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96 年 10 月 29 日 18 時
地點：二宿交誼廳
主 持 人：副學務長 鄭文瑞上校
紀錄：黃秋生先生
出席人員：梁建鴻同學等 180 人
列席人員：營繕組邱順國先生、電算中心林世哲先生、生輔組王繼國組長、吳丁榮副組
長、鄭憲忠副組長、王志成先生、蔡昇熹先生、邢燕玲小姐、管理員鄭武潤
先生、黃琮瑜先生、莊美鈺小姐、鄭亦琇小姐
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略）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王繼國組長：
1.近期學生車禍受傷人數過多，請同學騎車速度要放慢、勿超車、超速，記得要
載安全帽，並要有時間觀念，回宿不要超過門禁時間。
2.近日學校聯外道路發生飊車族傷人事件，學校除了加強宣導及報請轄區警力加
強巡邏外，也請同學配合交通指揮。
3.中原大學發生住宿女生自宿舍二樓跳下受傷事件，再次提醒同學遵守學校規定
及宿舍生活規範，並注意自身安全。
（二）吳丁榮副組長：
1.飆車族攻擊事件：近期聯外道路發生飆車族攻擊本校學生事件，警方已開始執
行防飆勤務。騎機車外出的同學，不要太晚回來，如果碰到飆車族，要儘速離
開現場，返校後立即告知警衛室；若遇臨檢，應放慢車速，依警方指揮動作。
2.防滲漏修繕工程：一宿自 10 月 21 日起，廠商到各寢室開始實施防滲漏修繕工
程，請依照公告時間，將寢室物品稍作整理，配合施作，。
3.宿舍晚點名：本學期在 9/18~23（一宿及分部）、10/14~21 日（全部），各實施
晚點名一次。9 月份計有 43 人、10 月份計有 311 人無故未到，住宿同學夜間不
假外出人數有顯著增加趨勢，希望同學外出在門禁前返宿，若預定外宿，則先
填表請假。
4.宿舍整潔競賽：本學期整潔競賽，預定在第 12、13 週實施，實施規定近日將公
告，請配合整理寢室環境，爭取優良成績。為鼓勵大家平時養成整潔習慣，平
時寢室整潔將列入優勝考量，希望樓長於期中考前公告平時整潔優良寢室。
5.床位申請作業：一宿下學期住宿申請，預定於第 13 週公告實施，請預先自覓室
友，自組寢室，依公告時間申請。
6.資源垃圾回收：本學期開始，一、二宿每天有志工做資源回收，所以垃圾分類
回收比上學期還要好，但仍有少數寢室平時未先行分類，在丟垃圾時被志工發
現勸導，應該改善。另有少數同學，在倒垃圾以外時間，將垃圾帶出宿舍，棄
置於路邊垃圾桶，違反垃圾不落地及資源垃圾分類政策，請各管理站勸導改進。
7.共同維護居住品質：宿舍是休息的地方，希望能維持一個整潔、安靜、安全的
空間，這必須靠大家共同來維護。有的同學經常帶非住宿生進來休息、洗澡，

