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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宿舍幹部座談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三）中午 12：00～13：10 

開會地點：勵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宿自會 A 館準女館長──郭又寧 

出席人員：黃博瑞組長、陸文德組長（林志忠先生代理）、張松山主任（黃建嘉先生代理）、

陳信福組長、王繼國先生、謝志昌組長（黃文賢先生代理）、吳珮綺小姐、林季

瑤小姐、許四郎先生、謝珮慈小姐、賴玉美小姐、李嘉苹小姐、李心慧小姐、

陳予涵、張世興、莊凱翔、郭濬睿、劉奕彣、郭昱辰、林冠汝、邱筱紜、郭力

榆、楊多加、詹寓喬、李俐穎、李絢真、顏睿萱、林明瑱、鍾善禾、曾榆婷、

黃子旻、郭又寧、陳品嫻、高晨峰、蔡如璠、潘忠鴻、蔡隆軒、王緯丞、陳宗

賢、葉品誠、趙廣名、賴侑陞  

記錄人員：宿自會──蔡如璠同學 

壹、 長官勉勵： 

 先感謝總務處、圖資處和其他處室對宿舍品質改善的幫忙。也感謝宿舍幹部協助疫

情相關措施，如幫忙量體溫，感謝大家諸多努力，也期待宿舍變的更安全且舒適。 

貳、 主席報告： 

 非常感謝各位長官以及宿自會的幹部撥冗參加此次會議。 

 特別感謝： 

1. A 館 10 樓飲水機已全面換新。 

2. A 館 10 樓脫水機已維修完畢。 

3. A 館 13 樓廁所積水問題已解決。 

4. 電梯按鍵已修繕完畢。 

5. A 館 1012~1014 寢的環境問題已解決。 

6. H 館紗窗、一樓插座增設完畢。 

參、 前次會議執行追蹤：(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案   由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A 館增設廚房案 

(案號 10810-4) 

總務處

營繕組 

宿自會： 

在 108-2 第二次座談會中營繕組表示會於 4 月中旬完工。 

營繕組： 

工程預算編列於 109 學年度，預計於 109 年動工。因組長

並未出席，細節將後於書面回覆。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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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水機故障問題 

 (案號 10810-臨 3) 

總務處

事務組 

宿自會： 

目前 A 館 208 側脫水機使用時會發出巨大噪音，308、1008

側脫水機皆無法使用，408 側脫水機依舊無煞車，自上學

期座談會，此問題便存在至今，已報修多次，卻未見改善。 

事務組： 

脫水機相關問題請逕在 WAC 報修，不用等到座談會提出。

請宿舍幹部先行報修，學校會盡快聯絡廠商處理。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熱水供應時間調整案 

 (案號 10810-臨 5) 

總務處

營繕組 

宿自會： 

目前方案有三： 

1. 18:00～24:00 

2. 19:00～01:00 

3. 18:00～01:00 

前二項為上次會議所提出，第三項為 2019 年 2 月時高醫

大電子報公告中所寫，希望能調整成方案三。 

營繕組： 

1. 會把宿自會提供之三個方案帶回去討論與陸組長討

論，並以書面回覆。 

2. 自來水管線施工之部份，自來水廠校外管線已完工，

校內的管線預計於 6 月 23 日完工。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A 館 B1 自修室衛生

改善議題 

（案號 10812-2） 

總務處

事務組 

宿自會： 

抽風、環境問題已改善，然近期蚊蟲肆虐。 

事務組： 

風扇棉絮已清除，氣味問題已改善，但蚊蟲部分會再觀

察。上次消毒時間為上上禮拜，可能是時間過長，故導致

蚊蟲增加。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8 樓走廊電燈開關議

題 

（案號 10812-臨 2） 

總務處

營繕組 

宿自會： 

上次會議總務處表示，希望宿自會提出希望的開關燈方案，

方案如下： 

1. 定時開跟定時關，舉凡 17:30 自動開啟、04:30 自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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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 

