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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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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1 月 15 日（二）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樓第六會議室 

◎ 主席：黃副校長正弘                                       記錄：劉沛翰 

◎ 出列席人員： 

當然委員—黃副校長正弘、董學務長旭英、詹總務長錢登、羅主任丞巖、 

王專委佳妙（代楊主任明宗） 

教師委員—化學系林教授弘萍、心理學系胡助理教授中凡、生科系李助理教授純純 

學生委員—宿委會代表張主委舜傑、顏副主委廷霖、學生會代表廖會長宇祥 

列席人員—臧組長台安、盧永華、吳仁琥、許綿分、鄭登彰、黃郁芳、林筱萱、

董雨昇、李羽珊、畢凱崴、劉沛翰 

壹、 主席報告 

黃副校長正弘：學校一直希望能夠提供更好的宿舍服務給住宿生，讓同學都能夠享有舒

適的住宿環境，學校會朝這個方向努力，而這也是每個學期召開宿服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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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副校長正弘：有關上次第二案是關於光復餐廳修繕需跟住宿服務組專款借支，請問住

服組未來打算有什麼作法？ 

住服組許綿分：原案預算費用欲借支 174 萬，已包含消防工程及無障礙設施，但於會後

上簽本案經費時，總務處營繕組認為本案原建築師評估的消防工程和無障礙費用

尚有疑慮，經營繕組委託其他建築師進行評估後，現行建築師認為將原防空避難

室改為餐廳，該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將列為甲類場所，消防設備要求更為嚴格，

原本之預算約需再增加 500 多萬消防設備工程，本案預算計為 700 萬 2,490 元。

以目前情形，上述費用與原案 174 萬由宿舍專款借支，另由餐廳場地專款收入分

5 年攤還狀況有所落差，且因目前敬業餐廳業經 4 次流標，招商情形不佳，雖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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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已完成簽約事宜，但單由餐廳場地收入攤還 700 餘萬工程費實有困難，希冀

可從校務基金挹注費用資助。 

黃副校長正弘：當初全家超商來招標，我們有沒有什麼承諾給他，有沒有答應何時可以

進住？ 

臧組長台安：我們承諾他進住後起算 60 個月。 

黃副校長正弘：他都不會抱怨何時可以進住？ 

住服組許綿分：當初有告知全家超商無法預估何時可進住，雖契約上沒寫，但我們口頭

上有提到大約需要六到八個月。現在就是要看明年七月底之前是否能完成使用執

照變更給他們。契約上並沒有寫什麼時候把場地給他，只會提到從進住開始算五

年約。 

黃副校長正弘：上次通過的決議現在也不適用，因為金額也都已經不對了。住服組的動

作請再加快，到時候再提案討論。 

 

參、 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 

黃副校長正弘：宿委會舜傑主委或學生會宇祥會長，關於宿舍的 e 化服務有否建議？ 

學生會廖會長宇祥：我今年幫忙新生入住，發現還是有很多紙本資料，是否可考慮讓新

生在入住前就完成線上資料登記，這樣子入住時就只需要驗證，可加快效率。 

住服組鄭登彰：同學需填寫紙本的部份應為住宿資料卡，仍需要紙本的原因是所有電子

化資料需要電力供應，一旦學校發生緊急狀況，例如因為火災地震的關係失去電

力或網路，這時候就可能需要紙本，故這部份沒有 e 化，仍繼續保留紙本。 

學生會廖會長宇祥：既然已經 e 化，找資料應該不會很困難。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紙本資料也許有存在必要，但我認為整個校務行政 e 化應該不要讓學

生填太多資料，需要的單位撈自己需要的就好，不需要浪費成本再加設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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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校長正弘：有關校務資料 e 化，學生如果入學前就可以把基本資料鍵入 e 化系統，

學生基本資料在不外洩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讓學生不用每到一個地方就填重複的

資料？如果有辦法做好個資安全的掌控，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肆、 討論提案（無） 

