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0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住宿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學校女生宿舍的門禁管制安全

防護？ 
化工系 

1. 住宿生於 06:00~24:00 必須持學生證刷卡方可進出學生宿舍，且各宿舍內均設置傳達

室，並安排工讀生協助安全管制與各項服務工作。 

2. 夜間 24:00~隔日 06:00，住宿生必須完成夜間進出同意書填寫 (20 歲以下必須完成家長

同意書)，且須完成指靜脈辨識系統資料建置，方可於夜間自主進出宿舍。 

3. 宿舍周邊皆設有監視器、紅外線及流刺網等設施，藉以增加學生住宿安全措施，並安排

宿舍指導老師於 22:00 至 24:00 實施夜間輔導，如遇突發狀況可立即聯繫校安中心

(03-2657777)及警衛室(03-2655555)協助處理。 

住宿組 

2 
想了解住宿生生活狀況，且校

方對於住宿生管理是如何？ 
工業系 

大一學生入住新生(力行、恩慈、良善)宿舍後，由宿舍指導老師、委員會幹部及系輔導教

官、導師共同擔任輔導與關懷角色，並由學校、業管單位(學務處住宿服務組)訂定【中原

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生活公約、夜間進出及晚點名規範】等相關法規，如住宿生違反

規定而遭到扣點、懲處，則由宿舍指導老師通報家長、系輔導教官及導師，立即予以規勸

與輔導偏差行為，俾利學習宿舍群體生活、相處模式。 

住宿組   

 

 

 

 

 

 

 

 

 



中原大學 109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住宿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希望男宿門禁嚴格管制(晚上

幾點後禁出門) 
化工系 

為維護家長安心、學生放心及宿舍安謐的優質住宿環境，並兼顧本校學生住宿安全、提升

生活品質，由宿舍自治會召集住宿生共同研擬生活管理自治規範，經三分之二以上住宿生

同意，於每晚 12 時至次日 6 時實施完善之門禁管理機制，惟門禁時間得述明理由自主進、

出宿舍區，違者依規定扣點處分及每月寄發家長通知函通知家長與系教官協助關懷輔導，

以培養學生自主管理能力及團隊精神。 

住宿組 

2 

由於學校地處居住密度極高的

都會區，而周遭街道狹窄，消

防巷弄淪為汽、機車停放之

地，請問校園災害防救執行的

項目有哪些？是否包括宿舍的

震災火警等例行性演練(要求

所有住宿生參與？演練頻

率？)，疏散路線又為何？ 

室設系 

1. 有關所提「消防巷弄淪為汽、機車停放之地」：將持續連繫當地里長及派出所加強取締，

並運用各種集會時機及網路社群方式予以宣導，期能改善違停情形。 

2. 有關所提「校園災害防救執行的項目有哪些」：本校校園遭逢有關山難、管制藥品濫用、

性侵害(性騷擾)、重大竊盜、校園遭人放置爆裂物、火災、校園施工、自我傷害、法定

傳染病、實驗室、集體食物中毒、溺水、重大車禍、豪雨地下室積水、地震、颱風及其

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等緊急事故，均為執行之範疇；每學年並辦理安全講座及防身術訓

練等活動，邀請中壢警分局警官蒞校宣導，期能加強學生危機意識，避免類案發生。 

3. 本校每年運用新生訓練及國家防災日規劃防災演練，並每學期辦理校園安全宣導周活

動，邀請中壢分局交通組、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新竹監理所、亞東醫院等單位，內容涵

