車清運量做規畫及安排，重新檢視宿舍區垃圾

處理量後，本學期調整時段如下:

一、男生宿舍管理站:0710~0820、1230~1330

二、國際學舍三館:0830~0850、1210~1225、1530~1550

垃圾車於以上時段之外亦需要運行於校區內其他地點收

取垃圾，敬請同學依停放時段進行垃圾處理。

6
希望窗簾及紗窗能定期清洗。

(第一宿舍)

生活輔導組

、事務組

本校宿舍紗窗於暑假退宿後會進行清洗，唯本次因A舍

及部份宿舍因進行整修，未及清洗，將於明年暑假進

行。

7
建議廁所可以放置芳香劑及馬桶

刷
事務組

考量芳香劑主成份為香料及有機溶劑，每人接受程度不

同，目前不予考量。若同學發現廁所髒亂，可於上班時

間來電總務處事務組(分機2330)將派員進行整理。

8

烘衣機數量不足，希望能夠增

加。

(A棟、B棟、C棟)

保管組 將評估是否有足夠空間，再行增設烘衣機數量。

9 希望C棟能購再增設洗衣機 保管組
將評估是否有足夠空間，再行增設洗衣機數量，如有空

間再請廠商增設。

10 希望洗衣機要多加清洗。 保管組 已要求廠商加強洗衣機之清潔。

義守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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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義守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表

11

第二宿舍公共區域(中庭、涼

亭、噴水池)燈光太暗，希望可

以增加亮度。

營繕組
立即到現場實際量測，如由亮度不足將增加燈泡瓦特

數。

12
第二宿舍寢室大燈是否可以改成

白光?
營繕組

黃光燈泡對眼睛較好，且照度不比白光差，各人喜好不

一，擬不更換。

13 希望飲水機能夠有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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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汰換時，將改為有冰水之機種。

14
希望B棟廁所燈時間可以延長，

30分鐘太短。
營繕組

使用浴廁一次30分鐘應足夠亦適當,若有不足,請再按一

次復歸鈕,暫不做改變。

15
宿舍隔音不佳，希望能夠改善(B

棟)。
營繕組

本校宿舍結構版牆均依建築法規興建，團體生活請同學

盡量勿喧嘩以免影響他人；若要改善須增設隔音設施，

一般無如此做法亦不經濟。

16
手機網路及收訊太差，希望能夠

改善。
營繕組

9/16日中華電信於B棟增設基地台，9/23日遠傳電信已

前來本校進行量測評估，使用者亦可撥打該電信公司客

服電話反應改善。

17 B棟廁所太過老舊 營繕組 將進行評估B棟宿舍全面整修

18
希望熱水供應時間能夠提早，或

是能夠不限時。
營繕組

熱水目前供應時為1600-2400及0700-0900一天已有10小

時，為維護宿舍安寧，以免影響同學正常作息，也考量

設備之維運，不宜再延長。如有熱水異常請立即反應營

膳組將馬上處理。

19
B棟寢室插座設置在書桌下方，

不方便使用。
營繕組 將進行評估B棟宿舍全面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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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義守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表

20 希望冷氣費用可以便宜一些。 營繕組

目前冷氣的電費係以全年度繳交台電總費用除以總度數

來計費酌收，相關保養維護及設備折舊費用均無計算其

內，目前費用為3.42元/小時，相對於其他友校便宜。

21 希望冷氣可以不要限時。 營繕組

目前宿舍空調開放時間為12:30~14:30及18:00~06:00,

雖現在使用冷氣儲值卡,本校宿舍係以中央空調主機供

應冷氣,此二時段為較多人使用,較過去已延長增加2小

時，且電價係以上述開放時間基準做計算,大家分攤之

電價相對便宜,若再延長時間,勢必會提高電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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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提問者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1

是否在週末時，可通融

學生如果事前請假但當

日晚歸時，可以不計晚

歸次數。

生活輔導組

危永中學務長:

目前晚歸是採累計，每學期宿舍晚歸累計達

三次(含)以上者，將處愛校服務4小時。考量

同學返校安全，建議提早返回宿舍，避免搭

乘義大客運末班車以免延遲返校時間。因請

假及晚歸與學生安全相關，亦是家長關心重

點，且本籍與境外學生皆有一致的考量，同

學的提問可再行研議然目前建議還是依規定

進行。

承辦單位回覆:

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措施，各

項規定不適合因國籍及身份而有不同，且目

前晚歸達三次者才會開始有懲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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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否可增加烘乾機設備

，因多數學生在晚上使

用，很常不夠用。

保管組

承辦單位回覆:

據了解2、3、4樓加起來計有9台洗衣機及7台

烘衣機，建議分散時間使用設備，然會再請

廠商到校評估空間與用量。

3

學舍三館沒有交誼廳實

在是非常不方便，是否

能增設交誼廳。

生活輔導組

危永中學務長:

