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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成 功 大 學 1 0 8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學 生 宿 舍 服 務 暨 輔 導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 時間：108 年 11 月 4 日（一）上午十時 

◎ 地點：雲平大樓第六會議室 

◎ 主席：張副校長俊彥（洪學生事務長敬富代）                       紀錄：劉沛翰 

◎ 應出列席人員 26 人 

當然委員—洪學生事務長敬富、姚總務長昭智（郭百菘先生代）、呂主任兆祥、楊主任

明宗（王組長俐尹代） 

教師委員—機械系屈副教授子正、生命科學學系彭助理教授怡禎 

學生委員—宿委會孫主任委員俊宏、林副主任委員佳儀、柯副主任委員灃隆、系聯會張

會長硯涵（黃懷宇同學代） 

列席人員—住服組臧組長台安、林宥萱、吳仁琥、許綿分、鄭登彰、黃郁芳、林筱萱、

董雨昇、劉沛翰 

請假人員—張副校長俊彥、姚總務長昭智、化學系林教授弘萍、宿委會莊副主任委員芯

瑜、學生會蔡會長一愷、李羽珊、王淑娟、林幼絲 

壹、 主席報告 

洪學生事務長敬富：因張副校長今日北上參加會議，故臨行前囑咐我代為主持本會

議。感謝各位委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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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 

肆、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勝利三舍進行整修，住宿費調整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一、勝三舍寢室內部狹長，目前是三人房因此房間走道非常狹窄，規劃將寢室由

3 人改為 2 人，以增加個人可用的空間，預計會減少 107 床，減少的部分由整

修後的勝四舍改為女宿來減少空缺，因勝四舍已在 108 年 8 月完工，本次整

建完成後，勝三舍將成為大學部唯一的雙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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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工程費用共需約 3,500 萬元，擬調整住宿費每學期較原先增加 8,178 元

（總經費約 3,500 萬元/10 年/2 學期/全棟 214 床=約 8,178 元/學期）、寒假增

加 1,817 元、暑假增加 3,634 元。 

三、本次整修計畫預計時程為 109 年 7 月開始動工；本次工程的範圍包含寢室、

公共浴廁、頂樓防水以及部分熱水設施，浴廁部分包含所有設施以及供排水

管線汙水處理設施。 

舍別 

收費 
宿舍網路服務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供， 
每學期收費 NT$200，已含在住宿費中。 

規格 備註 

學期 新生 
上學期 寒假 暑假 

 註 1: 冷氣電費另收。 
 註 2: 申請使用小冰箱，電費另收。 
 註 3: 所有住宿新生入學第 1 年度上學期須提前一週進住，住宿費以 19 週計算。 

勝三舍 
（大學部女生） 

NT$6,000 

（註 1） 

NT$6,322 

（註 1 註 3） 

NT$1,160 

（註 1） 

NT$2,320 

（註 1） 
2 人 
雅房 

現行之住宿費 

NT$14,178 

（註 1） 

NT$14,500 

（註 1、註 3） 

NT$2,977 

（註 1） 

NT$5,954 

（註 1） 
整修啟用後之住宿費 

擬辦：決議通過後，於 109 年公告實施。 

討論： 

洪學生事務長敬富：本次勝三舍整修除房間、公共浴廁等，另增加一樓特色討論空

間，因近年來人工、材料費用不斷調漲，本次整修經費預估約 3,500 萬元，故需進行

住宿費之調整，相關費用也已列入表格內，請各位委員參考。表決通過後，勝三舍最

快明年七月起即可動工，工程期間約半年，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即可提供同學住宿。

本案已於日前經宿委會表決通過，續送本會討論。在場各位委員是否有其他問題？

若無，我們就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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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冷氣電力之

收費調整標準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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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為 2.56 元，

較 106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2.52 元，增加 0.04 元。 

三、本校學生宿舍108學年度第2學期（109.2.1）至 109學年度第1學期（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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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2.1）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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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2.56（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02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3.52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96） 

