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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 時間：102 年 10 月 21 日（一）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五會議室 

◎ 主席：蘇副校長慧貞                                   記錄：吳彥勳 

◎ 出列席人員： 

當然委員—蘇副校長慧貞、林學務長啓禎、黃總務長正亮（胡專委振揚代理

）、楊主任明宗（蔡專委素枝代理）、馮主任業達（陳教官廣明代

理） 

教師委員—中文系廖副教授玉如（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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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聯會代表林大為、宿委會代表鄭炎霖、陳

芳瑩、陳妍伶、陳建安 

列席人員—臧組長台安、盧永華（請假）、吳仁琥（請假）、陳鶴文、鄭登彰

、黃郁芳、林筱萱、林幼絲、吳柏樵、郭念宜、田璧瑄 

壹、主席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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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蘇副校長： 

勝四舍的部分是否已如報告所說完工並正常使用？這個部分詢問學生

是最瞭解的，宿委會鄭主委請說明一下勝四舍現在的狀況。 

鄭主委炎霖： 

很好。 

蘇副校長： 

召開這個委員會有學生代表在，是表示學校把這類訊息呈現給大家，希

望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共同討論，看大家覺得學校還需要做什麼努力或說

明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在這裡溝通。宿委會陳副主委請說。 

陳副主委妍伶：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現況與當時提案宿委會審理時的結果是一

樣的。 

蘇副校長： 

好，謝謝。如果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就依照議程確認完畢。 

 

  參、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三(P.5-7) 

蘇副校長： 

住服組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特別要報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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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組長台安： 

成果報告請各位委員參閱 P.5~P.7，最主要的部分是本組這個暑假整修了

三棟宿舍，分別為光二、光三及勝四，目前大部分已驗收完畢，整修成

果不錯且獲得同學不錯的反應，校長也曾蒞臨給予肯定及鼓勵。現在雖

仍有些小瑕疵但均已在改正中，目前也即將驗收完畢。 

林學務長啓禎： 

在此補充，因為近年整修的關係床位有所變動，目前計有 6544 個床位。

而家長每年都在反應床位數不足的問題，校長也已指示要盡早增建新宿

舍，不過現在仍在討論當中。第二點是根據今年住服組提供的統計數據，

今年新生的住宿率超過 96%，目前也正在進行補宿的作業。第三點是新

生離家初到成大來對路況不甚熟悉，近日也有學生發生幾起交通意外，

其中一名同學腿部傷勢較為嚴重，有可能需要先休學回家休養。相關事

件已指示軍訓室、住服組輔導員及宿委會學生幹部給予關懷與叮嚀。 

蘇副校長： 

   臧組長，請問今年是否有還沒驗收完成就讓學生入住的狀況？ 

臧組長台安： 

驗收是分期進行，宿舍均會確認不會對學生的安全造成影響始開放入

住。 

蘇副校長： 

謝謝組長。學生安全永遠是我們的責任，我們需要達成一個共識，宿舍

在哪一個階段驗收完成前不得開放學生入住。至於哪個驗收階段，就安

全上及總務的權責上是可以接受的，就由我們的專業委員共同研擬出一

個通則，往後比照辦理。至於學務長提到床位的問題，請胡專委替我們

說明一下。 

胡專委振揚： 

副總務長說這部分尚須與財務處共同評估。此已是既成的政策，將請財

務處儘速進行評估。 

蘇副校長： 

   這個部分將再請示校長。不過校長既已指示，就請學務處上簽請示有關

學生及家長在關切新建宿舍的事情，以便提供一個大概的期程及做法回

覆學生家長。另請總務處於年底前提供校園 GIS 行動裝置 APP 網上查

詢功能，以利任一進入成大校園的人均能使用並提供指引。目標是 12

月底前提供試行版，一月中須提供可實際使用的版本，屆時將請宿委會

的學生共同試用。交通意外的部分則留待下次交通安全委員會再討論。 

 
肆、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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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光一舍、勝九舍住宿內含電費調整案。 

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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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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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年度優惠度數：500元/2.82(上年度平均單價)=177度，暑期優惠度數：177/5*2=71