2. 電燈定時關閉，而開啟則為手動，有需要就開啟。 

營繕組： 

宿自會提供之手動自動併行的方案將帶回討論，將會以書

面回覆，若有需求校方會逐年編列預算。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電梯連動設定議題 

（案號 10812-臨 6） 

（案號 10904-臨 6） 

總務處

營繕組 

營繕組： 

預計編列在 109 學年度的預算中，校方同意三台全樓層且

連動，修改模式之細節、時間將於書面回覆。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A 館靠近施工區域的

曬衣間環境問題 

（案號 10904-1） 

總務處

營繕組 

營繕組： 

紗網預計做成拉簾形式，已經請廠商估價，預計下個月於

四樓以下的樓層施作。 

事務組： 

脫水機粉塵過多報清潔即可。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8 樓飲水機維修進度

或更換評估 

（案號 10904-2） 

總務處

事務組 

宿自會： 

8 樓飲水機仍不斷缺水，缺水時段通常為 23:00～03:00。 

事務組： 

已編列十臺飲水機的預算，8 樓目前一臺插座問題已修

復，另一臺仍缺水的飲水機將聯絡廠商再來進行維修並書

面回覆。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H 館一樓目前招商進

度（案號 10904-6） 

總務處

事務組 

事務組： 

因為疫情所以目前沒有進度，仍會持續招商或者改為規劃

成機車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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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H 館監視器增設議題 

（案號 10904-臨 1） 

總務處

事務組 

事務組： 

因為考量到可能會拍到附近居民有隱私問題所以暫不增

設。 

宿自會： 

之前有聽說已有請廠商報價不知是否為真。另一方面還是

希望可以增設，目前一樓只有前面一支監視器，怕有治安

死角的問題。且之前有住宿生的腳踏車被偷，沒有監視器

的情況下就完全沒有追查的可能性，希望學校能再討論。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A 館 B1 自修室冷氣

時間開放議題 

（案號 10904-臨 3） 

總務處 

圖資處 

學務處 

圖資處： 

前次座談會中總務長表示基於安全及學生健康的考量不希

望 A 館 B1E 區冷氣 24 小時開放，會議中學務處與總務處

協商後無結果，表示第一次座談會後會在討論，但之後就

沒有下文，且圖資處表示並未收到相關消息。  

宿自會： 

A 館 B1E 基於讓住宿生洗衣服所以變成是學生 24 小時都

可以待在那裏念書，希望先定位出 E 區為何種使用場

所。且 12 點過後洗衣間抽風設施停止，蚊蟲四竄，對洗

衣服的同學也不友善。 

圖資處： 

原本讀書相關區域的開放時間就只到晚上 12 點而已，故

A 館 B1E 應該沒有必要開冷氣及送風，而 A 館 B1E 是為

了因應段考期間，自修區位子不足，故在 B1 走廊增設桌

椅供同學使用，但其開放時間仍到晚上 12 點而已。 

學務處： 

因為時間的關係，在此先做出兩個結論： 

1. 請總務處協助解決 B1 通風及蚊蟲相關問題。 

2. 請圖資處回去加強宣導晚上 12 點過後自修室不供應冷

氣，自修學生應離開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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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905-1）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館 B2 停車場開放時間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住宿生反映上學時要找停車位都要繞很久，但之前有 A 館地下停車場可以幫

忙分流，也不清楚施工會到何時。建議明確告知學生 A 館地下停車場正式開

放的時間，或是增加其他地方的停車位置以確保學生都有位置可以停車。 

決議：新宿舍新建進行中，基於安全考量希望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完成之前都不開

放。此議題會再帶回去討論，此決議後會再發新的公告告知學生。至於是否

開放其他地點工停車，將會帶回討論。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案號 10905-2）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館 13 樓浴室無肥皂架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有 13 樓住宿生反映浴室無肥皂架，不方便放置盥洗用具，且其他樓層皆有肥

皂架。建議於 13 樓增設肥皂架。 

決議：原本以為學生洗澡以沐浴乳形式為主，若有需要肥皂架的需求，會帶回去討

論。若討論後有需要會於國際學生宿舍完工後整修 A 館時一併裝設。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A 館 B2 防火門改雙

