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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 時間：104 年 4 月 10 日（五）上午 10 時 

◎ 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二會議室 

◎ 主席：黃副校長正弘                                             記錄：劉沛翰 

◎ 應出列席人員 26 人 

當然委員—黃副校長正弘、董學務長旭英（林副學務長志勝代理）、 

詹總務長錢登（楊技正淑媚代理）、楊主任明宗（蔡專委素枝代理）、 

馮主任業達 

教師委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張副教授權發、企業管理學系蔡副教授惠婷、 

生命科學系李助理教授純純 

學生委員—宿委會代表蔡旻娟、陳永錚、孫梵凱、邱鼎翔（代理曾嘉祥） 

學生會代表王羿方、系聯會代表鐘麗婷 

列席人員—臧組長台安、盧永華、吳仁琥、鄭登彰、黃郁芳、林幼絲、董雨昇、 

郭念宜、田璧瑄、劉沛翰 

壹、 主席報告 

 黃副校長：首先謝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出席參與，雖然我是第一次參與這個會議，

不過之前我也曾經擔任導師，常常聽取同學們對於宿舍的一些建議，例如宿舍

東西容易遭竊等等諸如此類的小事。能夠打造一個良好的住宿環境，讓同學住

的放心，讓家長覺得安心，讓住宿品質更好，這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附件一） 

 黃副校長：上次關於勝八舍加裝監視器的議題，預計於 104 年度下學期實施。要

注意監視器可以全面拍到，不會有死角問題。 
 臧組長：這部份有經過同學問卷，超過百分之五十同意加裝，所以我們請廠商來

加裝了近兩百多支的監視器，幾乎已經不會有死角，如果有東西遭竊，馬上就

可以調閱監視器影像。 
 黃副校長：那就照案執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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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 

 黃副校長：我想請問一下住宿生當中外籍生的比例大約是多少？ 

 林幼絲輔導員：大約 300 多位。 

 黃副校長：他們有沒有住宿生代表？ 

 林幼絲輔導員：我們開放讓外籍生參選宿舍委員，不過目前為止並沒有外籍生參

選。因為外籍生大部分都是以研究所的學生居多，而研究生較不熱衷於參與宿

舍活動。 

 黃副校長：如果可以讓外籍生中懂中文的參與，就可以將住宿服務組的活動消息

傳達給其他的外籍生，因為我們做了一些決議，例如這次的會議，並沒有雙語

的紀錄可以給這些外籍生了解。 
 林幼絲輔導員：住宿服務組對於重大的決議事項，一定會在宿舍張貼中英雙語的

公告，而就會議紀錄而言，例如這次的會議紀錄，並不會公告，而是僅針對該宿

舍有關的決議內容部分，放在住宿服務組的網頁上做公告。例如上次決議的勝

八舍加裝監視器一案，我們會以中文加上英文的方式一併在宿舍內及住服組首

頁作公告。 
 黃副校長：如果可以讓外籍生也接收到訊息，那就沒有問題了。還有其他問題？ 
 王羿方同學：103 上學期膳食委員會，衛保組曾提到學生宿舍餐廳衛生檢查報告，

報告中指出敬業餐廳有數十項需要改善的缺失，不知目前改善的進度為何？另

外餐廳持有相關合格證照的只有一位，目前是否有增加，是否能請住服組說明？ 
 林幼絲輔導員：這部份的議題應該歸屬在膳食委員會，學生宿舍餐廳部分我們會

在膳食委員會當中作報告。今天的會議最主要是討論學生宿舍經費重大提案。

另外膳食委員會每學期都會開一次會，這學期的開會日期預定在五月底六月初

召開。 
 黃副校長：我們這個會議討論的是住宿相關議題，和膳食方面較為不相關，而且

沒有相關的衛保組人員出席。但我覺得這個議案滿重要的，所以可以先紀錄一

下，在這次的膳食委員會要提出關於上次缺失改善情況的報告。  
 林副學務長：關於膳食委員會的開會日期是否可以提前？五月底已經快近學期結

束，其實對廠商而言不甚公平，也許他們早已改進，這部份早點讓學生知道比

較好。另外在會議之前，廠商如果已經有改善的報告，也可以先張貼出來或公

告讓同學了解，這樣對廠商而言也是好事。 

 黃副校長：那這部份就有勞林副學務長回去研擬，看看能不能將這個會議提早。 

 