黃副校長正弘：未來假設沒有提案，可以考慮稍微把會議日期往後延一下，甚至可以在

期中或期末召開，也許可以累積更多的想法。 

伍、 自由發言暨意見交流 

學生會廖會長宇祥：希望之後在開會之前議程可以提早給我們。 

住服組劉沛翰：這次開會有提早給副校長和學務長議程，其他委員是現場開會才給。 

黃副校長正弘：之後開會議程要提早給，一個禮拜前就要給，至少在三天前要給。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關於三創書院，在我看來在經營上有很大的問題，例如在 104 年下學

期，三創中心就沒有給任何經費而導致三創書院活動停擺。另外，三創中心也沒有

在下學期刷掉任何人。還有，三創書院內部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活動僅有大一參

與，大二以上幾乎放空，在幾乎淪於空轉的情況下，當初特地為三創書院而保留的

床位就會排擠到其他住宿生的住宿權，因為有一些延畢的學生或家裡住台南市，

想住宿舍就來申請三創。整體而言成大宿舍床位其實是不夠的，但保留給三創書

院的空床卻讓其他住宿生無法利用補宿的方式遞補進來，也就是說三創書院的制

度會去排擠其他正常住宿生的住宿權利。而且三創書院的課程規劃很奇怪，目前

標榜跨領域的課程僅有兩個老師來帶領，而且其中還有一個老師根本就不具教授

資格，僅為研究員。 

黃副校長正弘：三創書院在篩選上有否一個標準？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並沒有一個篩選標準，簡短的書面資料告知為何想申請三創書院就可

以進來。 

黃副校長正弘：剛剛舜傑講到空床位無法遞補，另外還有篩選制度的問題？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問題在三創書院並沒有篩選，而且大部分的課程是交給一個研究專員

來上課程，叫創業 101，這學期開始的。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沒有人知道他們在

做什麼，但卻享有住宿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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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校長正弘：這是課外課程？還是登記有案的學分課程？或是課外活動利用課餘時間

讓非正式的老師傳授經驗？這是不太一樣的。可以請三創中心回答創業 101 老師

的背景。另外第二個是三創書院的床位如果有空缺，是否可以遞補？三創區域只

能住有三創書院的學生嗎？ 

詹總務長錢登：三創學院的負責人為誰？是否有檢討報告，是否有符合三創的功能？這

個負責人是否真的有去了解或落實運作，是否有追蹤？是否該持續或是終止？必

要時，我認為有必要請負責人到會議上作報告，包括在過程中是否有替換學生的

功能？否則如果只變成住台南市的學生取得床位的功能，那就失去當初三創學院

的意義了。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另外我不滿的是在 104 學年度下學期，三創書院並沒有從三創中心拿

到任何經費，造成所有活動停擺。為何學校三創中心會聘僱一個人什麼事情都不

做光在那邊領薪水？目前也僅有少數活動，但我認為這些活動也不 OK，不構成給

他們宿舍的理由。我目前住光一，也協助宿舍違規處理，然而以我的觀察，三創書

院的宿舍違規率很高，以這學期而言，違規留宿訪客就已經兩件了，以比率來說，

這違規率真的很高。另外，我也想為三創書院的學生爭取，因為他們並沒有被學校

劃入正式的學程，他們選到的課程並不是正式的學分，也等於修完課並沒有任何

證明或保障，希望校方能夠給他們一個保障，或正式的名分。 

黃副校長正弘：就舜傑所言，三創書院運作不是很理想，第一就是沒有篩選機制，第二就

是造成有一些空床位，第三就是有些人利用這管道，取巧取得住宿資格。這部份

我們會議紀錄請三創書院方面協助回答，若有機會也要跟校長報告一下。然而關

於三創書院的運作不在我們這次的討論範圍，但影響床位這件事情應該要討論一

下。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另外，昨晚（11/14）有校外駭客攻擊校內宿舍網路 IP，造成宿舍網

