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99 年 4 月 28 日 18 時 30 分
地
點：二宿交誼會客中心
主
席：周學務長 兆民
出席人員：住宿生代表 187 人(如附件簽到表)
列席人員：黃副學務長天壽、生輔組任致重組長、吳丁榮副組長、鄭憲忠副組長、總務處
蘇義華先生、電算中心林世哲先生、生輔組蔡昇熹先生、王志成先生、邢燕玲
小姐、宿舍管理員王家齊先生、黃琮瑜先生、謝豫台先生、張琍淇小姐。
記
錄：黃秋生
壹、主席致詞：
大家晚安，謝謝各位來參加，讓學校有機會來跟大家溝通，會前同學有提了一
些意見，讓我們看看有那些不足的地方，必須跟大家講清楚。學校在訂定規則時，
基本上大部份是從我們的觀點出發，可能有些事未能站在同學的立場來考量，所以
學校在宿舍部份，有召開住宿生座談會，在學校部份，有召開師生座談會，就是希
望有機會多與同學雙向溝通，在溝通的過程中，同學都會有自已的想法，在業務上
也會做一些考慮，是不是有些原先規劃時有思慮不週或考量不足的地方，如果認為
同學提出的建議有道理，則學校會想辦法作些適當的調整。
在校園裡同學大概有 1 萬 5 千人，大家來自東南西北各地方，各有不同的想法
及生活習慣，就學校立場，就要訂些遊戲規則，讓大家在校園裡學習很愉快、有收
穫、生活也很安全，這是學校的想法，因此同學所提意見如無法照單全收，也請多
見諒。祇要是有關學務處的部份，今天若無法即席答覆，我也會請相關的同仁在七
個工作天之內，用 e-mail 把答案告訴提問的同學，如果沒辦法採納同學的意見，也
會跟同學說明，讓大家能夠諒解，所以也請同學多體諒。為了讓大多數的同學都能
夠安全、平安的在學校學習，所以學校會有些不得不然的措施，可能會導致某一些
同學的不便，也要請同學見諒，以上簡單的說明，謝謝大家！謝謝！
貳、 承辦單位報告(吳丁榮副組長)：
一、 下學期宿舍申請：
(一) 99 學年度第一、二宿舍及燕巢分部宿舍，均以預填志願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二) 燕巢分部男生 7 層、女生 13 層，床位若不足，學生得申請(參加抽籤)校本部
各宿舍，但往返校本部及分部間交通及安全須自行負責；舊生經審核同意後得
申請國際會館住宿，但以國際學院學生優先。
(三) 作業須知：
1. 住宿申請作業時程：
(1) 04/19(一)~04/28(三)：二、三宿及義大醫院宿舍續住意願調查（整潔競賽複
檢不合格或未按時申請續住者，其床位開放抽籤）。
(2) 04/26(一)~05/03(一)：受理住宿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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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5/05(三) 11:00：公開抽籤(於二宿交誼會客中心)。
(4) 05/07(五)~05/12(三)：發放繳費單及繳費。
(5) 05/14(五)~06/24(三)：未按時繳費之床位依籤號遞補。
(6) 下學年開學前一週，各宿舍區剩餘空床位，全部開放尚無床位之學生申請(另
行公告)。
2. 住宿申請地點：
(1) 申請住校本部各宿舍者，男生在男管站申請，女生在女管站申請。
(2) 申請住燕巢分部宿舍者，在分部宿舍管理站辦理（醫工系同學請於住宿組窗
口填寫申請表）。
3. 申請程序：於 04/26(一)~05/03(一)，持學生證至上述申請地點填寫申請表，
完成登記手續。
4. 99 學年度住宿費收費標準同本(98)學年度。
5. 二、三宿續住意願調查於今天截止，但還有些寢室的調查表還躺在信箱尚未拿
走，可能住宿同學經常沒回來，請各棟舍長幫忙送到各寢室，並張貼明顯通知，
