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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記錄 

◎ 時間：103 年 03 月 27 日（四）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二會議室 
◎ 主席：蘇副校長慧貞                                   記錄：吳彥勳 
◎ 應出列席人員 25 人 

當然委員—蘇副校長慧貞、林學務長啓禎、黃總務長正亮（洪副總務長國郎

代理）、楊主任明宗（蔡專委素枝代理）、馮主任業達 
教師委員—中文系廖副教授玉如、物理系蔡教授錦俊、土木系賴教授啟銘 
學生委員—學生會代表洪國峰（未出席）、系聯會代表林大為、宿委會代表

鄭炎霖、陳芳瑩、陳建安 
列席人員—臧組長台安、盧永華（請假）、吳仁琥、鄭登彰、許綿分、林幼

絲、黃郁芳、林筱萱、郭念宜、田璧瑄、董雨昇、徐建汕 
 
壹、 主席報告 

林學務長啓禎： 
蘇副校長因高鐵延誤會較晚抵達，指示由本人暫代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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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參、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P.9-11) 
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起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止，冷氣電力之收費調整

標準詳如說明，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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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為 2.99元，較 101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2.82元，增加 0.17元。 

三、 本校學生宿舍 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2.1)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104.1.31)止

冷氣電力收費調整之詳細費率如附表一。 

四、 本案已於 103年 3月 6日提宿委會討論通過，擬提 103年 3月 27日學生宿舍服務

暨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於 103年 2月 1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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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2.1)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104.1.31)止 

適用對象：除光一舍勝九舍外之全部學生宿舍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擬辦：提案 103年 3 月 27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於 103年 2月 1日開

始實施。 
討論： 

林學務長啓禎： 
本案已於 103 年 3 月 6 日於宿委大會討論通過，請宿委會主委鄭炎霖報告

一下該次會議討論狀況。 

鄭主委炎霖： 
本案已於 3 月 6 日於宿委大會充分討論，討論過後均同意按建議辦理。 

林學務長啓禎： 
謝謝主委的說明，請各位委員參閱議案相關資料及附表，確認是否有任何

有疑慮或須補充修正之處。 
賴教授啟銘： 

附件一因與附件二適用對象不同，建議於附表中加註「適用對象」，另外

金額的部分也請註明單位，避免學生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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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元/度) 
2.5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99（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4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3.9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96) 
註 1：每度 2.99 元係依本校 102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3）年度起如因上一（102）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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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元/度) 2.99(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3.9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2.99 元係依本校 102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3）年度起如因上一（102）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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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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務長啓禎： 
謝謝賴教授的建議，為避免混淆，請住宿服務組於相關表格均加註「適用

對象」，並註明金額單位。 

林學務長啓禎： 
請問各位委員對本案是否還有任何疑問？若沒有則請主席裁示。 

蘇副校長： 
各位委員及學生代表既已充分討論過且無其他意見，本案通過。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並於 103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第二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已廢除光一舍、勝九舍電費之預繳金額並調降住宿費，攸關收費級距的問題，已通過

宿委會提出改善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光一舍及勝九舍之電費計算採整寢用電（含寢室用電及冷氣等），因此在住宿費中先

加收 500元之電費做為預繳。但於期中面臨住宿生離宿、換寢、補宿時，須將預繳電費按

週次比例進行計算，造成宿舍電費收費困擾及可能產生分配不均之情形；因此預繳電費的

計算方式於 102年 10月 3日(星期四)宿舍自治委員會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宿委大

會中決議廢除，並調降該宿舍之住宿費。 

二、因光一舍、勝九舍的電力計算方式仍包含整間寢室的用電，若應用一般宿舍分級的方式

收費，對居民較為不利。因此已於會議中討論通過，需要調整該兩棟宿舍的收費級距。 

三、預繳電費為 500元，若轉換電費度數約為 177度(以去年的平均單價計算)，相當於一個

區間的間隔，因此建議的分級收費區間請參考附表二，該方案已於 103年 3月 6日於宿

委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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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2.1)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104.1.31)止 

適用對象：光一舍勝九舍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擬辦：提案 103年 3 月 27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於 103年 2月 1日開

