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一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中午 12:10~13:30
地點：博雅中心二樓大會議室
主席：翁芬華學務長
紀錄：席倩梅
出席：軍訓室 代理主任 邱信誼、住宿輔導組 組長 鄧宗業、營繕組 組長 尤
柏文、放射線科 科主任 凌憬峯、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助理教
授 莊惠燕、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可文亞、護理
學系 副教授 胡慧蘭、口腔生物研究所 副教授 林怡彣、科技與社會研
究所 助理教授 嚴曉珮、藥學系 副教授 陳惠亭、所代會生資所鄭宇翔
同學、所代會衛福所陳姿蓉同學、學生會代表陳德範同學、學生會代表
唐晨峰同學、宿舍幹部王綸同學、宿舍幹部趙振崴同學、宿舍幹部邵宥
菱同學
列席：教務處 副教務長 陳麗芬、網路通訊組 資料管理師 李威頤、住宿輔導
組 組員 張聖翊
壹、 主席致詞
盼校方與學生能達成共識，完善宿舍管理。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主席提醒會前須將上次會議紀錄寄給各委員，請委員事先確認。
參、 前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
一、 109 年 3 月 18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臨時會議臨時動議提案議決，有關住
宿生涉及於宿舍發生的性平事件，擬請性平會將調查結果於通報學生獎懲
委員會時，同步通報宿舍管理委員會，以利掌握處理時效。
執行情形：本案性平會將據以執行。
肆、 住輔組業務報告
一、 針對 4 月 21 日宿舍分配會議公布之 109 學年床位不足(需求 2601 床>供給
2391 床)，經校長主持的專案小組積極找床和溝通處理，於 6 月初對於有
需求的 156 人，提供 90 床(來自 Flagships 釋出 40 床、保障床勻出 22
床，和 OK 方案禮讓 28 床)，並有北投仲信會館特約優惠房價方案，提供

學生申請。截至 8 月 28 日，學年剩餘床位有 239 人候補(男 96 人；女
143 人)，確定大一新生等保障生的床位後，其中 149 人有床(男 78 人；
女 71 人)。
二、 「男三舍浴廁整修工程」已於 109 年 9 月 21 日完工，工程總經費
1,728 萬 8,617 元。
三、 有關「男三舍浴廁整修工程」施工延宕宿舍費退還及紓困補貼案，本案自
9 月 29 日起受理紓困申請至 10 月 15 日截止，且為保障舍民權益，延長
受理期限至 10 月 21 日止。經二度通知申請截止受理後，申請紓困人數總
計 257 人，共補助新台幣 113 萬 3,297 元(含退還宿舍費 49 萬 1,040 元、
紓困補貼費 61 萬 6,200 元，及其中 61 人交通補助費 2 萬 6,057 元)，出
納組業於 11 月 13 日將紓困金匯入每位申請人帳戶。
四、 男一至三舍、女一至三舍的機械式電錶汰換智慧型電錶工程，已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安裝完成，109 年 11 月 2 日辦理查驗，經宿舍現場抽驗結果，
智慧電錶(電壓 110 伏特)功能測試皆運作正常。109 年 11 月 12 日假行政
大樓辦理驗收，因查驗宿舍電費查詢電腦系統，報表呈現未符業務單位需
求，經主驗人宣布驗收未通過，要求廠商自驗收未通過翌日起 10 天內改
善，並於 11 月 30 日辦理復驗通過。
五、 宿舍床位管理系統增修項目：
109 年度增修項目(總費用 44 萬 300 元 )：
(一) 交換床位管理系統
(二) 訪客申請管理系統
(三) 與畢業離校系統介接，離校流程自動審核舍民是否已提出退宿舍
保證金申請
(四) 系統發信功能
(五) 學生申請資料擴增英文姓名欄位及國籍欄位