提醒繳回期限。
6. 優先住宿申請到今天截止，除肢障、低收、僑外生、優秀新生入學、宿舍整潔
競賽優良等逕向本組申請外，其餘擔任學校服務人員及專案獎勵學生，請向其
主管單位申請，由該單位造冊送審。
7. 下學年外籍生及大陸生將安排住在一宿，男生在 A 棟北側 1~3 樓、女生在 B 棟
3~5 樓。
二、 宿舍週活動：宿舍週預定於 5 月底至六月初舉行，活動預定規劃為鳳荔傳情及趣
味競賽兩部分，實施辦法公告後，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三、 宿舍幹部甄選：目前第一、第二宿舍及分部宿舍正在招募下學期的宿舍幹部，擔
任幹部有以下優點：1.有住宿權。2.可領工讀金。3.可擴大人際關係、學習管理
及領導。4.表現優良可獲得獎勵並於卸任後仍享住宿權。5.可獲得志工證明。歡
迎同學儘速報名參加甄選。
四、 宿舍整潔需要大家共同維護，最近看到 D 棟、H 棟後方，仍有住宿生任意丟棄垃
圾，各走道、樓梯間、花木上面，也經常看到隨手棄置的飲料杯(罐)，各飲水機(尤
其一宿)上面，也常看到泡麵後棄置的垃圾或泡麵渣，也有人將寢室的垃圾丟到浴
廁內，造成清潔人員很大的困擾，希望大家共同勸導這些違規的同學。
五、 宿舍晚點名三月份有 100 位同學、四月份有 130 位同學外宿未依規定先完成請假
手續。每個學期第一次晚點名未到，都採勸導方式，從第二次點名開始，就要依
規定辦理。現在請假手續很簡單，一宿各樓層、二、三宿各棟樓下都有請假簿，
填好就可離開，希望大家能按規定住宿，依規定時間返回宿舍。
六、 宿舍壁癌、浴室籃子生鏽、設施損壞等情形，凡屬寢室內的，請自行上網報修，
不必等開會建議，若是公共設施損壞，則請樓長、舍長或管理員上網報修。因 C、
D 棟於本學期退宿後，會立即迎接暑期先修學生進住，設備有損壞的，麻煩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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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報修。
七、 菸害防治宣導：根據科學研究，吸菸對於肺臟、腎臟、胰臟、記憶力、男性生殖
功能，都有明顯的危害，也可能增加腦血管破裂出血性中風的風險，希望有抽菸
習慣的同學，儘速戒菸，並且不要在宿舍吸菸，以免害人害己。
八、 智慧財產權宣導：網路使用者避免下列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一) 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 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 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
(四) BBS 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之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而仍然任意轉載。
(五) 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六) 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九、 活動安全預防宣導：住宿生利用課餘時間打工，要慎選安全的工讀場所；辦理活
動時，其過程、方式，要思考如何朝最安全的方向去設計。
十、 防詐騙宣導：經常有同學家長接到詐騙集團電話，聲稱同學發生事情，家長可先