路癱瘓，我認為目前而言，宿網的安全性是不足的，是否可請校方撥經費給計網中

心，以協助建置宿舍網路安全？因為駭客主要是以學生的電腦為跳板，對外實施

DOS 攻擊，有幾百台網路規格一樣，IP 連續的電腦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攻擊跳板。 

黃副校長正弘：計網中心是否有能力解決？ 

宿委會張主委舜傑：設備更新需要經費，例如建置防火牆或者更新設備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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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校長正弘：此發言列入會議紀錄，並請計網中心協助回答，看如何能夠避免宿舍網

路遭受駭客侵襲。 

 

陸、 主席結論 

黃副校長正弘：感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參與，謝謝大家。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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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二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5/04/13 

  

討論提案 承辦單位 執 行 情 形 

1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冷氣電

力之收費調整標準案。 

 決議暨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住服組 已於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2. 

 案由：光復餐廳修繕費用，擬

向宿舍專款借支，另分期歸

還，提請討論。 

 決議暨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住服組 

一. 會後依據會議決議上簽光復餐廳

場地空間整修工程評估費用，新

臺幣 174 萬元借支事宜，惟總務

處營繕組本(105)年 5 月 18 日表

示，建議本組先委託建築師進行

先期規劃評估，待確認法規可行

性及適用方案後，估算所需經費

及時程，另行簽辦。 

二. 本組業已於本年 7 月底請建築師

完成先期規劃評估，並於本年 10
月24日取得建築師及消防技師提

供之改善工程所需經費，費用初

估預計須新臺幣 700 萬 2,490 元

，經查與原建築師提供之預算相

差金額，係為無障礙工程與消防

設備費用，惟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認為此次評估費用尚有待確認項

目，目前仍持續與建築師及消防

技師討論工程所需經費及時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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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105/04—105/10） 
   住宿服務組 105/10/21 

一、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一） 105 下學期完成學生宿舍門禁系統整合數位學生證，並於暑假期間進行女生宿舍勝

利二舍、三舍、八舍、九舍建築物進出口的改善，以利 106 上學期間預備進行的女

生宿舍建築物門禁增設，同時預計將於 106 年八月起開始使用數位學生證結合門禁

系統取代女生宿舍原有的夜間進出宿舍區登記制度。  
（二） 本組規畫於 106 年七月開始進行勝六舍大型整建，工程周期預計為 10 個月，目前

預備工作皆已完成，已委託總務處營繕組進行設計監造發包（進行中）以及後續工

程發包。 

二、「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一） 105/4/1-4/29 辦理「2016 勝利舍區母親節卡片傳情」活動，藉由這次的節日活動，

