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生與學務長有約」會議紀錄
活動時間：10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晚上 18 時 00 分
活動地點：雲平樓 F12 教室
會議主席：謝學務長禮丞
出席人員：本校住宿生/本校學生
列席人員：楊組長竣貴、蕭斐如輔導員、謝育璐行政組員、劉珮儀行政辦
事員、王竫濂行政辦事員、李盈君行政辦事員
記錄：劉珮儀行政辦事員
一、主席致詞(略)
二、住輔組報告
編號
1

108 學年第二學期學務長與住宿生有約
提問
男女宿寢室開放冰箱設置

辦理進度情形
目前宿舍於各棟提供共用冰箱，並請機電顧
問公司評估男女宿寢室用電情形及宿舍整體
供電系統是否能負荷寢室增設冰箱，若評估
可行，將開放同學自備(無冷媒型)小型冰
箱。

2

男宿腳踏車區設置監視器

目前已與監視器廠商多次進行場勘、討論設
置位置及機型，於 109.09 取得第一次報
價，109.10 再與監視器廠商場勘、規劃調整
新設監視器位置，將針對各棟間停車區新增
1-2 支監視器。預計編列於 110 年預算工作
項目內，屆時視經費額度及優先順序之審核
結果辦理。

3

男宿新增腳踏車位

109 年暑假已完成仁齋北側步道磚整平工
程，並將臨停車區空間全數擴增為宿舍腳踏
車停放範圍，減少宿舍區域停車位供不應求
的問題。

4

男宿浴室、廁所隔板加高或落地工程， 目前已與多家廠商現場勘察，但因各棟原有
1

防止偷拍事件

板材用色、尺寸皆不同，目前仍在尋求適
當、穩固且統一的材質，近期會請廠商依不
同材質施做示範間，待確定材質後，浴廁隔
板整體改善工程計畫編列於明年預算工作項
目內，並視經費額度及優先順序之審核結果
辦理。

5

男宿廁所增加座式馬桶工程

預計於信齋整修案當中提高坐式馬桶比例。

6

男宿信齋整修工程

尚待送教育部審核申請補助。

7

男女宿舊生抽籤系統全面更新

1、為更符合同學抽籤需求，舊生抽籤系統
改寫目前業已討論進行規劃，並提供給計中
做為系統修正，未來提供更彈性選擇方式以
符合同學期待。
3、預計於 110-111 學年度正式上線。

三、提問與回應
(一)書面提問
編
號

提問
學生

提問

回應

想提問宿舍的「樓長」一職，是如何 本校學生宿舍服務委員(樓長)之選拔，約每年
三~四月時告遴選資訊及所需員額(詳情請參閱
水保系 選拔的😆
01 林同學
依本校學生宿舍服務委員會委員遴選與考核
辦法)，歡迎有志一同、服務熱忱同學踴躍報名。
信齋是否明年更新
整修經費目前正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中，實際
整修進度視教育部審核進程配合辦理，將盡量
規劃能於 110 年暑假進行整修。
樓長職務，工作內容
本校學生宿舍服務委員(樓長)其工作內容有：
生科系
協助學校進行宿舍內部管理、協助及策劃宿舍
02 陳同學
活動之辦理…等多項服務內容(詳情請參閱本
校學生宿舍服務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五條、第六
修之相關規定)，歡迎有志一同、服務熱忱同學
踴躍報名。
108-2 學期因 COVID-19 影響怡軒規劃為檢疫
財金系
可以開女宿誠軒旁大門嗎
宿舍，因檢疫宿舍的規範並考量住宿生進出女
蘇同學
03
宿之觀感，該學期才改從誠軒旁舊傳達室進
動科系 請問誠軒旁邊白色的門可以開嗎 若
出，並關閉怡軒傳達室(僅供防疫人員進出)。
周同學 是因為疫情關係未開放 不會因為關
2

