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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錄 

◎ 時間：101 年 02 月 24 日（五）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樓 4 樓第 2 會議室 
◎ 主席：蘇副校長慧貞                                   記錄：莊曜聰 
◎ 應出列席人員 

當然委員—蘇副校長慧貞、林學務長啓禎(崔副學務長兆棠代)、黃總務長正

亮、李主任丁進(蔡專門委員素枝代)、陳代總教官廣明(陳建宏教

官代) 
教師委員—中文系廖副教授玉如、電機系郭副教授文光(請假)、體健所鄭副

教授匡佑 
學生委員—學生會代表顏婉容、系聯會代表葉柏廷、宿委會代表李仁維、陳

聖元、鄔元祥、陳建安 
列席人員—陳組長孟莉、吳仁琥、鄭登彰、黃郁芳、陸筱尹、林幼絲、林筱

萱、吳柏樵 

 

壹、 主席報告 

上次會議學生代表提到住宿費調漲計算基數的起點，請學務處及住服組

開始進行相關之討論會，無論結果如何，但至少可先行啟動並聽聽學生

的想法，事先之溝通可凝聚共識並減少未來可能洐生之爭議，過程中並

儘量把資訊公開給同學。 
貳、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行情形附表一(P.8 ) 

  參、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一(P.9-12 )、簡報附件二(P.13-18) 
肆、討論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光復二舍 101 年暑假整修寢室設備，其住宿費調整案，提

請討論。 

說明： 

一、 學生宿舍光復二舍自 74 年啟用至今，宿舍硬體設施逐漸老舊，居民對
宿舍環境的要求也逐漸明顯，現依照光二舍整修簽案(簽 098A230177)
決議分年整修，於 101 及 102 進行寢室以及公共空間的分年整修。 

二、 本校宿舍係專款專用，依往例及使用者付費原則，101 年度光復二舍寢
室整修，擬調整住宿費，自 101 學年度起每學期增加 2356 元。（計算
方式：總工程經費約 47,689,571 元/10 年/2 學期/全棟 1012 床=約 2356
元）、寒假增加 471 元(學期增加 2356 元/4.5(月/學期)＊1 個月＊9 折=$471；以下計算同)、
暑假增加 942 元(學期增加 2356 元/4.5(月/學期)＊2 個月＊9 折=$942；以下計算同)，維修、
保養、清理等由學校處理。 

會議紀錄業已奉  校長核定 

核定日期：101 年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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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囿於光二舍整修案係分二年整修，故 101 學年度起 6-10 樓調整收費，
1-5 樓暫不調整，詳如下表一。故 1-5 樓之調整案預於 102 年暑假整修
後調整之，調整數同該棟 6-10 樓之收費。 

附表 1 :本校學生宿舍 101 學年度起宿舍費調整表 

舍別 
收費(內含 200 元宿網費) 

規格 床位數
每學期 寒假 暑假 

光二舍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4 人雅房 1012 
(6~10 樓) 

(註 1) 
 NT$7,090 

NT$9,446 
(+2356) 

 NT$1,378
NT$1,849

(+471) 
 NT$2,756

NT$3,698  
(+942) 

(1~5 樓) (註
1) 

NT$7,090 NT$1,378  NT$2,756 

註 1: 冷氣電費另收。 

擬辦：本會討論通過後，依行政程序公告，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實施。 

討論： 

陳組長： 
此次調漲的樓層為 6~10 樓，1~5 樓待 102 年暑假整修完工後，將一併調

漲至同一幅度。本棟宿舍已逐步規劃為新生宿舍，依往例新生進住的日

期比舊生晚些，藉此可稍降低因整修工程延宕所造成的衝擊，而有些緩

衝時間因應。 

蘇副校長： 
上兩次開會有提過說，折舊的攤提及宿舍專款專用是否能提供同學更舒

適的住宿環境，請納入行政研究案評量。另外，光二舍分層整修時，住

宿的同學是否有受到干擾或影響？ 

陳組長： 
去(100)年暑假光二舍整棟浴廁整修，整棟封閉，所以沒有影響或干擾的

問題產生。今(101)年雖然是 6~10 樓的寢室整修，但考量其工程對同學的

作息干擾也未開放同學暑假留宿。 
 
李主委： 
101 學年度新生訓練為期一星期，新生會提前一星期進住光二舍，整修工

程是否會影響到新生？ 

陳組長： 
本組已與營繕組協調及要求，在不影響施工品質狀況下，儘量於 8 月 31
日前完工。 

蘇副校長： 
目前住服組陳組長的規劃是不會影響到光二舍新生進住，但屆時如工程

不得不延期完工時，請住服組及營繕組提前妥為規劃並預為應變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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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主委： 
依工程整修經費十年攤提，若十年後再次整修的話，是否會再次調漲住