掛上電話，立即打學校提供的查證電話查證（學校將印發）
。請鼓勵樓友經常與家
長保持聯繫，避免詐騙集團有機可趁。
十一、 因為住宿生有六千多人，不見得能注意到每位同學，如果室友有長期服藥、癲
癇、憂鬱等症狀，麻煩告訴我們，好讓專業的人員照顧他(她)們、幫助他(她)
們。
參、書面意見答覆：
一、 生活輔導組(吳丁榮副組長)：
(一) 建議：請宣導在宿舍走廊走動或談話的聲音放低，對晚上 11、12 點過後，還在寢
室喧鬧，以及在二宿中庭聊天、抽菸的同學，應嚴格辦理，以免影響夜間
休息或讀書的同學。
答覆：住宿組曾要求宿舍幹部在期初樓友會議中宣導，也請值班管理員或樓長，
晚上多出來巡視，但是值班管理員要顧管理站，隨時接電話，處理狀況，
樓長 12 點後也要休息。所以如果有以上情形，請以寢機通知管理站立即處
理，對違規的同學，當然依規定辦理。
(二) 建議：少數同學將便當盒、飲料罐(瓶)或一般垃圾棄置在浴廁或樓梯間，甚至直
接扔到窗外；也有人將泡麵的調味包、麵渣棄置在飲水機上，破壞宿舍環
境，呼籲大家發揮公德心，也請加強取締違規同學，以維護宿舍整潔。
答覆：剛才已經報告過了，除拜託大家協助宣導外，也請發揮道德勇氣，檢舉違
規同學，共同營造優質的住宿環境。
(三) 建議：在宿舍設置吸菸室，以避免住宿同學在晚上門禁之後，在宿舍內吸菸；對
少數違規在宿舍吸菸的同學，請加強取締。
答覆：這個建議牽涉到空間規劃利用及空調問題，需要會同相關單位研議後處理。
(四) 建議：在宿舍各樓層提供清潔用具(掃把、拖把等)，以利打掃寢室使用。
答覆：爾後在管理站或各樓層適當地點放一些打掃用具供同學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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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一宿的電視太過老舊，經常故障送修，建議汰換。。
答覆：日前住宿組已經主動簽案，將一宿老舊電視報廢，若蒙上級同意，將更換
成 32 吋液晶電視。
二、 總務處(蘇義華先生)：
(一) 建議：一宿女管站領車票機器故障，於上學期期末送修，建議早日送回，以方便
領票。
答覆：因電腦故障，近期內將送回。
(二) 建議：男二舍部份公共浴室排水不良，形成積水現象，建議清潔人員經常清理排
水孔堆積之毛髮或垃圾。
答覆：將派清潔人員加強清理。
(三) 建議：一宿 C 棟增設之烘乾機仍有 3 台因電源問題迄無法使用，建議聯繫廠商儘
速處理。
答覆：廠商已修繕完成。
(四) 建議：宿舍洗衣機、脫水機故障率高，叫修服務很慢，建議更換老舊機器，或加
快修繕服務，以方便同學使用用。
答覆：已請廠商立即維修。
(五) 建議：宿舍之洗衣機有時出現殘留棉絮或混濁水質，建議定期加以清洗、消毒。
答覆：目前洗衣機每一學期廠商定期大消毒一次，每 1~2 週清洗一次。
(六) 建議：一宿高樓層沐浴時，偶會出現水壓不足或忽冷忽熱情形，尤其在傍晚或夜
間 10 點尖峰時間更為顯著，建議改善。
答覆：將至現場了解，規劃改善，目前請同學分散分段時間使用。
(七) 建議：女一舍(套房)浴廁排水孔偶而會散發臭味，建議改善，建議將浴廁電源開
關設定時間取消或延長，使抽風機能夠抽風，以減少異味產生
答覆：考量抽風機壽命與安全，及避免磁性化，因此開關維持現況。
(八) 建議：全面更換一宿活動式蓮蓬頭，不要等到原有固定式蓮蓬頭壞掉才換，目前
C、D 棟仍有部份未換裝，建請加快更換進度。
答覆：目前 C、D 棟仍有部份未換裝，因節樽經費，將維持採用損壞即汰換處理。
(九) 建議：一宿從早上開始供應熱水，以利住宿生在體育課或運動之後，回寢室盥洗。
答覆：學校去年已將熱水供應時間提早至中午 12：30 起供應，現階段無考量修訂，
如遇寒流或天氣變化時，再視狀況調整。