始實施。 

討論： 
蘇副校長： 

本案是否為前次會議相關議案之延續？是否有請教師代表參與宿委會本

案之討論？ 

臧組長台安： 
本次會議確實為前次會議之延續討論。另 3 月 6 日宿委大會討論本案時，

有邀請土木系賴教授及學生會權益部部長張書睿同學與會，賴教授也於會

中給予學生委員充分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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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元/度)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上表為光復一舍勝利九舍專用之分級收費區間表 
註 1：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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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元/度) 
2.5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5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99（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3.4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註 1：每度 2.99 元係依本校 102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3）年度起如因上一（102）年

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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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元/度)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上表為光復一舍勝利九舍專用之分級收費區間表 
註 1：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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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副校長： 
請賴教授說明一下該次會議討論之狀況。 

賴教授啟銘： 
在此向主席及各位委員報告參與該次會議之狀況。奉副校長指示於 3 月 6
日前往與會，並針對本案向宿委會及學務處住宿服務組提出幾點建議。當

時有請本案相關的兩棟宿舍學生幹部針對此案提出看法，並向學生委員說

明南部地區幾所大專院校宿舍用電收費標準之概況。對於學務處之建議為

注意相關公文書之撰寫，以及建議學務處針對宿舍用電相關數據的統計資

料加強與總務處合作；另外也建議學務處配合總務處營繕方面事務，加強

宿舍隔熱工程施作，以達節能之效。 
蘇副校長： 

感謝賴教授專業的建議，請洪副總務長針對相關建議說明。 
洪副總務長國郎： 

關於用電之相關數據因牽涉太過廣泛，統計起來十分複雜且困難，須花費

許多時間與人力成本。關於電費的部分，本校並未透過電費之收取，向同

學們收取任何額外之費用或用以營利，本校向同學們收取之電費標準相較

於其他大專院校也相對便宜許多。 
蘇副校長： 

本校的電費標準相較之下較低嗎？  
賴教授啟銘： 

確實較低，且低很多。 
洪副總務長國郎： 

電費之相關統計會因各不同時期而有所不同，且差距非常大大，且每一年

之數據也不盡相同，統計工作將非常艱困。考量現階段本校對學生收取之

電費已相對十分低廉，目前暫無任何更動計畫。 
蘇副校長： 

本案之前已於 3 月 6 日由宿委會討論通過，請當日與會的學生代表鄭主委

炎霖對本案稍作說明。 

鄭主委炎霖： 
本案於 3 月 6 日宿委會討論時，所有學生委員均已充分了解相關內容，且

對本案提出級距和收費標準均經表決通過，學生們也都可以接受此方案。

且依本人過去參訪東吳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之經驗，相較於東吳大學每度

電收費 6 元及台大的 7～8 元，本校目前每度電的收費標準的確是便宜許

多。關於級距的部分，此級距為 99 年宿委大會討論正式表決通過的結果

，宿委會目前尚無修改之計畫。 
蘇副校長： 

好。各位委員是否對本案還有任何疑問？ 
蘇副校長： 

對於本案學生代表認為學校與學生已經過十分充分之討論及溝通，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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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接受本案所提出之收費標準，各位委員也對本案沒有其他的疑問，

那本案就照案通過。另外本案因曾於 3 月 6 日的宿委大會討論過，該次會

議之討論內容及當時賴教授的建議對本案均有相當大的關連，所以請將該

宿委大會之會議紀錄納入本次會議紀錄的附件，以利往後針對相關議案的

討論。關於本次會議的記錄，請記錄人將討論重點詳細記錄於討論的部分

，附表不夠完善之處也將其補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並於 103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註：依主席指示，將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宿委大會會議紀錄列入本次會