宿費，或維持這次整修完工調漲後的費用？ 

陳組長： 
關於此疑慮將於會後與此一行政研究案的共同主持人會計系陳教授討論，

此一研究案學校還蠻支持的，我們也希望住宿費的調漲基數能儘快算出

來並提供給同學了解，以解決同學的疑慮。 

蘇副校長： 
請陳組長會後與會計系陳教授討論出一個初步的甘特圖，並訂定一個開

會日期請學生代表李主委與會。溝通了解一下，同學的期待是什麼。也

請同學正式提案至本會加以討論。也麻煩住服組同仁於會前徵求本會議

委員是否有提案。 

李主委： 
光二舍住宿費此次漲幅頗大，若沒有一個很明確的說明，同學們將會有

很大的反應。也希望此調漲案能補提宿委大會。 

陳組長： 
調漲費用的計算是根據總工程經費來估算。本次會議的提案均會在這次

宿委大會與各位宿委幹部、舍長或樓長一一說明。 

蘇副校長： 
請學務處協助住服組，從學務處的觀點有一個平台，提供已收集之初步

宿舍費計價數據予同學們說明。同時也請會計室以其專業，總務處以學

校資產管理的觀點來提供住服組相關之協助。 

廖老師： 
整修之前是否有跟同學溝通或了解整修的內容？ 

陳組長： 
各棟宿舍整修時均會成立該棟宿舍整修會議小組，成員均為住宿生，讓

學生從使用者的角度來提供整修建議，使整修案能更符合同學住宿時之

需求。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表 1，並自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實施。 

第二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勝利六舍及勝利四舍暑假冷氣工程及設備安裝，其住宿費

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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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本校 100.10.4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學生宿舍勝
利四舍及勝利六舍自 45 年及 75 年興建迄今，生活設施老舊、又無冷氣
空調設備，將於今(101)年暑假進行冷氣線路工程及設備安裝，合先敍
明。 

2. 本校宿舍係專款專用，依往例及使用者付費原則，101 年度勝四舍及勝
六舍冷氣線路工程及設備安裝，其冷氣設備、供電設備及其線路均由該
舍住宿學生分 5年及 10 年分攤，其計算公式如下： 
 勝四舍 

(1) 冷氣設備(一對一分離式冷氣) NT$24,365/5 年/12 月/每間 3 人=135
元 

(2) 供電設備及其線路約 150 萬元/10 年/12 月/全棟 93 床=約 134 元 
(3) 總計勝四舍住宿同學每人學期間住宿費預將調整約 1,211 元

(=($135+$134)*4.5M) 
暑假住宿費預將調整約 538 元(=($135+$134)*2M) 
寒假住宿費預將調整約 269 元(=($135+$134)*1M) 

 勝六舍 
(1) 冷氣設備(一對一分離式冷氣)＄24,365/5 年/12 月/每間 3 人=135 元 
(2) 供電設備及其線路約 840 萬元/10 年/12 月/全棟 612 床=約 114 元 
(3) 總計勝六舍住宿同學每人學期間住宿費預將調整約 1,121 元

(=($135+$114)*4.5M) 
暑假住宿費預將調整約 498 元(=($135+$114)*2M) 
寒假住宿費預將調整約 249 元(=($135+$114)*1M) 

附表 2 :本校學生宿舍 101 學年度起宿舍費調整表 

舍別 
收費(內含 200 元宿網費) 

規格 床位數
每學期 寒假 暑假 

勝四舍 
(註 1)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3 人雅房 93 
NT$5,800 

NT$7,011 
(+1211) 

NT$1,120
NT$1,389

(+269) 
NT$2,240

NT$2,778 
(+538) 

勝六舍 
(註 1) 

 NT$5,900 
NT$7,021 
(+1121)  

 NT$1,140
NT$1,389

(+249) 
 NT$2,280

NT$2,778 
(+498) 

3 人雅房 612 

註 1: 冷氣電費另收。 

擬辦：本會討論通過後，依行政程序公告，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實施。 

討論： 

陳組長： 
此次調漲數及幅度已於去年冷氣安裝問卷調查時告知同學計算方式及調

整幅度，同學也充分了解應漲價的幅度，且問卷結果是同意安裝冷氣。

上次會議也已通過勝四及勝六舍冷氣裝修案，並已公告。 

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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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留宿大部份同學不使用冷氣，調漲寒宿費用是否不合理？ 