(十) 建議：B 棟很多寢室都有壁癌問題，請學校趕緊處理，以免影響住宿品質。
答覆：寢室壁癌部份，目前已在規劃處理，如有問題，為掌握時效，請同學至總
務營繕系統，上網填報修繕申請。
(十一) 建議：女舍頂樓晒衣場沒有照明設施，夜間上去晾曬或取回衣物時，容易被
地上管線絆倒，影響安全，建議改善。
答覆：現準備在頂樓裝設照明設施。
(十二) 建議：夜間在寢室使用吹風機，會干擾室友休息，建議在公共浴室增設插座，
以方便同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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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現已準備在浴室裝設插座設施。
(十三) 建議：部分電梯內沒有殘障扶手，住在高樓層臨時受傷行動不便的同學，搭
電梯時不太方便，建議在電梯內增設殘障扶手。
答覆：建議暫時使用無障礙電梯，該電梯有設置扶手。
(十四) 建議：男二舍各樓層浴廁通風不良，異味難消，建議另裝設排風扇加以改善。
答覆：男二舍廁所天花板均裝有排風機。
(十五) 建議：在 A 棟自修室加強明亮度；A 棟五樓寢室各加裝一台電扇；D 棟頂樓加
裝頂篷，以降低溫度。
答覆：A 棟自修室明亮度，經判讀已符合照明標準；目前每間寢室均裝有冷氣及
電扇，總計八百餘台，維修不易，是否加裝，將再行評估；另在 D 棟頂樓
設有灑水降溫器，現已開始使用，應該可取代頂篷。
三、 電算中心(林世哲先生)：
(一) 建議：宿舍網路不穩定，下載資料很慢，建議改善。
答覆：已知教育部國外出口頻寬已滿載，教育部已無經費擴充，另測 youtube 網
址在國外，所以現階段無法改善方式。若同學使用國外學術網路速度慢時
請反應給網路組處理。
(二) 建議：建議在考試期間，宿舍網路不要鎖網。
答覆：目前學校網路不會因考試而關閉，宿網限制遊戲時間未變動。另外已和住
宿組討論提前開放時間的可行性，現階段進行測試是否會影響行政網路，
待測試結果如何，在另行公告。
四、 學務長補充答覆：
(一) 宿舍設置吸菸室，這個提案短期內絕對不會實現。校本部有 3 個法定吸菸場所，
因距離遠些，因此很多同學便宜行事，會在綜合大樓後陽台及行政大樓露台抽
菸，但因學校各棟大樓均是中央空調系統，菸味會沿空調管道飄散，造成走廊
都是菸味，影響大多數的人，因此在宿舍區設置吸菸室，如果沒有處理得很好，
也必然影響多數人的生活空間與住宿品質，所以現階段暫不考慮設置。
(二) 脫水機、洗衣機、烘乾機收費目前暫不考慮改變。三宿烘乾機不收費，有其特殊
考量，其它都有收，這是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學校不會以此來賺取學生的錢。
(三) 有建議宿舍門禁時間延後。因考慮學校的位置，擔心同學在晚上交通安全，設定
在晚上 11：30 門禁是合理時間，門禁時間暫時不會作調整。
(四) 有建議寢室熄大燈時間延後，目前不會作改變，讓想早一點休息的同學休息，如
果溫書、作功課或做其他事，還有檯燈可以使用。晚上 12 時熄大燈也是希望同
學培養良好習慣，有些同學晝伏夜出，早上起不來或上課沒精神，同學住宿也
需要培養一些良好的習慣，養成正常規律的生活。
(五) D 棟電梯安裝殘障設施，會跟總務處建議每台電梯都設置，讓行動不方便的同學
可以使用。
(六) 一宿低樓層手機訊號不好，這是多年來的問題，學校也請中華電信試過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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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地形影響。等天悅、義大皇冠飯店頂樓接收裝置完成，聯繫總務處測試