度，寒假優惠度數：177/5=35 度。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學生宿舍

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如附件二(P.4)。 

四、 調整後之住宿費用如下表(不含宿網費)： 

學期扣除 500元，暑假扣除 500/5*2=200元，寒假扣除 500/5=100元 

光一舍 學期 暑假 寒假 

調整前 7300 2920 1460 

調整後 6800 2720 1360 

 

勝九舍 學期 暑假 寒假 

調整前 7600 3040 1520 

調整後 7100 2840 1420 

五、 本案於 10月 3日宿委大會充分討論後決議，另配合優惠度數廢除，光一舍及勝九

舍電力收費費率表於下年度進行調整。 

擬辦：會議討論通過後，於 103年 2月 1日起實施。 

討論： 

蘇副校長： 

為何僅光一舍和勝九舍會有優惠度數？  

    吳輔導員柏樵： 

大部分的宿舍均以獨立電表計算冷氣用電向學生額外收費，房間內除冷

氣外的其他用電則由已包含於住宿費內的 500 元支付。僅光一舍及勝九

舍因受限於現有設備，電表計算整間寢室包含冷氣、插座在內的所有用

電，遂會將此兩棟宿舍住宿生包含於宿舍費內的 500 元電費除以上個年

度平均單價，產生「優惠度數」，期末會將整寢總用電度數扣掉該寢總

優惠度數，多的部分再向學生收費。 

蘇副校長： 

為何現在要取消優惠度數的制度？ 

吳輔導員柏樵： 

其實也並非「取消」，而是將原本包含於宿舍費內的 500 元歸還學生，

省掉優惠度數的步驟，至期末直接計算整寢用電，實際用多少就收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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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副校長： 

為何現在可以取消優惠度數的制度？若取消這個制度對學生更有利，為

何以前無法實施？是有什麼樣的條件成熟了嗎？ 

吳輔導員柏樵： 

學生休退學而退宿或更換寢室會造成在學期中寢室人員的變動，如此也

會造成「優惠度數」在計算及操作上的困難及收費不公的狀況產生。 

蘇副校長： 

如果這個制度對學生是好的，學校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就算麻煩一點，

我們還是得繼續這樣做。還是這個制度過去曾引發學生抱怨不公平？問

題的癥結點在哪？ 

臧組長台安：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費用的計算上會造成很大的困擾，且若學期中寢室內

的人員有變動，先搬離的同學離開時已將優惠度數使用完畢，即會造成

後來搬入的同學無優惠度數可以使用，此也是一種不公平的狀況。而為

何現在才考慮廢除此一制度，主要是考量全校宿舍的冷氣直到 101 年才

全部安裝完成，但受限於這兩棟宿舍本身計費設備的問題，迫使這兩棟

宿舍無法與其他棟宿舍採用相同的計費方式以解決這個問題。本提案即

是將原本的 500 元歸還給學生，往後學生寢室實際用多少電就實收多少

錢，減少不公平狀況的產生。 

蘇副校長： 

既然我們知道這個制度對某些同學是不公平的，那為何我們沒有更早解

決這個問題？ 

吳輔導員柏樵： 

如同臧組長所說的受限於冷氣設備安裝的進度的確有影響，另一方面也

是近年來此一制度在操作上造成宿舍幹部極大的困擾，也有部分學生抱

怨不公平狀況的產生。考量既然已收了這筆錢，不如將錢退還學生再按

照實際使用的金額另外收取，對學校及學生都比較便利。 

林輔導員幼絲： 

   依據統計數據，有將近一成的寢室並未將優惠度數於該學期內使用完畢，

而現行制度造成我們無法退還多餘的電費給學生，若取消「優惠度數」

此一制度將錢退還給學生，往後依據實際使用的度數收費更為公平。 

蔡教授錦俊： 

   取消此一制度是否表示學校以往均多收學生的錢？ 

林輔導員幼絲： 

   並非多收學生的錢，而是先於住宿費中收了 500 元並將它轉化為優惠度

數，學生整學期的用電會先扣除優惠度數，多出來的部分才額外收費。 

賴教授啟銘： 

這不是優惠，只是住宿費內含電費而已，所以學校並沒有多收學生的錢，

只是這個制度的名字造成大家的誤會。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先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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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錢，用不完看要退還學生還是怎麼處理。所以他的名字應該改為「住