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擬調整學生宿舍冷氣電力之收費標準討論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至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止，冷氣電力

之收費調整標準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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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9 年 10 月 7 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之學生宿

舍電費收費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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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依本校營繕組提供之 103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為 3.22 元，

較 102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2.99 元，增加 0.23 元。 

三、本校學生宿舍103學年度第 2學期（104.2.1.）至 104學年度第1學期（105.1.31.）

止冷氣電力收費調整之詳細費率，如下表。 

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104.2.1.) 至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105.1.31.)止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對象 除光一舍、勝九舍外之全部學生宿舍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元/度) 
2.7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3.22（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6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4.18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96) 

適用對象 光一舍、勝九舍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元/度) 
2.7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78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0.44) 

3.22（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3.6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註 1：每度 3.22 元係依本校 103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4）年度起如因上一（103）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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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適用對象 全部學生宿舍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元/度) 3.22(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4.1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3.22 元係依本校 103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4）年度起如因上一（103）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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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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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辦：會議討論通過後，將依流程辦理。 

 討論： 

 黃副校長：從這個表看得出一度電多收多少錢，看不到一學期平均會多收多少

錢。請問有試算過嗎？ 

 吳仁琥：我們並沒有統計過一年會多收多少錢，因為我們討論的基礎是在前一

年的平均電價來做為今年的收費電價標準。 

 黃副校長：如果是學生可能會想知道他這樣一年要多付多少錢。現在是因為實

際上台電的電價上漲，所以我們宿舍的電價也需跟著上漲。 

 林副學務長：請問表格內的括弧如果是減號，是不是代表說學生的用電度數如

果在這範圍內的話會比以前更便宜？（是）所以這次的調整也並非全面都漲。 

 黃副校長：所以每間寢室都有一個電錶，按電錶度數下去收電費，用的電如果

比較少，就會比較便宜，這樣也可以鼓勵同學節約能源，不要常開冷氣。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擬配合新生提前進住一週，調整新生住宿費討論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為配合新生提前進住一週，第一年度上學期需加收一週住宿費，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新生能更融入校園及宿舍生活，擬自 108 級新生開始，所有住宿新生

（除本籍研究生）入學第一年度上學期需提前一週進住，以參加所有新生訓練行

程，住宿費用將以 19 週計算。各宿舍住宿費用（不含網路費 200 元）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 

舍別 現行住宿費 調整後上學期之 
新生住宿費 

光一舍 6,800 7,178 

光二舍 9,246 9,760 

光三舍 8,584 9,061 

勝一舍 5,650 5,964 

勝二舍 6,100 6,439 

勝三舍 5,800 6,122 

勝四舍 9,673 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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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六舍 6,821 7,200 

