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意見彙整表
會議後第 1 週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1

增設宿舍樓層監視器，監管
宿舍區違規同學之行徑與
佐證資料。

2

3

4

男生 A 棟靠 B 棟那一面男生
寢室，夜間經常很吵，影響
附近 B 棟同學休息，請加強
宣導及取締。

燕巢分部建議宿舍門禁延
後半小時，以配合公車紅
58 號最後晚班 11 點 30 分
車班時間。
宿舍屬禁菸區，惟夜間仍有
少數同學，常於宿舍陽台、
寢室、浴廁或頂樓及樓梯間
等區域抽菸，影響環境品
質，建議加強取締及重罰。

承辦單位

處理情形

預定完成時間

目前執行進度

生輔組

本學年度已編列相關預算，預計於本年度
末經費結算餘裕時，再行裝置之可行性；
宿舍整潔需要大家共同維護，住宿組已要 103 年 9 月
求管理員及宿舍幹部多加宣導、取締，也
請大家協助勸導、舉發違規學生。

待 6 月份學年度預算
餘額進行請購。

生輔組

A 棟靠女舍附近寢室夜間吵鬧喧嘩，影響
周邊女生同學休息，將請管理員及幹部加
強巡視，如有同學喧鬧，將取締勸導，如
即時
仍勸導不聽影響附近同學休息，將依管理
規定處理，並請女舍同學舉發吵鬧之寢室
位置，以便利處理。

已由管理員及樓、舍長
加強查核。

生輔組

生輔組

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措
施，考量同學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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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
之情事。
1.宿舍區禁菸規定已再三告誡，惟少數有
菸癮同學，無視規範，仍然在宿舍區抽
菸，影響大眾健康，除要求管理員及幹
部加強宣導、取締在宿舍區違規吸菸同
103 年 9 月
學，也希望同學勇於舉發，留給宿舍一
個無菸害的空間。
2.本學期已針對在宿舍區違規煙吸菸行
為及其他違規明確納入宿舍生活公

加強宣導住宿生應注
意門禁時間，搭乘適當
班次回校。

目前進行無菸宿舍環
境問卷調查及宣導。

約，一經查獲或累犯行為，除依規定懲
處外，違規同學最重將給予簽處退宿，
任何人皆可舉發，以維護宿舍生活品
質。
3.為倡導無菸宿舍，維護住宿同學健康及
生活品質，擬於各宿舍區出入口處明顯
區域，標示禁菸告示。

5

6

7

8

H 棟後陽台常有同學丟棄
垃圾於後山或在陽台吸
菸，影響住居品質。

宿舍區前吸煙亭，因為抽菸
的人很吵且製造髒亂。尤其
夜間常會因談話聲過大，有
時菸味會飄至旁邊 F 棟寢
室，影響住居品質，建議改
善或遷移。
燕巢分部建議健身中心延
長開放時間，如星期一~
五。

D 棟電梯經常故障，另 B 棟
及分部電梯門有時按開時
門會有自行關閉異常，請廠
商確實檢修，確保搭乘安
全。

生輔組

生輔組

體育室

宿舍後山經常有少數同學，將垃圾往後
山丟棄，除製造髒亂，更增加病媒蚊滋
長，影響環境衛生；另部份同學在陽台吸 103 年 9 月
菸，除違反宿舍區禁菸規定，也影響附近
同學空氣品質，將加強取締違規同學。
管理站前方吸菸亭已張貼公告，並多次告
誡現場吸菸同學，保持環境清潔衛生，如
吸菸同學無法維護該區段清潔與秩序，將
視改善狀況
視情況實施關閉懲戒，後續仍未改善，則
建議封閉。
本學期體適能教室開放時間為每周一至
周四 18:00-21:00，將依設施使用人次評
估，且本學期暫無足夠的工讀生至體適能
教室值班，評估後將再調整人力及開放時
間。
立即進行檢修，亦請同學可告知營繕組確
切之樓層地點，可加快修護速度。