面刷卡進出案 

（案號 10904-臨 4） 

總務處

營繕組 

營繕組： 

地下 2 樓現在無停車所以無迫切需要，開放前再作決議，

目前有經費上的問題，無法處理。 

宿自會： 

現在無人使用其實是最佳的施工的時間，以免未來開放後

再施工，門禁無法運作，恐有一段時間無法掌控進出人

流，希望校方能再討論。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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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案號 10905-3）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H 館 1 樓簡易廚房地板溢水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H 館 1 樓簡易廚房時常發生淹水的情形，並同時散發出臭味和蚊蟲亂竄的問

題，在四月底更發現地板出現下陷的情形，根據勘查初步了解為該區加蓋在

原水溝上方而造成，且廚房也因此暫時封閉。希望廚房能重新裝潢，或者地

板重新鋪設。 

決議：原有空間將不使用，暑假會把東西移到前面類似交誼聽的空間，但是否要隔

間會再討論，因為該區含有電源總開關及監視器總機怕有安全疑慮。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案號 10905-4）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H 館儲卡機移動，提請討論。 

說明：住宿生反應每次要使用儲值卡機時，都要到特地跑到 A 館宿舍，相當耗費時

間。希望能將電費儲值卡移放至 H 館 1 樓大廳。  

決議：會帶回去討論，再作回覆。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伍、 臨時動議 

 提案 

一、 提案單位：宿自會（10905-臨 1） 

案由：B1 監視器增設議題，提請討論。 

說明：A 館 B1 目前只有洗衣間一支監視器，想詢問有無增設的可能。 

回應：將帶回去做討論，之後再進行回覆。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二、 提案單位：宿自會（10905-臨 2） 

案由：H 館消防安檢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有收到消防局的檢驗單，想請問學校安排安檢的時程為何。 

回應：H 館宿舍之房東將會進行第一次消防安檢，等學校後續接手後會進行第二

次的消防安檢，目前時程不確定，時程的安排將看消防局的安排，學校一

切都會照著法規進行。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三、 提案單位：宿自會（10905-臨 3） 

案由：A 館監視器問題，提請討論。 



第 7 頁，共 13 頁 

說明：A 館有少數機台監視器的檔案存取時間只有 5 天， 想請問是否能和其他監

視器一樣統一為 30 天。 

回應：回去討論看能否統一檔案存取時間為 30 天。 

（■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四、 提案單位：宿自會（10905-臨 4） 

案由：租借 H 館旁空地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之後新生入住可能會需要大量的空間，想請問學能否借用 H 館旁邊的空地

以利新生下行李。 

回應：學校已有規劃借用。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陸、 下次追蹤事項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A 館增設廚房案 

（案號 10810-4） 

宿自會： 

在 108-2 第二次座談會中營繕組表示會於 4 月

中旬完工。 

營繕組： 

工程預算編列於 109 學年度，預計於 109 年動

工。因組長並未出席，細節將後於書面回覆。 

總務處營繕組 

脫水機故障問題 

（案號 10810-臨 3） 

宿自會： 

目前A館 208側脫水機使用時會發出巨大噪音，

308、1008 側脫水機皆無法使用，408 側脫水機

依舊無煞車，自上學期座談會，此問題便存在至

今，已報修多次，卻未見改善。 

事務組： 

脫水機相關問題請逕在 WAC 報修，不用等到座

談會提出。請宿舍幹部先行報修，學校會盡快聯

絡廠商處理。 

總務處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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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供應時間調整案 

（案號 10810-臨 5） 

宿自會： 

目前方案有三： 

4. 18:00～24:00 

5. 19:00～01:00 

6. 18:00～01:00 

前二項為上次會議所提出，第三項為 2019 年 2

月時高醫大電子報公告中所寫，希望能調整成

方案三。 

營繕組： 

3. 會把宿自會提供之三個方案帶回去討論與陸

組長討論，並以書面回覆。 

4. 自來水管線施工之部份，自來水廠校外管線

已完工，校內的管線預計於 6 月 23 日完

工。 

總務處營繕組 

A 館 B1 自修室衛生改

善議題 

（案號 10812-2） 

宿自會： 

抽風、環境問題已改善，然近期蚊蟲肆虐。 

事務組： 

風扇棉絮已清除，氣味問題已改善，但蚊蟲部

分會再觀察。上次消毒時間為上上禮拜，可能

是時間過長，故導致蚊蟲增加。 

總務處事務組 

8 樓走廊電燈開關議題 

（案號 10812-臨 2） 

宿自會： 

上次會議總務處表示，希望宿自會提出希望的

開關燈方案，方案如下： 

3. 定時開跟定時關，舉凡 17:30 自動開啟、

04:30 自動關閉。 

4. 電燈定時關閉，而開啟則為手動，有需要就

開啟。 

營繕組： 

宿自會提供之手動自動併行的方案將帶回討

論，將會以書面回覆，若有需求校方會逐年編

列預算。 

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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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連動設定議題 

