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宿舍幹部座談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6 年 10 月 30 日 (星期一) 12：00 – 13：30
開會地點：勵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宿自會 A 館館長-張育愷同學
出席人員：羅學務長怡卿、黃總務長耀斌、黃組長博瑞、張主任松山、陸組長文德、陳組長
信福、謝組長志昌、郭組長昶志、周大文小姐、王志雄先生、李晏瑜同學、黃承
漢同學、劉政昇同學、張浚庭同學、江宜哲同學、賴侑陞同學、林秀蓉同學、陳
若瑋同學、曹齊軒同學、孔維欣同學、謝宜均同學、劉怡君同學、王之昀同學、
陳珮甄同學、魯亭萱同學、彭子甄同學、謝羽庭同學、廖小瑜同學、楊捷閔同學、
王涓又同學、路永瑩同學、劉念非同學、黃子旻同學、陳馨梅同學、洪品宣同學、
張育愷同學、吳昊叡同學、郭晉瑋同學、趙家德同學、王緯丞同學、蔡力哲同學、
郭昱辰同學、劉哲維同學、盧嘉宏同學、陳泉源同學、黃暐婷同學、張堡柔同學、
張祐銘同學、黃柏鈞同學、張竣閔同學、黃怡婷同學、郭凡綺同學
記錄人員：宿自會- -路永瑩同學、蔡力哲同學
壹、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長官參與本次會議。
 特別感謝：
A 館電梯修繕後故障率顯著降低。
B 館交誼廳電風扇裝設完成。
貳、 各處室報告
 頒獎： 106 學年度清潔周頒獎
A 館女：第一名 319

第二名 618

第三名 703

A 館男：第一名 1009

第二名 1118

第三名 1008

N 館：第一名 408

第二名 107

S 館：第一名 109

第二名 308

B 館：第一名 308

第二名 405

參、前次會議執行追蹤：(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案

由

執行單位

S、N、B 館門禁嗶卡聲音過大？ 圖書資訊處

辦理情形
會再和廠商洽談調整音量或是考慮直接
關閉音效。

S、N、B 房間電話館別間互打？ 總務處營繕組

目前已和中華電信洽談網路電話事宜。

肆、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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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電梯通風問題(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住宿生反應電梯內空間悶熱且通風差，常有汗臭及悶熱味在電梯內久久不散。
決議：目前全校電梯皆無冷氣，且住宿生於電梯內皆為暫時停留，解決此問題需於頂
樓機房裝設空調，耗能會過大，效果不佳、不符合環保概念，也不符合經濟效益。之
後會再與幹部一同確認 A 館全樓層電梯風扇是否正常運作。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二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電梯許可證即將到期(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A 館三台電梯許可證即將於民國 106 年 12 月 09 號到期，希望學校能協助更換。
決議：許可證每年皆會定期更換，今年十二月九號前會做更換。
 提案三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B 館衣櫃與抽屜鎖老舊(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A、B 館衣櫃與抽屜的鑰匙因長年使用，許多鎖頭變形以致無法使用。希望能
否更換成與 N、S 館相同的形式，需要上鎖的同學自行添購鎖頭即可。
決議：目前已請廠商勘查 B 館，廠商表示目前很難取得 N、S 館鎖頭材料，無法全面
更換，目前仍以報修方式解決鎖頭故障問題。
 提案四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飲水機問題(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飲水機有時無法使用，或熱水鍵和連續出水鍵問題，報修後有處理，但無長期
追蹤，相同問題仍然陸陸續續發生。希望能汰換較容易故障機台且維修後能長期保養
及追蹤飲水機狀況。詳細樓層及機台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決議：目前故障機台已修繕完畢，若仍有問題將以上網報修方式解決。會將熱水鍵和
連續出水鍵故障機台與教學大樓一樓之機台交換。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宿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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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A 館浴室水槌聲音過大(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長期噪音已嚴重影響住宿生作息，希望能全面更換零件，降低水槌聲。詳細樓層
及房號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決議：A 館七樓以下房間部分噪音來源為逆止閥，部分噪音為水槌聲，原因為減壓閥故
障，之後會陸續更換，若仍有噪音可以再和總務處確認原因為何，再做處置。A 館七樓
以上之噪音並非水槌聲，可和總務處約時間確認噪音來源。B 館勘查時沒有聽到聲音，
會再和住宿生確認。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六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部分房間及樓層出現水溝異味(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A 館部分房間及樓層出現水溝異味，希望將排水孔改裝為以手轉動開關的排水
孔。詳細樓層及房號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決議：暑假已清洗 B 館(105 房 106 房)存水彎，若仍有此問題，需再處理，其他部分
房間異味來源(B 館 306、A 館 307)可能來自茶水間、曬衣場，若是房間內異味，之後
會再做整體性體檢確認，並且會再確認手動開關式排水孔之市場價格，再做評估。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七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希望復原 A 館內玄關燈(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住宿生認為 A 館內需要有玄關燈，因半夜會有使用廁所需求，可能有安全上疑
慮。
決議：玄關燈使用的燈泡類別為政府禁用的類別，而其他燈別即使使用最低瓦數仍無
法改善光線過亮問題，因此無法改善。如住宿生覺得利用廁所反射燈光作為照明使用
依然太暗，學校會協助評估在牆角或地板裝設指示燈必要性。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八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 8 樓及 13 樓的曬衣間使用感應式燈管，建議其他樓層跟進(如附件會議簡
報檔)
說明：省電效果良好可達到環保效果
決議：將會列入 107 學年度預算在暑假時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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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B 館房門鎖頭老舊想要更新(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有住宿生持續報修鎖頭問題沒有改善。
決議：以提供 WD40(潤滑油)給 A 館管理員供同學使用，B 館 102 房房門問題較嚴重，
營繕組將針對 B 館 102 房房門問題進行改善。
 提案十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B 館 4 人房增設梯子(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住宿生目前為兩人共用一個梯子，安全性上有疑慮，希望能改成每個床位有各
自的梯子。
決議：106 學年度下學期開學前會將 B 館每層樓都改為每個床位都有各自的梯子。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S、N 館無障礙坡道希望裝設遮雨棚或防滑貼(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下雨時坡道濕滑行走不易。
決議：S 館已發包將裝設遮雨棚，N 館因增設遮雨棚執照申請困難因此考慮裝設防滑
貼。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S、N 館白板老舊需要更新(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S、N 館各樓層白板已使用多年而且老舊不敷使用，希望換成新的而且較大的
白板。
決議：總務處需再行規劃。學務處需挪出額外經費，若有挪出經費會進行更換
（■