蓋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藥物濫用防制等，期能建立學生自我防衛意識。 

4. 學校宿舍每學年運用國家防災日時機，實施全體住宿學生防震災演練，以模擬地震發生

時可能造成的各類型複合式災害應變與處置，並依計畫緊急疏散至指定之空曠地區進行

避難防護，強化本校住宿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之能力，期能在災害發生時有效

應變，並減低災損，維護本校校園及師生安全。 

校安中心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3 

曾聽兒子反映，開學後想找宿

舍管理老師辦理自行車停車

證，但下課後回到宿舍，老師

又已下班，請問宿舍管理老師

是否有課後聯絡方式，不是要

加班，或網路申辦方式(其他宿

舍生活事項亦同)。 

商學院 

1. 有關住宿生自行車貼紙(證明)申請服務部份，為攜帶學生證至傳達室(上班時間：早上

8:30-23:00)完成登記即可，審核通過後，即由宿舍老師通知發放貼紙(證明)。 

2. 學生若有其他事情需要反映，因故無法於宿舍老師上班時間直接洽詢者，可至各宿舍門

口傳達室，將反映事項書寫清楚，並留下個人姓名與聯絡方式，或交由宿舍幹部、夜間

輔導老師。 

住宿組 

4 
希望宿舍能增設洗衣機及脫水

機，並定期清潔。 
工業系 

1. 本校宿舍均會透過傳達室、自治幹部等機制，定時或不定時彙整住宿生意見，期能即時

反應立即解決問題。 

2. 為營造更優質的住宿環境，107 學年全面性檢討空間增設洗衣機及脫水機的需求，經總

務處及廠商勘查後，已於恩慈宿舍增加洗衣機 3 台及烘衣機 1 台供住宿學生使用。 

3. 有關定期清潔部分，宿舍每月由福委會督考外包廠商定期保養及維護，並於每學期結束

前，實施所有機具清洗與消毒作業，建立優質洗衣環境。 

4. 會持續利用各項集會時機，宣導洗衣機、脫水機及烘衣機儘可能於離峰時段時用，以避

免尖峰時段等待太久情事發生。 

住宿組 

5 

恩慈宿舍很新穎，但完全禁止

使用電爐， 十分不便，建議公

共廚房是否能提供加熱廚具，

方便學生烹煮。 

財法系 

1. 為落實照顧學生並達高耗能電器統一管制使用目的，同時能兼備宿舍用電安全，各宿舍

均有提供電鍋及微波爐借用服務，並於指定地點使用。 

2. 恩慈宿舍借用電鍋及微波爐時間為每日上午 8:00 至晚上 11:00，皆可持學生證至傳達室

內登記借用。 

住宿組 

6 
中南部學生可否列為優先續

住。 
資管系 

1. 有關學生宿舍床位分配，係依照「中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住宿核准

優先次序辦理床位分配。 

2. 大學一年級新生申請者採戶籍地離校遠近排序配宿。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申請者，不分

戶籍地，採電腦系統(已住宿生會針對扣點及處分紀錄篩選)進行公正、公開抽籤，依床

位狀況及申請人數多寡中籤率每年不等。 

3. 另可申請擔任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申請通過，服務當年可優先住宿，服務考核通過，亦

可再優先住宿一年。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7 
希望校方能提供孩子之後在校

外租房的相關資訊。 
電子系 

1. 本校網頁有建置校外賃居資訊服務網(中原大學校外賃居網 https://house.nfu.edu.tw/CY

CU)蒐錄鄰近優質租屋資訊及常見租屋糾紛案例、租屋秘笈、租屋 Q＆A 及租屋定型化

契約範本等，提供學生租屋參考，並透過各項集會時機及各種資訊宣導校外賃居相關資

訊。 

2. 定期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宿舍抽籤作業公告後舉辦租屋博覽會，邀請優質房東蒞校提供

租屋訊息，提供學生面對面溝通及諮詢平台，免除找屋看屋奔波辛苦，解決校外租屋問

題。 

3. 另由學生成立校外賃居服務社團，均配合學校辦理活動時機擺設攤位協助宣導校外賃居

相關資訊。 

住宿組 

8 
大二以上是否有宿舍可住？校

外租屋的安全性如何？ 
醫工系 

1. 大學一年級新生申請者採戶籍地離校遠近排序配宿。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申請者，不分

戶籍地，統一採用電腦系統(已住宿生會針對扣點及處分紀錄篩選)進行公正、公開抽

籤，依床位狀況及申請人數多寡中籤率每年不等。另可申請擔任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協助