來聯繫居民們與家人之間的情感，給予居民們適時表達對家人關心的機會。所有卡

片於 105/4/29 寄出，國內卡片共寄出 192 張，國際卡片寄出 69 張，且本活動結合

公益，以發票兌換卡片鼓勵住宿生參與，共募得發票 433 張，於 105/5/4 全數捐給

創世基金會。 

（二） 105/4/11 晚間於光復一舍大廳舉辦「宿舍不開火創意料理」活動。共計 16 組同學

報名參與，其中 11 組同學完成創意料理。比賽方式仿美食競賽，設有五位評審，

參賽者須於時限內完成作品，再由評審員試吃，最後裁定成績及名次。賽況激烈，

參賽同學發揮十足創意，圍觀同學與宿舍幹部也玩得不亦樂乎。 

（三） 105/4/18、4/20 於勝一舍自修室辦理「2016 宿舍生活學習-創意陶瓷杯墊設計工作

坊」，本活動共 44 人全程參與揮灑創意，設計自己專屬杯墊圖案，其中 2 份心得

與作品照片刊登於學物簡訊與其他同學分享。 
（四） 105/4/25~105/4/29 辦理敬三舍「母親節明信片傳情」活動。活動所準備的 200 張母

親節郵局明信片全數發放、代為寄送完畢。宿舍充滿溫馨氣氛。 
（五） 105/4/25 晚上六點半至九點於勝一地下室舉辦「勝一二三溫馨電影會-腦筋急轉彎」。

活動共五十人參與，本次播放電影腦筋急轉彎造成熱烈迴響，同學皆反映電影輕鬆

好看又富有教育意義！居民觀看完電影後，帶著愉快的心情與鄰居交流，讓本次活

動圓滿結束。 

（六） 105/5/5-5/12 辦理「2016 勝八九舍母親節康乃馨傳情」活動，本活動於母親節當週

之週四晚間與週五上午開放同學以 3 張發票兌換 1 束康乃馨，共準備 80 份讓住宿

生兌換後帶著康乃馨回家，送給自己最親愛的媽媽，增進家中感情，共募得 256 張

發票，已全數捐給創世基金會響應公益活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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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5/05/23 晚上六點半至九點於勝一的地下室舉行「端午香包動手做」活動，讓住宿

生在課業之餘有課外休閒活動，另一方面也讓大家透過親手縫製香包回味小時在端

午戴香包的傳統習俗。當日共 45 位同學參與本活動。參加活動的同學皆投入其中，

居民專心製作香包的氛圍與輕鬆聊天的氣氛，可以紓解平時課業壓力，亦可讓同學

在宿舍感受節慶氛圍。 

（八） 105/05/26 於住服組前廣場舉行 2016「捐輸幸福」捐血活動。本次活動與衛保組、

心輔組合作，藉由與同學間的互動小遊戲，宣導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讓同學認識

衛保組與心輔組的功能。此外，以攤位闖關遊戲結合捐血方式，更讓善心及品德行

動更有動力。本次捐血活動共有 173 位同學熱心參與，共捐出 195 袋熱血。透過小

禮物摸彩及闖關活動，也使同學有參與感，增添活動娛樂性，參與同學均滿載而歸。 

（九） 為鼓勵勝四舍、勝六舍居民注重溫室效應議題，將節能減碳行動落實到生活中，故

特於 104 學年度下學期辦理『104-2 勝四舍、勝六舍節能減碳比賽』。活動期間，

針對冷氣度數前 20 名的寢室（未使用冷氣）居民，給予適當獎勵，以鼓勵居民培

養珍惜能源的習慣（本次共計 52 間寢室於活動期間沒有使用冷氣） 

（十） 為連結居民之間的情感，鼓勵同學發揮創意，住服組特別於勝四舍大廳舉辦勝四舍、

勝六舍創意春捲活動，鼓勵居民自己動手體驗製作創意春捲，居民們可自由選擇包

在春捲內的餡料，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春捲並與朋友同享。本活動約有 100 餘位同學

參加，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十一） 為讓大一新生了解宿舍法規並適應宿舍團體生活，以順利步入住宿軌道，本

組於 105/9/5 假成功廳舉辦「105 學年度住宿新生教育訓練--認宿你真好」活動。另

為協助當天因故無法參加之新生，於 105/10/5、105/10/6 於國際會議廳演講室安排

補訓。凡參與訓練之大一新生均可獲得宿舍優良記點 1 點。本次活動（含補訓）共

計 1,987 位住宿新生參加，總參與率為 82.8%。 

三、 健康促進 
（一）學生體能： 

105/5/21 辦理「2016 勝利舍區女孩路跑」活動，藉此拋磚引玉希望女生們也能在宿

舍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本活動共 100 位同學報名參加，但實際參與並完成賽程的

人數共 62 位，路跑時間原定在上午 7：30 開跑，最慢 8：30 結束，但因選手們都認

真參與，於上午 8：00 就已完賽，發揮大學生之青春活力。 

（二）學生餐廳： 
1. 餐廳行政業務 

（1） 光復餐廳：本（105）年 8 月 29 日召開膳食委員會，光復餐廳由「全家

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已於本年 9 月 26 日完成簽約及公證事宜。

另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更舒適的用餐環境，光復餐廳將進行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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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完成簽約日當天起至竣工日止，將於光復餐廳設置臨時櫃位販售餐盒，