議紀錄附件（附件三 P.12-16）。 

伍、自由發言暨意見交流 

蔡教授錦俊： 
關於勝利校區靠近東寧路的後門，該處ㄇ字型車擋處，時常有學生因貪圖

便利臨時停車而妨礙行人及腳踏車的出入，且未來該處將新建無障礙出入

通道，屆時可能會有同學貪圖自己方便從此處將機車騎入校園內。在此提

出呼籲希望學生發揮成大學生應有的道德良知，共同維護校園通行的順暢

與安全。 
蘇副校長： 

各位委員對於這個狀況是否瞭解？ 
臧組長台安： 

相關狀況本組及大部分學生均知悉。在此澄清該處設施為總務處事務組管

轄範圍，但因該處鄰近住宿服務組辦公室，本組人員除張貼告示外，也多

次與學生幹部前往勸導於該處臨停的車主。但許多學生因與他人或朋友相

約於該處，為貪圖自己幾分鐘等待的便利而對勸告充耳不聞，本組也曾建

議事務組評估於附近增設臨時停車處之可能性，盼能解決此類狀況。 
洪副總務長國郎： 

本校學生絕大多數均已成年，類似之狀況應透過加強宣導與呼籲，期盼學

生自主管理。相關狀況亦可透過駐警隊協助拍照或抄錄車牌，查詢車主後

請學務處透過獎懲程序辦理，但此種作法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及人力成本

，對學校和學生而言也不恰當。所以還是希望學校加強宣導與呼籲，讓本

校的每一階層、每一份子能發揮道德良知，共同維護及管理。 
蘇副校長： 

請與會的學生委員返回宿舍後勸告同學們注意相關狀況，呼籲同學們展現

本校學生應有的道德素養，共同維護學校的周邊環境出入。 
蔡教授錦俊： 

時常發現本校周邊時常有機車行駛於人行道的狀況，以及部分學校申請使

用學校場地辦活動時，出入之車輛時常佔用本校周邊人行道或部分不可停

放車輛之區域，影響他人用路之權益，也容易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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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副總務長國郎： 
類似之狀況可由學校通知警察單位進行取締，但還是希望本校加強宣導及

管理，避免類似情況造成危險。 
賴教授啟銘： 

往後學生辦理活動，可要求學生須提出完善之交通計畫。 
蘇副校長： 

謝謝蔡主任、洪副總及賴教授的建議。針對類似情形，請學務處課指組往

後須注意學生辦理活動時的場地規劃及交通計畫；如有類似的大型活動，

也請學務處課指組知會總務處協請派遣駐警機動協助。若情況必要，也請

駐警隊依流程通知警察單位協助。 

陸、臨時動議 

無 

柒、主席結論 

蘇副校長： 
安全至上。 

捌、散會（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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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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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舍、勝九舍住宿費內含電費

調整案。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另請宿委會就調整後電費收

費費率再行討論，確認方案後提下次會

議討論。 

住服組 
 

照案辦理，並自 103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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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102.10-103.03） 
   住宿服務組 10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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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光復二舍整修：光復二舍於 102 年 7-8 月期間進行 1-5 樓公共空間及寢室內部整

修，本整修工程於 102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完成驗收。 
(二) 勝利四舍整修：勝利四舍於102年7-8月期間進行外牆防水及寢室內部設備更新、

壁癌修繕工程。本整修工程於 102 年 12 月 04 日正式完成驗收。 
(三) 自動繳費機裝設：學生宿舍勝利、光復、敬業 3 大宿舍區已分別於光復操場旁、

敬三舍南棟、勝一舍外陸續完成自動繳費機裝設，便利住宿生繳交各項相關費用。 

「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一、宿舍舍區營造 

(一) 輔導宿委會於 102 年 11 月 14 日傍晚於住服組前廣場辦理“血而時捐之，不亦樂

乎”捐血週活動，鼓勵居民參加公益活動，也獲得勝利校區住宿學生廣大之迴響。

本次活動總計 250 人參與，在林啟禎學務長的帶領下共計有 171 人次完成捐血，

共計捐出 185 袋血，活動圓滿結束。 
(二) 102 年 11 月 23 日由住服組組長、輔導員與服務學習(三)授課教師朱朝煌老師帶

領服務學習(三)修課同學與宿舍自治委員至東吳大學參訪，藉由此參訪活動讓修課

同學思考他校宿舍的優點以增加靈感利於宿舍改造的方案提出，經由兩校的幹部

座談交流可了解彼此學生自治會的運作與管理方式。 
(三) 102 年 11 月 24 日辦理臺灣師範大學來校參訪接待。臺師大胡副學務長率該校住

宿輔導組師生 32 人蒞校參訪宿舍相關業務，由組長率住服組服務團隊共同接待，

並實地參訪敬一舍與敬三舍。台師大師生對本校宿舍環境及管理方式予以肯定，

本組同仁亦於座談中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分享。 
(四) 102 年 12 月 07 日，由住服組組長及本組服務團隊率學生宿舍自治委員及宿舍幹

