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樓長會議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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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學生家長反應，例假日同學於校門口搭計程車，常有搶搭

現象發生，致有按規定同學未能搭到預定計程車。 

(1)請同學於聯絡計程車後(索取車號，以利同學查詢核對)，並

依時到現場等候。 

(2)若為同家計程車行，請依序到校門口上車。 

(3)響應共乘政策。 

(4)本學期開始校門口已新增三路線公車，鼓勵學生外出以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為主。 

2. 學校預定於 11月 1日（星期日）換穿冬季服裝，請同學加強冬

季服裝整理，冬季服裝穿著規定說明如下： 

(1)冬季校服；每週三及重要集會等時機，應按規定穿著制服；

冬季褲裝穿著黑皮鞋、裙裝穿著黑皮鞋。每週一、二、四、

五穿著制式休閒服、休閒褲，搭配白色運動襪及白色運動

鞋。 

(2)學生儀容應保持簡樸，不得穿戴耳環、蓄留鬍鬚、刺青等，

以維端正清新形象。 

(3)10月 19日至 11月 14日為彈性換季，同學可先準備冬季服

裝，依天氣狀況著冬季學校制服外套或休閒服外套。 

3. 邇來詐騙集團之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叮嚀同學加強防範，相關資

訊請連結『165全民防騙超連結』，網址如下： 

https://165.npa.gov.tw/#/promotion 

4. 防災演練：宿舍消防逃生演練防災演練：(上學期)日間訂於 11

月 25日 13:20-15:20，實施，對象為全校一年級學生，請同學

https://165.npa.gov.tw/#/promotion


務必參加。另請開車同學配合，勿停集合場或其他演練場場。 

5. 宿舍住宿同學申請外宿假以當週為限，請勿跨週、跨月申請（五

專五年級實習生除外）。 

6. 交通安全： 

(1)叮嚀同學注意交通安全，穿越馬路請依燈號行走天橋或行人

穿越道，騎乘機車請佩戴全罩式安全帽，遵守交通規則，減

速慢行，以免肇生意外；電動機車及自行車，已修法通過須

配戴安全帽，請同學配合實施，違者依規定懲處。 

(2) 

(二) 營繕組彭進興組長: 

1. 請同學發現校園或宿舍有需修繕情形，請儘速填寫修繕單申請，

不要等開班會或樓長會議或校務問題/意見箱再反應，將會影響

或延誤修繕完成時間。 

2. 宿舍房門都裝有自動門弓器，請勿用手強力(拉或關)門避免門片

固定處破損及門弓器油壓故障。 

3. 最近天氣變冷，請同學勿在寢室使用違規電器用品，近來有發現

插座跳電情形，造成本組要來宿舍復電情形。 



4. 宿舍區之修繕須至舍監處登記，並依宿舍區規定辦理修繕。 

5. 請同學跟舍監借用腳踏車外出時請先檢查輪胎及煞車，避免輪胎

氣不足長時間使用造成輪內胎破洞漏氣，本組需要拆除內外輪更

換，工時成本耗費。 

6. 109/9/25-109/10/23 宿舍修繕案件：共 301件。已完成案件：

254件、目前未完成案件：約 40 件。銷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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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維修案件請至網路服務中心填寫 

2. 建議不要使用扁平網路線 

3. 電腦室列印時請確定列印目的是否正確 

 

 

(五) 宿舍服務股:  

1. 每學年針對新生實施安全教育，本學期訂定 11月 25日(星期三) 

1330時至 1520時舉辦複合型防災演練，利用宿舍區周邊環境實

作，為使活動順利，於 11月 16日(星期一)1730時，請班代/副

班代於北階軍訓教室準時集合。新生一律參加(無關有無住宿)，

無故未到依規定【重大集會未參加】記處。 



2. 【重申外宿】 

(1)選擇住宿遵守規範，週一至週四晚間律定作息每位住宿生務

必學習參加(晚自習/環境清潔)，沒有選擇【要或不要】，除

非隔日沒有課程回家或全年實習(off 的、校外實習的)或當

日有緊急狀況經教官同意的，其餘一律參加。 

(2)108下期末修訂【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六條第三款第三項

有下列情形由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勒令退宿: 