服務住宿生，申請通過者，服務當年可優先住宿，服務期間考核通過後，亦可再優先住

宿一年。 

2. 在校外租屋安全部份： 

(1) 本校網頁有建置校外賃居服務網(中原大學校外賃居網 https://house.nfu.edu.tw/CYC

U)蒐錄鄰近優質租屋資訊及常見租屋糾紛案例、租屋秘笈、租屋 Q＆A 及租屋定型化

契約範本等，提供學生租屋參考。 

(2) 定期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宿舍抽籤作業公告後舉辦租屋博覽會，邀請優質房東蒞校提

供租屋訊息，提供學生面對面溝通及諮詢平台，免除找屋看屋奔波辛苦，解決校外租

屋問題。 

(3) 由學生成立校外賃居服務社團，均配合學校辦理活動時機擺設攤位協助宣導校外賃居

安全應注意事項。 

(4) 另定期辦理賃居生座談會、賃居生消防講習、賃居安全宣導及房東座談會，增加賃居

學生及房東相關安全意識。 

(5) 編組軍訓室系所輔導教官及學務處校安人員配合賃居生時間實施賃居訪視，除現地探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詢學生校外租屋生活狀況及表達關懷之意外，同時檢視租屋消防設施及環境狀況，並

提醒安全注意事項，每月均彙整所見情形並適時反應房東配合改進，108 學年度共計

關懐訪視學生 1,304 人次。 

(6) 配合教育部強化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政策要求，持續針對校外賃居建物實施安全評核，

合格建物資訊於網路公吿，提供學生租屋選擇參考。 

 

 

 

 

 

 

 

 

 

 

 

 

 

 

 

 

 

 

 



中原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住宿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因是女生的關係，想請問學校

是否有女生宿舍的方面，大一

到大四都有宿舍可以住嗎？ 

工業系 
1. 大一新生女生住宿恩慈及良善宿舍，大二以上住宿信實及熱誠宿舍。 

2. 學生宿舍床位分配，係依照「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住宿核准優先次序辦

理床位分配。大學一年級新生申請者採戶籍地離校遠近排序配宿。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

申請者，不分戶籍地，採電腦系統 (已住宿生會針對扣點及處分紀錄篩選)進行公正、

公開抽籤，中籤機率每年不等。 

3. 如有住宿需求，亦可申請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申請通過，服務當年可優先住宿，服務

考核通過，即可再優先住宿一年。 

住宿組 
2 

對於南部學生在大二時是否有

優先登記住宿之權利(家住屏

東) 

應數系 

3 

建議宿舍分配能以外縣市為優

先，在地的學生能通勤（有些

學校是這樣處理，學校可以參

考） 

財法系 

4 

力行宿舍完全禁止使用電爐，

公共廚房是否能提供簡單的廚

具，讓學生有自己烹飪的空間 

化學系 

 力行宿舍因考量公共安全，已購置兩個大同電鍋及兩個烤箱，住宿生若有需求，可憑

學生證至傳達室借用，並帶至指定區域使用，使用完畢且完成清理後，再將借用之廚具送

回傳達室，及換回學生證。 

住宿組 

5 

我們家住桃園區，大一上未參

與宿舍抽籤，讓孩子有獨立自

主的機會，請問大一下是否有

住宿的機會 

心理系 

1. 宿舍目前仍有空床位，可至宿舍老師辦公室填寫床位後補申請表，辦理入住相關手續。 

2. 宿舍床位會即時更新於學生一網通學務處住宿組:宿舍空床位統計，有意願候補者可登

入查看。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6 

恩慈宿舍外的全家便利商店過

12點有時會有人在外面喝飲料

聊天，影響恩慈宿舍的住宿

生。建議與管理單位協調能於

過 12點後放小音量。 

生科系 
 學校非公權力單位，無法強制要求校外人員，建議若有相關情形可直接撥打 03-456- 

2912普仁派出所協請處理。 
住宿組 

7 宿舍出入時間 機械系 

1. 住宿生出入時間均由系統主機管制，於夜間午夜至凌晨六時管制出入及統計次數，依

宿舍門禁及晚點名規範。學生每月於門禁管制時間內進、出記錄超過 5次(不含)以上者

(進出算 2次)，通知系教官及家長協助關懷；另週五、六進出不計次。依據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 10 條、民法第 1086 條等規定，若學生年齡已屆滿 20 歲，父母須取得學生簽名