勝八舍 8,027 8,473 

勝九舍 7,100 7,494 

敬一舍 9,200 9,711 

敬三舍 13,500 14,250 

調整公式：調整住宿費 = 現行住宿費 x  

 擬辦：會議討論通過後，將依流程辦理。 

 討論： 

 黃副校長：在場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 

 鍾麗婷同學：本籍研究生是指只有在研究生宿舍這部份的嗎？ 

 林幼絲輔導員：這次新生訓練的目標族群最主要是設定在剛入學的大一新

生，還有之前跟國際事務處討論過，建議不管這些外籍生是大學部或碩博班

研究生，只要剛進來，有住宿就建議參加。所以我們設定上是排除本國籍的

研究生。 

 林副學務長：意思是本國籍的研究生不會有提前一週進住宿舍的問題。 

 林幼絲輔導員：研究生會在規定的時間內入住，不需要多負擔這一週提前進

住的費用。 

 王羿方同學：請問敬三、勝四、勝六不是研究生宿舍嗎？怎麼他們的費用也

出現在本表？ 

 林幼絲輔導員：因為有外籍的研究生住在裡面，所以我們會把這幾棟宿舍費

用也列在內。 

 鍾麗婷同學：本籍研究生和其他大一新生入住的時間不一樣嗎？在宿舍電費

上提前一週入住的電費也是要跟室友協調嗎？ 

 林幼絲輔導員：我們會去記錄期初的電表抄表值，會納入該學期的電費。 

 黃副校長：因為舊生沒有提早入住，就不需要繳提早進住一週費用，但如果

他有提前進住的需求？ 

 臧台安組長：舊生如果要提早入住，就是以一天 130 元短期住宿費用下去計

算。提前進住一樣是需要報到手續，那時候就會抄錄電錶度數。 

 王羿方同學：剛剛說到外籍生要參加新生訓練，就我所知參加新生訓練是指

本國籍新生三天的登大人活動，我想請問外生參加的新生訓練是什麼性質。 

 馮業達主任：外籍生部分我們規劃的是星期一參加住宿服務組的新生住宿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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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住宿提醒事項的說明會，星期二就是由國際處辦理的講習，就是學校的

生活須知、安全注意事項。登大人就是星期三到星期五這三天，因為過去有

外籍生表示他們希望也能夠參加登大人的活動。這是我們這次對外籍生新生

訓練的安排。至於系所的活動就可以安排在星期五下午或星期六日。 

 黃副校長：如果沒有其他的疑問就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自由發言暨意見交流 

 黃副校長：在場有沒有委員有其他的意見交流可以提出。 

 鍾麗婷同學：勝九舍地下室的公共空間一直沒有做很妥善的處理，是否可以

整理一下，變成一個可以讓宿舍同學進行討論的地方？ 

 黃副校長：我想這個可以列入一個討論的議案，請（楊）技正回去告知總務

長，因為現在學校有在討論校園內一些閒置空間需要去活化，讓他變成學生

可以使用的空間。像這個勝九地下室空間就可以由總務長帶專人去勘查一下，

再配合學務處這邊的規劃，讓同學在住宿時可以使用到這些空間。 

 林幼絲輔導員：目前勝九舍那邊的空間有開放讓同學使用，最主要是設計學

院的同學在那邊會有作品的製作，也有桌椅讓同學可以在那邊看電視和做作

業，另外還要去確認一下地下室空間是否也是防空避難空間。 

 黃副校長：還是先由總務處去調查一下那個空間的用途，再做有效的利用。 

（註：後續已於 4/13 與總務處完成會勘，詳見附件一） 

 

 王羿方同學：請問一下臧組長，關於之前座談會聊到敬業一舍原本心輔組的

辦公室空間，隨著心輔組搬遷，原本的空間打算規劃成琴房，但我想請問如

果拿來當成一個公共討論的空間，會不會是更妥善更有效率的運用？ 

 臧台安組長：因為當初有請敬業舍區的宿舍幹部進行調查和規劃，初步是把

裡面的空間規劃成兩間琴房，裡面擺放鋼琴讓同學可以進去練習。鋼琴可以

用募的方式，看學校有沒有教職員有閒置不用的鋼琴可以捐給我們，我們就

可以放在琴房內讓同學去彈。另外原本心輔組大辦公室的空間，將近 60 坪，

經過敬一舍住宿居民的問卷調查後，我們會歸劃為健訓室，擺一些重量訓練

的儀器在裡面，幾乎有百分之 90 的同學希望這樣。目前我們還在評估，考量

三種不同的構想。第一個是跟體育室合作。第二個是請外面的廠商進駐，採

用投幣式的方式管理，第三個就是由我們自己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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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學務長：我自己私底下是覺得設成交誼討論的空間是最好，但當然還是

尊重同學的意見。不過因為我自己是醫師，我個人認為要健身運動還是以戶

外比較好，室內的運動只是鍛鍊肌肉，練得比較好看而已。不過既然有近百

分之 90 以上的學生認同做成健訓室，我們還是尊重同學們的意見。 

 黃副校長：既然都已經做過調查，而同學們的意見都希望規劃成健訓室，我

們就給予尊重。 

 郭念宜輔導員：我補充說明一下，因為敬一舍目前每一層樓四個區塊都已經

規劃成為討論空間了，所以其實目前同學們要討論，空間是相當充足。 

 