甚至過夜，不但違規，也嚴重影響室友的權益，希望改善。
8.嚴禁進入異性區域：上學期有幾位同學違反規定，半夜跑到異性宿舍而勒令退
宿，本學期還發生類似情事，希望宿舍幹部能將重要規定反覆宣導，以提醒大
家注意。
9.妥善保管個人財物：身邊不要存放貴重物品或太多金錢，沐浴、外出或睡覺時
要鎖門，隨時注意可疑的人，二、三宿的同學務必刷卡進出，雖然感覺麻煩一
點，卻可避免財物失竊。
10.宿舍嚴禁吸菸：學校為限制吸菸場所，宿舍更是禁菸區，如果違反規定，將依
規定懲處。
11.目前正在甄選宿舍儲備幹部，有意願同學，請儘速報名面試。
三、書面意見答覆：各行政單位列席人員答覆內容如附件彙覆表。
四、自由發言：建議事項如附件彙覆表。
五、問題解答：答覆內容如附件彙覆表。
六、主席結論：
（一）近日發現有同學於校園內放鞭炮、煙火，已跟學校書局溝通，勿販賣上述危險
物品，請同學不要在校區施放鞭炮煙火，以避免造成危險及觸犯規定。
（二）同學在生活上要有 EQ，離開宿舍區請同學不要穿拖鞋，因學校是一個教育單位，
平日有很多外賓、記者及訪客，同學生活言行舉止，將會影響校譽，故應注意
服儀。下雨天穿拖鞋易摔傷，宿舍有常有蛇出沒，為防止意外，請同學不要穿
拖鞋，若要上游泳課或腳受傷，可買適當的涼鞋。
（三）同學的意見，除在本會議提出外，如有補充或其它意見，可隨時透過學務處網
頁或來住宿組反映，將獲得協助處理。
七、散會。
附件：住宿生座談會意見處理情形彙覆表

義守大學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意見處理彙覆表
項次
1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處理情形
在一宿低樓層的寢室，使用手機收訊
將協調業者研商改善方案。
不良或無訊號，建議學校讓電話業者 事務組
加設基地台，以提昇通訊品質 。
校車末班車如人數過多，會拒絕同學
搭乘，建議機動加開班車或採其他應
變措施；另建議建立特約計程車叫車
服務，讓同學搭車安心。

2

事務組

4

建議宿舍的洗衣機能定期清洗消
毒，避免清洗衣物有時出現混濁水
質。
建議由廠商在二宿每棟宿舍安裝販
賣機，方便學生購買飲料、泡麵等。

保管組

5

二宿各樓層烘乾機不足（目前每棟僅
有二台），建議每樓層設置一台。

保管組

3

保管組

宿舍脫水機、洗衣機故障率很高，要
經常叫修，建議汰換老舊機器。
6

保管組

一、學校依據每日每班搭車人數，已
針對人數較多之特定時段加開班
車，但因客運公司車輛調度因
素，臨時加開班車將有其困難
性，無法立即調配。
二、若有特殊狀況(如學生至楠梓開
會，結束後需撘乘學校交通車)，
請事先聯絡事務組承辦人員，以
租車方式辦理，以避免超載情事
之發生。
三、假日返家或返校搭乘校車，請務
必預約，以便校車調度，避免因
人數過多而搭不上校車的問題。
四、學校校內已有特約計程車叫車服
務，如有需要可請校門口警衛室
幫忙叫車。而校外叫車部份，已
與相關單位洽談中。
目前於每學期開學前，廠商皆對所有
洗衣機進行全面消毒，並於 1 至 2 星
期作定期清洗或消毒。
宿舍內擺放販賣機將影響同學生活作
息，為考量同學需求，將於一宿通往
二宿之通道樓梯間增設販賣機。
基於擺設空間及在同學生活作息考量
下，將於二宿每棟宿舍增加一至二台
烘乾機。
一、要求廠商對高故障率之脫水機、
洗衣機進行汰換。
二、請同學依操作程序使用脫水機、
洗衣機及烘乾機，並控制洗衣量
（勿超過洗衣容量之八成）
，以免
洗衣量過多，造成衣服洗不乾
淨，或增加設備損壞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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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一宿寢室冷氣有時會出現不冷的情
形，溫度設定不穩，建議改善及延長
開放時間。