之授權家長同意書，始得以進行查詢。 

2. 家長若需詳實了解學生出入宿舍時間，若子女未滿 20歲者，具監護權之家長可向宿舍

申請查詢，但為尊重個人隱私，宿舍老師仍須知會同學有關家長申請查詢事宜 

住宿組 

8 

貴校的宿舍在抽籤之前是否能

填寫問卷將生活作息相似的安

排在一起，以免造成彼此的困

擾。例如有人日夜顛倒、生活

習慣不同、吹不吹冷氣之類

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摩擦 

醫工系 

1. 入宿前調查作息分配床位之作法，數年前曾執行過，但因很多皆為家長協助填寫，或

是學生入學後作息變動，與原調查資料差異很大，故成效不佳。 

2. 大二以上學生採取中籤後，自行媒合適當同學配寢，減少因不熟而造成摩擦。 

3. 若住宿後發現與室友作息或生活習慣不合，可至宿舍辦公室申請協助調整寢室。 

住宿組 

9 

住宿學生作息時間不一致，有

些同寢室友熬夜(凌晨 3.4點)

打電玩影響其他室友睡眠。甚

至打電玩同學隔天早上就翹

課，是否入學前可以統計學生

就寢時間再來分配宿舍 

資工系 

1. 目前系統尚無此選項可供學生勾選，感謝家長的建議，之後將以增設【健康寢室(24:00

前就寢完畢)】選項，列為優先改進方向。 

2. 若住宿後發現與室友作息或生活習慣不合，可至宿舍辦公室申請協助調整寢室。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0 
子女住宿問題。(宿舍設備太

差) 
會計系 

 力行及恩慈宿舍係於民國 62及 72年間完工啟用，年代久遠，除平時設施維護外，近

年亦投入大量經費逐步改善硬體設備。此外，本學年度計畫於新中北校區興建新穎宿舍，

俾有效提升學生住宿品質。 

總務處 

營繕組 

11 

請問目前恩慈宿舍的學生是否

能在未來有優先排到宿舍的選

擇權(恩慈宿舍老舊，學生床板

甚至有破洞用膠帶黏補的狀態

(補償心態想法：舊的住久了，

總能輪到新的，知道住新的費

用不同)也考慮到住於學校宿

舍是否是最安全無慮的。 

會計系 

1. 宿舍老舊問題，學校均有規劃期程持續整建更新；另於每學期關宿前均對寢室逐間清

點消毒，如有損壞即刻報請維修，會儘快安排人員處理。大二以上學生及研究生住宿信

實及熱誠宿舍，統一於每年三月辦理下學年住宿申請，除中原大學宿舍管理辦法規定之

優先住宿學生外，皆採抽籤方式辦理。 

2. 各宿舍出入口採用學生證刷卡進出，皆設有監視器，6:00~24:00有傳達室工讀生輪值

服務，確保人員進出安全。校園安全維護管制上，學校 24小時均編排校警、校安及宿

舍執勤人員等待命維護學生安全。 

住宿組 

12 

校長很給力，明確，風趣，能

總控學校的運作與進行。 

建議：宿舍的飲水需定期檢

查，詳實落實煮沸消毒。住宿

反應，飲用冷水會有拉肚子的

狀況，應該預防群居的感染。 

會計系 

 學校顧慮學生飲水安全，所有飲水機所提供之冷水皆為熱水煮沸後冷卻，並且每月更

換濾心，並依據環保署飲用水管理辦法抽測大腸桿菌數，更換紀錄及抽測結果皆張貼於飲

水機體上，皆為合格飲用水。 

住宿組 

13 

住宿的問題：目前住在恩慈其

中有三位室友均參照宿舍規

章，但只有一位室友每日講手

機電話很大聲然後於午夜 12

點過後才去洗澡，再於午夜 1

點多吹乾頭髮，時常於半夜與

他人講手機電話。女兒已向舍

財金系 

 經宿舍老師及學生自治幹部關懷後，目前該寢室互動稍有改善，持續請輔區學生宿舍

幹部關心；另無誠意改善狀況部分，於 11月 11日召集該寢室同學與會談心，彼此藉由分

享了解生活習慣及維護寢室安寧等討論共識。住宿生活為集體生活，需要學習尊重且有效

的彼此溝通，盼彼此能相互尊重，方能維持良好寢室生活品質，若仍有疑慮請同學至輔導

老師辦公室，宿舍管理會儘速協助處理。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監老師提出反應但此一同學乃