適用對象 光復一舍、勝利九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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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元/
度） 

2.12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2.12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0.44） 

2.56（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3.02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註 1：每度 2.56 元係依本校 107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9）年度起如因上一（108）年度的平

均單價高或低於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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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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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決議通過後，於 109 年 2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 

討論： 

洪學生事務長敬富：本提案為年度例行電費調整討論案，原本都於每學年下學期討

論，但因同學反映這樣子會有費用回溯的問題，故調整為上學期即進行檢討與調整，

如此明年二月即可適用。 

住服組吳仁琥：本電費平均單價對應本校電費基本電費平均數值，每年進行調整，

並分為四個級距。另光一舍與勝九舍因寢室採整寢電錶，不若其他宿舍空調採獨立

電錶計價，故計算方式與其他宿舍有所不同。 

洪學生事務長敬富：各位委員可以參考表格，與上一年度相比，有些級距的單價是

調降，有些級距單價是調漲。本案已於日前經宿委會表決通過，續送本會討論。在場

各位委員是否有其他問題？若無，我們就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9 年 2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  會 

適用對象 全部學生宿舍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元/度） 2.56（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3.52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2.56 元係依本校 107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9）年度起如因上一（108）年度的平

均單價高或低於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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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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107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討論提案 承辦單位 執 行 情 形 列管情形 

案一：本組擬調漲學生宿舍住宿費，詳

如說明，提請討論。 住服組 照案通過，於次一學年度公告

實施（109 學年度）。 

建議 
解除列管 

案二：配合學生宿舍勝利四舍進行浴

廁及簡易廚房整修住宿費調整案 
住服組 

照案通過，於 108 上學期公告

實施。 
建議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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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108/4—108/10） 
   住宿服務組 108/10 

一、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一） 7/9 進行勝利三舍整建設計監造勞務評選，由聯合打開建築師事務所獲選，已

於同年度 10 月中旬提出細部設計，109 年 7 月開始動工。 

（二） 8/13 光復三舍一樓公共區域及入口意象整建竣工。 

（三） 8/20 勝四舍屋頂及浴室廁所整建竣工。 

（四） 東寧宿舍第一期興建已啟動，9/19 完成設計監造勞務評選，9/30 完成設計監造

勞務議約，同時開始例行性會議進行討論；行政流程部份正進行債務自償計畫

報請財政部國庫署的公債委員會審議中，以完成初審的回覆以及修正，預計在

11/12 要前往財政部簡報。 

二、「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一） 訓練活動： 

宿委會於 9 月 28 日舉辦「宿舍自治幹部訓練」，共計 44 名宿舍幹部參與。

活動當日早上請組長及資深宿舍幹部做經驗分享，輔以團體競賽，讓參與的

宿舍幹部在輕鬆的遊戲中瞭解宿舍事務。下午將宿委及舍樓長分開訓練，宿

委們在輔導員帶領下認識彼此、了解彼此的動機及目標、進行會內的分組後，

隨即召開第一次宿委大會；舍樓長們則實施消防演練、CPR 及 AED 的認識及

訓練，所有宿舍幹部均獲益良多。 

（二） 文康活動： 

1. 光一舍於 4 月 17 日舉辦宿舍盃「第四屆不開火料理大賽」。本屆宿舍不開火

料理比賽比照第三屆，加入主題限定的元素，本屆為超商限定，意即只能從

超商取得食材，增添了料理及採購的難度。本屆共有 10 組選手共 20 人報名，

在 15 分鐘製作料理的過程中，評審針對料理或製作技巧提出問題，由選手機

智回答，過程相當逗趣。最後選出了最具有特色、最美味、最符合宿舍不開火

料理精神的 3 組選手為本屆宿舍不開火料理的前三名。每位選手均可獲得紀

念品乙個及全聯禮券。 

2. 為了增進新生對住宿環境的了解，勝六舍規劃 108-1「宿舍生活智慧王」活動，

以輕鬆活潑的方式學習與融入宿舍生活。以機智問答遊戲方式，透過讓宿舍

居民回答關於勝六舍相關知識，增進新生對住宿環境的了解，以輕鬆活潑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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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學習與融入宿舍生活。尤其外籍新生初來乍到，可能對於宿舍有很多疑