後，再研擬改善方式。考慮請中華電信評估，加裝小型強波器，但怕會造成同
學及家長的擔心，尚有待檢討。
肆、意見交換(問題及建議)：
一、 男二舍頂樓灑水系統啟動時間及效果如何？是否能降低太陽西曬達到散熱效
果？
二、 洗衣機清洗過後仍有異味及圬垢，建議定期清洗保養。
三、 離島生因交通不便，是否可以比照外籍生有優先住宿權？
四、 男管站預約車票機器故障，請問如何處理？
五、 男一舍寢室隔音效果不佳，隔壁音響稍大聲就會干擾，建議改善。
六、 夏天因下午太陽西曬，邊間寢室溫度太高，建議寢室冷氣開放時段加長。
七、 女二舍浴室地面建議設置防滑設施，避免同學因地濕滑倒，另廁所磁磚破裂，
建議修補。
八、 往返校本部及燕巢分部交通車，建議於下午時段增加班次。
伍、意見答覆：
一、 生輔組(吳丁榮副組長)：
(一) 目前各宿舍皆已建立洗衣機、脫水機檢修及保養管制簿，將檢視及管制洗衣機、
脫水機叫修時間及保養次數。
(二) 依本校優先住宿申請規定，離島生無優先住宿權，若列入，恐將排擠其他縣市
學生住宿權，需要再研議。
二、 總務處(蘇義華先生)：
(一) 灑水系統早已設置，近期會開啟，每天從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約每 30 分鐘灑
水 15 分鐘。
(二) 女二舍浴室地面已是防滑磁磚，止滑問題，會後再勘察處理。
(三) 浴廁磁磚破損或脫落，請樓長上總務營繕系統申請修繕。
(四) 建議一宿冷氣延長開放時間，將研議後處理。
(一)電算中心(林世哲先生)：預約車票機故障，會後去了解後，再討論如何改善。
三、 學務長補充：
(一) 在書面意見中提到女二舍寢室濕氣的問題，將請總務處前往了解，作一些必要
的改善。
(二) 優先住宿問題，北部地區家長也曾提出同樣的要求，很難兼顧。其實有許多管
道可提供優先住宿，包括宿舍整潔競賽績優、擔任宿舍幹部或環保志工等，均
可獲得。
(三) 目前同學上課，老師均會要求關手機，請同學告訴家長，如果在上課期間接獲
詐騙電話，請家長第一時間，先跟教官聯繫，電話 0911885115，教官電話 24 小
時均會有人接聽，亦可與系辦聯絡，以協助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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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浴廁地面溼滑，沒有防滑設施，造成同學滑倒受傷，那學校就要替同學安
全考量，請總務處協助處理；另外磁磚脫落或破損，可上總務系統申報維修，
如果已經申請一段時間，可報告管理站協助處理。
(五) 寢室因西曬要延長冷氣開放時間，短時間內可能性不大，如果因邊間問題，將
請住宿組了解情況，再作改善處理。
(六) 往返校本部及分部校車要增加班次有很大的困難度，因為校車上經常沒幾個人
搭乘，常常看到祇有司機孤伶伶一個人，學校也因為考量同學搭車的需求，才
會採用預約方式，再依據同學的需求量，適度調派車輛，學校每年在交通車費
用上要額外支 3、4 百萬，且跟客運公司都有簽訂契約，目前所開班次若無人搭
乘，仍需付費給客運公司。
(七) 目前宿舍牆壁已經使用隔音效果最好的 RC 牆，如還有音量傳出，那可能是同學
的音響開得太大聲，或隔壁同學講話、喧嘩音量夠大，才會傳送出來。團體生
活應該注意規律，避免干擾其他同學休息，如果是晚上 11：30 以後，可以撥打
電話向管理站反映，讓管理員前去了解及處理。
陸、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來參與，也希望此次座談會對大家有幫助，在此代表學校謝謝大家。
柒、散會
附件：
一、