無誠意改善進步，希望學校能

儘速改善。 

14 

1. 宿舍公約的訂定落實查核機

制？若無確實執行且有變項

的違約請問學校處理立場為

何？例如：噪音問題(約定時

間內不得在寢室內使用吹風

機與講電話，但卻以拆封塑

膠袋的方式來表達，且噪音

方貝與雜音高在零晨時刻會

嚴重影響睡眠品質。 

2. 寢室安全問題：若貼身衣物

要晾室內，務必脫水或擰乾

避免地面水漬，濕滑導致人

身安全問題。若學校無法有

效處理，若有意外發生要附

連帶責任。否則，一味要宿

舍生自行協議處理並不妥

當。 

以上建議請校方提出有效處理 

財金系 

1. 宿舍生活公約執行係由幹部依職掌落實查核或經住宿生反映查證屬實後予以扣點及關

懷，寢室內自行簽訂之寢室公約乃寢室室友基於互相尊重所訂定，宿舍方會協助協調處

理，但仍會提醒彼此要相互尊重、良好溝通。 

2. 宿舍公用曬衣空間部分，宿舍寢宣時皆有提醒衣物務必脫水後再行晾曬，寢室內的部分

仍須室友間彼此提醒，若情況未改善可告知輔區幹部及老師協助協調。 

住宿組 

15 

學生於寒暑假可能因社團活動

或運動集訓需住宿，是否能開

放宿舍供學生短期住宿? 

商設系 

總務處回覆： 

 學生社團於寒暑假辦理活動若有實際住宿需求，只要宿舍有空床位，課外活動組均會

在期限內辦理公告，屆時各社團可依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住宿組回覆： 

 寒暑假短期住宿可以社團形式向事務組提出申請、批價及繳費，納入寒暑期宿舍床位

總務處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規劃研討分配，並律定相關入住注意事宜，詳情請電洽總務處(03)265-2263，將有專人為

