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醫學院區住宿生座談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9 年 10 月 29 日 1800~2000 時。 

地    點：教學大樓 A棟 A0101 視聽教室。 

主    席：副學務長李嘉崑博士。 

出席人員：宿舍幹部與住宿生代表等計 57 人。 

列席人員：學務處曹榮傑副組長、蔡昇熹副組長、石承玉小姐、蔣宗翰先生、曾韋慈小姐、

黃秋生先生、醫學院宿舍區宿舍生活輔導老師、總務處營繕林榜源先生、事務組

許文財副組長、圖資處網路組吳承益先生、等計 24 人。 

紀    錄：蔣宗翰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的與會，首先要感謝學務處、圖資處及總務處的同仁撥冗參與。宿舍是我們

共同生活的區域，學校對於宿舍的定位，是希望它不僅是同學休閒、睡覺的地方，而是

希望能夠創造更好、更豐富的住宿生活，甚至創造出不同的可能性。今天藉由會議與各

位面對面溝通，希望同學如果對於活化宿舍有很棒的想法，也能提供給學校；若是對於

管理規定有困惑，或是建議修法，也都歡迎提出，也許無法讓每個同學得到最滿意的答

案，但亦會盡可能去尋找是否有彈性的空間，建立一個依循的模式。藉由這個機會先向

大家說明，也再次感謝各位前來參與今日的住宿生座談會，謝謝!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宿舍整潔評比及競賽宣導： 

1. (109)年 11 月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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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評分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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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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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棟開放 10 層，選出前 10 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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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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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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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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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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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樓 B棟 1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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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住宿權取得： 

1. 方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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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方法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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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方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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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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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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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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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宿舍內能夠有零食販賣機: 

生活輔導組曹榮傑副組長:關於宿舍零食販賣機部分，現因宿舍區沒足夠空間可放

置，未來將評估將飲料機臺 1至 2臺改成零食販賣機。 

參、現場意見交換及答覆： 

一、意見回覆說明補述: 

(一)義大醫院宿舍區設置微波爐及提款機(ATM): 

副學生事務長李嘉崑：義大醫院宿舍區為本校承租宿舍，故如需添加設備得部分需

與義大醫院宿舍區協調。 

生活輔導組曹榮傑副組長:有關同學所提到設置微波爐、提款機(ATM)部分，學校須

向義大醫院協調地下室是否有空間可設置，目前義大醫院宿舍仍有員工，仍須跟義

大醫院做討論。 

(二)醫學院宿舍區寢室隔音差： 

生活輔導組曹榮傑副組長:宿舍隔音宿舍寢室隔間牆面關係到建築結構，如宿舍區

有吵鬧情形，可向宿舍幹部及宿舍輔導老師反映，這邊也要呼籲同學宿舍區應保持

安寧。 

(三)醫學院宿舍區部分寢室會將垃圾放置於走廊上，經樓長勸導後還是會出現: 

生活輔導組曹榮傑副組長:有關宿舍區其他寢室會將垃圾放置於走廊問題，宿舍幹

部會前去勸導，若無改善則請宿舍輔導老師前去做規勸，若該寢室屬經常性發生，

將依本校相關規定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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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前來參加本次座談會，在未來的日子裡如有其他問題，可透過會中所介紹意

見反映管道做反映，關於今天各位所反映的意見都會進行全面性的彙整評估。最後再次



感謝各位同學及各處室同仁參與，謝謝! 

伍、散會。 

附件： 意見回覆表 

 



序號 住宿生建議事項 棟別 承辦單位 回覆內容與處理情形

1
請問宿舍電梯有在定期保養嗎？最近故障的頻率很高，希望能盡快

維修。
P、N棟共4人。 營繕組

宿舍電梯每個月均由專業廠商定期保養2次，當電梯發生故障時，在接獲通知時

將立即通知廠商進行維修。

2

冷氣相關問題:

1.希望能夠開放24小時皆有空調。

2.覺得冷氣費用太高
P、N棟共2人。 營繕組

宿設冷氣種類為中央空調，若全天開啟機器無休息時間。再加上冷門時段無人或

過少人使用將造成用電虧損，因此採取特定時段開放加使用冷氣卡方式。

3 宿舍的燈光有一點太黃太暗，希望寢室裡的電燈都是白光的 P、N棟共2人。 營繕組
使用黃光燈泡其照度並不比白光差，且經實地測量照度均符合標準，目前宿舍已

備有白色燈泡於燈泡故障時更換。

4 希望宿舍內能夠有零食販賣機 P棟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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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宿舍網路是否能再加強? N棟 網路組