意見處理情形彙覆表

二、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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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義守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意見處理情形彙覆表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夜間少數住宿生在宿舍走廊活動或
談話的音量過高，晚上 11.12 點後，
仍有同學在寢室及二宿涼亭聊天喧
嘩、抽菸，影響他人作息，請加強宣
1
導，並處分違規者，以維護宿舍安
寧。

2

少數同學將飯（麵）盒及飲料空瓶
(罐)等垃圾丟棄在浴廁或樓梯間，或
將麵渣倒入飲水機槽，破壞宿舍整
潔，希望能遏止、改善。

因宿舍屬禁菸區，但夜間少數同學，
常於宿舍陽台或 D 棟採光罩下方走
3
道抽菸，影響環境品質，建議設置吸
菸室，將抽菸者集中規範。
建議在宿舍各樓層提供清潔用具(掃
4 把、拖把等)，以利打掃寢室使用。

5

宿舍區電視老舊，且經常故障，建議
汰舊換新。

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生輔組

住宿組曾要求宿舍幹部在期初樓友會
議中宣導，也請值班管理員或樓長，
晚上多出來巡視，但是，值班管理員
要在管理站隨時接電話、處理狀況，
樓長晚上 12 點後也要休息，所以，如
果有所述情形，請即以寢機通知管理
站立即處理，對違規的同學，將依規
定辦理。

生輔組
事務組

生輔組

宿舍脫水機可否不收費？女二舍
1~4 樓因有坡地阻擋，濕氣很重，尤
7 其靠近浴室寢室，建議改善。

離島生是否可以比照外籍生享有優
8 先住宿權。

取締，也請大家協助勸導、舉發違規
學生。
各管理站將加強宣導、取締在宿舍違
規吸菸同學。在宿舍區設置吸菸室事
宜，須再另行研議，短期內恐難設置。

生輔組

將在各樓層放置少許打掃用具供同學
借用，但需物歸原位並保持整潔，未
設置前，請向管理站或清潔人員借用。

生輔組

一宿於月內將淘汰四台老舊電視，換
成液晶電視，供同學使用。

生輔組

因本校位處郊區，為避免住宿生因經
常晚歸衍生意外，門禁時間仍以 23:30
分為宜；為避免影響同學正常作息，
宿舍仍以原訂 24 時熄大燈為宜，需要
繼續看書同學，請改用檯燈。

生輔組
營繕組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脫水機仍宜以投
幣方式收費，每次 2 元。濕氣問題將
由營繕組勘查牆壁或地板是否有滲水
情形，建議於未開冷氣時，將窗戶打
開以利空氣流通。

生輔組

因中、北、東部學生與離島生一樣，
都有住宿需求，為求公平，目前恐難
以特別優待離島生。

宿舍門禁時間建議延後，熄大燈時間
希望再晚一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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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一宿低樓層區域使用手機，經常收訊
不良或無訊號，建議協調廠商設置基
9
地台，以改善通話品質。
女宿管理站領車票機器故障，主機上
學期期末送修，迄今仍未修復；另男
10 管站預約車票機器也經常故障，建議
儘速修復或更新機器，以方便同學使
用。

事務組

學校針對手機收訊不良之狀況，已有
增設基地台，以改善收訊品質，至於
低樓層地區收訊不良之狀況，已跟廠
商研擬是否再加設強波器。

事務組

已請電算中心尋找領票機器替補主
機，將於 5 月 11 日前完成新機更替，
以方便同學使用，也請同學於 5 月 11
日前，就近使用行政大樓及綜合教學
大樓之預約車票機器。

事務組

1.因清潔人員清理時間為白天時段，
但公共浴室之使用時間大多在晚上
時段，故請同學發揮公德心，於盥
洗後順手清理自己所使用過之空間
及排水孔，除了可避免排水孔阻塞
外，更能留給下一位使用者一個美
好的盥洗環境。
2.公共空間之環境維護亦須同學共同
守護，請同學們發揮公德心。

事務組

1.目前校本部至燕巢分部交通車，週
一至週日已有下午時段之班次，來
方便學生搭乘。
2.住宿生所建議事項未明確指出需增
加之時段，故不知如何來增加班次。

男二舍部份公共浴室排水不良，形成
積水現象，建議清潔人員經常清理排
水孔堆積之毛髮或垃圾。
11

建議校本部至燕巢分部間交通車，增
加下午班次，以方便學生搭乘。
12

一宿 C 棟本學期增設 3 台烘乾機，但
廠商迄今仍未完成安裝，無法使用，
13
建議要求廠商儘快完成安裝，以利同
學使用。
宿舍之洗衣機清洗衣物時，偶發出異
14 味或殘留之棉絮，建議定期加強清
洗、消毒。