營繕組

預訂將由 H 棟實施社
區環境打掃。

賡續加強宣導。

視經費餘裕調整。

103 年 4 月 19
日

已請電梯廠商前來檢
修完成。

9

D 棟浴室置物架能否更換
成 A 棟形式，方便放置沐浴
物品。

10

女生宿靠 A 棟宿舍寢室窗
戶玻璃璃建議改成霧面玻
璃，避免因經常要關閉窗
簾，影響自然採光。

11

宿舍浴室蓮蓬頭經使用
下，出水孔周圍或內層容易
阻塞雜質，影響出水流量，
建議定期清潔或更換。

12

燕巢分部寢室現改成三人
床位，書桌置物空間變小，
建議能增設置物櫃。

13

手機收訊宿舍低樓層較為
薄弱或無法收訊(中華電信
除外)，建議學校能與電訊
公司協調改善。

將到現場實際查看評估是否更換。
營繕組
將到現場實際查看評估是否改裝。
營繕組

營繕組

營繕組

營繕組

浴室熱水常會忽冷忽熱，造
成洗澡不便。另管線有時會
有鐵銹或黃色水流出，請加
強管線維修。
14

營繕組

立即進行檢修，亦請同學可告知營繕組確
切之樓層地點，可加快修護速度。

暑假增設施工
完成
暑假增設施工
完成

103 年 5 月 16
日

每間寢室於書桌上方均設有置物櫃，可供 103 年 4 月 20
使用，若再增加置物櫃恐影響活動空間。
日
協助要求電信業者改善，亦請同學告知確
切時間地點以利作業。

1.熱水使用中，若有忽冷忽熱情形，請馬
上反應給管理站或營繕組，將立即至現
場進行了解改善。
2.熱水管線有時會有鐵銹或黃色水流
出，若熱水多日沒用，請放流一下改善
再使用；仍未見效，請馬上反應給管理
站或營繕組，將立即至現場進行了解改
善。

準備請購中

準備請購中

已即進行檢修中

維持原規劃

已要求電信業者協助
改善

持續進行

加強維護與撿修

15

16

洗手台的水有雜質及異
味：另浴室排水孔有異味，
建議檢修。
燕巢分部垃圾收集場，因屬
坑洞式，當垃圾堆滿後，附
近野狗會前往垃圾場尋覓
食物，將坑內垃圾咬出坑
外，造成周邊環境污染，建
議增設圍籬或掩蓋物阻擋
野狗入侵。

營繕組

18

事務組

洗衣機、烘乾機、脫水機有
些故障率很高，且有些已老
舊，建議汰舊換新。

103 年 4 月 20
日

保管組

已檢修完成。

1.擬會同營繕組同仁前往現場了解狀況
及增設圍籬或掩蓋物之可行性。
2.另會要求燕巢分部清潔人員加強垃圾
收集場周邊環境之清潔。

1.已會同營繕組同仁
前往現場勘查，學校
統一研議增設圍籬
或掩蓋物阻擋野狗
入侵。
2.已要求清潔人員加
強垃圾場環境清理
3.關於野狗部分，會通
知區公所清潔隊(捕
狗大隊)，不定時捕
捉。

1.擬會同營繕組同仁及相關廠商前往現
場了解狀況，評估改善。
2.若是機器老舊造成所致，會要求廠商加
強維修，若無法修繕，會立即汰換老舊
機器。
3.若是油煙排放設備久未清潔所致，會要
求廠商加強油煙排放設備清潔。

1.已會同營繕組同仁
及相關設備廠商前
往現場勘查，學校統
一研議增設除臭過
濾網來降低排出的
油煙味。
2.目前每年皆定期委
外清潔油煙排放設
備。

事務組

綠林餐廳廚房排出的油煙
味，影響附近女宿寢室學生
之困擾，建議改善
17

立即對宿舍進行檢修，亦請同學可告知營
繕組
確切之時段及位置，可加快修護速度。

已請廠商加強維修，並汰換老舊機器。亦
請同學控制衣量（勿超過容量之八成），
以免衣量過多，增加設備損壞率。

103/4/23

廠商陸續汰換老舊機
器

19

宿舍洗衣機使用率高，建議
能增加定期清洗消毒次
數。(至少每個月清洗消毒)

