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樓長會議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09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530時 

二、 地 點：電腦教室(二) 

三、 師長叮嚀: 

(一) 生輔組孫明堂組長:  

1. 交通安全宣導： 

(1)109學年度車證已發放，車輛請依規定停放於停車場，非經

完成申請程序車輛請勿進入宿舍區。 

(2)車輛進入宿舍區請減速慢行，時速不得超過 15公里。 

(3)宿舍道路區分人行步道及車輛行駛道路，人車分道，請依規

定行駛及行走。 

(4)現行法令規定電動自行車亦須載安全帽。 

(5)花蓮縣新闢市區客運路線「306花蓮火車站-慈濟科技大學」

及「307慈濟科技大學-東大門夜市」，109年 9月 26日(星

期六)試乘後，9月 28日正式開始營運，鼓勵學生多加使用

公共運輸工具，減少機車使用所造成的事故。 

2. 網路犯罪宣導：近期有學生於宿舍接二連三上網遭詐騙案，網路

有疑慮請撥打 165專線。 

3. 重申外宿規定：星期五至星期日及校曆表訂休假日，晚點名時間

為 2230時，勿以車程或家長請假方式延遲返舍；周一至周四為

晚自習時間，無特別事由請勿申請外宿，以免造成其他住宿生須

分攤較多之公共事務，有失公允。 

4. 宿舍一般規定： 

(1)加強禮節教育，同學於校內外如遇學校老師同學，請道好問

候。宿舍屬於學校環境學習圈，請同學遵守學生服裝儀容規

定。 

(2)餐廳用餐，請使用餐具(三寶)，勿便宜行事以手取用，除違

反衛生規定外，更影響他人權益。 



(3)團體生活應相互協調合作尊重，消除亂丟回收垃圾、跨越陽

台、偷竊、機車棚等問題，亦請同學奉公守法，維護優良住

宿環境。 

(4)為維護安全，請勿攜持違禁品，若查獲者將依規定處份。 

 

(二) 營繕組彭進興組長: 

1. 【109年暑假重要工程】 

(1)一舍 3-10樓各浴室熱水回水管改善工程 

(2)宿舍區每半年(暑假)例行性水塔及水庫清洗工程 

(3)一、二、三舍各寢室房間冷氣濾網清洗、清潔。 

(4)一舍 1-6樓東、西兩側曬衣間各新增一組插座迴路。 

(5)一、二、三舍共 10台熱泵主機年度保養工程。 

(6)一、二、三舍各樓層走廊及房間地磚破裂部份拆除更新工

程。 

(7)致美樓(三舍)各樓層部份房間紗窗破裂拆除更新 114扇工

程。 

(8)一、二、三舍各低壓電盤設備開關巡檢工程。 

(9)致美樓(三舍)頂樓警報器警報主機更換工程。 

(10) 二舍 5、6樓更衣室鏡子旁的儲物櫃木作層板 85片髒污貼

皮工程。 

(11) 一、二、三舍各樓層走廊及部份房間及牆面、天花板粉刷

工程。 

(12) 二舍 1~10樓東西側廁所洗手台電燈 20W更換為 LED 10W計

80支工程。 

2. 【宣導部份】 

(1)宿舍冷氣機使用方式: 

先將冷氣儲值卡片插入計費器，會聽嗶一聲後冷氣遙控器即

可開啟冷氣(冷氣已設定最低 26度，故冷氣遙控器無法再降

低溫度)，冷氣不使用關機時須先將冷氣機遙控器做關機動作

(不能直接將儲值卡片拔出)， (變頻冷氣室外機仍然須運轉



散熱) 避免冷氣故障須負責賠償。 

(2)目前一、二、三舍有很多冷氣機有自動關機情形，請同學在

使用冷氣時有相關不冷或漏水或亮紅燈等情請儘速至舍監處

填修繕單(須填財產編號)，目前本組已請原廠儘速安排來檢

修。 

(3)宿舍冷氣機遙控器請同學在暑假或冬天不使用時，將電池拆

下避免長時間不用電池漏電池液造成遙控器故障，須賠償

500元。(採購遙控器及設定費) (依學生宿舍冷氣設備管理

辦法) 

(4)宿舍冷氣機含(計費電表、遙控器如遺失或人為操作(拆卸)任

意破壞等損壞故障須負責賠償，費用依廠商報價為準，上述

如為故意、人為操作(拆卸)、任意破壞者另依校規辦理。 

(5)同學申請修繕案件後，本組同仁會依案件的急迫性辦理，有

時進入寢室房間時會敲門但不見得同學會回應(有可能睡的

很)，沒有聽到而進入修繕，希望同學能體諒。 

(6)因宿舍修繕案件在開學(寒、暑假)會較多及某些案件如油

漆、漏水、桌面、床組破損等會請外包商處理須要時間故會

有修繕案件脫延情形，請同學見諒。 

(7)一舍 6~10樓書桌側板部份因常常掀起使用造成固定鉸鏈已無

法固定(木片已鎖爛掉)，將會使用 L型固定片方式固定日後

無法再掀動。 

(8)宿舍區之修繕須至舍監處登記，並依宿舍區規定辦理修繕。 

(9)109/6/29-109/9/24 宿舍修繕案件：共 847件。已完成案

件：778件、目前未完成案件：約 54件。銷案：15件 

 