110 年預計增修項目(估價中)：
(一) 宿舍費退費管理
(二) 修改[宿舍床位管理]寢室資料維護設定
(三) 床位狀態統計表
(四) 定期備份各階段床位申請及排床資料，並提供匯出功能
修改宿舍候補抽籤作業系統排床原則
六、 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校內學生宿舍提升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整體改
善作業要點」補助計畫，本校提出「山上區學生宿舍整體改造工程 4 年計
畫書」
，擬自 110 年起至 113 年止，改造山上 6 棟老舊的學生宿舍(女一、
女二、女三、男一、男二及男三舍)的公共區域暨其相連環境。改造目標
在於透過嶄新思維，將山上宿舍群打造為「療癒、共享、互生」的學生住
宿區塊。本案 4 年期計畫所需經費 1 億 2,856 萬元，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提案，並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 6,428 萬元，以納入本 4 年計畫經費運
用，並依本案規劃期程之經費概算，以分年編列方式匡列所需經費，俾據
以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
七、 今(109)年宿舍其他大型整修項目(超過 10 萬元的水機電或土木項目)
(一)水機電項目：
案名

金額

備註

5 月份冷氣維修

42 萬 924 元

「109 年度宿舍區空調消防機

6 月份冷氣維修

27 萬 1,529 元

水電技術維護專業服務」契約

7 月份冷氣維修

28 萬 1,040 元

金額為新台幣 355 萬元。

8 月份冷氣維修

17 萬 2,625 元

9 月份冷氣維修

23 萬 4,640 元

新冷氣 36 台

104 萬 2,623 元

(二)土木項目：
案名

金額

備註

寢室封閉修繕 26

91 萬 1527

重大修繕

間

元

女三舍頂樓防水工

預計 220 萬

本案工程擬於延至 110 年暑假

程

6,000 元

期間淨空宿舍後施作，工期展
延至 110 年 9 月 30 日，目前尚
在簽陳請變更契約中。擴充契
約金額至 450 萬 491 元。

八、 明(110)年暑假，將進行女三舍頂樓防水工程，屆時女三舍 4 樓須清空。
施工期間，工人走戶外的消防樓梯，經 4 樓上頂樓；4 樓至 3 樓的室內樓
梯須採封閉式隔離。
九、 明(110)年暑假起，將計進行男三舍的 B1 公共區域和主要入口、以及女
一、二舍中庭和全棟公共空間的整修工程，屆時女一、二舍須清空，男三
舍的情形，待研議。
十、 明年暑宿，暫停營隊申請。參考過去的暑宿需求，擬將男二舍改為女生住
宿，以滿足男生和女生的暑宿需求。
十一、 明年女一、二舍的整修工程，預計於明年年底前完工和驗收。若女一、
二舍暫不提供學年住宿，女床將減少 445 床，目前正規劃因應方案，以減
少住宿之衝擊。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住宿輔導組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宿舍公約」附表二，提請討論。

說明:
一、考量性別平等，爰將表頭「學生宿舍接待異性友人區域」修正為「學生宿舍
接待訪客區域」。
二、西安宿舍業於民國 107 年歸于校控，改為西安樓，已非學生宿舍用途，爰予
刪除西安宿舍門禁規定。
三、本案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
主席提出疑問：將異性友人改成訪客是否代表，所有寢室都只能在交誼廳接待訪
客？
鄧組長補充說明：我們目前正在規劃線上訪客登記系統，希望在系統有個雛型後，
可以在其中一棟男生宿舍試辦。
學生會補充說明：待線上訪客登記系統完成後，再修正法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住宿輔導組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五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明確規範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款適用對象，爰將前款「大學部新生」
修正為「大一新生(含大一復讀生)」
。
二、本案修正對照條文如附件二。
鄧組長說明：因大學部新生可能包括轉學生，為了更嚴謹得定義法規，參考他校
的規定後，決定將新生範圍限縮在大一新生。再加上大一復讀生的性質基本上跟
大一新生無異，便也將其加入保障範圍。
學生會代表陳德範建議：將「復讀生」改為「復學生」較恰當。
決議：將「復讀生」改為「復學生」後，修正通過。
陸、 臨時動議

一、 網路通訊組資料管理師李威頤報告：
資通中心將於 12/20 前完成男五舍前候車亭的室外無線網路天線架設，另
外實驗大樓、行政大樓和校門口候車亭亦同步完成，山下籃球場及音前廣
場也各增設一台無線網路設備，屆時歡迎各位同學多多使用。
二、 軍訓室代理主任邱信誼報告：
為因應明年暑假宿舍整修床位減少，軍訓室擬配套方案。於下學期辦理的
賃居說明會，將讓房東跟同學進行媒合，增加同學住宿的選擇。
柒、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