了門就防疫確實了吧 謝謝回答

考量宿舍安全問題及人力配置，女宿僅供單一
出入口進出宿舍，並請同學出入時隨時關門。

目前女宿的車位是採一人一車證制，女生宿舍車位問題回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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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是因為車位不足才採用這種方 一、男女生宿舍機踏車位為考量住宿同學上下
式，但經過我從開學到現在的觀察發
課使用交通工具的便利性，宿舍無償性提
現，到了晚上（十點後）仍然有許多
供停車位供同學使用，車輛保管由同學自
車位是無人停放的。這麼多的車位在
行負責。
沒有申請到車證的同學眼裡卻不能
停放我認為非常不合理。且在同學間 二、往年宿舍車位申請需求人數皆小於宿舍提
外文系
也有耳聞有人沒有腳踏車卻還是申
供之車位，故有申請者皆能享有宿舍車
潘同學
請車證。服中方面提出問題的解決方
位，並非同學所認知「先回來先停車，只
法是將腳踏車放在校園內，但如果我
要有車就能申請車證」的觀念。
的腳踏車停在校園內被偷走了呢？
且如果我將腳踏車停在校園內我是 三、因女宿誠軒於 108 年起正式啟用，住宿人
不是直接走路上學就好了呢？希望
口增加近千人，車位需求必然增加，但由
學校可以針對我的問題提出解決方
於女宿停車空間有限，且腹地狹小，又必
法，謝謝。
我想請問有關車證的問題，為何住宿生
住在宿舍卻沒有位子可以停？從服務中

須考量消防逃生動線，故僅能於有限的空
間規劃機踏車停車格，必定無法全面滿足
住宿生停放。

心的說法得知今年才有車子大於可提供
車證的問題，所以進行了隨機抽籤的方 四、宿舍車位申請皆開放給「有需求之住宿生」
式，導致有許多住宿生抽了兩次還沒抽
到，甚至建議同學可以把車子停在校內，
我想請問那住宿生的權益何在？為何我
們住宿舍，繳很多的宿舍費，卻連最基
本的停車位也沒有，那請問我們宿費的
用途為何？而這個抽籤計畫也是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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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施，請問有考量過會有多少住宿生
行銷系
沒有位子停嗎？而不是在住宿生為了遵
翁同學
守規矩停在宿舍外圍後，又表明宿舍外

申請，並無限制同學目前沒有車輛者不能
申請，經統計 109 學年度申請車位需求人
數已大於宿舍提供之車位數(機車提供車
位 280 格，申請人數 319 人；腳踏車提供
車架量 1040 個，申請人數 1380 人)，故
僅能以抽籤方式處理，以示公平，並於兩
輪機踏車申請時已將車證全數發放完畢。
(並於申請公告內有說明可能採用抽籤方
式，而非突然實施。)

圍不能停，請問不能停的原因為何？設

五、女生宿舍外圍區(即國光路路口進來至女
宿傳達室外)為教職員及學人宿舍區域其
況且幾乎每晚晚上十一、二點觀察宿舍
停車空間為總務處資產經營組管轄，並非
腳踏車位和機車位都還有大量的空位可
計外圍停車位的用義為何？

以停車，詢問服務中心後，他們表示有
些有車證的人不一定會停，請問這樣對
真正有車想要停的人不是很公平嗎？另
外，誠軒地下室的機車位常常到很晚的
時候還是很多空位，甚至有無謂的腳踏
車架在地下室，以地下室的斜度來說，
3

住宿輔導組女生宿舍權管範圍內，因自開
學以來資產組已接獲多數教職員工反映
女宿住宿生將車輛停放於其空間，嚴重影
響其停車權益及出入動線，故多次協商後
決議女宿僅負責協助貼違規單於腳踏車
有女宿往年車證者，並協助於宿舍公佈欄

根本沒有人會停地下室，請問若把那腳

上宣導同學勿長期佔用。

踏車架拿到一樓去，除了可以讓更多機
車停之外，一樓也可以有更多車架可以 六、 宿舍目前正逐步規劃新增可停放車位的
停腳踏車，不是嗎？
所以想請問學校，是否可以考量新增腳
踏車架與劃分多一點的機車位，或是回