(三) 事務組莊銘忠組長： 

1. 校園環境宣導及獎懲告知：為維護校區、宿舍區公共區域的清潔

與整齊，禁止隨意扔棄垃圾!若經屢勸不聽或現場查獲，將依據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獎懲辦法第 15條第 20款予記申誡。 

 



2. 垃圾分類宣導： 

資源與垃圾不分類的後果，將造成校區環境髒亂，甚至，沒有落

實分類而造成學校被罰款，若情況嚴重沒改善，花蓮市清潔隊可

以拒絕運清! 

(1)請確實做好垃圾分類，惜福屋內已設置分類標示，請大家將

回收清洗完後依標示分類。 

(2)校區走廊、公共空間設置的野餐桌、教室女兒牆上，請勿隨

意扔棄垃圾，造成環境髒亂。 

(3)到餐廳用餐時，嚴禁將個人寢室內的垃圾袋，隨意扔棄在餐

廳，請務必帶走，若被查到，將名單交給生輔組懲處。 

(4)惜福區旁的廚餘桶，請師生、同仁在扔置廚餘時，勿將廚餘

袋一同丟入，以免造成垃圾汙染及作業人員的不易清理。 

(5)校區、宿舍區公廁，請勿隨意扔棄不屬於廁所的垃圾及資源

回收品。 

(6)再次宣導:資源回收的鋁箔包、紙餐盒與一般紙類分開，宿舍

區的分類，務必請學生在執行分類工作時，一定要依公告的

來分類。 

3. 校區、宿舍區勿任意餵養流浪犬、貓： 

為避免造成環境髒亂及來往行人車輛危險，校區、宿舍區禁止餵

養流浪犬、貓或自行飼養犬隻。 

4. 校園停車： 

(1)校區及宿舍區設置之「友善停車位」，有需求者請依程序申

請，避免佔用友善停車位之情形。 

(2)宿舍大門汽機車之門禁系統，請確實刷卡，待柵桿開啟再通

行，切勿跟車以免造成人車意外。 

(3)請同學確實依申請區域停放車輛，切勿跨區停放，另請依速

限行駛，勿超速，避免危險發生。 

(4)警衛室旁及致善樓後方機車停車棚設置電動機車充電站，電

動車充電區僅供電動機車及自行車自費充電使用，非充電車

輛及一般機車請勿佔用。 



(5)許多在大喜廣場上課的學生直接將汽、機車停放在附近車道

及廣場教室旁，請同學不要違規停放車輛，警衛同仁將不定

時巡查糾舉。 

(6)善解樓、智耕樓與圖書館間之走廊，假日期間許多上課或參

與活動的學生違規停放機車，請將車輛停放在機車棚，切勿

違規停車。 

 

(四) 電算中心陳冠煌同仁代理： 

1. 付費列印系統登入、餘額查詢，列印印表機確認，卡紙退費處理 

 

  



2. 宿舍網路報修流程 

 

  



3.  Gmail密碼變更流程 

 

  



(五) 宿舍服務股:  