浴室更換活動式蓮蓬頭進度緩慢，另
無法灑水（噴出水柱）的蓮蓬頭建議
儘快更換。
天氣逐漸轉涼，建議晨間也能供應熱
水，以利盥洗。

寢室漏水問題嚴重，從上學期提到現
在問題仍未改善，甚至更嚴重，請學
校趕緊處理，以免影響住宿品質。
女一舍浴廁排水孔散發臭味，建議改
善。

營繕組

營繕組

營繕組

營繕組

1.有冷氣不冷情形，請立即反映營繕
值班人員，將立即處理。
2.目前冷氣開啟時段為 12:00~14:00
及 19:00~05:00，若欲再延長時
間，同學們若有共識，將會進行電
費評估，住宿費用亦將略微調整。
平時即可上總務處營繕請修系統報
修，接獲案件將立即處理，若為故障
無法修復者，將立即予以汰舊換新。
目前熱水供應時段為 12:30~23:00 計
有 10.5 小時，考量資源有限及有效運
用及人力操作設備運轉等因素，暫維
持原時段。
現已發包完成，廠商處理中，將於一
個月內改善完成。

請上總務處營繕請修系統填具資料，
營繕組 詳註問題、地點及聯絡電話，以利查
修，接獲請修案件，將立即進行處理。
一、二宿舍區常有毒蛇或其他爬蟲類
相關防範措施已進行改善規劃，住宿
出現，並且侵入室內，請設法防範，
人員如在宿舍區內發現毒蛇或其他爬
安全組
以維護學生安全。
蟲類，請立即通知宿舍管理人員和警
衛室，以便進行捕捉。
校區野狗很多，尤其在宿舍區出現狗
請同學相互規勸其他同學勿進行餵養
吠噪音，影響住居安寧，建議改善。 安全組 ，有關野狗捕捉問題，已通知相關單
位進行捕捉。
宿舍網路速度太慢，網路不穩定，建
宿舍網路主要提供學術用途，不保證
電算中心
議改善。
P2P 行為速度。
女二舍公共浴室地面濕滑，建議增設
浴室防滑墊已採購，近期即可鋪設。
生輔組
防滑設施。
1.對夜間亂跑他人寢室，妨礙其他寢
室或室友安寧之同學，建議加強取
締或執行夜間點名工作，以維護宿
舍之安全及安寧。
生輔組
2.宣導在宿舍走廊行走或談話的聲
音放低，對晚上 11 點過後，在寢
室嘻鬧或叫囂的同學嚴格處理，以
避免影響夜間休息或讀書的同學。
建議對住宿生依作息時間之不同分
寢室，以避免相互干擾及便於管理。 生輔組

本案將請管理員及宿舍幹部加強宣導
及巡囉，並取締喧嘩影響安寧之寢
室，亦請同學相互勉勵、自制，避免
於深夜到其他寢室，以免影響同學休
息。

新生於下學期即可自組寢室，請自覓
生活習慣相同之同學為室友，以避免
相互干擾。

18

19

呼籲宿舍同學共同監督，對少數破壞
宿舍環境整潔或將垃圾、飯（麵）盒
等丟棄到浴廁的同學加以舉發，以維
護宿舍之整潔。

宿舍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環境，也是禁
煙區，應加強取締少數抽煙污染空氣
的同學，使大家免於二手煙的危害。 生輔組

宿舍區禁菸之規定早已宣導週知，目
前已責成管理員及宿舍幹部加強巡
邏取締，請同學相互規勸，若仍有違
規將依校規辦理。

建議定期檢查寢室整潔，對內務不乾
淨、凌亂的寢室給予勸導改善。
生輔組

寢室髒亂影響住宿品質，管理員及宿
舍幹部若發現髒亂將勸導並公告寢號
要求改善，請同學相互共勉，本學期
將於 12、13 週舉辦整潔競賽，要求
徹底打掃。

生輔組

已責成管理員及宿舍幹部加強宣導、
取締，亦請同學共同勉勵，維護飲水
機及洗手台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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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輔組

同學建議甚佳，住宿品質需要全體住
宿生共同維護，本學期已舉發一件將
垃圾丟至廁所事件，住宿生若發現同
學違規，應加以勸阻，或向管理站反
映。

宿舍飲水機及洗手台經常發現泡麵
的調味包、麵渣或其他垃圾，請加強
宣導同學發揮公德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