部共 40 人至中山大學參訪，由中山大學學務處宿舍服務中心主任劉定一先生及學

生自治組織成員等共同接待。與會期間除瞭解該校宿舍行政相關業務運作與經驗

分享外，也實地參訪該校翠亨宿舍區。 
(五) 10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輔導宿委會配合各宿舍區冬至暨聖誕節慶祝活動辦

理暖暖包傳情，讓同學們可以透過寒冬送暖此一特別之活動對朋友表達關懷之意。

此次活動共計送出暖暖包 242 個，也獲得參與學生的一致好評。 
(六) 102 年 12 月 16 日於勝一二三舍的一樓大廳發放湯圓。本次分別準備了鹹、甜 2

種口味總計十大桶的湯圓與居民分享，讓居民一同感受宿舍的溫馨。勝一舍結合

聖誕樹佈置，提供小卡給居民領取填寫祝福的話並懸掛在樹上；勝二三舍則結合

聖誕卡片免費領取及冷氣費繳交活動，三棟宿舍本次總計超過四百人參加。 
(七) 102 年 12 月 16 日順利完成勝一舍“勝”誕節發放糖果及房門布置的活動，邀請居

民佈置寢室房門，再由幹部針對有佈置及優異的寢室發放糖果及獎勵，讓聖誕節

溫馨氣氛不只有在一樓大廳才能感受。本次活動共計逾二十間寢室居民參與。 
(八) 102 年 12 月 19 日辦理敬業舍區冬至活動，住宿敬三舍之本籍生及各國交換生、

短期交流生出席十分踴躍，學務處崔兆棠、李劍如兩位副學務長亦一同參加、共

襄盛舉。本次除發送冬至湯圓外，另放映電影「星塵傳奇」，電影開演前由綠腳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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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社團為居民做環保議題簡報，期待除了藉此佳節與居民同樂、促進居民交流外，