 王羿方同學：我要提出關於學生宿舍熱水的問題，目前大部分的宿舍都是五

點到十二點提供熱水，這不太符合學生們的習慣，有些夜歸或是在 K 館夜宿，

凌晨五點想洗個澡，卻發現只剩冷水，所以常有同學反映洗到冷水的狀況，

我想是不是可以透過增設電熱水器，去 cover 鍋爐不能提供熱水的部份？另

外增設電熱水器有可能會增加宿舍的開銷，所以之前我問過的回應是有可能

會調漲住宿費，那是否有可能在不調漲住宿費的前提下，多增設一些電熱水

器，把這些時段 cover 掉，起碼讓同學們都有 24 小時的熱水可以用。 

 住服組吳仁琥：這邊補充報告，宿舍鍋爐的熱水供應時間，冬季從五點到 12

點，夏季是到 11 點，但我們有開放給每一棟宿舍在這 6 個小時以內自由調整，

原則上一天是 6 個小時，可以把時段做分割到你所需要的時間。所以幾乎每

一棟宿舍都可以做調整，而且也幾乎每一棟宿舍都有電熱水器，熱水的供應

時間也是經由居民的討論去選擇出來的時段。增設電熱水器不是說不行，供

應 24 小時熱水也不是不行，問題是在能源緊湊的大環境下，不管是校方也好，

教育部也好，能源局也好，對於能源濫用的議題都相當重視。像是教育部給

大學的目標是每一年要有 2%的降低量，所以如果增設了電熱水器，這個目標

有可能會變成是負成長，這樣的話會滿麻煩的。 

 黃副校長：在大環境的要求下，同學們可以接受嗎？ 

 王羿方同學：共體時艱。 

 

 王羿方同學：另外我想請問一個有關宿網的問題，我有邀請到計中的同仁來，

不過目前似乎還沒有來。 

 劉沛翰輔導員：報告王委員，計網中心的同仁有通知我因為在這之前似乎有

要事，因此大概 11 點左右才會過來。 

 王羿方委員：因為學生宿舍網路的部份，同學們的評價不太好，我有做過問

卷調查，以 10 分而言，整體得到的分數大概是 4 分，以成績而言除了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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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掉以外還是死當。其中連線品質的方面 10 分裡面只拿了 3.6 分，所以想請

問計網中心同仁是否有改善的方案，或者是近期內有什麼有效解決的方案？ 

 黃副校長：這個部分先列下來，請計網中心的同仁會後再回覆。 

 林副學務長：有沒有比較具體的事實？例如像是哪一方面比較不滿意？ 

 黃副校長：你把調查表順便附上來，例如問卷項目得幾分這些資料，再請計

網中心的同仁回答。建議用書面的方式回答，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改善方案，

或者下次的會議再請他們列席說明。 

 

 陳永錚同學：以我目前住宿光二舍的例子而言，一般公共空間例如討論室是

不會設置攝影機的，但是公共設備會遭到同學的破壞，例如有些桌面會沾上

顏料，有些是桌腳整個斷裂，然而因為沒有攝影機，在追究責任歸屬上會有

困難，是否能就如何改善這樣的行為做個討論？ 

 黃副校長：我其實不贊成在活動空間設置監視器，這只能夠靠同學們的自治，

例如說如果有看到我就有義務去跟宿舍幹部報告，或者當場要求同學改善。 

 王羿方同學：關於監視器牽涉到隱私的部份，之前參訪過台灣師大的學生宿

舍，他們一個晒衣間就裝有三支監視器，那以光二舍來講，一整層樓 27 間房

間，超過 100 位居民，也只有三支監視器，密度不高。因為之前光二舍也曾

發生竊案，我認為監視器可以適度的增加。 

 住服組吳仁琥：如同王委員所言，光二舍監視器的密度確實很低，但在監視

器密度低的前提下，主要是能夠偵測到是否有外人入侵，並不能達到其他作

用，同學們又不希望監視器密度太高，但在監視器密度不高的前提下，監視

器沒有辦法發揮任何作用。以目前預計要裝設的勝八舍監視器密度，一個樓

層 10 間寢室就有 7 支監視器，還不包括晒衣間裝設的，要有這樣的密度才能

夠達到一定的作用。之後勝一舍要做的監視器問卷調查，監視器的密度更高，

一個樓層會有 20 多支的監視器。 

 黃副校長：學校並非沒有經費安裝監視器，而必須要考慮到同學們的感受。

這很難有解決方案。就算是台大、清華，他們的宿舍的失竊率也是很高。 

 