1.為考量整體住宿生作息時間，圖資處配合學務處政策，管制宿舍網路服務使用

類型與使用時段。

2.每日8G傳輸量主要是保障全體住宿生整體學術網路使用品質，在有限的對外頻

寬資源下，個人的高傳輸量會直接影響其他同學的網路順暢度，為確保整體網路

使用品質，圖資處仍持續依循「教育部台灣學術網路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及「義

守大學學生宿舍網路管理規範」辦理。

6
建議宿舍不要每年都清空，如有申請到下學期住宿權者，希望可以

保留原寢。
P棟 生活輔導組

暑假期間宿舍將進行例行性維修，且新學 年時寢室將進行重組及重新編排，如

寄放行李 將致使新學年入住時遷入該寢同學不便，故暑 假時依往例物品需要清

空，建議遠途的同學可 利用郵局宅配方式寄送物品，降低奔波之苦。

7
自動熄燈時間和校本部比起來偏晚，是否能夠早點熄燈？（校本部

11點半、醫學院凌晨1點50）
N棟 生活輔導組

目前醫學院區宿舍熄燈時間為AM2:00 熄大燈，寢室熄燈的設定，是為了顧及學

院區同學課業較重需要，如同學想提早就寢可以手動方式自行將大燈關閉。

8

門禁系統相關問題:

1.有要將圖書館最近要導入的人臉辨識系統應用在宿舍門禁上嗎，

也就是不用逼卡就可以直接進宿舍。

2.可否恢復學生證逼卡進入宿舍?

N棟 生活輔導組

1.人臉辨識系統屬於個資部分，圖書館人臉辨識系統處於問卷調查階段，尚未實

行目前宿舍區門禁系統人仍以刷卡進出為主要進出管制。

2.宿舍門禁已經啟用，請同學養成隨身攜帶學生證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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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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冷氣費用太高。
醫學院宿舍區

N棟8樓吳同學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冷氣空調電費計價方式，依臺電公告電費度

數做計算。

2
醫學院區宿舍區寢室滑輪式

椅子為何要全面做汰換。

醫學院宿舍區

N棟3樓莊同學
生活輔導組

承辦單位回覆:

宿舍區滑輪式椅子因故障率高，維修不易且

無法修復，部分料件已不再生產，故本校於

106至109年度分批汰換校本部第二宿舍區、

校本部國際學舍三館、醫學院宿舍區滑輪式

椅子。

3 寢室內大燈更換成白光
醫學院宿舍區

P棟8樓賴同學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目前宿舍寢室大燈料件，已備有白色燈泡於

燈泡故障時陸續更換。

4

1.希望義大醫院宿舍區1樓大

廳設置提款機(ATM)。

2.希望能在義大醫院宿舍區

設置微波爐以供同學假日和

周末使用。

義大醫院宿舍區

E棟6樓劉同學

義大醫院

總務課

承辦單位回覆:

1.義大醫院財務課，會協助洽詢銀行設置提

款機(ATM)意願。

2.微波爐屬於高功率電器，考量用電安全且

目前已有提供其他烹調用具，暫不予加設。

5

寢室附近的其他寢室會將垃

圾放置於走廊上，經樓長勸

導後還是會出現。

醫學院宿舍區

P棟3樓呂同學
生活輔導組

承辦單位回覆:

如同學遇此狀況時，第一時間應立即將宿舍

輔導老師做反應協助處理。

6
宿舍寢室內天花板裂開去年

就有報修過到今年都未修。

醫學院宿舍區

N棟7樓吳同學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天花板如有裂開情形，請同學告知寢室號碼

，本組將立即派員前往查勘處理，會後將至

現場先去了解實際情況。

7 宿舍區寢室隔音差
醫學院宿舍區

N棟3樓羅同學
營繕組

承辦單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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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宿舍交誼廳有同學會用包包

佔位置。

醫學院宿舍區

N棟7樓吳同學
生活輔導組

承辦單位回覆:

交誼廳內座位有限，請勿佔位。凡離席30分

鐘者，請通知宿舍輔導老師清除佔位物品，

以維護其他住宿生權益，將於交誼廳入口處

張貼公告，提醒同學謝謝配合。

9 學校資源回收站一直上鎖。
醫學院宿舍區

N棟3樓陳同學
事務組

承辦單位回覆:

同學前往學校垃圾場丟垃時，如資源回收場

上鎖時，可將資源回收垃圾放置在圍籬外，

待清潔人員來做後續回收處理

10

醫院宿舍區來學校必然要跨

越馬路，校門口對外面醫院

停車場紅綠燈通行時間有點

短，因此上下學有安全上疑

慮。因此希望學校能協調主

管機關調整紅綠燈時間。

義大醫院宿舍區

E棟3樓田同學

義大醫院

總務課

承辦單位回覆:

義大醫院總務課表示學校大門前的十字路口

，因有總部醫院員工，病人，停車民眾，救

護車，近期經常在調整紅綠燈秒數協助行人

路口通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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