（案號 10812-臨 6） 

（案號 10904-臨 6） 

營繕組： 

預計編列在 109 學年度的預算中，校方同意三

台全樓層且連動，修改模式之細節、時間將於

書面回覆。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109-1 第一次座談會 

總務處營繕組 

A 館靠近施工區域的曬

衣間環境問題 

（案號 10904-1） 

營繕組： 

紗網預計做成拉簾形式，已經請廠商估價，預計

下個月於四樓以下的樓層施作。 

事務組： 

脫水機粉塵過多報清潔即可。 

總務處營繕組 

A 館 8 樓飲水機問題 

（案號 10904-2） 

宿自會： 

8 樓飲水機仍不斷缺水，缺水時段通常為 23:00

～03:00。 

事務組： 

已編列十臺飲水機的預算，8 樓目前一臺插座

問題已修復，另一臺仍缺水的飲水機將聯絡廠

商再來進行維修並書面回覆。 

總務處事務組 

H 館一樓目前招商進度

（案號 10904-6） 

事務組： 

因為疫情所以目前沒有進度，仍會持續招商或

者改為規劃成機車停車場。 

總務處事務組 

H 館監視器增設議題 

（案號 10904-臨 1） 

事務組： 

因為考量到可能會拍到附近居民有隱私問題所

以暫不增設。 

宿自會： 

之前有聽說已有請廠商報價不知是否為真。另

一方面還是希望可以增設，目前一樓只有前面

一支監視器，怕有治安死角的問題。且之前有

住宿生的腳踏車被偷，沒有監視器的情況下就

完全沒有追查的可能性，希望學校能再討論。 

總務處事務組 



第 10 頁，共 13 頁 

A 館 B1 自修室冷氣開

放時間議題 

（案號 10904-臨 3） 

圖資處： 

前次座談會中總務長表示基於安全及學生健康

的考量不希望 A 館 B1E 區冷氣 24 小時開放，

會議中學務處與總務處協商後無結果，表示第

一次座談會後會在討論，但之後就沒有下文，

且圖資處表示並未收到相關消息。  

宿自會： 

A 館 B1E 基於讓住宿生洗衣服所以變成是學生

24 小時都可以待在那裏念書，希望先定位出 E

區為何種使用場所。且 12 點過後洗衣間抽風

設施停止，蚊蟲四竄，對洗衣服的同學也不友

善。 

圖資處： 

原本讀書相關區域的開放時間就只到晚上 12

點而已，故 A 館 B1E 應該沒有必要開冷氣及

送風，而 A 館 B1E 是為了因應段考期間，自

修區位子不足，故在 B1 走廊增設桌椅供同學

使用，但其開放時間仍到晚上 12 點而已。 

學務處： 

因為時間的關係，在此先做出兩個結論： 

3. 請總務處協助解決 B1 通風及蚊蟲相關問

題。 

4. 請圖資處回去加強宣導晚上 12 點過後自修

室不供應冷氣，自修學生應離開 B1。 

總務處 

圖資處 

學務處 

A 館 B2 防火門改為雙

面刷卡進出案 

（案號 10904-臨 4） 

營繕組： 

地下 2 樓現在無停車所以無迫切需要，開放前

再作決議，目前有經費上的問題，無法處理。 

宿自會： 

現在無人使用其實是最佳的施工的時間，以免

未來開放後再施工，門禁無法運作，恐有一段

時間無法掌控進出人流，希望校方能再討論。 

總務處營繕組 

A 館 13 樓浴室增設肥

皂架案 

（案號 10905-1） 

原本以為學生以沐浴乳形式洗澡，若有需求會

帶回去討論。未來有需要會於新宿舍完工後整

修 A 館時一併裝設。 

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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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館 1 樓簡易廚房地板