亦希望能提升住宿同學環保意識。 
(九) 102 年 12 月 18 日於光復舍區後方停車場舉辦 102 學年度光復宿舍區冬至暨聖誕

節湯圓電影晚會，播放電影「羅馬浴場」，並發送冬至湯圓，共 452 名同學參與，

讓光復舍區居民感受佳節氣氛，活動圓滿結束。 
(十) 103 年 01 月 17 日由本組臧組長、輔導員、管理員邀集國際學生事務組孔憲法組

長及勝四舍住宿生與宿舍幹部、宿委會出席簡易廚房使用及管理說明會，會中針

對廚房使用及管理維護方式與居民進行討論，廣邀居民提供各項建議與看法，以

期能就簡易廚房管理與住宿居民使用便利性達成共識、創造雙贏。惟因當日勝四

舍出席同學人數較少，故決議由舍長於會後調查居民意見，並由管理員彙整後，

開放有意申請使用廚房者填寫問卷，問卷結果於 103 年 3 月 4 日公告。依據本次

問卷調查，60％廚房使用者表示希望由廚房使用者自行管理廚房，每學期使用者

選出一名廚房督導，並由使用者集資成立廚房基金，以支付廚房的維護與後續的

處理費用。廚房基金如有剩餘或沒有使用，再由廚房督導統計後退費給各使用者。

目前廚房督導正在整理使用者名冊，並向使用者收取廚房基金。 
(十一) 結合聖誕節及冬至等冬季節日，勝四舍、勝六舍特舉辦聖誕節活動，除佈置宿舍，

讓居民感受聖誕節溫馨氣氛外，並於 102 年 12 月 9 日於勝六舍北棟 2 樓交誼廳

播放電影，並現場發放冬至湯圓供同學分享，藉此促進不同國籍的居民交流，共

計 178 人參與，活動圓滿結束。 
(十二) 勝四舍、勝六舍於 103 年 02 月 25 日、26 日辦理白色情人節活動，由宿舍幹部

配合普查寢室拜訪時段，至各寢室拜訪並發放巧克力、糖果等點心給每位居民，

以點心象徵佳節的甜蜜氛圍，進而凝聚居民對服委室及勝六舍、勝四舍的向心力，

增添宿舍歡樂氣氛，另藉此機會讓春季班外籍新生及補宿生認識宿舍幹部，並協

助新居民更快融入宿舍生活。 
(十三) 回應勝九舍同學希望於公共空間使用吹風機之意見反應，於評估勝九舍內部多處

地點後，選定於勝九舍 1F 中間曬衣場設置公用插座投幣設施，並加裝置物架與鏡

子。相關設施於 102 年 12 月 04 日裝設完畢後啟用，希望在不影響其他住宿生夜

間安寧的同時，也提供其它有特殊需求的住宿同學更便利、貼心的服務。 
(十四) 103 年 01 月 05 日辦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群翠堂宿生會 13 名同學蒞臨本校住

宿服務組及宿委會進行參訪交流接待工作。雙方就宿舍內的環保工作、宿舍文化

與活動、大學生文化、宿委會在宿舍內發揮的功能、兩岸飲食文化等議題進行討

論交流，並參觀敬一舍與敬三舍。 
(十五) 103 年 01 月 23 日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國立政治大學住宿輔導組

古組長素幸率行政人員 20 餘人蒞臨本校，進行兩校宿舍輔導與管理等相關業務之

深度交流，並安排參訪敬一舍、敬三舍及榕園，本次活動熱絡且雙方在深入交流

後均獲益良多。 
 

 
二、 健康促進 

(一) 餐廳基礎設備更新 
1. 102 年 9 月 21 日完成光復餐廳冷凍庫壓縮機維修與箱型冷氣故障維修工程。 
2. 102 年 10 月 10 日完成光復餐廳防蟲簾更新與增設工程、光復餐廳小吃部與

中央廚房燈罩加裝工程。 
3. 102 年 10 月 20 日完成光復餐廳中央廚房補風機維修工程。 
4. 103 年 01 月 08 日完成光復餐廳庫房門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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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3 年 01 月 13 日完成光復餐廳冷凍櫃電源開關故障修繕。 
(二) 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計畫: 102 年 10 月 14 日配合衛保組於光復餐廳進行 102

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計畫。依據訪視結果，於 102 年 10 月 26 至 103 年

01 月 08 日期間陸續完成光復餐廳之防蟲簾增設、紗窗紗門病媒蚊防治補強、庫

房門修繕工程。業已於 103 年 01 月 27 日簽辦教育部「102 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

生輔導結果」，逐項說明改善情形。 
(三) 餐廳行政業務: 10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膳食委員會會

議，於會議中進行學生宿舍餐廳營運管理與衛生檢查工作報告，無臨時動議。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一) 完成開發項目： 
1.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管理，上傳各寢室用電，查詢各寢室繳交狀況，給學生

申請電費繳費帳單用。住宿生查詢功能更新，查詢速率提升。 
2. 學生宿舍電費查詢及帳單申請系統:學生可先上網申請電費繳費帳單，並至

自動繳費機繳費。 
3. 因應抽籤&優良記點改善方案，重新規劃調整記點相關程式碼。床位抽籤

申請: 加入可使用優良紀點的操做，抽籤程式加入優良記點的控制。 
4. BUG_FIX: 床位系統，住宿生查詢，以多學號或多姓名查詢，無法產生檔

案且網頁停擺。床位系統，收費通知單，當計算式欄位填入中文時預覽列

印失敗(空白)。住宿獎懲，違規點新增遇有優良點可銷時對銷失敗。 
(二) 開發中項目： 

1. 床位系統: 住宿費催繳及離校管理；床位查詢修改，新增解除離宿限制；離宿

清點,輸出清點狀況異常表及相關報表及公告；住宿生郵件通知功能，改用資

料庫紀錄信件內容及收件者，以利日後程式功能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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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宿舍自治委員會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宿委大會記錄 

壹、時間:民國 103年 3月 6日(星期四) 

貳、地點: 敬業一舍二樓 

參、主席:宿委會主任委員─鄭炎霖                            紀錄:宿委會秘書─謝子宸 

肆、出席者:宿舍自治委員會全體行政人員 

伍、列席者：住宿服務組、各宿舍舍長 

陸、報告: 