【不假外宿每學期達 10次以上(含)者。】 

【平日長期外宿達應住宿 30日者。】 

【不服宿舍管理規定，屢勸不聽。】 

【宿舍違規達一大過者。】 

【有特殊原因申請經核准退宿者。】 

【作息時間及生活習慣嚴重干擾他人，確實無法改善者。】 

3. 新生樓層選擇住宿儘速融入團體規範與生活作息，自 11月份開

始，勸導未改善以處份替代。資深住宿生對於環境標準與管理清

楚瞭解，不再勸導，樓層或個人配合意願低者，以秩序扣分與處

份等替代。 

(1)整潔秩序低於 75分依【整潔競賽獎懲辦法】每週總成績未達

七十五分且累計兩次者，樓層住宿生罰以愛校服務兩小時，

第三次則扣樓層住宿生操行成績總分一分，依此累扣操行成

績。 

(2)為使內務公區評分標準一致性，將辦法內評分項目再視實際

情況細節扣分，為的是….符合住宿生反應【要舍監評分標準

一致性】，所以每項扣分與樓長表達詳實，也清楚了解檢查項

目，公共區域若屬個人不打掃行為，請幹部立即向舍監反

應，確認後處份個人。 

4. 輕忽公共安全的行為，將嚴懲!違禁品電器使用或持有品狀況未

改善，再次表達【限本週內將物品放置舍監管理室保管，返家取

回】。查獲依規定記予處份，提醒公費生遵守約定，以免影響資

格。 



5. 【遷居校外程序】

(1)申請時間:109年 11月 30日(星期一)至 12月 31日(星期四)

1700時，請於期限內至學務處找懿興哥領取表格，逾期不予

受理，以免造成作業上困難。

(2)離舍程序單【舍監蓋章】欄位屬最後蓋章，待淨空檢查符合

標準、歸還鑰匙，及上網申請外宿離舍日期:

當日至 110年 1月 15日，備註【離舍程序完成】，這樣~~就

完成離舍程序了!

(3)遷居期間尚未搬遷者，可留宿至 110年 01月月 15日(星期日

)12時前離開，小幅度搬遷寢室將安排空床暫時居住，屆時

請配合!

(4)若已申請床位，開學前突告知要遷出，將修訂辦法【調整收

費規則】，避免佔床位，影響他人申請權益。

6. 【寢室床位調整規則】

(1)上學期:一年調整一次寢室，室友/床號自行選擇，寢室由

【宿服股】安排。

(2)下學期:

※屬小幅度調整，更換室友更換寢室。

※更換室友規則，屬同系、同年級、同樓層更換。

※更換室友之寢室床號由樓層幹部彙整繳回(舊幹部完成)。

(3)【寢室原則】:

※更換室友更換寢室、未滿四人一間，由宿舍服務股依現況

進行調整。

※每間遴選室長。

※繳回名單後，若擅自更換寢室或床位，發現必記處份，若

樓長包庇一併簽處。

(4)【搬遷寢室】，擅自移動寢室內任一公物均依規定必記處份，

請住宿生遵守，於寒假期間進行檢視，發現缺一處份 109上

計算。 



(5)搬遷時請先行檢視遷入寢室床位之抽屜、櫃子夾板等物品，

事後個人因素不受理修繕、補櫃子夾板等申請，請務必留

意。

(6)不影響期末考試，上述床位最遲當學期第 16 週星期五完成就

定位。

7. 【申請 109下女生宿舍床位說明】

(1)11 月 30日(星期一)開始進行小幅度寢室搬遷:

【對象】換室友、同寢換床位、未達四人一間由宿服股安

排 ，【領取表格】請樓長 11月 30日(星期一)找懿興哥領取

表格。繳回後勿再更動，擅自更換以違規處理。

(2)為不影響考試週，【完成就定位】最遲 12月 31日(星期五) 

12 時前完成，事後不受理。

(3)非 109上住宿生，補位申請住宿請透過網路報名，開放起訖

時間 110 年 01月 04 日至 15日，請至【學生活動】報名，按

報名順序於 01月 18 日通知。

由【宿舍股】安排床位，不受理與同學約好自行安排，請留

意!

