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宿舍幹部座談會」會議記錄 

時間：101 年 3 月 20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勵學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予騰(新館女館長) 

會議記錄：梅世穎、宋廷緯、周鴻杰 

 
一、 主席致詞 

新館女館長：現在開始本學期第一次宿舍幹部座談會，首先報告今天的會議程序(詳如

PPT)。 

 

二、 議題追蹤(詳如 PPT) 

1. 宿舍洗衣機更換廠商等相關事項 

決議：因為合約是到 101 年 7 月 31 日截止，過去都是有宿舍幹部來參與遴選，如果

下一次重新招標時，希望有更多的宿舍幹部委員來參與。 

2. 電梯維修公告張貼 

決議：電梯維護的資料會放在總務處的網頁上，並放置一份在宿舍承辦人供宿委會查

詢使用。 

3. 宿舍各樓層公共區域加裝無線網路 

決議：新一樓已經在交誼庭的門口上方及宿舍 1 樓大門上方各有設一個基地台；B1

自修室的部分，設在有隔間的牆面中間和B1入口進出的地方，做一個對角線的覆蓋。

這是我們目前已經預計要做，目前已經完成一半，就差設備。如果說是各樓層電梯間

外的話，這個我們還在評估，並也是要詢問長官們的意見。 

三、 提案討論(詳如 PPT) 

1. 新館寢電無故響起 

決議：以後如果發生這個問題，希望住宿生們能幫忙記錄時間地點並回報給宿舍幹部，

這比較好進行判斷處理。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所有的線路總機在醫院，那有可能是線路副接的時候衝接；第二個

原因就是真的有人打，然後就掛掉，所以應該提供給我時間和地點來判斷比較快，麻

煩樓長一發生的時候，你們馬上請宿舍承辦人回報我們，那我們就能很快的幫住宿生

們查出來。 

2. 新館曬衣間亮度不一 

決議：會後就開始進行更換。 

3. 宿舍洗衣機洗不乾淨 

決議：會後將聯繫廠商、事務組人員、宿舍承辦人員及宿委會幹部一同前往了解處理。 

4. 書院生保留床位 

決議：在未來第二年書院的學生如果要過團體生活，那可能要另外謀求其它的方式，

原來我們以為南北館是否還有餘力，但經過充份的討論之後，我們發現是連南北館目

前的情況之下，都沒有辦法撥出足夠的空位來滿足第二年書院生的要求。有一個可以



考慮的就是說，書院的同學如果覺得在住宿的生活學習很多，那可以試著爭取擔任幹

部，這是正常的管道，也是合理的管道。本校的宿舍自治委員會運作相當的好，而且

也很理性，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學校的政策是希望書院能夠持續的經營，但全校學

生的權益也應該要被顧及。 

 

四、 臨時動議(詳如 PPT) 

1. 住宿生網路被鎖 

決議：本校的控管算寬鬆，8G 流量是上、下傳分開計算，常見的影音串流、網路下

載的流量計算是分開來的，像一般其他學校所管制的流量是包含上下傳各種協定的。

而資訊處這邊只是大約判讀，我們並不在現場所以我們不知道問題在哪，但大部分是

影音串流負載。目前大致判斷，最多的是在影音軟體，例如網路電視，可能會被當作

一個類似分享中繼站，那會發生這個現象大部分是同學晚上睡覺、未操作電腦時或是

去上課而未關機，那電腦還在開機狀態下，程式持續運行而被當成影音中繼站，就很

容易發生這種情況。 

大致上看到他們不是檔案超載，而是影音串流造成的現象。配合學校推行的減能減碳

政策，在無操作電腦的情況下希望同學們要關機，如果同學就是要這樣看，那我們無

法做太多的處理，電腦在同學手上，少部分是檔案下載或不確定在傳送什麼檔案超量，

而絕大部分是網路影音軟體，而目前沒有侵權的問題產生，所以沒有特地鎖住，這些

程式特性就是這樣，會一直做封包傳送的動作。(資訊處) 

