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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六舍簡易廚房使用說明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3 月 23日 下午 3:00~5:00 

 地點：勝六舍 2樓交誼廳 

 主席：陳組長孟莉                                   記錄：林筱萱 

 出席人員：陳組長孟莉、輔導員林筱萱、輔導員林幼絲、行政人員吳仁琥、

管理員薛桂枝、勝六舍住宿學生(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國際事務處 梁蘊真小姐 

 

壹、 主席報告 

首先，感謝大家參與本次的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主要是希望瞭解大家對勝六

舍簡易廚房使用之需求及建議，由於勝六舍住宿生中有五成為外籍生，而參與討

論的同學又以外籍生居多，希望大家多提供對於勝六舍簡易廚房之使用想法與意

見，可提供我們未來改進的建議，我們初步提出了一些意見，除了在本次座談會

討論外，大家如仍有建議，仍可在會後提供填寫建議單給我們做為參考。以下時

間開放給大家提出問題與建議。 

 

貳、 討論議案 

(一)簡易廚房內之插座與設備 

學生提問：簡易廚房的插座不夠使用。 

組長回應：以宿舍建築安全為考量，目前因現有廚房的情形並無法容納太

多的烹煮電器同時運作，故無法再提供更多的插座（目前兩間

廚房各有六組插座）。另外考量宿舍用電安全，延長線或多孔

插座也嚴禁使用。如第一次發現同學使用，將記違規記點 4

點，插座將交由住服組直接丟棄，如再次使用延長線或多孔插

座則直接記十點退宿。 

學生提問：簡易廚房的有一個插座，有人會將電器用品插在那個插座上使

用，且有時是在使用時間過後(即晚上十點以後)仍在使用。 

組長回應：該插座其實是預留作為冰箱使用的插座(註：其中一間廚房無

冰箱，但留設有冰箱的插座)，所以未開放時間仍會供電，但

那其實並非給同學烹飪使用的，這部分我們會再做處理。 

學生提問：目前的廚房設備僅能夠做簡單的烹煮料理，設施設備不夠完

全，希望廚房能夠增加多樣化的烹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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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回應：設置簡易廚房的用意，是為了提供同學一個方便使用的簡易廚

房設施；然而簡易廚房所提供的設備，也是以安全為優先考

量。目前因現有廚房的情形並無法容納過多的烹煮器材及電源

等的設置。 

學生提問：有些同學在使用完廚房內的烹煮設備時，把食物帶走後，並不

會拔掉插頭，讓人不瞭解到底是否使用完畢。甚至部分同學也

會把電鍋內的內鍋帶走，造成佔用廚房設備的情況 

組長回應：我們會加強相關的宣導。 

 

(二)簡易廚房開放時間 

學生提問：目前簡易廚房使用的時間為早上七點開始，但是早上可能因為

同學上課時間或到研究室的時間要較很早，且簡易廚房使用的

學生人數又多，在早上廚房經常會有不敷使用的情況。因此建

議使用時間是否可以提早，例如提早至早上 6點開門。 

組長回應：目前簡易廚房使用的時間是設有電源供應的時間，如要調整使

用的時間則需要調整電源供應的時間，住服組同意提前至 6

點開放同學使用廚房。 

學生提問：由於有些同學做實驗或研究，會較晚回到宿舍，晚上又想吃宵

夜，可能會有在十點以後烹煮的需求，但是又考量不可以在宿

舍烹煮的規定，因此建議是否可延長廚房晚上的使用時間，例

如延長使用時間至晚上十二點。 

組長回應：因烹飪完畢後，還必須實食用與清理，未避免影響其他居民之

作息，建議晚上開放的時間還是維持到晚上十點為佳。 

 

 (三)簡易廚房保養與維護時間 

學生提問：簡易廚房裡公用的大烤箱在使用的時候，溫度升高很慢導致需

要烹煮很久食物才會熟。 

行政人員吳仁琥表示：很可能是因為大烤箱使用的人數過多、使用頻率過

高，造成大烤箱沒有時間得以休息、維護。 

組長回應：我們另外有一個建議，每個星期規劃出一個時間，關閉簡易廚

房，讓清潔人員能夠做深度的清潔、整理、和設施設備的保養

與維護；在清潔養護這段期間，簡易廚房是不開放使用。我們

初步建議的清潔養護時間是在每個星期一的早上八點到下午

四點，不知道這個建議大家是否同意？以及這個時間大家是否

同意？ 

在場同學均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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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回應：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愛護這個廚房，使用完後人人都可以協助清

