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期住宿生座談會現場意見彙整表(列表管制)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宿舍 D 棟 10 樓從開學迄今經
常沒熱水，經多次反映及營
繕請修，仍沒有改善，請承
辦單位能明確說明問題所
在，澈底將問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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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

醫學院區宿舍各樓層交誼
廳，自本學期開始晚上 2330
時就關閉冷氣電源，影響晚
上同學使用，建議事否恢復
冷氣開放，或提供一間可供
同學夜間討論課業之空間。

生輔組

處理情形
9月下旬D棟10F同學反應晚上10點後,發生無熱
水或水量變小,馬上進行查修,因管路開關積污
垢,於10月1日改善完成；後同學又陸續反應問題
未改善,再做查修發現蓄水池水位控制器接觸不
良,於10月27日修復；10日28日發現仍未完全改
善,再進行全面檢修,發現送水2只交替運轉馬達
有一只故障,暫時以一只馬達強制補水,已可正
常供應熱水。另故障之馬達須更新已緊急請購,
預計11月6日(星期日)完成更換。若再有無熱水
或水量變小,請立即反應給營繕組,將會馬上處
理。
值班電話：0911885117(校本部)、
0975101129(醫學院區)
營繕報修網址：
http://ga.isu.edu.tw/student/index.htm
宿舍生活公約規範，為維護宿舍安寧：洗衣機、
烘乾機及交誼廳電視機、冷氣在夜間11點30分後
禁止使用，以免影響同學正常作息；醫學院區宿
舍為考量讓同學於夜間有一處討論場所，擬規劃
於男、女生宿舍區各提供一間交誼廳供同學使
用。

醫學院區宿舍寒暑短期住宿
收費，去年以前每天收費 165
元(含水電冷氣)，自今年起
生輔組
收費仍是 165 元，惟冷氣須
再自行插卡付費，顯然不公
平，是否可作合理調降費用。

經考量學校宿舍短期住宿收費一致性，醫學院區
宿舍短期收費標準，比照校本部國際三館收費標
準每天收150元，惟冷氣費依現行插卡收費。

宿舍區冷氣儲值卡是否可多
增設幾個儲值點，以方便同
學有多個儲值場所，或者延
長儲值時間(出納每天 1600
時關帳)，方便同學辦理儲值
使用。

尚在擬案中，確定後再行公告。

總務處

義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期境外住宿生座談意見彙整表(列表管制)
項次

住宿生建議事項
義大宿舍寢室是否可以裝設
電暖爐。

處理情形
現寢室用電有一定負載限制，經查證電暖爐屬高
耗電設備，如再增設暖爐，其用電量將會超載，
義大醫院
並影響用電安全。
行政處

義大醫院寢室有螞蟻侵入，
影響住宿品質，是否有其他
方法處理。

寢室螞蟻侵入，將由住宿組協助購置滅蟻藥投入
滅蟻，但也請同學寢室不要存放食物，避免誘引
螞蟻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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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生輔組

義大醫院宿舍烘乾機、洗衣
機使用投幣價格比學校其他
宿舍區貴。

醫院宿舍洗衣機、烘乾機使用投幣費率是由義大
義大醫院 醫院自行訂定，並載明於契約書內，待年底續約
行政處 時再研議討論。

學校客運車到大社市區班次
少，是否能協調客運公司增
加班次。

目前學校客運車經大社市區有二條路線分別為：
1. 96 線義大醫院到義守大學：中途經大社
平日頭末班車：0640~2215(班次間隔約 30~60)
假日班次車：0650、0800、1200、1500、1720
2. 8506 線崗山到義守大學：中途經大社市區
頭末班車：0600~2230(班次間隔約 10 分~90 分)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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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Processing situation
Now there is a certain load of bedroom
Dormitory room
power limit, verified by electric
can/cannot be installed
E-DA Hospital
heaters is a high power equipment, such
electric heater.
(Administrative
as additional heaters, the power will
Office)
be overloaded and affect the safety of
electricity.
The dormitory room
Students housing section will purchase
has a large number of
of combat "a kins of agent for removing
Student Campus
ants, affecting the
ants" to solve this problm, but please
quality of
Life Guidance
also do not store food or snacks in dorm
accommodation, whether Section
to avoid attracting ants invade.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deal with.
E-DA hospital dormitory dryer and
E-DA hospital dormitory
washing machines use coin prices are
dryer and washing
E-DA Hospital
determined by the University Hospital
machines use coin prices
(Administrative
on its own, and set out in the contract.
are more expensive than
Office)
The prices will be discussed at the end
other University .
of the renewal of discussion.
EDA
are
the
the

4

bus to the Dashe city
so few bus runs. Can
company to increase
bus frequency?

Organizer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routes in the
school bus:
1. 96 (E-Da Hospital to E-DA World):
Halfway through Dashe city
Weekday: 0640 ~ 2215 (interval of
General Affairs
about 30 to 60)
Section
Holiday: 0650,0800,1200,1500,1720
2. 8506 (Gang-Shan Bus Station to E-DA
World): Halfway through Dashe city
The first until end of the bus: 0600
~ 2230 (frequency interval of about
10 minutes to 90 minu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