20

宿舍販賣機請廠商增加泡
麵口味產品；另二宿交誼廳
2300 時就已關閉，夜間需
要泡麵時，須到男管站或一
宿舍區販賣機購買，很不方
便，建議二宿各棟一樓設置
販賣機。

保管組

保管組

已洽廠商於第二宿舍區安裝販賣機。

圖資處
網路組

於 102 年 2 月與 9 月因應國際學舍三館與
燕巢分部學生宿舍 1-5 樓床位增設，當時
配合完成之網點增加未規劃建置校園網
路出口頻寬負載管理系統；但圖資處已著
手規劃建置校園網路出口頻寬負載管理
系統，同時預計向 ISP 業者承租專線線
路，用以平衡學術網路頻寬負載並進行分
流、解決宿舍區夜間頻寬壅塞的問題，更
提供妥善的校園出口線路即時備援機
制。相關施工時程將配合學務處近一期宿
舍床位增建規劃案執行建置。

分部及國際學舍三舘，本學
增設床位，網路使用之頻寬
是否會床位增加而相對增
加頻寬。
21

目前廠商已有每月定期消毒，並要求廠商
除定期清洗外，再增加不定期清洗。

103/4/23

廠商持續進行消毒作
業

103/4/21

已完成

宿舍網路速度太慢且不穩
定，經常斷線，建議改善。

圖資處
網路組

22

宿舍網路使用教育部學術網路資源，因應
近年來使用人數逐年增加，加上新興的網
際網路使應用型態興起，例如
Peer-to-Peer (P2P)軟體和線上影音串
流媒體的盛行。圖資處為持續配合教育部
網路服務控管政策，並提供平時約 7,000
名使用者上線使用，所以進行整體頻寬控
管，以確保學術研究用途能順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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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談會會議現場提案建議

1.

深夜經常有狗在宿舍區附
近吠叫，影響睡眠品質，建
議學校能處理。

安全組

課指組

2

宿舍床位釋出額度過少，影
響二、三、四年級想住宿之
需求，尤其男生幾乎在個位
數，建議學校想辦法解決。

生輔組

本校有持續以誘捕籠進行捕捉野狗，請同
學勿任意餵養或私自放走捕獲中之野狗。
本組擬告知本校學生社團旺旺社加強對
所屬狗犬管理。。

賃居博覽會規劃執行
103 年 5 月 7 日 中(已於 103 年 5 月
6~7 日實施)

3

B 棟高樓層宿舍浴室蓮蓬
頭出水量很小，雖然有請修
更換，但仍然未有改善，是
否與高樓層水壓問題有
關，建議改善。

4

分部洗衣間很小，即便本學
期已增加洗衣機 3 台、烘乾
機 1 台，仍不敷使用，尤其
分部現床床位增加，下學期
人數還會增加，是否有配套
措施，擴大洗衣間空間或增
設洗衣間。

5

分部寢室由二人床增設為
三人床位，空間突然縮小，
使原本置物空間便小，許多
物品無法擺放，尤其境外生
有更多的物品無空間放
置，建議是否有改善空間，
以符合需求。

6

假日住宿或返校同學很
多，某些尖峰時段或特定時
刻，建議學校協調客運公司
增加班次或車次，以方便同
學返校搭乘。

將規劃增設加壓馬達。

103 年 5 月 20
日

準備請購中

營繕組

將評估是否增設洗衣間。

104/4/21

評估中

保管組

每間寢室於書桌上下方、衣櫃內及上方、 103 年 4 月 20
日
床板下方、床頭櫃等空間可使用。

維持原規劃

營繕組

事務組

已向義大客運反應客
運車某些尖峰時段或
特定時刻疏運不足之
情況，義大客運回覆會
立即檢討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