空間，並由營繕組開始進行招標程序，希
望在有限的宿舍空間內，盡可能增加機踏
車位。

到原先的機制，就是先回來先停車，只
要有車就能申請車證的規定，否則，這 七、有關同學反應黏貼單難處理的問題，未來
個問題不解決，未來只會有越來越多住

將會考慮黏貼位置及處理方式。

宿生來反映、質疑車位的問題及宿費的

八、少數同學無車輛卻要申請宿舍車位，確實
是我們始料未及的，未來會再與服務委員
"我想請問學校會如何解決女宿腳踏
會研擬相關管理辦法，讓宿舍車位能充分
車位不夠的問題？
利用。
1.據我觀察女宿還有空間可以擺放
腳踏車架。
2.今年因為腳踏車位不夠，很多沒抽
運用。

到車證的學生，需要把腳踏車停在女
宿外面，而且在教職員那邊，學生的
腳踏車也不能隔夜停車。
外文系 3.服務中心建議沒有車證的學生，可
06
廖同學 以把車停在學校，但是學校靠近女宿
的地方除了沒有足夠的停車位外，也
有安全的疑慮，在晚上把車停在學
校，再走路回宿舍，相較於騎腳踏車
而言，更加危險。尤其像是最近長榮
大學發生的謀殺案，就是女學生一個
人在晚上走路回家時，遭到殺害。
希望學校可以盡快解決車位不足的
問題，謝謝！"
您好，我是本學期住宿生，關於宿舍
的腳踏車停車問題我有以下幾點疑
問：
一、之前都是有腳踏車、有空位就可
以停，但是這學期突然就改成了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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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
必須用抽的。我能明白改成這樣可能
洪同學
是因為住宿生們的腳踏車數遠超過
了宿舍的腳踏車停車車位。但是我實
在不理解的是，既然如此，為何我每
次晚上 9.10 點多回宿舍卻還看得到
「頗多」腳踏車車位呢？表示應該還
4

是有空位可以停吧！？身為住宿生
卻沒有停車位實在非常不合理，應該
想想如何解決我們這些沒位子停車
的人吧！！
二、我連續兩次都沒抽到車證所以沒
地方停車，因此目前我都停在女宿一
進來右轉的那排圍牆邊。停了好好的
一個多月，卻在前陣子被貼上「閒置
車輛請勿將腳踏車過夜停放於此佔
用校地」。首先，我每天都騎車出門
上課，我的腳踏車怎麼會是「閒置車
輛」呢？其次，如果那邊不是拿來停
車的不然那邊空地畫線是幹嘛的
呢？
三服務中心不斷貼公告宣導沒抽到
車證的同學將腳踏車停放至學校再
步行回宿舍，我實在不能接受。我們
牽腳踏車來不就是要節省從學校走
到學校上課地點的時間的嗎？腳踏
車就是用來取代步行的工具，若要我
們這樣豈不是白費我們帶腳踏車來
了？
四、麻煩服務中心能否以其他方式替
代在腳踏車上面貼任何「違停單」或
「佔用校地單」？每次貼到腳踏車椅
墊上留有一堆殘膠都清不掉，害我們
不好處理而且非常不美觀。
獸醫系 預計增設的停車位何時會完成？
彭同學

宿舍目前規畫可新增約 120 個停車架，新設之
車位處為：
一、樸軒近興大路一側，因樸軒外牆磁磚掉落，
有安全疑慮問題，已規劃相關工程，防止
磁磚掉落砸傷同學，預計於 110 學年度前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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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軒前行道路樹處，規劃將路面整平，增
加腳踏車位。
三、勤軒戶外地下室區，該區域因圍牆傾斜，
故於本年度未開放給住宿生使用，已規劃
將原有圍牆打除，重新砌一座圍牆，增加
車位。
5