陳組長： 
冷氣的設備及線路是必要的基礎設施，同學不使用的情況下，不會另外

向同學收取冷氣電費，但基礎設施的費用還是得收取。 

蘇副校長：設備存在就會一直存在，差別就在使用與不使用。 

廖老師：書面的說明還是相當重要。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表 2，並自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實施。 

第三案                                  提案人/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至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止冷氣電力

收費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為落實節約能源及宿舍收支係專款專用採使用者付費原則，依本校 99

年 10月 7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之學生宿舍電費收費調

整標準，係採分級分段收費，並視上一年度平均每度用電(基本電價)
調整各級距的電價，合先敍明。 

    二、依本校營繕組提供之 100 年度平均每度用電電費(基本電價)為 2.62 元，

較 99 年度（上一年度）平均每度用電電費（基本電價）2.59 元，增加

0.03 元。 

    三、爰依上述調整原則，新調整之冷氣電力收費調整之詳細費率如附件，

新費率適用期間自本校學生宿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101.2.1)至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102.1.31)止。 

    四、光一舍、敬二舍、勝九舍因寢室用電與冷氣同一迴路，依 100 年度平

均用電收費為 2.62 元，優惠度數調整為 190.8 度，取整數 190 度。（計

算公式=500 元/上一年度平均每度用電(基本電價) 

附表 3-1:學生宿舍學期間冷氣電力收費費率表 
適用期間：100 學年度第 2學期(101.2.1)至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102.1.31)止 

 

學期 
度數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 
2.18 

(上一年度平均單價

-0.44) 

2.62（註 1） 
(上一年度平均

單價) 

3.08 
(上一年度平均單價

+0.46) 

3.58 
(上一年度平均單價

+0.96) 

註 1：每度 2.62 元係依本校 100 年度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1）年度起如因上一（100）
年度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62 元，則上表各度數範圍之單價亦依其調整幅度（例：

341~460 度，上一年度平均單價+0.46，依此類推）配合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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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學生宿舍寒暑假冷氣電力收費費率表 

擬辦：本會討論通過後，依行政程序辦理。 
討論： 

陳組長： 
冷氣電費分級分段收費係 99 年 10 月 7 日通過。因光一舍、敬二舍、勝

九舍寢室用電與冷氣同一迴路，所以有優惠度數。優惠度數 500 元的算

法是依當時每度電價為 2 元，剛好優惠度數是 250 度。優惠度數是隨著

上一年度基本電價調整而調整，所以是浮動的。分四級收費是經過多次

會議討論所達成的共識，151~340 度是最多人所用的度數範圍，所以此

區間以上一年度的基本單價來計算。考量到同學節省用電，故 0~150 度

以下的基本單價會比基本電價來的低。另倡導節能減碳及使用者付費的

原則，使用度數越高，基本單價會越高。最近這幾年，宿舍安裝冷氣之

同時亦導入電子計費系統，同學可隨時透過網路知道個人寢室用電狀況，

自主管理用電，勝四舍及勝六舍外籍生較多，來自不同的國家，對於台

灣寒流期間適應有些問題，建議營繕組在用電安全及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下，比照勝九舍改為寢室用電與冷氣同一迴路，未來再針對學生特殊需

求酌予放寬部份安全電器之使用。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表 3-1 及 3-2，附表費率適用期間自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

(101.2.1)至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102.1.31)止。 
 

伍、自由發言暨意見交流(略) 
 

陸、臨時動議 
提案一：學務處心輔組借用敬一舍一樓做為臨時辦公室，但因人員管制

不易，申請宿舍場地未確實配合敬一舍管理人員，已造成敬一

舍門禁管制上的問題，擬請主席同意協助該組另尋其它場地做

為辦公室。 

提案人：宿委會主任委員李仁維 

蘇副校長： 
請總務處檢視學校是否有其它適合的空間可給心輔組做辦公室使用。 
請住服組、心輔組、李主委、敬一舍管理人員約個時間，共同討論這段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 
2.62(註 1) 

(上一年度平均單價) 
3.58 

(上一年度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率 單一費率 

註 1：每度 2.62 元係依本校 100 年度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1）年度起如因上一（100）
年度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62 元，則上表寒假計費比照前一年度平均單價，暑假配合調整幅