您服務。 

16 

1. 請學校下學期起，設計學院

學生宿舍的安排，如果是安

排沒有電梯的大樓，請安排

3 樓以下樓層，因學生常有

作品需要攜帶且作品重量不

輕，高樓層會增加攜帶的不

便性！ 

2. 男生宿舍可以 12 點過後不

熄燈，可否也開放女生宿舍

12點過後不熄燈，孩子們就

不會靠微弱燈光下趕圖！ 

3.感謝學校用心的辦這場親

師座談會！ 

以上意見請學校務必對設計學

院學生多點貼心！ 

感謝學校用心的辦這場親師座

談會！ 

室設系 

1. 恩慈宿舍後棟 1-5樓層均為設計學院學生居住；另規劃新建電梯已完成設計，預定 109

年 3、4月間辦理發包作業，10月底前完工。 

2. 宿舍為維護大部份住宿生之正常作息，降低室友間彼此之影響，管理上不分男女均維

持 12點熄大燈(中控或手動方式)，恩慈宿舍住宿生 12點後若有做作品之需求，可利用

小交誼廳之公用桌或 H棟地下室空間(申請使用)。 

住宿組 

17 

是否能在宿舍提供可加熱餐點

之電器用品？例如：電鍋或微

波爐 

特教系 
 宿舍有提供電鍋及微波爐，借用時間 08:00-23:00內，皆可持學生證到傳達室登記借

用。 
住宿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8 

您好：根據觀察學校附近有夜

市餐飲小吃店林立，外食很方

便。對於住校學生來說，一日

三餐都外食要做到飲食均衡又

不傷荷包，好像有些挑戰性。

感謝學校宿舍提供冰箱予住宿

學生存放食物，對於存放食物

內容的規定個人有些疑問？牛

奶、蛋糕甜點、水果需置於透

明保鮮盒(密封袋)或外包裝完

整以利辨識，避免異味產生影

響其他使用學生的權益，立意

良善深表贊同。但為什麼唯獨

不能放置由家中攜帶至學校食

用的便當呢？ 它一樣是放在

密封透明的玻璃便當盒內，存

放時間也依照宿舍管理公約規

定，應該不至於有食物腐敗發

霉異味產生之困擾。關於這個

問題是否可以請宿舍管理老師

審慎考慮予以開放？謝謝！ 

應外系 

 宿舍冰箱存放規範係經歷年來宿舍自治幹部實際管理後研擬訂定，每棟宿舍均有差

異。且宿舍冰箱空間有限屬於冷藏功能，且住宿人員眾多，冰箱開關次數多，冷藏溫度起

伏大，考量安全衛生與住宿生健康因素，飯菜屬味道重與易腐敗食物，目前尚未開放冰存，

若有特殊需求者，可請學生另洽該棟宿舍管理者協助，經評估後予以存放。 

住宿組 

 



中原大學 107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住宿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請問學生宿舍是每學期抽籤 ? 