上述二、三案工程，已於 109/05/15 送請核准，
並已由營繕組進行招標流程，預計於 110 學年
度前完工。
請問冰箱可以再增加一台嗎？
宿舍於每棟一樓增設公用冰箱提供住宿生使
整棟樓只有一台造成冰箱每次都擠 用，自開學迄今, 服務中心發現有許多同學不
爆了，謝謝！
愛惜宿舍資源，未依規定進行存放等，導致冰
09 柯同學
箱空間無法有效利用，及其他問題如髒亂、異
味惡臭問題發生，目前服務中心已在進行冰箱
使用宣導，針對未依規定存放之物品亦加強清
理,以維護住宿生共同使用空間之權益。
能否將女宿出入口，改回靠地下道、一、早期女宿出入口及傳達室為國光路口左側
臨國光路的那一側(先前防疫期間使
區，因 104 年興建誠軒大樓該入口為工地
用的出入口)？
區，該年也整合怡軒納入宿舍區域，故宿
原因：誠軒靠女宿服中側的電梯僅有
舍出入口及傳達室轉為從怡軒前入口進
一台，明明另一側同時有三台電梯，
出。
但因為與出入動線逆向，住宿生不可
能逆行特意去使用，致使每日服中側 二、108-2 學期因 COVID-19 影響怡軒規劃為檢
電梯壅塞；且個人認為如此龐大的使
疫宿舍，因檢疫宿舍的規範並考量住宿生
用量唯恐電梯難以負荷、影響學生安
進出女宿之觀感，該學期才改從誠軒旁舊
危！另一方面也讓另三台電梯使用
傳達室進出，並關閉怡軒傳達室(僅供防疫
成效不彰；同時讓人費解當初特意花
人員進出)。
錢修建國光路側的新出入口用意為
何(蓋完鎖著門不啟用...為免有些 三、因舊傳達室出入口進出宿舍道路狹窄，機
踏車與行人出入多方不便，容易造成擦撞，
圖資所 奢侈)。
10
石同學 結論，若更改出入口可以大幅改善誠
再者該區入口車輛無法進出，工程車輛及
軒服中側電梯之壅塞及安全問題，且
救援車輛必需從怡軒前入口進入，此外警
對除誠軒以外其他出入之動線影響
衛人員無法兼顧兩處出入口，因此女宿僅
不大(都是往國光路方向走)，又能善
供單一出入口進出宿舍。建議誠軒住宿同
加利用新建出入口，一舉多得，望校
學可多加利用國光路一側電梯，避免等候
方採納建議。
多時，也望同學見諒。
此外，希望女宿增設意見箱或類似這
次問卷的方式，方便蒐集住宿生意 四、本組於男女生宿舍皆有設立服務中心並有
見，不然有點不知能用什麼機制管道
行政人員派駐於男女宿，若同學有任何建
反饋住宿問題問題。
議事項，可至服務中心回饋住宿問題。若
同學不宜前來，各棟宿舍皆有張貼男女宿
服務中心、住輔組及學務處聯繫方式或同
學可上網搜尋「中興大學住宿輔導組」來
電(信)向我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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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所 一、想問分配房間前，可以考量問大 一、未來男女生宿舍住宿人口將持續增加，同
王同學
家是否愛吹冷氣，誠軒電費是共
學對於選擇室友的需求也逐漸增長，舊生
6