8. 為使新學期幹部先行了解職掌與管理方式，第三次樓長會議 12

月 22 日(星期二)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舊樓長 1530 時至 1630

時，新任正副樓長/宿舍服務 1630 時至 1720時，地點北階軍訓

教室，請準時參加。無故未到依規定記處。

(六) 致善樓代表陳淑美舍監:

1. 請樓長務必確實宣導執行：

(1)再次重申，寢室嚴禁使用違規之電器，例:吹風機、快煮鍋，

電髮夾、電湯匙。尤其是快煮鍋與吹風機，經查獲依規定記

懲小過乙支。

(寢室電量小，不可超載使用，若沒跳電就火災呈現了，請同

學看到室友在使用，務必來告知舍媽，公共安全不可不慎)



(2)宿舍門口禁止臨停，屬違規停車。請停在車棚再走路進來。 

(3)請提醒同學要節約用水，避免浪費水資源。 

2. 副樓長： 

早上離舍前需查看公區燈是否有關閉，文康室若無人使用時，請

關閉電燈電扇。每週定期檢視清潔冰箱。(假日也請同學注意電

源使用，將不需要留的電源關閉) 

3. 請宿舍服務特別注意： 

早上需再次查看公區清潔狀況，注意廁紙包是否有取出丟棄。 

 

(七) 致真樓代表陳秀汝舍監: 

1. 請宣導：同學要注意門戶，出門請將房門上鎖，並隨身攜帶鑰

匙。 

2. 請協助副樓長督導「回收室」分類整理及清潔，且不可放置一般

垃圾，經查獲，未盡責管理將扣志工時數。 

3. 敬請樓長加強宣導,請住宿生勿將廚餘倒入馬桶、洗手台，以免

造成馬桶不通、洗手台排水孔堵塞。 

4. 天氣己轉涼，請提醒住宿生如長時間不使用冷氣機，請一定要將

「冷氣機遙控器」的電池拔除，避免發生電池漏液鏽蝕，造成遙

控器故障，因此損壞者，必須賠償每支 500元！ 

還有，「冷氣機遙控器」屬公物，請同學必須妥善保管，不可擅

自移動、或挪用，如遺失、損壞，全寢室住宿的同學要負賠償之

責。 

 

(八) 致美樓代表莊建晟舍監: 

1. 確依規定請假： 

第一次樓長會議的時候，有宣導須依規定請假，以免遭受懲處。

而在宣導之後，還是有很多的同學不假外宿，為了避免類案再

生，舍爸仍會在放假前宣導，也請各樓層幹部多提醒。 

2. 冰箱使用規定： 

學務處設置了兩台大冰箱在宿舍 1樓的公共區域(電梯右側)，提



供住宿同學郵件冷藏(凍)、社團冰品暫存及個人食品的保鮮。請

同學確依本舍冰箱「使用規定」及「可供冷藏品項」來愛惜使

用，以維護公用冰箱妥善、清潔及大家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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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行車安全： 

開學迄今，已經有十多位的同學因車禍而受傷，究其緣由，主要

是因為騎車速度過快、未注意後方來車及轉彎未禮讓直行車等因

素。外出騎車，請同學務必提高警覺及遵守交通規定，以免肇生

交通事故，確保人安、物安。 

5. 夜間放低音量： 

2300時後，基本上各樓層都很安靜，且已有部份的同學就寢。

如果仍有同學使用洗衣機或烘乾機，則機具的嘈雜聲響，將會影

響到同學的睡眠品質。因此，若真的有需要使用，請至管理室向

舍爸報備後，到 1樓的晒衣間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