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02 日上午 10時 30 分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演藝廳 

主席：杜嘉玲 學務長 

出席人員：行政相關人員及住宿生 

紀錄：李玉柱 

一、  主席致詞                        

1.各位師長、同學平安!歡迎大家參加住宿生座談會，每年都會特別重視這個時 

段，針對學校宿舍的各項工作提供發展改進的建議。將同學的建議點點滴滴 

累積起來，作為學校進步的指標。 

2學校是學習場域，提供很多學習資源，宿舍除提供安全外，也提供許多夥伴 

同住的機會，四位同學住在一起，融合感情是件不簡單的事，室友間要共同

協調合作與同理，寢室要有共同目標與理念，室友要先協調空間的整理，夜

間的規範，同學之間感情的交流，是我們所要學習的地方，課堂是學習專業

研習的地方，宿舍是課堂學習的延伸，宿舍提供更多元的學習，例如人際溝

通等等很多元的學習，或許有些學生會抱怨室友的種種，這些事情需要大家

靜下來，討論共同維護宿舍所面對的事，今天座談會最主要目的，是針對宿

舍問題，希望能幫助大家，學校會盡可能力量協助，宿舍有很多地方慢慢改

進，因為大家面臨少子化，比較不容易與他人溝通，因此會發生合不來等等

現象，因此，我們要常學習宿舍的文化，希望透過今天座談會，能夠透過正

向很好的建議，能來改變宿舍作法。 

         

   二、建議事項與討論 

    現場發言暨問題答覆彙整表，請參閱附件一。    

三、主席結論 

       各位同學如果還有其他意見，歡迎透過各相關管道向學校反應。    

   四、 散會：中午12:30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生座談會」學生現場建議及師長答覆彙整表   附件一  

 
序

號 

建議者 

系級 
建議事項 座談會現場答覆 相關單位 

1 
觀餐 1B

陳○崴 

三宿後機車道，夜間可否加強宣導車輌

進入速度放慢，以維學生安全及影響住

宿品質。 

 

 

 

◎學務長： 

 會研宄如何宣導，請同學車速放慢，維護同學安全。 

◎保管事務組： 

已廣設速限(25km)標誌提醒。 

◎軍訓室： 

  1.己於 109 年 11 月 17 日發全校

email，校園行車安全宣導: 

校園行車速限(25 公里以下)全

校敎職員工生行車進入校園確依

速限行駛，以為維護師生安全及

住宿品質。 
2.109 年 11 月 17 日起配合國防課

程由授課教官於課堂中宣導夜間

行車安全，並加強宣導行車進入

校園車速放慢依速限(25 公里以

下)行駛，以為維護師生安全及住

宿品質。 

3.1112 日在 facebook 長榮大學

讚！發佈訊息公告，請全校師生

及校外人士進入住宿區保持靜

肅，機車進入住宿區附近車速放

慢。 

  4.1112 日在軍訓室網頁公告校園

行車安全宣導。 

2 

護理系

2年 A

班林○

堂  

四宿洗衣同學，未按時將洗好衣物取

走，致影響後續使用同學 

 

◎學務長： 

建議同學就法律而言不要隨意將洗好衣物拿出，避 

免造成後續困擾，可加強宣導，請同學配合。 

◎生活輔導組： 

1.對於公用設備使用，使用人應遵

守使用規定，發揮公德心，尊重

每位使用者權益。 

對於佔據付費公器不用，影響他

人權益，此類情事會加強宣導週

知，希請各位住宿生配合。 



 

序

號 

建議者 

系級 
建議事項 座談會現場答覆 相關單位 

2.於 1103 日各宿舍公共洗衣間內

張貼使用注意事項，並由樓長於

群組平台協助宣導週知。 

3 

社工 3

年 A班

葉○珉 

1.四宿廣播音量大小不一，易被突廣播

聲嚇到，請協助處理。 

2.四宿曬衣間鐡架可否設置一些較低

的，方便同學使用。 

 

 

◎生活輔導組長： 

  會考量研宄播放前先以一段音樂提醒同學；另請採 

購營繕組研宄加裝曬衣架。 

 

◎生活輔導組： 

1.對於廣播音量調整會重新檢討，

並且重新教育使用廣播的技巧。

避免突然或過大音量造成驚嚇情

形，再次發生。 

  1103 日由各宿舍管理員統一訓

練樓長使用廣播器器巧，另指定

廣播器專人使用廣播。 

2.於 1105 日前往勘查現場，對於曬

衣繩架增設將造成擁擠現象，導

致衣物不容乾的情形。但仍建請

總務處協助依空間調降部分高

度，方便同學使用。 

◎採購營繕組： 

關於同學建議曬衣間曬衣架設置一

些較低的方便同學使用乙案，因應

同學之需求，本組已於 11/10 完成

現場丈量勘察，後續將提送執行方

案並簽請同意後執行。 

4 

食安 1

年 A班

曾○靜 

隱翅蟲出現在房間，影響同學，可否將

紗窗檢整。 

 

 