2. 宿舍建置新式學生證查詢機 

決議：負責我們學生證的廠商有提供兩台查詢系統讓學生使用，我們預計放置一台在

新館一樓 AED 除顫器旁的柱子，他是類似看板狀的形狀，靠在柱子不會占太多空間，

柱子後就有網路線的孔跟電源線，所以我們覺得那個位子滿適當的；功能的話，他右

下方所寫的那幾點，針對上次宿舍同學所提的問題，我有跟廠商反應會請他們回復。

有問過資訊處負責人，用電的部分是總務處負責，網路部分是資訊處負責，應該跟宿

委會無關。上次同學問到加值功能，這台無法加值，他們有說到時候機器上一定會貼

上連絡電話，有問題直接撥打電話給他們就可以了。第三個優惠券的功能是沒有的，

優惠券是 E 化的，輸入號碼便能儲存在你的帳號內，不需列印出來。這台機器，目

前在逢甲大學校園內有實際的機器，高雄地區目前還沒有。然後耗電量跟宿委會沒有

關係，他有說會再回覆我，我想不是太重要。那就是一台放在宿舍，另一台會等第二

教學大樓蓋好之後，設置在學務處那，剛好是在對角線的位置。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

問題。(學生會) 

 

五、 主席總結 

新館女館長：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結束，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六、 散會 



高雄醫學大學100學年度第2學期
第一次宿舍幹部座談會

感謝各位長官蒞臨與關心宿舍事務



會議程序
•主席致詞
•前次會議議題追蹤
•提案討論
•各單位說明
•臨時動議
•主席結論
•散會



主席致詞



前次會議議題追蹤



議題追蹤

更換洗衣機廠商

提供電梯維修紀錄

無線網路後續追蹤反對意見



無線網路意見調查
贊成 比例 反對 比例

方便在公共區域跟同
學討論功課或報告

56% 覺得使用率不高，
沒有必要裝

8%

可以請室友到外面視
訊，避免房間內吵雜

33% 可能會造成吵雜，影
響靠近電梯間的房間

3%

★希望能在公共區域加裝無線網路★



各單位說明



提案討論



• 情況說明：
多房的住宿生向樓長反應，寢電無故在各種時段
自行響起，鈴聲連續不間斷，但接起後只聽到撥
號聲，同樣情形發生過很多次，且有時發生在深
夜，令住宿生不勝其擾。

發生地點：多為08房側房間(20%發生比例)
發生次數：5~6次/學期
發生時間：多為半夜

1.新館寢電無故響起



問題的源頭是…?

上學期就有同樣的情形發生，不似同學間的惡作劇，

已上網報修處理，但修理後同樣的事依然重複發

生，問題似乎不是出在電話上，而是線路的問題，

是否有辦法解決?



2.新館曬衣間的亮度不足

V.S. V.S.



3.洗衣機常洗不乾淨

•洗衣機使用完畢後，會有棉絮或
汙垢殘留在衣服或洗衣網上!!



為什麼會越洗越髒呢?!

•洗衣槽外側積年累月的污垢!!

•因為就算洗衣機內槽是乾淨的，洗衣
槽的外側仍有可能藏有大量汙垢，尤
其在我們宿舍洗衣機的高使用量下!



為什麼洗完會卡棉絮呢!?
• 洗衣機內並沒有濾網，可以攔截這些棉絮!!!
因此它就卡到衣服上了



4.高醫書院保留床位

• 若要書院保留床位，便會與舊生保留床位有衝突，
且原本各館床位就不足，宿舍幹部開會討論之後，
決定不開放床位。

• 以宿委會立場，建議僅維持目前保障書院新生床
位，此一措施較具公平性。
(因為書院新生亦具有優先住宿資格)



4.高醫書院保留床位(續)

南館 新2人床 新4人床 小計 空床數

床數 174 38 552 764 0

98-1 141 37 543 721

空床 33 1 9 43 43

99-1 174 36 550 760

空床 0 2 2 4 8

100-1 161 36 547 744

空床 13 2 5 20 20

女生床位數

每學期床位數量的變化

北館 新2人床 新4人床 小計 空床數

床數 174 38 368 580 0

98-1 145 35 364 544

空床 29 3 4 36 36

99-1 148 38 363 549

空床 26 0 5 31 31

100-1 160 36 352 548

空床 14 2 16 32 32

男生床位數



各單位說明



臨時動議



住宿生網路流量過高被鎖

• 近期許多住宿生反應網路流量不
知什麼原因就超過8G被鎖定。

• 希望資訊處能告知超過流量標準
被鎖定的住宿生，流量超標原因，
讓住宿生可以知道問題所在，避
免因同樣的原因再被鎖定。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稽查

•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將會同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保官及轄區消防、建管、衛生及環保單位
人員，於3月19日~4月13日，將針對國內大專
校院校內宿舍及餐飲衛生進行抽查。

• 公共區域走道及新館各樓層的安全門通道請保持
暢通，並禁止堆放物品。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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