並已於本年 9 月 26 日公告週知，改善工程預計於 106 年 4 月上旬竣工。 
（2） 敬業餐廳：業經 3 次招商流標，已於本年 9 月 13 日於本組網頁公告第 4

次招商事宜，並於本年 9 月 26 日公告週知目前招商進度。惟截至投標日

（105 年 9 月 26 日）止，並無廠商投標，本組將持續辦理招商事宜，招商

期間，建議本校教職員工生可前往成杏校區醫學院簡易餐廳用餐。 

四、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一） 強化宿舍服務 

1. 本（105）年度暑假營隊床位借用住宿開放時間為本 7 月 1 日起至 8 月 16 日

止，計有 18 個學生營隊及 9 個行政單位提出床位申請，總計申請住宿人數為

2,198 人，各營隊因招生情形實際入住人數為 2,164 人。 
2. 106 年寒假營隊：105 年 9 月 9 日於本處住服組網頁公告床位借用辦理時程及

申請相關事宜，因應春節假期，預計開放兩階段住宿： 

（1） 第一階段：106 年 01 月 19 日（四）至 106 年 01 月 24 日（二） 

（2） 第二階段：106 年 02 月 06 日（一）至 106 年 02 月 09 日（四） 

（二）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1. 完成開發項目： 

（1） 床位系統，住宿生查詢，增加整批離宿功能。 

（2） 床位系統，上傳住宿資料，配合系統換宿紀錄功能修改。 

（3） 床位系統，住宿生查詢，增加整批離宿功能。 

（4） 床位系統，線上選填床位，增加空床位補宿。 

（5） 床位系統，宿舍提前進住申請，增加輔導員取消手續費功能。 

（6） 床位系統，其他多項更新。 

（7） 住宿 E 網入口，各項新生床位申請，增加體檢提醒訊息，及登錄是

否已完成體檢。 

（8） 住宿 E 網入口，學生密碼檔變更加密方式，修改密碼驗證。 

（9） 住宿 E 網入口，空床位補宿後，可線上選填床位。 

（10） Bug_fix： 床位系統，記點系統表單-服務銷點表，銷點點數漏計同

人不同學號的點數。  

（11） Bug_fix：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多項問題修正。 

（12） Bug_fix： 床位系統，線上選填床位，多項問題修正。 

（13） Bug_fix： 床位系統，自動繳費機，多項問題修正。 

（14） Bug_fix： 床位系統，宿舍提前進住申請，多項問題修正。 

（15） Bug_fix： 住宿 E 網入口，床位申請檢查，多項問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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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中項目： 

（1） 床位系統，『轉學生，學號換人、學生換學號』問題：首頁錯誤資料，

新增『新學號』欄位、『刪除』『變更』button，及處理紀錄。 

（2） 床位系統，宿舍線上報修。 

（3）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住宿生離宿電費檔案上傳。 

（4） 床位系統，學生宿舍獎懲查詢，整合違規退宿紀錄。 

（5） 住宿 E 網入口，各項『床位申請』，增加放棄登記的選項。 

（6） 住宿 E 網入口，各項系統服務，禁止遠程表格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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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宿

時間」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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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住宿 E 網入口，相關服務可自動切換到 mobile 版本。 

4. 其他完成： 

（1） 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申請書內容收集彙整。 

（2） 大學部舊生床位選填 維護&上線。 

（3） 大學部舊生序號遞補 支援。 

（4） 研究生續住申請 維護&上線。 

（5） 空床位補宿申請 維護&上線。 

（6） 暑宿床位申請 維護&上線。 

（7） 碩班床位抽籤 維護&上線。 

（8） 博班床位抽籤 維護&上線。 

（9） 大學部新生抽籤 維護&上線。 

（10） 宿舍提前進住申請 維護&上線。 

（11） 105-1 轉換宿申請 維護&上線。 

（12） 空床位補宿 床位選填 維護&上線。 

（13） 宿舍滿意度問卷 維護&上線。 

（14） 住宿服務組網站資料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