◎學務長： 

  宿舍在暑假期間，圴會做除蟲的作業，避免影響同 

學，若房間出現蟲，請不要隨意拍打，免因造成皮 

膚受傷。 

◎生活輔導組： 

同學如發現紗窗有破損情形，應立

即通報管理員報修。同時，驅蟲的

處理定於學期初、末處理，而人員

進住期間避免藥物影響健康會儘量

不使用，故同學可先瞭解蟲物的特

性，運用一些物品驅蟲。 

5 美術 1 四宿外 1130 過後仍有人大聲喧嘩，影響  ◎生活輔導組： 



 

序

號 

建議者 

系級 
建議事項 座談會現場答覆 相關單位 

年 A班

黃○鈞 

早睡寢室的同學。 

 

1.對於住宿生的住宿品質維護，已

請樓長運用群組發佈訊息給每位

住宿生，發揮公德心，夜間進入

住宿區應保持靜肅。 

2.於 11/2 日在 facebook 長榮大學

讚！發佈訊息公告，請全校師生

進入住宿區保持靜肅，機車進入

住宿區附近保持安靜。 

6 

資設 1

年 C班

許○齊 

3325 寢室冷氣温度無法調整及有異問。 

 

 

◎生活輔導組長： 

  請同學宿舍設施有問題，可立即報修，相關單位會

追蹤處理。 

◎採購營繕組： 

1.温度無法調整，經查係因送風機

冰水閥故障,已修復。 

2.所提異味，現場勘查並未發現，

請同學再觀察。 

 

7 

生科系

1年 A

班陳○

廷 

門禁時間若有地震時如何逃生。 

 
 

◎生活輔導組長： 

  每學年都會實施逃生演練，相關措施及路線都會告

知，並實際參演。 

◎生活輔導組： 

對於宿舍安全避難逃生演練均於每

學年初辦理演練一次，旨在讓每位

住宿生熟悉逃生動線。而對於未參

加演練者已於 1103 日由樓長將逃

生路線告知，務必讓每位住宿瞭解

逃生動線。 

8 

應日年

A班吳

○睿 

2318 寢室房間冷氣開啟時味道很重，已

報修多次仍未改善。 

 

◎學務長： 

  可否先行解決同學問題，調整房間，後續再請營繕 

組處理。 

◎生活輔導組： 

已於 1105 日由廠商前往處理多

次，檢查怪味產生情形，並清洗機

具藉以將異味消除處理，目前狀況

良好。同學發現仍有持續情形可再

至管理員室反應，邀請廠商再次檢

查處理。。 

◎採購營繕組： 

宿舍寢室為獨立式送風機,該機於

今年暑假已清洗過一次,9/22 再清

洗第 2 次，廠商也多次前往檢查,



 

序

號 

建議者 

系級 
建議事項 座談會現場答覆 相關單位 

並未發現異味，請同學再觀察。 

 

9 

財系 2

年 A班

林○瑄 

宿舍管理員值班時間，經常不在，若在

時卻不協助處理事情，在裡面嬉閙。 

 

◎生活輔導組長： 

  管理員值班時，有許多事情處理，若同學有問題， 

可打宿舍值班電話，會協助處理相關問題。 

◎生活輔導組： 

1.由於管理員上班服務時間：0900

－1800，幹部管理室服務時間：

2100－2400(非每日) 

2.管理員不在的情形，有可能帶領

或陪同維修人員，又或者管理員

休假。會要求處理公務時間於管

理室張貼公告。使同學知悉。 

3.對於非上班服務時段，管理室有

人而沒開門服務的部分，已於

1103 日起提醒幹部基於服務原

則，應開門瞭解問題並予以協

助。並不得於管理室嬉閙。 

4.同時也請各位住宿生，注意宿舍

管理室的服務時間及張貼公告。

如果緊急事件可以撥打宿舍管理

員值班電話，尋求支援。 

10 

企管系

1年 A

班鄭○

純 

希望在一宿旁垃圾場可否加裝路燈，以

維安全。 

 

◎生活輔導組長： 

  有安全問題可立即提出，謝謝同學的提醒。 

◎採購營繕組： 

一、二宿面前道路通往北側垃圾場

之道路及垃圾場空地前，皆設有路

燈， 

垃圾子車屋簷下亦加裝有日光燈，

燈光應為足夠。 

11 

食安系

1年 A

班陳○

妍 

二宿 2樓靠近曬衣間處，有異味，通風

不良，可否增設通風設備。 

 ◎採購營繕組： 

曬衣間牆已採中空花格磚，通風應

無問題，惟學生所提異味，將會同

管理員與學生查勘來源後再行評

估。 

12 
營養系

1年 A

洗手台經常有人倒廚餘，可否增設廚餘

處理洗手台或桶。 

 ◎保管事務組： 

1.每天中午各棟大樓均於固定地點



 

序

號 

建議者 

系級 
建議事項 座談會現場答覆 相關單位 

班張○

怡 

置有廚餘回收桶，回收廚餘，煩

請同學配合辦理廚餘回收作業。 

2.目前於一教設置 8桶廚餘桶，二

教設置 9 桶廚餘桶，三教設置 9

桶廚餘桶，活動中心、體育館、

計網中心各設置 1桶廚餘桶，行

政大耬設置 5 桶廚餘桶。 

3.早上 10:30 左右陸續放置，下午

2點左右陸續收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