宿費內含電費」，只是現在要把這個「內含電費」剔除掉。 

林學務長啓禎： 

多謝賴教授指出這個制度名稱定義上的問題。現行制度是沒用完的錢無

法退還學生，但按照往例沒用完的錢也是移交宿委會？還是總務處？ 

鄭主委炎霖： 

移交宿舍經費。 

林學務長啓禎： 

這筆錢移交宿舍經費後也是應用在學生身上，所以錢並不是被學校拿走，

在此做澄清。住服組現在提出廢除此一制度的提案，是因為過去沒有數

據提供我們參考評斷此一制度，而現在有能力也有足夠的數據提供我們

改進宿舍收電費制度的依據，克服了過去的一些困難，所以今日才會有

此提案。 

鄭主委炎霖： 

宿委會幹部在協助宿舍收電費時常因為此一制度造成困擾，所以此一提

案在宿委會討論過後也覺得此一方案可行，另也有幹部提議關於電費級

距的部分將另外提案討論。 

蘇副校長： 

   討論的時間是否會對學生造成影響？ 

吳輔導員柏樵： 

下個年度的電費收費標準及級距會在 103 年 1 月 31 日前經由宿委大會

開會同意過後才會一併送上來宿服會討論，所以並不會影響學生的權

益。 

林學務長啓禎： 

   本案案由寫”廢除……制度”容易令同學產生誤會，讓學生誤以為學校要

刪除同學們的福利，卻不瞭解學校是考量到此一制度對學生不公平而提

案廢止，提醒輔導員往後案由的編寫要注意，在此做一個澄清。 

蘇副校長： 

希望同學們能充分感受到，學校處理事情時是非常尊重、注意學生的意

見和權益能夠被公平照顧到，也希望同學能理解並配合。 

賴教授啟銘： 

附件二的費率表是否為各宿舍通則？光一舍及勝九舍提案廢除這個制

度後的費率表是否是回歸學校各宿舍共通的標準？從技術上來看是可

以將此二棟宿舍的電費計費設備調整到與其他宿舍相同，將冷氣費與一

般用電分開來，請問現階段是否可行？ 

林學務長啓禎： 

綜合臧組長與吳輔導員的說法，考量學校宿舍經費的運用，目前光一舍

及勝九舍無此方面的規劃。因此二棟宿舍現行設備無法因應寢室內冷氣

用電與一般用電分開計費，所以廢除優惠度數此一制度後，此二棟宿舍

的計費方式將另依統計數據訂定適合的費率表。另有鑑於賴教授提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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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是否可請蘇副校長於此以特案方式處理該二棟宿舍設備更動的

問題？ 

蘇副校長： 

宿委會希望通過此一案子後，光一舍及勝九舍的級距需要再另案討論，

請宿委會日後在討論此級距問題時邀請洪會長國峰參與，此一決議務必

於 103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另請住服組配合總務處進行會勘，並請賴

教授協助總務處研擬，在沒有重大工程的前提之下，此兩棟宿舍現行設

備更動為冷氣電費與一般用電分開計費是否有可行的方案，以利此二棟

宿舍的電費計費方式可與其他宿舍有一個統一且公平的標準。 

 