下次需追蹤事項）

伍、臨時動議：
一、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新館有增設微波爐，而原本已經有一台了，希望可以再增設烤箱與電鍋
回應：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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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安全考量及評估，認為學生使用微波爐狀況已有安全疑慮，故無法再增設烤箱或
電鍋，請幹部先行教育訓練，讓住宿生習慣以正確方式使用機器。
二、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 408 及 401 廁所馬桶沒有水，且經常故障。
回應：總務處營繕組
將會回去了解檢查一下，也建議未來提供一兩間空房間供作備用。
三、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蟑螂過多，希望噴蟑螂藥。
回應：學務處
噴藥的安全性不足，煩請幹部先協助住宿生加強住宿環境整潔後，再觀察是否還有
此情形產生。
四、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學生建議 A 館洗衣間隔板拆除，換回桌椅。
回應：學務處
高醫為友善校園，若洗衣間有隔板可能造成不夠尊重性別平等，學務處建議總務處
拆除同時，可以同時加裝咖啡機或其他設備，使洗衣間氣氛更良好。
回應：總務處營繕組
隔板將規劃拆除，增設其他設備需要再評估。
（■

下次需追蹤事項）

五、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自習室廁所 23:00 過後開始有異味飄散。
回應：總務處營繕組
會再進行處理。
六、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 館網路在周末斷線，希望有緊急應變措施。
回應：圖資處
圖資處組長將留電話給志雄教官，若有發生類似情況可直接撥打該電話。
七、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S 館網路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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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圖資處
廠商使用訊號分析儀後發現訊號忽大忽小有故障情形，已有改善。之後會購入訊號
分析儀若有相似情形會盡早改善。
陸、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

下次需追蹤事項
案由

A 館電梯通風問題

決議
目前全校電梯皆無冷氣，且住宿

執行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生於電梯內皆為暫時停留，解決
此問題需於頂樓機房裝設空調，
耗能會過大，效果不佳、不符合
環保概念，也不符合經濟效益。
之後會再與幹部一同確認 A 館全
樓層電梯風扇是否正常運作。
A 館飲水機問題

目前故障機台已修繕完畢，若仍 總務處營繕組
有問題以上網報修方式解決。會
將熱水鍵和連續出水鍵故障機
台與教學樓一樓之機台交換。

A 館浴室水槌聲音過

A 館七樓以下房間部分噪音來源 總務處營繕組

大

為逆止閥，部分噪音為水槌聲，
原因為減壓閥故障，之後會陸續
更換，若仍有噪音可以再和總務
處確認原因為何，再做處置。A
館七樓以上之噪音並非水槌
聲，可和總務處約時間確認噪音
來源。B 館勘查時沒有聽到聲
音，會再和住宿生確認。

A 館部分房間及樓層

暑假已清洗 B 館(105 房 106 房) 總務處營繕組

出現水溝異味

存水彎，若仍有此問題，需再處
理，其他部分房間異味來源(B
館 306、A 館 307)可能來自茶水
間、曬衣場，若是房間內異味，
之後會再做整體性體檢確認，並
且會再確認手動開關式排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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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情形

之市場價格，再做評估。
希望復原 A 館內玄關

玄關燈使用的燈泡類別為政府

燈

禁用的類別，而其他燈別即使使

總務處營繕組

用最低瓦數仍無法改善問題，因
此無法改善。會與學生討論是否
在牆角或地板裝設指示燈。
B 館 4 人房增設梯子

106 學年度下學期開學前會將 B

總務處營繕組

館每層樓都改為每床皆有一個
梯子。
南北館白板老舊需要

總務處需再行規劃。學務處需挪 總務處營繕組

更新

出額外經費，若有挪出經費會進 學務處
行更換

學生建議 A 館洗衣間

總務處將進行拆除，另外學務長 總務處營繕組

隔板拆除，換回桌椅

建議可以再加裝咖啡機或其他
設備，使洗衣間氣氛更良好。

柒、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30 整
捌、下次會議時間：
106 年 12 月 19 日 (星期二)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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