今年在學舍三館旁的商店街將成立創夢工廠

，完工後該處將會進行作品的展覽並設置有

coffee shop，未來該處將可做為住宿同學的

交誼空間，然因工程法規之故，可能延遲至

跨年或寒假完成。實際開放時間將會向創夢

工廠負責的老師了解。

承辦單位回覆:

目前創夢工廠仍在工程進行中，會再與創夢

工廠確認開放日期及未來開放時間。

4

是否可以取消垃圾車早

上時段(0830~0850)，

但延長下午時段

(1530~1550)的時間。

生活輔導組

事務組

危永中學務長:

垃圾車司機每日工作時間為0700~1600，第

一、二宿舍區人數近5,000人，故於男管站前

區域清運量較高，且除宿舍區垃圾外，尚須

收取其他地點垃圾。會再研討垃圾車停靠時

間，建議如果同寢有其他同學，也可以彼此

協助幫忙。

承辦單位回覆:

垃圾車時段安排主要考量各宿舍區垃圾清運

量進行評估，目前垃圾車停靠仍將先以公告

時段進行，然亦將觀察時段調整後住宿同學

到置垃圾情形，再評估是否需要再次調整。

義守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意見彙整

國際學舍三館

L棟4樓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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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提問者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義守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意見彙整

5

學舍三館許多外籍學生

中文不好，是否能有具

備溝通能力的值班人

員。一些標示及公告是

否能夠提供雙語版本。

國際學舍三館

L棟4樓蔡同學
生活輔導組

危永中學務長:

會再與國際處討論，尋找適當的志工人選協

助，或有同學進行愛校服務時，可以協助於

管理站協助翻譯等工作。

承辦單位回覆:

會再檢視宿舍區內標示及通告，進行雙語翻

譯。目前於招募宿舍幹部時，已優先招募三

館具外語能力的住宿生，協助各項工作執

行。

6

C棟宿舍是否能在房間

內加裝鏡子，因目前要

使用鏡子只能在公共浴

廁或利用窗戶反光，且

預測內鏡子無法照到全

身。

營繕組

危永中學務長:

可類似B棟情形，於公共空間加裝一面全身

鏡。

承辦單位回覆:

比照B棟，於公共區域設置一面全身鏡。

7
冷氣是中央空調，是否

可以調整溫度。
營繕組

危永中學務長:

C棟冷氣為中央空調，無法調整溫度但能調整

風力大小，未來在規劃B棟改建時會在進行考

量。

承辦單位回覆:

C棟冷氣因屬中央空調，故無法調整溫度，但

能調整風力大小。

8

C棟頂樓曬衣服的地方

很危險，行經區域靠近

外圍且沒有防護措施，

可晾曬衣物空間亦很少

，建議可以改善。

營繕組

危永中學務長:

會再去現場了解並進行改善。

承辦單位回覆:

C棟頂樓目前有裝置太陽能板，會再研究如何

調整空間配置。

9
C棟一樓走廊天花板形

狀傾斜。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1樓天花板上方有空調管線在裡面，為了要將

管線包覆，故天花板會設計斜面，非屬設備

損壞。

10

J棟241個學生只有3台

烘衣機，如果要分配時

段亦很難調配，是否能

請廠商來校評估增設?

第二宿舍

J棟4樓蔡同學
保管組

危永中學務長:

會請廠商到校，屆時J、K棟一併實際檢視。

承辦單位回覆:

配合洗衣機廠商時間，將盡速請廠商前來評

估。

第一宿舍

C棟1樓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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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提問者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義守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 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意見彙整

11

是否可以舉辦投票，統

計喜歡白光或是喜歡黃

光的人多，且為何第一

宿舍就是白光。

營繕組

危永中學務長:

現在同學投票的結果，也許明年同學會有不

同的意見，故可能會難以進行。

承辦單位回覆:

黃光燈泡對眼睛較好，且照度不比白光差，

各人喜好不一，擬不更換。

12

如果學校無法統一更換

，是否能更自已將黃光

燈泡改成白光?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黃光燈泡對眼睛較好，且照度不比白光差，

各人喜好不一，擬不更換。

13

D棟12樓為套房，想請

問寒暑假期間是否會定

期清理排水管?如廁所

內孔蓋及更衣架如有鏽

蝕，是否可以定期更

換?

第一宿舍

D棟12樓許同學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1.各房間之排水管等各項設施均會進行定期

或不定期巡檢清理或更新，如使用上有堵塞

或故障情形，可至營繕總務系統報修。

2.廁所內孔蓋及更衣架如有鏽蝕，可至營繕

總務系統報修，將協助進行更換。

第二宿舍

J棟1樓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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