決議： 

照案通過。另請宿委會就調整後電費收費費率再行討論，並於 103 年 1 月 31 日前確

認方案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伍、自由發言暨意見交流 

蘇副校長： 

關於床位的部分，學務處盡快以簽的方式請示校長，以確定一個明確的

進展及時間表。 

林學務長啓禎： 

近幾次的家長座談會，多次有住家距校較遠的家長要求提高其子弟的中

籤率，但考量距離遠近與交通便利度並不成正比，無法單獨以距離遠近

做為調整中籤率的依據，請問住服組是否可提供相關辦法或說法供答覆

家長？ 

住服組陳鶴文先生： 

向各位委員報告本組針對提出此一問題的家長所做的回覆。因本校宿舍

床位數不足，以致於須採抽籤的方式進行床位，而床位的分配上本組提

供優先的權利予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僑外生、擔任學生幹部者及設籍

並高中畢業於離島的學生。其他一般資格的同學，只要不是設籍於住宿

契約書上明訂的臺南市鄰近區域，均擁有「優先抽籤」的資格。抽籤均

會提前進行，未中籤的同學可依候補序號參與補宿，本組亦盡可能整理

並釋放出空床位供學生申請。另有特殊因素並有相關證明的同學，本組

也會考量個別同學不同的狀況及背景協助申請床位。關於學務長提到依

據距離來做中籤率的修訂，受限於目前科技與設備無法提供一個明確且

公平的計算衡量方式，這部分暫時無法做更動。 

鄭主委炎霖： 

宿委會曾決議，只要住宿同學積極參與宿舍活動，或在宿舍提供「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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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達到一定時數並經輔導員認定，將可獲得宿舍優良記點，可於每

學年抽籤時提高其中籤率。 

蔡教授錦俊： 

曾有學生表示因自己是台南人無法住宿舍，導致自己跟班上同學不甚熟

稔，在此提供一反向思考，住宿舍對大學生是有一定的意義存在，我們

是否因為學生是台南人就可將其在入學時排除於學校宿舍住宿名單之

外有待商榷。 

陳副主委建安： 

住宿需求並不會因為住家距校遠近而有大小之分，且學校也未規定住臺

南市鄰近地區者不得住宿，僅規定其不得與其他具有「優先抽籤」資格

的學生共同參與抽籤，但仍可參與後續的補宿作業，所以實際上住臺南

市鄰近地區的學生依舊擁有申請住宿的權力。 

林學務長啓禎： 

謝謝蔡教授及宿委會陳副主委的建議，真正的關鍵瓶頸其實就是學校的

宿舍真的太少且供不應求。 

蘇副校長： 

雖然部分事務是超出住服組甚至學務處的職權範圍，但還是請住服組與

學務處及學生多溝通、交流，利用現有資源試著研擬一、兩個方案，嘗

試解決目前床位不足的問題。新建的部分我會繼續瞭解並請示校長。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無） 

捌、散會（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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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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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生宿舍勝利四舍進行宿舍

寢室部分整修及外牆防水處理，調整住

宿費案，提請討論。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已驗收完畢，使用正常

。住宿費案照案辦理，

並自 102學年度第 1學

期起實施。 

2 第二案                              

案由：公告本校學生宿舍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至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冷氣

電力收費調整，詳如說明。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照案辦理，並自 101 學

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3 第三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輔導員設

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已公布實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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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102.2.1)至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103.1.31)止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 

2.3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4) 

2.82（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2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46) 

3.7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0.96) 

註 1：每度 2.82 元係依本校 101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2）年度起如因上一（101）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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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3.78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2.82 元係依本校 101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2）年度起如因上一（101）

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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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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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2013.03—2013.10） 

   住宿服務組 2013/10/08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1. 宿舍重大工程修繕與設備汰換 