已安裝完成。
保管組

保管組

目前廠商已有定期消毒，要求廠商視
洗衣機實際狀況，增加清洗頻率。

宿舍脫水機、洗衣機故障率偏高，必
須經常停用叫修，惟故障仍然存在，
15 建請汰換老舊機器及提高維修品質。 保管組

1.已要求廠商加強維修，並汰換老舊
機器。
2.請同學控制洗衣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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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宿高樓層水壓不穩，洗澡時，水溫
16 經常忽冷忽熱，或水流量很小，建議
增設加壓設備或改善供水系統。

已至現場實地了解，規劃改善，目前
先請分散使用時段。

營繕組

9

女一舍浴廁排水管線經常散發臭
味，建議改善，另建議將浴廁電源開
17
關設定時間取消或延長，使抽風機能
夠抽風，以減少異味產生。

營繕組

考量浴廁抽風機壽命及安全，其啟閉
開關維持現況，將另尋他法改善異味。

目前 C、D 棟仍有少數浴室尚未更換
18 活動式蓮蓬頭，建議儘速更換，不要 營繕組
等到原有固定式蓮蓬頭損壞才更換。

為節樽經費，將會採損壞逐步汰換方
式處理。

建議一宿在早上能供應熱水，以利同
19 學在體育課或運動後，回寢室盥洗。

已於去年將時段延長為 12:30 至
營繕組

23:00，現階段暫無考量修訂，如遇有
寒流或天氣變化時，再視狀況調整。

B 棟很多間寢室都有璧癌問題，請學
校趕緊處理，以免影響住宿品質。

營繕組

女舍頂樓晒衣場目前沒有照明設
施，夜間晾曬或取回衣物，容易被
21
地上管線絆倒，發生安全事故，建議
裝置照明設備。

營繕組

20

浴廁夜間電源開關設定延長 增設插
22 座，以方便使用吹風機，並避免夜間
使用時，干擾室友在寢室內休息。
建議在電梯內增設殘障扶手，以方便
23 住在高樓層臨時受傷行動不方便的
學生。
男二舍各樓層浴廁均無排風扇，通風
24 不良，異味難消，建議改善。

上總務處營繕請修系統填報即可。
立即裝設。

立即增設。
營繕組
立即規劃增設。
營繕組

營繕組

男二舍浴廁已裝設抽排風機，若再有
異味，將再規劃改善。

營繕組

目前每間寢室均有裝設冷氣及電風
扇，第一宿舍區合計已裝了 800 多台，
數量龐大，維修不易，是否再加裝一
台要再行評估。D 棟頂樓設有屋頂灑水
降溫系統，已開始使用，應可取代遮
陽棚。

營繕組

女二舍公共浴室走道已加裝防滑磁
磚，經勘查若有需要，再加裝止滑裝
置。

夏天男一舍、男二舍頂樓寢室較熱，
建議各加裝一台電風扇，或在頂樓陽
台加裝遮陽設施，以降低溫度。
25

建議在女二舍公共浴室走道加裝防
26 滑設施，以避免同學因地面濕滑跌倒
受傷。
寢室牆壁隔音不佳，可聽到隔壁講話
27 及音響聲音，建議改善，以減少干
擾。
28

立即規劃處理，請修案件為求時效請

營繕組

宿舍已採用 RC 結構隔間，且為休息場
所，請同學放低音量，發揮公德心。

宿舍網路速度太慢且不穩定，建議改
已知教育部國外出口頻寬已滿載，98
電算中心
善。
學年教育部已無經費擴充，但已在研
10

議解決方式。另測 youtube 網址在國
外，所以現階段無改善方式。若同學
使用國外學術網路速度慢，請反映給
網路組處理。

29

建議在考試期間，宿舍網路不要鎖
網。

宿網限制遊戲時間未變動。另外已和
住宿組討論提前開放時間的可行性，
電算中心
現階段進行測試是否會影響行政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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