潔，公用電器也好好維護。如果大家使用完廚房的情形還是不

佳，我們可能還需要再延長清潔養護時間來將廚房做保養，當

然這對同學來說是不方便的，所以希望同學可以珍惜簡易廚房

的資源。 

在場同學均表示同意。 

 

 (四)冰箱使用 

輔導員林幼絲提問：有關冰箱的使用，不曉得目前冰箱的空間大家覺得是

否足夠？或是否有其他的建議？ 

學生提問：有關冰箱的問題，因為裡面過於擁擠，是否有考慮每個月清空

冰箱一次？ 

組長回應：為了考量大家共同使用的需求，以及各位同學的食物使用上的

衛生，我們希望在每個星期一作定期簡易廚房清潔及設施維護

的同時，亦對冰箱進行清理，因此希望同學放在冰箱內的東

西，應該都要貼上標籤，標明房號、學號、姓名及儲放的日期，

每種食物都設定可存放於冰箱一週，如果同學還希望繼續放，

請記得更新標籤。對於未標示或存放過期的東西，我們將會進

行處理。 

學生提問：建議應多增設一台冰箱，因為有些人使用冰箱，但並不是用來

儲放要烹煮的食物。 

組長回應：宿舍所設的冰箱為提供宿舍所有同學使用，我們的建議是只要

同學放在冰箱中的物品，註明清楚所有人及儲藏的時間即可，

對於同學儲物的用途並不加以限制。 

學生提問：冰箱太滿了，東西放在冰箱裡面很難找到。 

組長回應：所以我們希望冰箱內的物品都應該放進保鮮盒、貼上標籤（標

籤請同學自備），並且定期有人去檢查並清理過期、或沒有貼

標籤的物品，一方面可以確保大家飲食的安全，一方面也避免

冰箱有所異味。我們也建議是否規範每個人最多可使用冰箱的

空間容量，例如以保鮮盒的大小來規範之(設備師從冰箱拿出

三個大中小不同尺寸的保鮮盒，大家討論每個人所需之冰箱空

間容量)，我們的建議是屆時我們會放一個做為範例(sample)

的保鮮盒在冰箱內，告訴大家冰箱儲物的個人最大量為何。開

始實行之前兩個星期視為宣導期，不合格的物品放在冰箱最下

層，讓同學認領，保留期限為一週。宣導期過了以後，我們便

會將不合格之物品直接當作廢棄物處理掉。另外我們也考量多

增設一個冰箱以因應目前冰箱空間不敷使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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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同學均表示同意。 

 

(五)簡易廚房空間 

學生提問：簡易廚房的空間太小了。 

組長回應：此空間為過去所設置之簡易廚房空間，其空間之考量或許有所

不足。勝六舍預計在民國 103 年(即 2014 年)進行整修，屆時

將考量是否在三樓增設廚房空間，提供更多的廚房設施設備可

供同學使用。有關簡易廚房使用數量過多的問題，除了前面有

提過延長使用時間的方式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建議？ 

學生提問：廚房使用人數太多了，經常使用不到或無法使用。 

組長回應：那是否可以採用否分樓層管制使用的時間，或是分時段使用。 

在場同學均表示同意。 

 