 邱鼎翔同學：原本學生宿舍區有 OK 便利商店，現在沒有了，也閒置很久，不

曉得現在招商的情況怎樣？ 

 總務處楊淑媚技正：因為之前的 OK 便利商店並沒有申請商業使用，所以其實

是違規的，只好請他們遷出。後來因為學生會提到學生很缺 24 小時的討論空

間，所以想把那邊規劃為 24 小時的討論空間，經過課指組和學生會代表討論

後也有一個初步的定案，接下來就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規劃和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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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副校長：所以這空間還是會回歸給學生使用。 

 王羿方同學：我們預計大概 7 月會完工。 

 黃副校長：假設沒有其他議案，那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陸、臨時動議 

 本次無委員提臨時動議 

柒、主席結論 

捌、散會 

 
 

103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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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擬配合勝八舍監視器增設，

調整住宿費討論案。 

 決議暨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住服組 
預計於 104 學年度

下學期起實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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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2014.10—2015.03） 

   住宿服務組 2015/3/31 

一、「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宿舍重大工程修繕與設備汰換 

1. 103/12/13 勝四舍消防改善已完成正式驗收，由消防局檢驗完成。 

2. 104/1/28 勝利一舍外牆剝落補強一案已簽准，已由營繕組簽請校方同意進行建築

物改善以及結構補強的評估，104/03/09 補強工程持續進行中。 

3. 營繕組主辦的建築物安全缺失檢查結果於 103/12/19 出爐，本組學生宿舍內部經

查部分缺失為裝飾材料屬於易燃物質，改善方式為以耐燃二級之防火材料披覆，

須以防火漆塗佈或是更換材質。經評估後，初步決定將以防火漆塗布進行改善，

部分沒有美觀問題處為節省經費，將採用耐燃材料重新覆蓋。 

二、「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1. 學習講座－搞定室友不求人：住服組於上學期初分別於勝一舍、勝八舍、光二舍

與心輔組合辦《搞定室友不求人—TALK SHOW》系列巡迴講座，由心輔組陳坤毅心

理師擔任講師，針對初次接觸住宿生活之大一新生，進行大學與團體住宿生活中

之人際溝通技巧分享，以及憂鬱症防治等初級心理衛教。講座結束前另由住服組

輔導員分享歷年宿舍常見室友相處問題與違規案例，講座呈現方式廣獲好評。累

計三場講座總計逾 70 位住宿居民參加，參與人數與以往相較漸增，會後居民均表

示參加講座後，對未來與室友相處上將會有所助益。 

2. 公益捐血活動：103/11/24 住服組與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合辦「JUST JOIN IT!」捐血

活動，於光復校區雲平大道熱鬧展開。本次捐血活動地點在光復校區舉辦，並與

南區國稅局合作宣導電子發票，提倡環境永續經營的概念，活動在前任學務長林

啟禎教授致詞帶領下，獲得本校師生及校區周邊民眾熱烈迴響，挽起衣袖，為助

人一命慷慨奉獻滿腔熱血。並以闖關活動的形式，進行租稅宣導、宿舍法規提問、

捐血知識提倡。總計 278 人報名，221 人完成捐血，共捐出 246 袋血。主辦單位於

活動期間除提供捐血人飲料及麵包補充營養外，也於會場播放熱血的爵士電影「搖

擺女孩」，並提供包含陶板屋、品田牧場、星巴克隨行杯、國賓電影票、肯德基蛋

塔禮盒兌換券、全聯禮券等豐富獎品供參與的同學摸彩，讓捐血人在愉悅及歡樂

之中，為社會公益盡一份心力。 

3. 宿舍傳情活動：103/2/15-17 輔導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於光復、勝利、敬業宿舍區