溢水問題 

（案號 10905-3） 

原有空間不使用，暑假會把東西移到前面類似

交誼聽的空間，但是否要隔間要再討論，因為

該區含有電源總開關及監視器總機怕有安全疑

慮。 

總務處營繕組 

H 館儲卡機移動案 

（案號 10905-4） 
是否移至 H 館將回去討論。 總務處營繕組 

A 館 B1 監視器增設議

題 

（案號 10905-臨 1） 

是否增設監視器將帶回去做討論。 總務處營繕組 

消防安檢問題 

（案號 10905-臨 2） 

H 館宿舍之房東將會進行第一次消防安檢，等

學校後續接手後會進行第二次的消防安檢，目

前時程不確定，時程的安排將看消防局的安

排，學校一切都會照著法規進行。 

總務處事務組 

A 館監視器問題 

（案號 10905-臨 3） 
是否統一檔案存取時間至 30 天將帶回討論。 總務處營繕組 

 

柒、 長期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A 館增設兌幣機或評估運用

學生證替代硬幣付款之進度

(評估之結論) 

(案號 10710-2) 

合約在 109 年 07 月 31 日到期，續約時會

將此項目加進去。 

（■下次追蹤時間 109 學年度） 

總務處事務組 

宿舍監視器時間校準進度 

(案號 10710-臨 2) 

目前還是優先維修更新損壞的監視器，因

為牽涉到線路與軟、硬體的部分，整體汰

換、校準須待 A 館整棟整修時，全面檢

視。 

（■下次追蹤時間 110 學年度） 

總務處營繕組 

A 館 5 年更新計畫預算審核

進度： 

A 館加裝桌燈之評估工程進

度 

(案號 10705-4) 

A 館百葉窗更換為窗簾 

(案號 10803-臨 1) 

等新宿舍於 111 年 07 月完工後，將有為期

一年的時間整修整棟 A 館，衛浴樣式將仿

照 13 樓寢室，包含冷氣也將改為插卡式。 

（■下次追蹤時間 110 學年度） 

總務處營繕組 

洗衣機相關問題案 總務處和廠商討論過，如果要增加數量， 總務處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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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散會： 

主席：提醒各位宿舍幹部下禮拜日記得參加退宿會議；務必提醒住宿生，暑期留宿申

請於下週一截止。  

(案號 10810-5) 可以考慮在明年的合約中調整；如果在每

層樓放一臺洗衣機，還是會碰到塞車問

題，住宿生的洗衣尖峰、偏好、整體規劃

皆有待商榷，未來如果大家認為要在各層

樓加設洗衣機，將在整棟宿舍改建時將洗

衣機分配到各樓層，但地下室就不規劃洗

衣空間；然而，以現況來說如果不夠用，

會優先在地下室加裝，而不會在各樓層加

裝，因為牽涉到給排水的問題，需要全棟

考量較為安全。另，今年新生入住期間，

發現洗衣房相當髒亂，如發現環境需清

潔，請同學協助報清潔。 

（■下次追蹤時間 110 學年度） 

電梯間椅子更換議題 

(案號 10812-3) 

校方認為此空間未能善用非常可惜，也認

為目前的狀況不甚美觀，故將改善，未來

許會規劃學生去設計此處空間布置，在整

修及建設新宿舍也會納入考量，或先改善

單一樓層作為範例，此議題後續將與學務

處討論。 

（■下次追蹤時間 110 學年度） 

總務處營繕組 

1111 寢室水管線路噪音議題

問題 

（案號 10812-6） 

營繕組： 

此問題應不只 1111 寢受影響，因管線支撐

架太長，導致管線彼此撞擊，目前只能等 111

學年度 A 館整修，才有辦法整頓天花板管

線問題。 

（■下次追蹤時間 110 學年度） 

總務處營繕組 

H 館增設曬衣架的評估及規

劃進度 

（案號 10904-5） 

總務長： 

增設曬衣架之經費將編入 109 學年度預算

內，由於考慮到增設整體的完整性；除曬

衣場問題外，其他 H 館的問題，亦會再進

一步完整地規劃。 

（■下次追蹤時間 109 學年度）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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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10 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