度（即上一年度平均單價+0.96）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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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的解決方案，並將此一協調會議結果列入本會議紀錄中併陳。 
執行情形：敬一舍的場地管理及門禁管制協調會議預於 3/7 下午召開，

會議結果再另案補陳。 

提案二：上學期從我上的一門通識課中發現有不少同學晚上不睡覺，早

上不起床的怪現象。目前宿舍方面推行寧靜樓層立意良好，那

某些樓層是否可學大陸有些學校凌晨零點至六點寢室斷電的

做法，如此可改善同學的生活習慣，也可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可以大家思考看看。 
提案人：體育室鄭匡佑助理教授 

討論與交流： 
廖副教授玉如：我覺得以強制性的方式限制學生，不太適合。應該是讓

學生以自主的方式來經營管理自己的時間比較恰當。 

蘇副校長： 
宿舍區有一些好的競賽讓同學去執行，同學們也可以自己想想要不

要去做一些對大我更友善的表現，除非涉及違法的部份，學校不會

做強制性的手段去處理。不過我還是期待可像國外的一些大學宿舍

能有全世界引以為傲的精神與核心價值，但這也不能強制各位，除

非邀請很多有意願投入公益的老師進駐宿舍，進而帶起一個良好的

氛圍。國外所有著名大學的宿舍，學生只要住過該棟宿舍，都知道

其特有的核心精神及價值體系，並且以住過該棟宿舍為傲。這也應

該是在座學生代表可以去思考的事情，若你們覺得學校的資源可以

如何來協助你們，學校一定努力。 
               

柒、散會 15 時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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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年度第 1 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行情形 
  101.02.24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 承辦單位 執 行 情 形 
主席指(裁)示事項 
討論提案 
１ 第一案                             

案由：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住宿契約書」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照案辦理，並公告實施。 

2 第二案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勝四舍及勝六舍

增設冷氣問卷」居民調查意見反應結

果，提請討論。 
決議暨主席裁示： 
依宿委會投票結果進行勝六舍及勝四舍

全棟冷氣管線與設備安裝工程，並依行

政程序辦理，會簽時請營繕組協助謹慎

評估。 

住服組 
1. 勝四舍及勝六舍冷氣增設工程已

簽准執行，刻由營繕組辦理後續

工程發包作業。 

2. 已於101年2月21日由營繕組召

開第一次需求檢討會議。 

3 第三案 
案由：考量光二舍因分年整修需要，現

已逐步規劃為新生宿舍，為符家長及新

生期待，建請本校學生宿舍光二舍

418~424、426、427、518~527、618~627
號，共 29 間(每間 4 人)再增設冷氣，提

請討論。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101 年暑假開始進行光二舍無

冷氣寢室加裝冷氣，並請住服組廣為向

同學宣導宿舍費隨之調整之訊息。 

住服組 
1. 照案辦理，並公告周知。 
2. 光二舍尚未裝設冷氣的 29 間寢

室預於 101 年暑假將進行增設冷

氣，相關採購事宜刻正辦理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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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2011.10—2012.2） 
   住宿服務組 2012/02/24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1. 宿舍安全防護 

為強化住宿生對防災的緊急應變能力，本年度執行防災演練及學生宿舍安全防護線上課

程： 
a.第一學期於 4/25-4/29 舉辦各棟宿舍防災疏散演練暨學生宿舍消防安全分區演練，共計

622 名住宿生參與。演練過程與成果檢討已於 6 月份宿委大會報告。 
b.第二學期預計於 10/24-10/28 下午 5 時在各棟宿舍舉行宿舍防災疏散分區演練，演練過

程與成果檢討預計於 11 月份宿委大會報告。 

c.學生宿舍安全防護課程(線上)，已於 12 月底推出中英文課程供本校住宿生進行線上學

期，以強化防災的緊急應變能力，學習紀錄並作為 101 學年度床位申請的必備條件之

一，預計學習人數將可達 7000 多人次以上。 

2. 宿舍重大工程修繕與設備汰換(100/10~101/2) 
a. 各棟宿舍寢室內電燈及部份桌燈汰換為節能效率較高之燈管，均已於 100 年 12 月完

工，謝謝營繕組及本組同仁的努力。 
b. 各棟宿舍 205 台飲水機汰換已於 101 年 2 月完工，目前刻正辦理驗收中。 
c. 敬一舍及勝二舍冷氣機汰換已於寒假施工換裝完成。 

「樂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館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1.宿舍舍區營造 

a.本校於 100 年 11 月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表揚，本年度獲得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分別成功大學、臺灣大學、中國科技大學、臺中教育大學等 14 所。成大在品德教育上