a. 學生宿舍光復二舍於今年 7 月至 8 月暑假期間進行 1~5 樓的公共空間以及寢室內部整

修。 

b. 學生宿舍光復三舍於今年 7 月至 8 月暑假期間進行浴廁及管路整修、寢室壁癌修繕。 

c. 學生宿舍勝利四舍於今年 7 月至 8 月暑假期間進行外牆防水及寢室內部設備更新壁癌處

理。 

「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1. 宿舍舍區營造 

a. 為鼓勵勝一舍、勝六舍居民少吹冷氣，將節能減碳行動落實到生活中，故特於 101 學年

度下學期分別辦理勝一舍、勝六舍『節能減碳比賽』。活動期間，針對少吹冷氣的同學，

給予適當獎勵，以鼓勵居民培養珍惜能源的習慣。 

b. 為鼓勵勝六舍居民主動閱讀宿舍法規，以減少違規情況的產生，特於 102 年 2 月 18 日

至 4 月 5 日辦理『勝六舍法規智慧王活動』，以線上法規題庫的測驗，鼓勵同學主動閱

讀宿舍法規，填寫成績優異者，給予適當獎勵。 

c. 舉辦光復舍區神手系列活動，分成光一舍攝影比賽與籃球投準大賽。光一舍攝影比賽於

4月 8日至 4月 12日徵稿，共繳交 12件作品，由宿舍幹部投票選出 3件獲獎作品於光

一舍大廳展示；籃球投準大賽於 4 月 8 日至 4 月 21 日進行報名，分成罰球線組及三分

球組，5月 4日進行比賽。比賽當日三分球組檢錄報到 15人，罰球線組檢錄報到 25人，

各組取前四名給予鼓勵。 

d. 敬三舍舉辦設計母親節卡片比賽，並由舍區居民透過投票的方式進行遴選，102 年 4 月

22日公布獲獎名單並於月底協請廠商製做第一名作品為母親節明信片供居民免費索取，

並於 5 月 3 日免費幫居民寄出，讓遠在他鄉求學的遊子也能對家鄉的母親表達感念之

意。 

e. 勝二三舍宿舍幹部於母親節期間，為讓學生們也能向遠在家鄉的母親表達祝賀之意，特

請宿舍管理員張華芳小姐設計極具特色的母親節小卡，供居民免費索取填寫後再由宿舍

協助郵寄，活動期間除引發熱烈迴響並深獲好評，也間接落實了宿舍的教育功能。 

f. 102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辦理勝八舍、勝九舍 2013 母親節活動，以 3 張發票換取 1

張卡片，由宿舍提供郵資為居民寄出。約發出 160 張卡片，回收 130 張卡片，募得發票

約 475 張。卡片已全數於 5 月 8 日寄出，發票亦全數捐給創世基金會。 

g. 102 年 4 月 30 日、5 月 2 日於光一舍、勝一舍辦理「2013 流行藝術工作坊-創意陶瓷吸

水杯墊設計」課程，總計 45 人參與，參與同學之心得分享預定於 6 月份學務簡訊刊登。 

h. 102 年 5 月 2 日，由敬業舍區全體幹部在敬三舍的一樓桌球室所舉辦的「桌摸不定-敬業

宿舍區桌球聯賽」於當日晚間七點開始。活動由住宿服務組的組長頒發母親節卡片的優

勝獎揭開序幕，之後由組長與宿舍自治委員會的主委李仁維同學開球，一場場精彩刺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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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趣的比賽亦帶動了現場觀戰居民的興奮情緒。比賽的結果由萬紅叢中一點綠的一位

女性居民奪下本次比賽冠軍，不但達到以球會友的目的，也替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i. 輔導宿委會進行 102 學年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暨舍長選舉及補選工作，順利產生 22 名宿

委及 9 名舍長，使宿委會運作及宿舍業務得以傳承，101 學年度 4 名宿委會秘書也順利

留任。 

j. 102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3 日辦理「2013 勝八舍夜間跳蚤市集活動」，原預定於 5 月

13 日至 5 月 15 日登記租用攤位及收取義賣品，但於 5 月 14 日所有攤位均已登記完畢，

且因辦理當週適逢梅雨來襲，故改於雨備場地勝九舍 B1 交誼廳辦理，同學仍不減熱情

熱烈參與，活動圓滿完成。 

k. 勝一舍於 6 月 17 日至 7 月 2 日為鼓勵居民珍惜書本資源，與帶動居民閱讀風氣，特別

於期末離宿清點前，舉辦『曬書節』活動，以二手書交換的方式，鼓勵居民將自己讀過

的書或雜誌拿出來與其他居民交換閱讀，不僅鼓勵同學培養閱讀的好習慣，也將珍惜物

資，資源共享、再利用之精神落實到生活中。 

l. 勝八舍、勝九舍為讓剛進入宿舍的新生能快速熟悉宿舍環境與室友，於 102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2 日辦理新生宿舍尋寶活動。藉由尋寶遊戲讓新生與不熟識的室友一同去完

成此項活動，也更加瞭解宿舍各個重要設施與功能，並且在活動時間內完成的組別，全

寢可給予宿舍優良記點 1 點，前 30 個完成的組別也可以獲得小禮物獎勵，以鼓勵新生

主動瞭解宿舍。 

m. 本組輔導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辦理 106 級新生進住工作，邀請雄友會、南友會、中友會、