問，都可以在此時尋求服務人員的協助。本活動約有 130 人參加，活動順利

圓滿完成。 

3. 勝利宿舍區 5 月 14 日、5 月 16 日辦理「2019 宿舍生活學習-編織蠟繩鑰匙圈

DIY 工作坊」，以蠟繩為主要材料，透過四股編的方式和顏色的搭配，編織

出一條屬於自己有個性的鑰匙圈，並藉由此工作坊辦理增進宿舍居民彼此間

的情感交流與認同感。 

4. 勝八、九舍 5 月 27 日辦理「2019 二手市集拍賣會」活動，藉由此二手市集

拍賣活動，於畢業季及期末離宿前，讓居民整理出自己不需要的物品，並讓

物品找到新主人。不僅能減少垃圾量、減輕行李搬運的負擔，也可以有額外

的收入。藉拍賣活動亦能促進居民的感情、又促進物品流通，也可作為宿舍

清潔周之後續延伸活動。此外，也能讓居民能夠親自和客人面對面買賣，體

會當老闆的樂趣。 

5. 敬一舍 5 月 3 日於 2F 會議室大廳舉辦「與花有約」，邀請的講師為國際花藝

教育研究文教基金會會長。當天活動分為 2 場次，每場次 25 人。透過雙手的

溫度，製作最精緻、最優雅、最夢幻的手掌花，並提醒居民在忙碌的課業之

餘，也要記得向母親說一聲「謝謝」，倡導孝心感恩。本次活動共 50 人次參

與，活動圓滿結束。 

 

（三） 演講活動： 

1. 4 月 25 日於敬一舍 2F 會議室大廳舉辦「大人開講-未來職場健心術」演講活

動。本次邀請到擁有超過 100 場講座＆工作坊經驗的講師侯智薰先生蒞臨。

這次的講座講者使用網路即時性提問問題並回覆學生來進行講座，與學生互

動模式更為良好。此講座不只有求職分享，更是認識自己的一堂課。唯有足

夠了解自己，才能得人信任，讓公司想與你共事。本次活動共 84 人次參與，

活動圓滿結束。 

2. 5 月 30 日於於敬一舍 2F 會議室大廳舉辦「相信自己，勇敢追求」演講活動。

本次邀請楊世豪先生蒞臨演講，楊世豪先生於 2 月份《亞洲達人秀》（Asia's 

Got Talents）的大環表演讓全世界都認識他來自台灣，3 月為遠見雜誌專訪人

物。除了分享自身經歷，最後表演七分鐘前，鼓勵每位學生能保有童真，想要

表演的好，就要享受當下，這不僅僅是針對表演者，同時也包含每一個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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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生就是一場表演，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要享受當下。成功是失敗累積出來