還是新學年度抽籤 ? 
物理系 

 宿舍每年申請進行抽籤一次，住宿期以一年為單位，二年級以上於每年三月下旬進行

宿舍抽籤公告，請同學於申請時間內上網申請住宿。 
住宿組 

2 

學校如何解決境外生大二後住

宿狀況？能否讓境外生能優先

住宿？ 

企管系 

 本校學生共一萬多名，去年完成熱誠宿舍興建，宿舍配置已達到全校學生人數 1/3以

上，已是國內私立大學中佔比相當高的。大一及國外學生會優先安排宿舍，大二之後需到

校外住宿，但未來學校規劃會評估是否需再蓋宿舍，目前暫時無法解決宿舍不足的問題。 

 針對抽宿舍提供小訣竅，只要住宿舍狀況良好，沒有違規又擔任宿舍幹部，可保證住

宿，每年各宿舍約有 30-40位宿舍幹部，舊生抽籤約 50-60%可抽到，也會有學生辦理退

宿，但需開學後等待候補。 

住宿組 

3 

轉學生通知報到後無法申請宿

舍，且因時間較晚無法找到品

質較好的租屋，建議校方可否

將轉學生視同新生一樣處理，

讓學校安排能夠住學校宿舍，

可以快速交到同校的朋友，有

助於轉學生的人際交際和身心

健康。 

另外，學生目前租屋於中原國

小附近，反應鄰居成分複雜，

感覺居住上沒甚麼安全感，希

望校方是否可協助下學期住

宿？還請校方各權責單位撥冗

回覆~ 

應數系 

 轉學生及研究生按「中原大學學生管理辦法」係以舊生方式安排至信實或熱誠住宿，

然本校舊生作業於每年 3月份即開始作業，所控留床位按比例分配後，與舊生方式一樣以

抽籤方式公告住宿名單，107學年滿足率近 7成，比 3月份舊生抽籤滿足率 6成還高；另

為能提供床位需求，於開學後陸續通知候補，目前尚有空床位，若有意願可洽住宿服務組

協助安排(余小姐，電話：265-2191)。 

住宿組 



4 
大二若未抽到宿舍校外租屋校

方有提供資訊嗎 
會計系 

1. 本校建置校外賃居資訊服務網(中原大學好宿網 http://house.cycu.edu.tw及教育部

Formosa雲端租屋生活網 https://house.nfu.edu.tw)蒐錄鄰近優質租屋資訊及常見租

屋糾紛案例、租屋秘笈、租屋 Q＆A及租屋定型化契約範本等，提供學生租屋參考。 

2. 每年 3月份下旬舉辦租屋博覽會，邀請約 50位優質房東蒞校，提供學生面對面溝通及

諮詢租屋訊息平台，免除找屋看屋奔波辛苦。 

住宿組 

5 

住宿晚上的安寧時間,要確實

執行,不應於安寧時間,還在浴

室喧嘩影響附近寢室，若有違

反情形，樓管應適當口頭告誡 

應外系 

1. 宿舍「安寧時間」於每晚 08：30時至次日凌晨 06：00時，宿舍管理由宿舍自治幹部

編組輪值不定時巡視樓層，夜間 11：30時點名及寢宣，宿舍老師於夜間輔導時間於 10：

00至 12：00時等，針對違規事項及喧嘩人員進行勸導或是扣點；另浴室及樓層交誼廳

等公共區域，均張貼公告提醒學生。 

2. 宿舍為團體生活，本校藉由學生宿舍自治管理組織，辦理住宿講習、宿舍文化、衛保(安

全)講習、清潔競賽、期中(末)考溫馨送宵、愛心捐贈等等活動，培育學生品德生活教

育。若因個人權益受損或影響安寧情事肇生，為維護團體生活品質，同學一定要透過

寢室長、樓(區)長或傳達室反映協助處理，秉全人教育理念，予學生溫馨圓滿的大學

住宿生活回憶。 

3. 加強宣導與落實執行安寧時間。 

住宿組 

6 

恩慈宿舍內，經常有學生在晚

上安寧時間後，還依然在公共

區域大聲喧嘩吵鬧，影響住宿

安寧，請校方加強維護住宿品

質。 

會計系 

7 

有關宿舍的管理，在寢室大燈

的關閉，有無時間的規定，還

是由寢室室友共同商議，如有

規定可否依規定執行 

化學系 

1. 為維護大部分住宿生正常生活作息，降低室友間彼此影響，依宿舍生活管理公約規定，

寢室大燈須於夜間 24:00時關閉，並由各樓區幹部巡管，凡未按規定執行者，予以勸導

或扣點（屢勸不聽者）處份。 

2. 期中及期末考期間，依宿舍自治委員會決議公告，為利住宿生研讀功課與相互討論，

均於考試當週及前一週開放大燈使用。 

住宿組 

8 力行宿舍建議加裝紗窗 生科系 

住宿組回覆： 

 106-2學期本校編列力行宿舍相關修繕預算，將所有舊式鋁門窗予以更換並加裝紗

窗，已全面改善，確實維謢住宿生生活品質。 

營繕組回覆： 

 力行宿舍已有紗窗。 

住宿組 

營繕組 

http://house.cycu.edu.tw/
https://house.nfu.edu.tw/


9 

1. 恩慈宿舍曬衣空間不足，請

增設曬衣桿及曬衣空間，衣

物容易有霉味(有些衣物無

法用烘衣機)。 

2. 恩慈宿舍洗衣機太少，請增

設。 

會計系 

住宿組回覆： 

1. 總務處已至宿舍實地勘察數次，會再視狀況增加曬衣空間供學生使用。恩慈 F 棟後方

設有戶外曬衣空間(有遮陽棚)，還請同學多加利用。 

2. 總務處及廠商勘查後，已確定恩慈宿舍將增加洗衣機 3台及烘衣機 1台供學生使用。 

營繕組回覆： 

 為解決恩慈宿舍晾曬衣物容易堆疊而產生霉味，將於原曬衣桿增設波浪條，讓衣架之

間有空隙，增加通風效能。 

事務組回覆： 

 恩慈宿舍洗衣機已協調廠商增設。 

住宿組 

營繕組 

事務組 

10 

1. 女生宿舍曬衣空間不足(通

風不良)以致衣物發霉 

2. 宣傳寢室不要曬濕(滴水)

的衣服 

建築系 

1. 總務處已至宿舍實地勘察數次，會再視狀況增加曬衣空間及烘衣機供學生使用, 目前

良善宿舍狀況較恩慈宿舍好，如有需要學校會再修整女生宿舍。。 

2. 關於女宿曬衣空間問題，總務處已有前往現場勘查，今年寒假會新增曬衣空間，另一

方面可請學生使用宿舍內投幣式烘衣機，能夠讓衣物較為乾爽。 

3. 恩慈 F棟後方設有戶外曬衣空間(有遮陽棚)，還請同學多加利用。 

4. 曬衣問題會再請幹部加強宣導，手洗衣物後請使用脫水機脫乾衣物再晾曬。 

住宿組 

總務處 

11 

每周固定返家的請假是否可調

整事後可讓家長簽名補請假，

Tks! 