同分擔，怕和不愛吹冷氣同學一
起住
二、最近進出都要開關門，騎腳踏車

抽籤系統改寫目前業已討論進行規劃，並
提供給計中做為系統修正，未來提供更彈
性選擇方式以符合同學期待。

或摩托車同學開關門很不方便，
覺得有阿姨在守門口，可以阿姨 二、因宿舍安全問題及家長屢屢反映門口除警
下班之後再關大門嗎?
衛人員看管外也應全日保持關閉狀態，才
三、地下人行道只有一隻監視器，對
會將宿舍大門全日關閉。考量騎乘車輛同
著某個方向，可以再反方向加裝
學的方便性，與宿舍門口空間大小問題，
監視器，確保同學的安全嗎?
本組會著手規劃處理，改善同學進出宿舍
四、希望另一處白色大門可以開啟，
的方便性並同時確保宿舍安全。
誠軒 3 個電梯離那處大門較近，
進出較方便
三、地下人行道處非本組權管範圍，會將同學
的建議事項轉知總務處處理。
四、考量該出入口出去即為宿舍外圍區，同學
進出也無法確保每位同學皆能隨手關門，
若有可疑人士從此入內，恐有安全疑慮，
也因宿舍人力配置問題，目前僅能安排一
名人員看管單一入口，建議誠軒住宿同學
可多加利用國光路一側電梯，避免等候多
時，也望同學見諒。
一、宿舍門口進出現在皆強制關門，一、考量騎乘車輛同學的方便性，與宿舍門口
進出需嗶卡，騎乘機車時開關門
空間大小問題，本組會著手規劃處理，改
非常不便，且進出入口窄，是否
善同學進出宿舍的方便性並同時確保宿舍
有其他改善措施？
安全。
二、教師宿舍前停車場，先前有公告
不能停車，但後續未觀察到有效 二、教職員及學人宿舍區域停車場為總務處資
改善或因應措施，僅為公告而公
產經營組權管範圍，因自開學以來資產組
告之感
已接獲多數教職員工反映女宿住宿生將車
三、腳踏車逆向行駛之公文亦有同樣
輛停放於其空間，經住輔組與資產經營組
園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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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為進行有效改善
及環安中心協調，女生宿舍配合協助將貼
林同學
四、垃圾場垃圾是否能強制規定壓
有女宿車證且停放在教職停車場的車輛進
扁？因為當天垃圾爆炸而暫停
行貼單勸導，屢勸不聽者將進行集中上鎖
開放兩天非有效措施，兩天後開
處理，未貼有女宿車證者將由教職員宿舍
放因為先前累積不是還是爆炸
嗎

7

權責單位處理，請住宿生約束自身行為，
切勿因一己之私造成他人困擾，造成行政
管理的資源浪費。
三、學安室於早上及下午尖峰時段派員於國光
路口站崗監督，宿舍內除張貼公告也請服
委多加宣導，並請住宿生約束自身行為，

切勿因一己之私造成他人不便，也避免遭
受罰緩。
四、資收處理方式已於期初公告請同學確實務
必將資收物壓扁後丟棄，並有相關處罰方
式，平日清潔人員會協助將未壓扁的資收
物壓扁，晚間也會有服務學習的同學協助
幫忙處理，但因近期校園垃圾量激增，垃
圾車時常載滿，無法再至宿舍載運垃圾，
才有臨時性封閉資收場問題。
宿舍會再向清運公司詢問能否增加子母
空車及回收物網袋，降低臨時性封閉資收
場的頻率。

(二)會場意見交流
編
號

01

01

提問
學生

提問

回應

【住輔組】
男生宿舍提倡節能減碳，為使能源充分
利用，並撙節宿舍支出，故熱水供應系統(鍋
學務長 男宿熱水供應時間是否可以延長?不
爐)採各棟東、西兩側交互運轉，夜間熱水供
代問 要只到凌晨一點。
應時間分別為:東側晚上 7 點至早上 7 點、西
側下午 3 點至凌晨 1 點。敬請同學如遇該側
非熱水供應時間，可至另一側使用熱水。
一、希望移除宿舍內吸菸區，如此 【學務長】
一來學生得走出宿舍吸菸，亦可降 一、如同惠蓀堂為目前台中市最大的室內展演
低意願，並保護其他人吸乾淨空氣
場，許多校外大型活動都會租借惠蓀堂作
的權利！
為活動場地，如果沒有吸菸區的設置，造
成吸菸的需求沒有疏導，反而導致吸菸亂
二、加強監視丟垃圾地方丟的人有無
象的反效果。在非吸菸區抽菸者，無法由
確實分類，減少垃圾回收資源浪費，
校方人員開罰，仍需要通報衛生局派員開
加強宣導相關分類事項，訂定沒有做
罰，但過程緩不濟急。目前宿舍區域吸菸
農藝系 好分類的人的罰則(可訂在男宿規定
柯同學 中)。
區離宿舍區仍有一段距離，或許可以藉由
改善、美化吸菸區並確實與外界區隔，改
三、建議垃圾分類問題可設立匿名檢
善二手煙問題，也是對抽菸者權利的尊
舉制度，檢舉人可獲得獎金，違規者
重。或可透過學校護理師辦理減少吸菸之
開罰(罰則可訂定在男宿公約中！)。
宣導活動，完善教育機制。
二、宿舍人力有限無法像環安中心一樣派員監
督各處室資源回收狀況，但可辦理相關活
動、講座宣導正確的資源回收知識，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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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同儕的力量正向影響，降低資源回收
不善的問題。