的，而誰能跟失敗相處的最好，誰就愈能坦然面對自己。本次活動共 65 人次

參與，活動圓滿結束。 

（四） 公益活動：住服組於 5 月 21 日舉辦「捐輸幸福」捐血活動，與台南捐血中心

合作，共請三台捐血大車至勝利四舍前服務及支援。本活動為宣導捐血對大學

生身體、心理以及社會層面的好處，增強對從事捐血的正向態度，並讓學生清

楚從事捐血的過程。於住服組臧組長帶領下共有 170 人參與、捐出 207 袋熱

血。活動圓滿順利。 

（五） 節慶活動： 

敬三舍 5 月 8 日於一樓大廳舉辦視訊獻殷勤活動。為慶祝母親節並表達抒發對

家人的思念之情, 且結合日本時下流行的抽籤方式，鼓勵居民踴躍參加母親節

活動。遊戲名稱【一番賞】，透過抽取籤紙兌換獎品的方式，增加童趣及兒時

的回憶。居民需完成與母親的視訊或電話告白(3~5mins)，視訊傳情結束後可參

加遊戲。參加者為外籍生居多，除了外籍生覺得此活動有趣且富含意義外，在

於外籍生較台灣學生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此活動共 36 人參加，雖人數不

多，但精緻溫馨。 

三、健康促進 
（一）學生體能： 

1. 勝利舍區為了提升居民對於健康的意識，各棟宿舍聯合舉辦「2019 勝利

舍區減脂大作戰」的活動，透過居民間的相互砥礪而將健康減脂成為實

際可達成的目標。首先參賽者需參加健康減脂的講座，學習透過正確有

效的方法，擁有健康之身體。參賽者需於指定期間至住服組測量體脂率，

藉由每月秤量體重及體脂督促參與者積極減脂。本活動共計 69 位同學參

加，42 位同學全程完成本活動。其中 19 位同學成功減脂≧1%，並各獲

得 1 點優良記點，前 5 名另獲得額外獎勵。 

2. 勝一、二、三舍於 5 月 15 日舉辦寶寶爬行大賽活動，有趣的活動名稱底

下是宿舍知識闖關賽，讓同學在放鬆玩樂同時，也能複習宿舍相關規定

及與住宿生交流。 

3. 宿委會由住服組協助於 5 月 18 日舉辦「極宿領域路跑」活動，活動約 80

人參加，住宿生參與熱烈。早上頂著熱情的陽光，各住宿生在路跑同時

參與宿委會設計的卡牌遊戲，增添趣味更可認識宿舍鄰居，活動圓滿。 

4. 光二舍於 5 月 25 日舉辦「2019 成大宿舍盃桌球比賽」，本次比賽規模擴

大至全校宿舍居民（含太子學舍），並因應參賽人數，地點移至本校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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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體育新館三樓桌球中心。本次賽制分為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

雙打及女子雙打四組，合計超過百位宿舍居民選手熱情參與，活動圓滿

結束，各組之前三名另有機會代表本校宿舍參加台灣大學所舉辦的太子

宿舍盃校際友誼桌球賽。 

5. 勝八、九舍於 5 月 25 日辦理「2019 勝利舍區粽夏路跑」活動，藉由此

活動，喚起大家願意運動的心，大家一起跑步，增進感情，對勝利宿舍有

認同感，也讓身體更加健康與放鬆。 

（二）健康飲食： 
勝六舍簡易廚房配合整修工程一併翻修，為慶賀勝六舍簡易廚房的正式啟用，

特於 108 年 4 月 25 日舉辦了廚房的揭牌儀式國際烹飪比賽，邀請了蘇慧貞校

長、洪敬富學生事務長、臧台安組長以及宿委會莊芯瑜主委擔任與會貴賓，並

邀請各國學生會派出代表參加烹飪比賽，一展廚藝。參賽的主廚及助手們也都

盡全力滿足全場所有人的味蕾，讓在場來賓大飽口福，活動接近尾聲時，同學

們在品嚐完畢後踴躍進行投票。本次活動將近 150 位的同學們參與試吃各國特

色美饌佳餚，並投票選出前三名（前三名分別為印尼學生會、泰國學生會、穆

斯林學生會），本次活動人數踴躍，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四、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一） 餐廳行政業務： 