著力甚深，例如透過『漫畫徵稿』、『CF 拍攝』、『愛的叮嚀』、『思想起』徵稿活

動及設置寧靜樓層，並以生動活潑的方式來加強宣導與規範宿舍生活教育，養成良好習

慣。其次，結合『高雄市立無障礙之家』、『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金會台南捐血中心』

辦理『生命體驗活動』及『血中送炭，溫情多活動』等民間團體相關資源共推有品教育，

培養學生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社會關懷。 

b.為活絡宿舍校慶氣氛並培養住宿同學運動風氣，11/7(w1)住服組於光一舍桌球室辦理宿

舍盃桌球聯賽決賽；隔日(11/8)並擴大舉辦「迎接成大 80 闖關任我行」師生盃桌球聯

誼賽，增進師生球誼與住宿生聯誼。 

c.11/11(w5) 為增進勝四舍與勝六舍之國際學生融入宿舍生活，同時歡慶本校 80 週年校

慶，住服組特舉辦「歡慶成大 80 活力元宿-V4&6 宿‧饗‧樂活動」，活動並邀請學務

長及國際學生事務組組長及同仁與住宿生歡聚。透過趣味競賽、生活闖關遊戲與話宿舍

二三事等系列活動，達到異國文化交流與寓教於樂之目的，在活動過程中導入宿舍生活

常規等事項，強化國際生對住宿團體生活的認知與認同，減少在宿舍違規之個案數。 

d.11/17(w4)住服組輔導宿委會及服務學習小組於住服組前場共同辦理「青年有品 關懷 100

─血以致用活動」。會中除安排捐血抽獎與電影賞析外，另結合台南市盲人協進福利會

提供視障按摩，未捐血的同學亦可捐 5 張發票參加，林啟禎學務長率先捐出 5 張發票響

應活動。台南捐血中心主任及組長等人亦蒞臨會場感謝本校學生宿舍固定舉辦活動響應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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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益。活動總計 200 餘人取號登記捐血，164 人成功參加捐血活動，當天總計捐出 170

袋熱血，活動圓滿成功。 

e.12/22(四)中午住服組與學生組織宿委會於光復餐廳先揭開「冬至&耶誕送暖─溫心湯圓

滿人間」活動序幕，邀請林啟禎學務長扮演聖誕老人為活動點平安燈及祈福「成大八十．

平安祝福」，現場並發送暖呼呼的紅豆湯圓及聖誕禮物，參與者相當踴躍，約 350 位師

生共襄盛舉；晚上住服組前廣場、光二舍前廣場及敬一舍等舍區亦同時辦理發送暖呼呼

的紅豆湯圓及聖誕禮物活動，配合「宿說佳句」、「咖啡傳情」、「星光晚會」及「試

試好手氣-摸彩」等活動，鼓勵舍區居民走到戶外與好友一同共享湯圓，並參與活動增

進舍區居民交流，讓每個人都吃得開心又倍感寒冬送暖的感恩與溫馨幸福感，參與同學

約 2500 多人。本活動參加人員均自備不鏽鋼餐具或瓷碗，也讓本校學生宿舍及餐廳減

塑大作戰第三階段活動達到更高潮與化實際行動於日常生活中，落實校園環保理念於生

活教育。 

2.落實節能政策及推動節能教育成效 

(A)節電成效 

學生宿舍 100 年度 1-12 月電度數計 7,032,705 度(佔全校同期用電量 9.53%)，

99 年度學生宿舍用電量 7,725,746 度(佔全校同期用電量 10.12%)，比較學生宿舍的

節能成效，佔全校節電量 27.06%，節電效果相當顯著。 

99 及 100 年度全校及學生宿舍節電成效一覽表 

單位/電費 
實際現況 節電成效 

99 年 
平均單價 2.59

100 年 
平均單價 2.62

100 年 

全校 
電費 199,988,201 195,245,925 -4,742,276  
用電量 76,342,024 73,780,504 -2,561,520  

學生宿舍 
電費 20,077,691 18,448,766 -1,628,925  
用電量 7,725,746 7,032,705 -693,041  

學生宿舍

佔全校使

用比率 

電費 10.04% 9.45% 34.35% 

用電量 10.12% 9.53% 27.06% 

(B)節水成效 

學生宿舍 100 年度 1-12 月用水量計 289,551 度(佔全校同期用水量 33.24%)，99
年度學生宿舍用水量 294,322 度(佔全校同期用電量 31.69%)，比較學生宿舍的節水成