02

企管系
汪同學

03

農藝碩班
黃同學

04

獸醫系
江同學

【住輔組】
男宿多為公共浴廁空間，如像女宿制定子
母車開放時間對同學有所限制，同學便會將目
標轉向公共浴廁空間的垃圾桶，甚至是馬桶，
造成垃圾亂象。平時已加強監督與宣導垃圾分
類觀念，並請清潔人員配合整理資源回收物，
落實分類作業。
男宿的公共空間(如：淋浴間、曬衣 【學務長】
場)時常會有遺落物(如襪子、貼身衣
公共空間並非同學個人的置物空間，建議
物)過了許久，仍無人領回，請問是 請清潔公司強制執行公共空間遺落物清理作
否能從住宿辦法明訂條文或另設公 業，應定時清理，避免佔用公共空間。可藉由
告，並請清潔人員一併集中於失物招 公告宣導，告知遺落物處理方法及集中放置地
領或丟棄?
點。
【住輔組】
針對公共空間遺落物，目前委由清潔公司
定期清理並集中放置在資源回收區，若於學期
末仍未領取將視同廢棄物丟棄。但執行過程中
接獲清潔人員反映，在清理已放多時的遺落物
時，同學看到會罵清潔人員不應該亂動他的東
西，造成清潔人員執行上的困難，無法盡快處
理公共空間遺落物的問題。未來會再與清潔公
司討論訂定清潔公共空間遺落物的週期並落
實。
法規多針對違規事實存在才進行罰則處
分，公共空間遺落物無法辨別失主，藉由法規
規範恐無太大效益，會藉由公告宣導的方式，
告知同學公共空間遺落物的處理方法，減少問
題產生。
一、男宿監視器更新的問題，可依重 【學務長】
點區域漸汰換監視器鏡頭。
可依據宿舍內監視器使用年限、經費及設
置位置輕重一併考量，做適當的汰換。
【住輔組】
本學期已針對監視器老舊、損壞問題進行
請點，目前已清點出 7 支監視器並進行採購作
業準備進行汰換，未來會持續針對監視系統進
行審視，適時汰換更新。
雖然經過反應吸菸區已從智信之間 【學務長】
移至信齋後方，但是在半夜仍然有人
宿舍現場管理人員有限恐無法 24 小時監
在智信之間抽菸，請問有辦法解決 控，建議藉由宣導的方式，改善違規同學之行
嗎?
為。
【住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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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獸醫系
彭同學

06

生科系
宋同學

宿舍服務中心會加強公告及廣播宣導，並
請服務委員加強宣導正確的吸菸區位置，並鼓
勵同學若有發現住宿生於非吸菸區位置抽菸
可逕行制止或拍照向服務中心舉發，以利後續
追蹤、輔導及記點勸導。
誠軒的排水孔設施是否會進行改善? 【住輔組】
誠軒排水設備為防蟲型排水孔，其功能會
減緩排水速度，加以若同學未定期清理累積毛
髮，會影響排水速度，如同學在清理落水孔上
層毛髮後仍有排水不暢之情形，可申請報修處
理。
一、腳踏車問題建議解決方案：
【住輔組】
1、因申請車證，而有車為閒置的
謝謝同學提出宿舍車位解決方案，也理解
可能，可以考慮以原本形式先回 宿舍為難之處，少數同學無車輛卻要申請宿舍
來先停，而有停車必要的同學 車位，確實是我們始料未及的，未來會再與服
(如服委或有受傷等)規畫特定 務委員會研擬相關管理辦法，讓宿舍車位能充
區域停放。
分利用。
沒停到的同學一樣自己出去找，
但就不會像現在，想停的人因無
車證永遠不能停，有車證卻閒置
諸多車位。
2、車位設編號，一車位配一車，
考慮閒置多久將釋出車位。
3、收費管理。
二、宿舍提供車位本是福利，跟在外
路邊停車一樣，本該自己負責，
希望住宿生可理性討論，並珍惜
此項福利。不然都別提供、開放，
即不會有公平性問題或付費使
用(冰箱問題亦如此！)

四、散會：2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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