一、主席報告 

(1)工福組副主委陳妍伶同學因家中因素辭去副主委一職，已核准。感謝陳妍伶同學對宿 

委會的貢獻，工服組副主委將懸空，活動企劃分別移交給吳坤彥宿委及江資婷宿委負 

責。 

(2)要進行通識認證的宿委，請盡快寫好申請單交給主委。 

(3)本學期參訪暫定於 5/31及 6/1，地點為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臺灣師大。 

二、副主委報告 

 修法組-103學年度選舉相關事項報告： 

    行前會日期：4/21(一) 

         選舉日期：4/22(二) 

 財政組- 102上學期宿委會帳戶明細。 

 工福組-「捐血活動」和「母親節賀卡活動」宣傳。 

三、 住服組報告 

(1) 奉宿服會主席蘇副校長指示，本次會議邀請學生會權益部部長張書睿同學及土木系賴教

授啟銘參與宿委大會，協助了解電費相關事務。 

(2) 建議宿舍管理規則不要跟學校獎懲連在一起。 

柒、 討論： 

一、案由：公告本校學生宿舍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起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止冷氣電力收費

調整，詳如說明。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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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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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營繕組提供之 102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

費(基本電價)為 2.99元，較 101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2.82元，增加 0.17

元。 

2. 承上, 本校學生宿舍 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2.1)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104.1.31)止

冷氣電力  收費調整之詳細費率如附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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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2.2.1)至 103學年度第 1學期(104.1.31)止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討論： 

賴宿委:請詳細說明為何會調漲。 

吳先生:議程上已有詳細說明，此為之前會議通過的調整方案。 

賴宿委:因此這是照全部的單價去調整，並不是用電成本上升。 

吳先生:是的。 

鄭主委:平均單價是照全校平均嗎? 

吳先生:不是，是指依照全部宿舍區的平均用電。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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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 
2.5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99（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4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3.9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96) 
註 1：每度 2.99 元係依本校 102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3）年度起如因上一（102）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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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 2.99(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3.95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2.99 元係依本校 102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3）年度起如因上一（102）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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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二、案由：現已廢除光一舍、勝九舍電費優惠度數並調降其住宿費，但仍有收費級距上的問

題，現提出改善方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說明： 

1. 本校光一舍及勝九舍電費計算採整寢用電，須將住宿費中 500元電費除以上年度平均單

價，產生   

優惠度數 ，於期中面臨同學離宿、換寢、補宿時，須將優惠度數依週次比例進行計算，

造成宿舍電費收費困擾及可能產生分配不均之情形；因此優惠度數的計算方式於立民國

102年 10月 3日(星期四)宿舍自治委員會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宿委大會中通過廢

除，並調降該宿舍之住宿費。 

2.因光一舍勝九舍的電力計算方式仍然包含整間寢室的電力(照明插座冷氣等等)，因此應

用分級收費時會出現較不利於居民的情況，因此已在會議中做出結論，需要調整該兩棟

宿舍的收費級距。 

3.預設的優惠度數基礎為 500元轉換為度數的話約為 177度(以去年的平均單價計算)，約

為一個區間的間隔，因此建議的分級收費區間如下表所示：  

  

 

 

 

 

 

 

方案一 

 

 

 

 

 

 

方案二 

 

 

 

 

 

 

擬辦：本次會議討論後，送交 3月 27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於 103年 2

月 1日開始實施。 

通用

區間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96 

上表為除光復一舍勝利九舍外之分級收費區間表 

通用

區間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96 

上表為光復一舍勝利九舍專用之分級收費區間表 

通用

區間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上表為光復一舍勝利九舍專用之分級收費區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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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吳宿委:請問這兩棟宿舍居民的用電量大概落在哪個區間? 

吳輔導員:根據上學期紀錄來看，光一舍用電有七成會落在第一區間，剩下三成在第二區間。 

黃輔導員:勝九大副份扣掉優惠度數之後，是不用繳電費的，其餘要繳電費者，大多落在第

一區間 

鄭主委:請問光一不用繳錢的數量多嗎? 

吳輔導員:大概有三成是不用繳錢，大概有四成是在第一區間，三成在第二區間。 

賴教授:其實優惠度數的意思並不是優不優惠的問題，其實除了光一跟勝九之外，學校收的

是冷氣費用，其他都含在住宿費裡面。這兩舍是除了冷氣費之外，其他用電的東西都會收費。

我想請問光一輔導員，如果不算預繳及不開冷氣，光一用電會在哪個區間? 