效，佔全校節水量 8.27%，相較於節電效果較不突出，因此，宿舍生活用水的節水計

畫可列為未來宿舍節能方案的重點。 

99 及 100 年度全校及學生宿舍節水成效一覽表 

單位(度)/水費(元) 
實際現況 節水成效 

99 年 
平均單價 13 

100 年 
平均單價 13

100 年 

全校 
水費 12,299,282 11,515,100 -784,182  
用水量 928,681 871,002 -57,679  

學生宿舍 
水費 3,850,285 3,744,660 -105,625  
用水量 294,322 289,551 -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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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佔全校使

用比率 

水費 31.30% 32.52% 13.47% 

用水量 31.69% 33.24% 8.27% 

(C) 瓦斯節省成效 

學生宿舍 100 年度 1-12 月瓦斯用量計 368,702 度，相較於 99 年度學生宿舍瓦斯

用量計 383,001 度，減少 14,299 度(減幅 3.73%)，但因年度的平均單價自 20.34 元調

高 21.32 元，每度增加 0.98 元，故100年學生宿舍瓦斯費相較於去(99)年增加了 71,418
元(增幅 0.92%)。 

99 及 100 年度學生宿舍節能(瓦斯)成效一覽表 

單位(度)/瓦斯費(元) 
實際現況 節能成效 

99 年 
平均單價 20.34

100 年 
平均單價 21.32

100 年 

學生宿舍 
瓦斯費 7,790,236 7,861,654

+71,418 
(+0.92% ) 

↑ 

瓦斯用量 383,001 368,702
-14,299 
(-3.73%) 

 

(D) 節能教育推展成果 

a.統計 100 年度第一期及第二期學生宿舍節能競賽成效，各棟宿舍競賽成績其用電減

幅前 3 名，依序為勝六舍、光一舍、敬一舍；用水減幅前 3名，依序為勝九舍、敬

一舍、勝八舍；用瓦斯減幅前 2名依序為光二舍、勝九舍。依節能競賽辦法，用電

減幅前三名宿舍勝六舍、光一舍、敬一舍可獲頒節電優良宿舍獎章，並於學生事務

會議表揚之。另前述三棟宿舍的幹部及宿委再酌予奬勵。 

b.推動節能競賽之整體滿意度：對此次宿舍舉辦「宿舍節能競賽活動」之各問項整

體滿意度分數皆介於 94.1%~96.7%之間。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整體「宿舍節能競

賽活動」表示滿意與肯定。 

3.宿舍自治幹部訓練 
9/17 於敬一舍二樓會議室舉辦 100 學年度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研習活動，由學務長蒞臨給

予指導及勉勵，並邀請住服組組長、校外消防講師及第九屆宿委會幹部為自治幹部進行宿

舍架構介紹、消防及逃生常識、宿委會組織架構等課程，活動圓滿完成。 

4.健康促進 

(1)宣導健康大學~健康夠，成功 go 
a.為強化住宿同學的宿舍生活認知及提倡健康生活，於 8/22-11/30 舉辦『「成」人之美之

健康美--學生宿舍及餐廳減塑大作戰』，參與人次 2400 人。10/7-10/24 再進行舊生及研

究生宿舍減塑生活教育線上測驗活動，參與人次 1700 人。 
b.100 學年度起在本校餐廳及宿舍優先推動減塑活動，光復及敬業餐廳、果汁部等內用的

食器均全面改為不鏽鋼或陶瓷餐具、外帶為紙盒(杯)，同時為鼓勵同學自備餐具，上述

的用餐場所均會提供各項優惠措施。 
(2)健康環境-校園傳染病防治 

住服組與衛保組合作，於每年 5 月及 10 月推出「宿舍登革熱防治檢查月」，已分別

5/23-5/27 及 10/24-10/28 加強至 13 棟學生宿舍內外周邊環境進行登革熱防治稽查，狀況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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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行政暨服務事項 
1.服務品質強化 

a.為強化住宿的品質，本組自 100 學年度起辦理宿舍進住線上滿意度調查，總計 1152 人

上網填答，進度流程便利性滿意度 95 %、宿舍服務人員工作態度滿意度 95 %、宿舍相

關資訊說明滿意度 94%、寢室內部整潔滿意度 77 %、宿舍公共區域整潔滿意度 86%、整

體服務品質 94 %。 

b.住服組申請 100年度行政業務研究發展計畫補助－學生宿舍節能減碳行動方案規劃與成

效評估研究，結案報告已送研發處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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