童軍團、服務團、竹友會、松友會、鳳友會協助新生進住服務工作，召開 3 次籌備會議，

於 9 月 11 至 12 日進行新生進住服務，11 日上午由學務長、組長、宿委會主委陪同校

長巡視各宿舍進住情形，給予工作人員鼓勵。 

n. 102 年 9 月 16 日，為使新生更快速融入成大宿舍團體生活，本組於光復、勝利及敬業

三個校區舉辦宿舍迎新活動，學務長亦撥冗蒞臨給予新鮮人們鼓勵，宿舍幹部精心安排

的宣導影片和簡報也幫助新生們更加瞭解我們的校園及宿舍區，最後各舍迎新活動在精

彩的社團表演和摸彩活動中劃下完美的句點，也替新鮮人們拉開大學生活的精彩序幕。 

o. 102 年 9 月 24 日由本組臧組長領隊，帶領五位組員至東海大學進行學生宿舍參訪活動，

也對東海大學博雅書院的運作方式與簡易廚房的管理方式進行了解，座談期間兩校人員

相談甚歡，彼此相互交流、收穫頗豐。 

p. 輔導宿委會 102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研習活動，於 9 月 28 日舉行，上午進行宿委

會基本架構簡介、舊任幹部經驗分享、會務討論，下午進行團體合作激勵座談、消防安

全課程，使新任幹部能順利承接宿委會及宿舍工作。 

 

2. 健康促進 

a. 餐廳基礎設備更新 

甲、3 月 25 日完成光復餐廳中央廚房抽排油煙設備更新工程驗收。 

乙、9 月 13 日完成勝利午、晚餐部工作桌、電源、洗手槽等設施增設工程， 

丙、9 月 15 日完成光復餐廳中央廚房灶台修復工程、冷凍櫃壓縮機與箱型冷氣維修工程。 

b. 餐廳招商 

甲、光復果汁飲品部招商(案號：102SA003) 共計 1 家廠商投標，評選會議業於 102 年 5 月 30

日中午 12 時 10 分於雲平大樓第 5 會議室召開完畢。評選結果由「良記餐飲」得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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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餐廳招商(案號：102SA002)共計 3 家廠商投標，評選會議業於 102 年 8 月 14 日中午 12

時 10 分於管理學院 61x01 教室召開完畢。評選結果由「政發餐飲」得標。8 月 30 日由

本組代表與光復餐廳、敬業餐廳與光復果汁飲品部等 3 家廠商於住服組會議室進行簽約

與公證，合約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配合宿舍進住，光復餐廳、

敬業餐廳與光復果汁飲品部提前於 9 月 13 日開始營運。 

c. 勝利宿舍區午晚餐服務 

甲、考量本校勝利校區住宿學生用餐需求，101 年 12 月 13 日膳食委員會會議議決通過午、

晚餐時段於勝利校區販售便當餐盒。因餐盒販售地點為現行勝利早餐部之戶外空間，經

徵詢餐飲主管機關臺南市衛生局，建議本校改以室內場地販售，本案再提 102 年 3 月 20

日膳食委員會會議討論，決議以勝一舍東側地下一樓為販售場地。102 年 6 月 27 日膳食

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光復餐廳得標廠商得於光復餐廳廚房製作與包裝午、晚餐餐盒，並

以本校指定之運送與餐點保存方式於勝利校區販售。勝利宿舍區午晚餐服務已於 102 年

9 月 17 日開始營運。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1.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a. 完成開發項目： 

甲、 僑生提前進住申請系統。 

乙、 床位系統，改寫網頁架構以符合 HTML5 標準。 

丙、 床位系統，新增字碼處理程式，處理 big5 轉碼缺字問題。 

丁、 住宿 E 網入口，登入時繞開"測驗"及"契約書"檢查問題修正。 

戊、 其它多項系統功能修改及更新。 

b. 開發中項目： 

甲、 床位系統及床位申請，宿舍抽籤採計優良記點。 

乙、 床位系統，自動繳費機程式。 

丙、 學生住宿歷年紀錄查詢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