吳輔導員:我們不會特別去算他什麼時候不開冷氣，花費多少，通常都是一學期抄一次電表。 

賴教授:那這樣我們就無法利用其他宿舍只收的冷氣費的標準，去比較光一或勝九用這個方

案合不合適，但我想我們待會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哪個方案比較合適。 

吳輔導員:考量舍費的限制，我們沒有辦法去區分用電方式，以計算電費，不好意思。 

賴教授:所以光一舍大致上有 30%的人會落在第一區間嗎? 

吳輔導員:是。大概有 30%的用戶會落在基本度數裡面。就是有 30%會在 0~177度，40%在 177

再加上的度數會進入 0度~150度此一區間。 

賴教授: 0度~150度佔 30%，151~340佔 40%，那這樣的比例算合理。 

鄭主委:補充一下，上面的級距是以房間人數來算，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少，但一寢若有 3人，

則是 450度電喔! 

陳宿委:方案裡面的單價是可以討論的嗎? 

吳先生:要討論的話，要重新提案。這個數字是之前開會討論過的，不在這次討論範圍。 

張宿委:預繳的部分扣除了嗎? 

吳先生:已經扣除，之後收費就是收整寢整學期用電。 

沈舍長:天氣冷的時候，用電的分布如輔導員所說，個人支持方案二，因為方案一和之前差

不多，且比之前更貴 

蔡宿委: 以個人而言，在宿舍較少開冷氣，當初有優惠度數其實比較沒用到。新的部分希望

跟其他宿舍比較，用跟大家相似的方式做計算。我也是比較支持方案二。 

鄭主委:勝九是否要考慮冰箱問題? 

吳先生:冰箱用電極低，一年用電大概 60~90元 

沈舍長:天氣冷的時候，用電的分布如輔導員所說，個人支持方案二，因為方案一和之前差

不多，且比之前更貴 

蔡宿委: 以個人而言，在宿舍較少開冷氣，當初有優惠度數其實比較沒用到。新的部分希望

跟其他宿舍比較，用跟大家相似的方式做計算。個人也是比較支持方案二。 

吳宿委:優惠電價跟公告電價是為了節能減碳，但是方案一卻沒有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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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宿委:可不可以將其他宿舍的一般用電做為參考，這樣也是有個依據可以來討論。 

吳先生:一般宿舍有些宿舍的電線迴路是一起的，因此在現行設備的狀況下會有困難。不是

做不到，但是需要等到整修過後將迴路做更新，但這樣的花費不符合成本。 

鄭主委:每個人進入宿舍，就是要開燈或使用電力設備，因此個人建議就目前的方案去做討

論，畢竟之前的計算方式對這兩間宿舍不公平 。 

沈舍長:較支持方案二的原因有部分如同主委所說，例如暑假我們開冷氣，之後天氣不冷，

我們不開冷氣了，但是之後用電卻超過度數而升一個級距，反而會讓我們再用冷氣的部分比

其他人高。另一個例子是在離宿時，由於同一寢的人離宿時間不同，我們的做法是只要有一

個人離宿就會抄一次電表，計算那個人應付的電費，但若之後尚未離宿的人用電超過原本級

距，則會使該寢電費單價提高，而造成第一個人離宿時可能是退錢，但是其他人則要再繳費

用的狀況。 

吳宿委:我想了解級距是如何算出。 

吳先生: 是在民國 99年與宿委討論出的，當時提出很多數據，與大家討論 

林輔導員:會用級距來計算電費是為了鼓勵節能減碳，鼓勵同學減少用電。由於節能減碳是

目前的趨勢，因此大家制定架構是為了此目的。當初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去討論及調查，希

望可以延續這樣個架構，若想要修改，則要請同學提出相關的方案出來，畢竟當初在制定時

有在宿委大會、舍長大會討論通過，也成立專門的小組研擬相關方案，因此是滿嚴謹的。 

 

表決：  

方案一:0票 

方案二:13票 

 

決議：通過方案二，本案送 3月 27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於 103年 2

月 1日開始實施。 
 

捌、臨時動議 

一、討論下次宿委大會開會時間:103年 4月 10日(四) 

玖、補述與聲明 

拾、散會(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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