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住宿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座談會日期：10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 。
二. 座談會時間：上午 10 點 30 分。
三、座談會地點：4F 第一、二會議室。
四、主席胡守涵同學致詞：
各位長官、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各位參與本學年度長榮大學住宿生座談會，我是這場座談會主席，也是宿委會會長胡守涵，目前就讀土開
所碩士班一年級。相信大家參加住宿生座談會，也是跟我一樣關心學校的事情，而這場座談會的目的就像是一座橋樑，連接學校單位與學生之間
的橋樑，希望大家踴躍提出自己的想法互相討論，讓我們一起使宿舍環境變得更友善更美好，謝謝。
五、杜嘉玲學務長致詞：
今天召開住宿生座談會，主要讓學校知道學生們的需求，溝通是雙向的，也是讓大家知道瞭解，學校有學校的考量及受限的地方，學校可以
幫忙大家做的地方，學校有時候不是說不知道或是不願意去做，而是可能受限，受限的地方需要同學的體諒，學校未來的規劃也需要同學們知
道，所以才有今天的住宿生座談會，希望大家踴躍發言。
六、綜合座談：
序號

建議事項

座談會現場答覆

室友很吵，影響到其他人。

學務長回覆:
學校處理室友相處問題，都會一致平等的對待，我
們會儘量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如果下次遇到類似個人問
題，可以去找管理員或樓長們，看看雙方是否可以達成
協議，解決大家的問題。

◎生活輔導組：
若是室友很吵，建議至管理員室說明，以
利瞭解狀況後，協助解決你的困擾。

椅子很吵、插頭壞掉

學務長回覆：
請跟宿舍管理員報修，按照申請手續辦理。

◎生活輔導組：
住宿生若是一旦發現設備損壞，請立即至
管理員室填寫請修單，以利維修。

建議能多提供冰箱。

學務長回覆:
根據以前經驗，同學常常會忘記食物放在裡面，以
致食物腐壞，因而影響到其他同學的食物或飲料，所以
會導致整個冰箱都需要清理，再加上宿舍裡面不能煮東
西，所以學校才規定冰箱只能冰飲料，故目前先維持現
況。

◎生活輔導組：
學校一開始設置冰箱的目的是冰牛奶、優
酪乳等易變質物品，期住宿生能盡快食用完
畢，愛惜使用，冰箱空間有限，請同學依規定
存放，故暫不增設冰箱。

一

二

三

相關單位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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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公共空間能設置微波爐、 學務長回覆:
電鍋、電磁爐等。
公共空間需要做規劃，會請工程師做結構上的衡量與考
量，目前學校規劃中，但仍需時間規劃。

◎採購營繕組：
本校正著手進行新世代學生宿舍的規劃，
將擴大納入公共空間的設計，前述所提之功能
性設備，會適度納入設計考量。

五

1. 垃圾處理問題許多人(住宿 學務長回覆:
生)會將垃圾放置 在 房門 1. 垃圾處理問題:學校會繼續加強宣導，因為這是個人
口。
的行為習慣，學校能做的就是不斷的宣導，希望學生
2. 校內提倡垃圾分類，但在校
養成好習慣，讓大家都可以住得很舒適。
內垃圾場無明顯標示分類 2. 垃圾分類問題:垃圾場部分會與總務處持續改善，將
及一般垃圾，同學會將一般
資源回收做得更徹底。
垃圾及回收丟在一起，垃圾 總務處回覆：
場希望能架設監視器，並制
會不斷地去嘗試改善，讓資源回收去做得更徹底更
定處罰規則。
好一點。

◎保管事務組：
1.已協請生輔組協助宣導住宿生，將資源回收物
集中丟置於各教區及宿舍之資源回收桶，以利
資源回收作業。
2.後端垃圾子車僅收一般垃圾。希望同學能配合
學校資源回收機制，在前端完成資源回收作
業。
3.三宿後方資源回收場及垃圾子車監視器已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裝設完成。

六

第一宿舍男生邊有學生晚 學務長回覆:
◎軍訓室：
上 10 點後學騎機車，聲音很
辦理類似活動時，除公告外，加強宣導晚
遇到這種情況應先打電話給校安，讓校安中心的教官們
大，打擾住宿生的作息時間。 去請他們安靜一點。
上 10 時後禁止練習，以免影響住宿生的作息。

四

節約能源方面可做得更
採購營繕組回覆:
好，例如：樓梯間應使用感應 節電開關裝置，總務處會再做評估。
式的燈，會比手動開關來的節
電。

◎採購營繕組：
本校近年在節能節電部分，已從多方面逐步
進行，如智慧電力監控系統、變頻馬達、節能空
調主機汰換、使用 LED 燈具….等；感應式燈在
教學大樓較少人出入之樓梯間亦有裝設，惟感應
式燈需視使用人次頻率並搭配作息模式，適當採
用才有節電之效益，宿舍的樓梯間經觀察屬出入
頻率頗高之通道，裝設感應式燈在頻繁啟停情形
下，恐更耗電且燈具感應器故障率相對提高，故
尚不建議裝設。
多多宣導養成隨手關燈好習慣，同學們互相
提醒，共同為節約能源盡一份心力。

交通安全問題:學校內應 學務長回覆:
加強宣傳，行人優先，車子要
交通問題一直都是學校的痛，學校會不斷的做宣
禮讓行人。
導，加強禮讓行人優先觀念，希望在學校宣導時，學生