組長回應：那住服組將對於全宿之同學進行廚房使用時間之調查，再作後

續政策的制定。我們將會在網路上進行此項調查，屆時請大家

至網路上回覆意見。 

學生提問：廚房內供放置物品的地方太少，大家亂放的結果使的廚房感覺

很雜亂，是否可以增設供大家放置物品的設施，例如是箱子或

櫃子，也可使廚房更為整齊清潔美觀。 

組長回應：由於廚房空間有限，目前也已經增加櫥櫃，但因為許多人將餐

具放置於公用櫥櫃裡，導致很多電器沒有位置可收納，只好擺

在流裡台和桌面，但這樣不僅廚房雜亂，同學也沒有辦法切菜

與料理。建議同學可以將電器物品放置於櫥櫃內，其他烹飪用

具（如碗盤、調味品、刀子湯匙等）有需要使用廚房時再帶到

廚房，使用完畢後即帶回寢室。另外放置在廚房的物品（含電

器），請同學務必貼上標籤（標籤請同學自備），標明房號、學

號、姓名。 

學生提問：可是這樣烹飪上豈不是不方便？ 

同學補充：如果大家的烹飪用具放置在櫥櫃，一定會有人沒有櫥櫃可放，

只好把電器等烹飪用品佔用在流裡台和桌面位置。 

組長回應：雖然對於個人來說，攜帶個人烹飪用具是較不方便的事，但對

於大部分的同學來說卻是相對方便的。所以為達到最大的公共

使用利益，我們還是建議各位同學將各人除了烹飪電器以外的

物品放置在自己的寢室。 

在場同學均表示同意。 

 

組長補充：希望在公告後兩週內，各位同學都可將各人除了烹飪電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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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都回寢室。在期限到時，我們會將無人認領的物品統一

放置在一處。 

在場同學均表示同意。 

 

 

參、 結論 

(一) 勝六舍簡易廚房開放使用的時間，由原本的 7:00-22:00，改成

6:00-22:00。 

(二) 每個星期一 8:00-16:00為簡易廚房清潔、設施設備維護保養的時間，同

時並會進行冰箱儲放物品之檢查。此段時間簡易廚房將不開放。 

(三) 簡易廚房將增設一個冰箱。 

(四) 同學放在冰箱內的食物都應該放進保鮮盒、貼上標籤（標籤請同學自

備），標明房號、學號、姓名及儲放的日期，每種食物都設定可存放於冰

箱一週，如果同學還希望繼續放，請記得更新標籤。對於未標示或存放

過期的東西，我們將會直接當作廢棄物處理掉。（宣導期為 2週，這兩週

未依規定放置之食物將放置於最下層一週，請同學自行認領，若過期仍

然當作廢棄物處理掉。 

(五) 住服組將設置冰箱使用的規範（包含每個人可使用冰箱之空間大小、儲

物的標示等)。公告後兩周內會將冰箱內不合規定的物品放置冰箱最下層

供同學認領，期間過後不合格之物品將由管理員直接處置，不另行通知。 

(六) 簡易廚房內除烹飪電器用品及冰箱內食材外，其餘私人烹煮相關的物品

（如碗盤、刀具、調味料等）都應放置在各人的寢室。公告後兩周內由

各人領回，期間過後會將相關私人的物品統一放置在一處由同學自行領

回。 

(七) 放置在廚房的物品（含電器），請同學務必貼上標籤（標籤請同學自備），

標明房號、學號、姓名。 

(八) 廚房內的插座禁止使用延長線或多孔插座。第一次發現同學使用，將記

違規記點 4 點，插座將交由住服組直接丟棄，如再次使用延長線或多孔

插座則直接記十點退宿。 

(九) 廚房嚴禁以油炸或煎、炒的方式烹煮食物。 

(十) 禁止在廚房以外的地方烹煮，簡易廚房不允許。 

 

 

肆、 會後同學之書面反應意見，如附件一。 

伍、 散會  五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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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勝六舍簡易廚房使用說明   學生意見(會後書面意見) 

寢室 

Room No. 

學號 

Student ID No. 

姓名 

Name 

建議 

Suggestions 

302 R48957083 阿里 

Operate kitchenette earlier, start 

from 6:00 

Allow us to use pan. 

302 N38987034 陳登純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a plan to 

build a building as a kitchenette to 

fit current demand. Because your 

school will have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11 N36987232 衛邢安 

Stop contact i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name tag to put 

name in food container in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7 days 

maximum in refrigerator. 

311 N86997075 羅元逸 

Control the refrigerator, because a 

lot of food is expired. 

The kitchen is dirty, maybe can 

everyday is cleaning. 

307 N38947018 柏得 

Need more equipment. 

We spend long time for Cooking, 

so it was not 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