工業系 

1. 依中原大學學生宿舍門禁及晚點名規範附記一規範「外宿採事前網路登記，可於外宿

前十五天內登記，外宿天數不得連續逾 7天……」執行，係培養學生能凡事均有規劃，

免因突發事件而生危疑。外宿時間申請例如：今日是 10/1，可依系統指示點選申請

10/1~10/20的外宿假，若想申請 10/16~10/20日外宿則需等到 10/5之後始可申請。 

2. 若遇到因網路或學生一網通問題無法順利請外宿，可電聯宿舍傳達室由工讀生協助外

宿申請登記。 

3. 建議是否可調整事後可讓家長簽名補請假乙案，涉及規範修訂，且往例因採事後補請

假，肇生事端及家長誤解宿舍管理等，可提案納入各宿舍自治委員會討論。 

住宿組 

12 

良善宿舍女生的衣櫃、4人一

小間格實在容量不足使用。另

冰箱是否可一層放置一台，每

次拿瓶鮮奶就要到一樓(尤其

一大早)實在不方便。 

工業系 

住宿組回覆： 

1. 衣櫃為宿舍既有設施，且現行寢室硬體設備擺放方式已是空間利用最大值，建議住宿

生適時進行換季衣物收納於個人衣櫃上方收納櫃中。 

2. 冰箱因管理需求及電力管線問題，因此冰箱集中於宿舍一樓，且經評估住宿生使用狀

況後，兩台冰箱已足夠滿足住宿生冰存需求。 

住宿組 

營繕組 



營繕組回覆： 

 考量使用者生活迴轉空間，良善寢室衣櫃已是最大容量。 

13 

學期結束後，宿舍會關閉，但

有要求學生將物品清理留下一

個衣櫃的物品，對南部的學

生，東西要南北運送，增加困

擾，是否有更貼心的作法，將

物品打包存放，免南北運送之

苦。 

應外系 

 學期結束宿舍關閉，宿舍進行維護工程，宿舍消毒，因此希望學生能將物品確實整理，

個人物品可放置於能上鎖之衣櫃，也有開放倉儲空間供放置大型寢具；電腦屬貴重物品，

請務必攜回，也希望同學趁此機會整理寢室過多物品(雜物、書籍)及環境整潔。 

 若家長不方便幫忙載運行李，宿舍期末會與貨運公司簽約，協助運送學生包裹(個人

付費申請)，學生可打包好後寄回。 

住宿組 

14 

恩慈女宿的廁所水聲很大，我

的孩子寢室剛好是在洗手間隔

壁，已經影響睡眠，建議學校

可否加裝海綿降低噪音？或是

將洗手台或廁所位置調整？ 

會計系 

 恩慈女宿已經建置 30幾年，洗手台或廁所位置已是建築物既設空間，關於水流聲太

大的問題，當時建置時因成本考量，故都是以輕隔間建造，隔音效果較差，暫無調整規劃。

水管水聲請宿舍告知確切位置，總務處會再到現場檢查，可以配合加裝海綿降低音量。 

營繕組 

15 

力行宿舍通風設備差，建議可

解決方式加裝 CO2偵測器，提

醒開窗流通，另外恩慈女宿隔

音問題，可以在洗手台增置霧

化噴水器可解決水聲大的問

題？ 

化工系 

 上學期寒假已有改善力行宿舍設備，每間宿舍門上都設有通風窗戶並建議學生保持開

啟，但學生習慣關起來，導致較無法完全通風，故需要再向學生宣導學生改變使用習慣，

也會再去力行宿舍勘查。 

 寢室洗手台更換為單把手花灑式並且加長方便同學取水使用，將於本學年寒假更換。 

營繕組 

16 

 從外縣市寄送信件或物件至

力行宿舍，但學員未收到通

知，物品/信件就直接至郵局

了，學員就必須再至郵局領件

(很麻煩) 

化學系 

 各宿舍傳達室協助住宿生信件或包裹接收，當郵局(快遞)外送員送至傳達室後登記代

管，由值班工讀生電知住宿生至傳達室簽名領取。當郵件(包裹)地址、姓名、寢室房號標

示不清時，無法代收，避免肇生糾紛。將持續加強宣導免住宿生往返郵局領件。 

住宿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