辦理「沖進你心房－宿委傳情·暖暖你心」活動，透過熱巧克力飲品沖泡包，讓同

附件二 



11 
 

學可以在冷冷的冬天裡，傳遞溫暖與關心給其他同學，並藉此聯繫同儕間的情誼。

本次宿舍傳情活動共吸引了近 800 人次的參與。 

4. 冬至聖誕傳情系列活動：103 年 12 月中，住服組結合宿舍自治委員會及各宿舍之

舍、樓長，分別於光復、勝利及敬業舍區舉辦冬至及聖誕傳情系列活動，如「冬至

湯圓暖暖送－湯圓晚會」、溫馨且富有教育意義之電影播放、聖誕薑餅屋 DIY、耶

誕夜溫馨交換禮物活動、聖誕老人發糖果等活動，另外在各宿舍亦佈置有裝飾聖

誕樹，供居民懸掛祝福小卡，在寒冷的冬夜，為住宿生帶來暖意。本活動超逾千名

住宿生熱情響應。 

三、 健康促進 

（一）學生體能： 

1. 光復宿舍夜跑團：103/11/6 起，住服組開放報名《光復夜跑團》活動，本活動係

為養成住宿同學規律運動習慣、打造健康宿舍，由住服組主動規劃辦理。於

103/11/17-103/12/23 期間，每周二、四晚上 21:00 至 22:00 於光復操場進行熱身

及跑步活動，共計 11 次。報名同學需記錄體脂變化；另訂於 103/12/23 進行 3,000
公尺競賽及體脂肪減重賽。參賽者皆可獲得運動水壺，出席達 9 次以上參賽者可

獲得宿舍優良記點，競賽前 3 名可獲得獎牌。本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光復宿舍區愛

好健身的居民熱情參與，活動亦圓滿結束，預計本健康夜跑活動將會成為每學期

常態性舉辦的活動。 

2. 勝一盃桌球賽：103/11/22 勝一舍舉辦了《2014 勝一盃桌球賽》，為提倡運動風氣

及聯繫男女宿間的情誼，邀請了勝一、二、三舍的居民共同參與，總計報名了單打

20 人、雙打 8 組，感謝居民踴躍的報名，及對活動的支持，並未臨時取消參賽，

也有加油團到場加油，由衷佩服工作人員的辛勞及參賽人員的配合，活動進行的

相當流暢，也如預期的順利完成。 

（二）學生餐廳： 

1. 依據「102 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計畫」之訪視建議，定期進行大腸桿菌群菌

之定性檢測。103 年 10 月~104 年 3 月分別於 10/20、11/18、12/16 及 3/17 進行檢

測，檢測結果若有異常，皆會要求廠商限期改善，並提供複檢通過資料，提供本校

備查。 

2.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配合教育部政策執行「校園食材登錄管理系統」，輔導餐

廳廠商將菜單、食用油及食材等資訊建檔上傳，以利保障本校師生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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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期餐廳檢查及維修記錄如下表： 
日期 宿舍餐廳修繕 
10/28 完成敬業餐廳冷凍庫維修保養 
10/29 完成光復餐廳保溫配膳台維修工程。 
10/30 完成光復餐廳靜電機定期保養工程。 
10/30 完成光復、敬業餐廳及光復果汁飲品部蔬果農藥檢測作業。 
11/03 完成購置光復餐廳餐具消毒櫃乙台。 
11/11 完成光復餐廳 1 樓後側水管裝設工程 
11/14 完成敬業餐廳油煙罩油汙清除工程 
11/17 完成敬業餐廳廚房排水管路故障修繕工程 
11/19 完成光復餐廳保溫配膳台修繕 
12/05  完成敬業餐廳冷氣濾網修繕工程 
12/10  購置光復及敬業餐廳員工衣物置物櫃各乙台 
12/10 完成光復餐廳保溫配膳台修繕工程。 
01/13 完成敬業餐廳照明設備故障裝修工程。 
01/15 完成光復餐廳廢水池幫浦故障裝修工程。 
01/21 完成光復及敬業餐廳靜電機定期保養。 
02/12 完成敬業餐廳保溫配膳台修繕工程。 
03/10 完成光復及敬業餐廳蔬果農藥檢測作業。 

四、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一）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甲、完成開發項目： 

（1） 提前進住申請，並整合春季班,秋季班之提前進住申請。 

（2） 住宿 E 網入口，相關服務，契約書整合個資蒐集同意書。 

（3） 床位管理系統，多項修正及更新。 

（4） 宿舍電費系統，多項修正及更新。 

（5） 其它多項系統功能修改及更新。。 

乙、開發中項目： 

（1） 床位系統，住宿生「特殊個案管理」。 

（2） 住宿 E 網入口，相關服務可切換 mobile 版本。 

（3） 床位系統，學生宿舍獎懲查詢，整合違規退宿紀錄。 

（4） 床位系統，住宿生郵件通知功能加強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