1. 感恩樓層幹部承擔本學期業務，遇執行公務困難請向舍爸舍媽或

宿服股告知，尋求解決管道，勿讓自己產生困擾。提醒身為管理

者以身作則很重要，免於閒言閒語難以管理。開會宣導事項請確

實轉達。請習慣會議結束後，集合副樓長、宿舍服務、室長轉達

訊息，避免產生【其他住宿生不知道】之狀況。 

2. 現階段仍為防疫時期請同學養成習慣戴口罩、勤洗手及增強免疫

力，同學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請尋求舍媽舍爸協助，必要時需

至一樓自主管理，請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非常時期請共同守

護。 

3. 新生請儘速調適個人習氣融入團體規範，透過規律養成良好生活

作息，團體生活無法滿足所需，請學習另外一種不一樣的生活型

態，並選擇住宿遵守規範。 

4. 【公德心/同理心】於團體生活裡逐漸凋落，因此時常引起紛爭

造成不悅，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心情，共同倡導增進情

緣。 

5. 宿舍以安全為考量，設置門禁刷卡機，採學生證感應進出，但同

學輕忽安全認知，學生證借他人或攜入舍等違規行徑，已修訂辦

法記過處份。本學期將再修訂，針對再犯者，取消住宿資格。 

6. 學生證遺失，持補發收據證明向舍爸舍媽借用臨時卡(押金 100元)，

借用期限 3天(以教務處 3個工作天，借用隔日開始計算，請依期限

內歸還)。補發新卡或其他因素，產生無法刷卡之異常情形，請告知

住宿生最遲隔日至生輔組找業務單位詢問。 

【說明】借用學校器材押學生證件，以不影響宿舍進出為主。 

7. 住宿生抽菸人口快速增加，為掌握安全管理，依規定實施菸測，

數值達 7(含)以上者，將於 12月份安排【衛生教育課程講座】，

確定時間地點再通知，請懂得疼惜自己珍愛家人。 

8. 請協助境外生、轉學生儘快融入團體生活規範，適時給予關懷。 

9. 本學期宿舍共計辦理二個活動，預計 10月 12日開放活動系統

報，屆時請上網報名。 



10.請告知晚點名於寢室接受點名，未留寢者登記交予舍媽/爸記予

處份(發現跨寢/跨樓層一併記處)，管理室不再廣播找人，學習

自我負責，請樓長慎重宣達。防止不當行為發生，晚點名後再進

行抽點樓層或人員，以掌握安全。  

11.維護公共安全，請持違禁品同學限本週內將物品放置舍監管理室

保管，返家取回。若未依約定查獲者將依規定記予小過處份，特

別提醒公費生遵守約定，避免喪失資格。 

12.暑假期間不假外宿彈性處份之愛校服務依簽處次數完成，不列入

自 10月份開始達 10次(含)以上的不假外宿。 

(六) 致善樓代表梁乃鳳舍監: 

1. 請樓長務必確實宣導執行： 

(1)寢室嚴禁使用違規之電器，例:吹風機、快煮鍋，電髮夾、電

湯匙。尤其是快煮鍋，經查獲依規定記懲小過乙支。(如果同

學說不知悉是違禁品，樓長就要連帶處分)。 

(2)內務請加強規範:折被、桌面整理、丟垃圾(不可置走廊走

道)、吊扇要關。 

(3)點名要確實，假日返家請找人代理點名，不可自行返家沒人

點名。 

(4)週一至周五早上門禁時間是 08:00請同學務必 08:00前出

舍，若超出時間離舍就是逾時離舍記申誡一支。 

(5)宿舍門口左右兩側請勿擅自停放機車及腳踏車。 

2. 副樓長： 

(1)開學後發現早上內務檢查時間，公區域電燈有多樓層電源未

關閉，冰箱若有清除物，也必須當日處理，勿放置在文康室

孳生蚊蠅。 

(2)資源回收物，飲料盒、餐盒…請清洗後壓扁再回收。 

(3)請確實督導學生勿在寢室吊扇更換電燈泡。 

3. 請宿舍服務特別注意： 

(1)每天晚上 22:00~23:00之間請確實督導同學按所分配之工作

區域確實做好打掃工作，23:00之後為就寢時間。 



(2)早上離舍前: 請宿服再次檢查各公區整潔情形，提醒負責丟

垃圾的同學，需將垃圾送至垃圾子車。 

4. 請各幹部返舍時務必查看公告欄。 

 

(七) 致真樓代表林淑惠舍監: 

1. 請宣導同學要養成隨手關水關燈的好習慣，節能減碳，人人有

責。如公區水電未注意管制，將加重扣秩序整潔的分數。 

2. 提醒同學請注意：不可以在寢室使用吹風機。 

3. 開學至今，發現少數同學外宿回家回宿舍時，會將學生證放在而

忘記帶回宿舍，或是學生證很容易就遺失，這是很不好的現象，

請樓長向同學宣導，要保護及愛惜自己的學生證，並且進出宿舍

時，要刷自己的學生證，不可以請同學代刷，或是幫別人代刷，

不可以一卡多刷、或借給他人使用刷卡，更不能帶非住宿生進出

宿舍，刷卡違規行為，查獲將嚴懲。 

4. 樓長假日要返家外宿，一定要找代點名的同學或其他幹部執行晚 

點名工作，且一定要點名確實。不可以讓同學自已到大廳點名，

造成混亂。 

5. 晚自習及就寢時間，請樓長宣導，同學不要偷用洗衣機、烘衣

機，也不可以偷洗澡，擾亂秩序。經查到，會扣秩序分數，並按

規定記簽處。 

 

(八) 致美樓代表莊建晟舍監: 

1. 因應境外生入校： 

因應境外生入住本舍檢疫宿舍，按本校檢疫宿舍小組指導，協助

境外生入住檢疫宿舍及離舍事宜，計 13人，期程自 8/23日至

9/14日止，圓滿完成交付任務。 

2. 安全注意事項： 

因應消防安全檢查，本舍所有鐵窗均已拆除，缺少鐵窗的屏障，

紗窗於開啟時極易脫軌、甚而掉落，請同學不要隨意開啟紗窗，

以免肇生危安事件。 



3. 確遵門禁管制： 

開學後，發現有同學借用他人學生證、雙人同時進出及 1證多人

進出宿舍之情況，蓄意行為已違反規定，請同學確實遵守門禁管

制規定，以維宿舍安全。 

4. 新生內務示範： 

9/14-17日止，針對新生實施內務示範(包含寢室內務整理示

範、宿舍生活公約宣導及公區環境介紹等)，計 130人，並於

9/21日開始執行內務檢查。 

5. 宿舍安全檢查： 

9/18日環安組至本舍執行宿舍安全檢查，計有各樓層交誼室電

話旁無電話號碼表等 3項，均已改正，其餘檢查情況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