配合無現金大學生活，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2 月期間，輔導 2 家學生宿舍餐

廳業者（光復及敬業）餐廳，研議行動支付設備建置事宜，並於 108 年 3 月

起上線服務，提供本校師生多元的支付管道。 

（二） 強化宿舍服務 

1. 宿委會於 4 月及 5 月間舉辦宿舍自治委員選舉及補選線上投票，共選出 16 名

同學，擔任 108 學年度宿舍自治委員。 

2. 宿委會 4 月 13 日前往中山大學進行校外參訪與交流，因中山大學的公共空

間規劃完善，如：雨樹藝文空間(團體諮商室)，提供學生可以在宿舍裡進行團

體討論，而因為本校的宿舍空間規劃尚未發展完全，宿委會希望藉此向中山

大學宿舍學習，希望可以將成大宿舍的公共空間做一個最完善的規劃，並且

有特別的設計感而使學生可以感受到宿舍的溫暖。另外一個參觀重點為宿委

會，中山大學的宿委會所經營的粉專成效良好，本校宿委會希望可以向中山

大學學習宿委會的一些制度，互相交流，希望可以讓藉由互相學習而讓成大

宿委會越來越好。 

3. 108 年度暑假營隊：共 15 個學生團體及 5 個行政單位提出住宿申請，提供

1,919 人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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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9 年度寒假營隊： 9 月 21 日於住服組網頁公告床位借用辦理時程及申請

相關事宜，因應農曆年節，預計 109 年 1 月 16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22 日及

109 年 2 月 3 日起至 109 年 2 月 6 日開放住宿。 

（三）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1. 完成開發項目： 

（1） Bug: 系統多項 bug 修正。 
（2） 住宿 E 網入口，契約書更新。 
（3） 住宿 E 網入口，學生宿舍服務幹部電費帳單上傳，多項更新。 
（4） 住宿 E 網入口，新增使用說明：契約書簽署、床位抽籤申請、床位選

填、線上住宿資料卡使用手冊。 
（5） 住宿 E 網入口，優良記點與加權值兌換表。 
（6） 住宿 E 網入口，線上住宿資料卡。 
（7） 住宿 E 網入口，住宿資料卡查詢。 
（8） 床位系統，住宿資料卡管理、保全、學生幹部名單管理、保全及學生幹

部使用紀錄查詢。 
（9） 床位系統，改用 OAuth 驗證，解決處本部、軍訓室帳號無法登入問題。 

2. 開發中項目： 
（1） 床位系統，宿舍線上報修。 
（2）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住宿生離宿電費檔案上傳。 
（3） 床位系統，床位選填後的線上指定換宿申請。 
（4） 住宿 E 網入口，各項『床位申請』，增加放棄登記的選項。 

3. 待開發項目： 
（1） 床位系統，門禁卡系統控制（臨時卡須對應學生，學生證直接使用學號），

結合入住時間、離宿時間的設置。 
（2） 床位系統，住宿生資料，配合門禁卡控制，增加入住時間及離宿時間設

置。 
（3） 離宿管理系統重新整理修改。 
（4） 學生住宿歷年紀錄查詢系統。宿舍場地出借系統。線上學生報告書系統。 

4. 其他完成： 
（1） 空床位補宿申請 測試&開放。 
（2） 補宿床位選填 測試&開放。 
（3） 暑假住宿申請 測試&開放。 
（4） 研究所床位抽籤 測試&開放。 
（5） 宿委補選。 
（6） 博士班床位抽籤 測試&開放。 
（7） 空床位補宿申請 測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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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補宿床位選填 測試&開放。 
（9） 離宿電費問題處理。 
（10） 108 學年度住宿新生教育訓練支援。 
（11） 大學部新生床位抽籤及床位安排。 
（12） 住宿 E 網入口，線上住宿資料卡 測試&上線。 
（13） 大學部新生床位抽籤 測試&開放。 
（14） 研究生電話補宿。 
（15） 大學部補宿床位選填 測試&開放。 
（16） 8-9 月空床位補宿 測試&開放。 
（17） 提前進住申請 測試&開放。 
（18） 製作『宿舍登革熱-學生量體溫紀錄』網站 上線&測試。 
（19） 網路申辦服務績效報表。 
（20） 住宿服務組網站資料維護。 
（21） 床位系統程式碼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