◎軍訓室：
除持續辦理行車安全教育宣導外，並加強
宣導校內、外禮讓行人優先觀念。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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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聽得進去。
隱翅蟲預防宣導
九

十二

十三

◎生活輔導組：
學校在第二宿舍衛浴已加裝紗窗，並且在
各樓層發放風油精水，及請總務處修剪草地及
樹枝，目前成效良好，較少住宿生反映隱翅蟲
問題。

第二宿舍淋浴間的水量小，蓮 學務長回覆:
蓬頭支架是否能調高，以方便
淋浴間蓮蓬頭高度會再做評估，因應各宿舍平均高
住宿生淋浴。
度做調整，在還沒調整前，請同學洗澡時先將蓮蓬頭拿
下來使用。

◎生活輔導組：

二宿洗曬間是否能加裝抽風
機，覺得洗曬間環境潮溼。

採購營繕組回覆:
洗衣間經過評估，應該是通風足夠才沒有加裝抽風
機的，我們會再前往現場做評估，請同學可以先將窗戶
打開比較好通風。

◎採購營繕組：
經現場勘查評估，二宿曬衣間通風相當良
好，應無問題，至於洗衣間，通風條件應該足
夠，但窗戶緊閉影響通風，建議將窗戶打開，
空氣對流自然通風。

希望更換打掃的掃具，因為掃 三宿管理員回覆:
具發霉。
關於掃地工具部分，只要壞了請到管理員室領取更換。

◎生活輔導組：
請住宿生一旦發現打掃用具不堪使用時，
立即至管理員室更換。

現場評估後發現蓮蓬頭位置上方為置物架，
故無法再變更位置，故請住宿生洗澡時將蓮蓬頭
拿下來使用。
採購營繕組回覆：
◎採購營繕組：
經與二宿管理員了解並本組實際進行現勘
如果是整層樓都有同樣的問題，可能是下水系統樓層
有問題；如果是個別淋浴間的問題，可能是蓮蓬頭有問題。 測試後，發現南側 6、7 樓層淋浴水量，相對於
北側確實偏小，研判為高樓層水壓不足所導
麻煩同學再回去留意一下，再做報修。
致，本組將比照北側裝設變頻加壓馬達，以徹
底解決水壓不足之問題，並將盡速於近期內施
工。

十

十一

生輔組長宣導：
1.隱翅蟲對二宿的影響最大，目前在廁所已加裝紗窗，
紗窗有助阻隔昆蟲進入宿舍。
2.已於 11/5 完成環境噴藥。已購買風油精等，能有效地
阻隔隱翅蟲，有需要可找宿舍管理員拿。
3.已請總務處修剪草地，減少隱翅蟲可躲避的地方。

校園內許多同學在抽菸，但 學務長回覆:
◎軍訓室：
是因為學校是禁菸校園，能否 1.學校曾經有吸煙區，但發現成效不大，二手煙暴露率過
本校於 102 年辦理校園吸菸問卷調查結果，
增設吸菸區。
有高達 96％以上學生支持無菸校園，因此取消
高，為了學生健康，因此，決定學校全面禁煙。
吸菸區，配合國家無菸校園政策全面禁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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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安教官時常巡邏，若是有抓到同學抽菸，按照獎懲辦 要增設吸菸區與現行教育部衛福部政策均相違
法是記小過一支，但效果有限，希望同學能夠一起督促 背，恐有窒礙。
抽菸同學，同時教育部也規定校園全面禁菸，故無法設
置吸菸區。

十四

健身房不譨穿鞋子進去，這 採購營繕組回覆：
樣運動會造成身體上的傷害。
可穿著室內鞋到裡面運動，避免穿著室外鞋進去。
三宿地下有新健身房，同學可提出意見，供學校參考。
同學回應:

◎體育室:
依據長榮大學健身中心使用管理規則第一
條第四點”請穿著運動服裝、攜帶毛巾及室內運
動鞋…等”，而擔心穿著室外鞋會造成健身中心

我是校隊的同學，時常會用到健身房，不過我們會自 環境整理及器材設備損壞疑慮，請使用健身中心
己再帶一雙乾淨鞋子，不會穿到室外鞋子進去運動，室外 的同學依學校規定去配合。
鞋子容易有許多髒污或石頭，可能會造成器材的耗損。
與室友相處不合問題。

十五

◎生活輔導組：
學務長回覆:
現在許多室友間的不合，其實很多來自於生活習慣
若是發現與室友不合問題，建議至管理員室
不同跟家庭教育的問題，我們期待大一新生進來時，應 說明，以利瞭解狀況後，協助解決你的困擾。
該要開始懂很多事情，大家都滿 18 歲了，都已成年，但
很多孩子還像溫室裡花朵，還沒有進入到社會，這就是
學校這四年要教他們的，可能未來在大一剛進來時規劃
一個相見歡，讓大家認識彼此，或許可以降低這個問
題。

十六

曬衣間經常同學曬很多衣 學務長回覆:
◎生活輔導組：
服，很久才去收，還有會把要
洗衣間有公共洗衣籃可以借放使用，或者可
關於個人的行為，建議可以先反映給樓長，因為樓長
洗的衣服泡在洗手台很久，還
比較了解你們樓層的人，再請樓長多了解這件事，若你下 反映至管理員室，以利解決你的問題。
會拿衣服占用淋浴間，造成其
次有看到的話，馬上請樓長過去看。
他人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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