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二次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座談會會議記錄 

 

日期：101年 12月 04日（星期二）12：00~13：00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予騰 

記錄：梅世穎、高慈謙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單位及各位同學撥空來參加會議，首先，我們先進行頒獎。 

二、頒獎 

1. 宿舍安全教育聯誼-宿舍奧斯卡微電影比賽 

2. 宿舍清潔日比賽 

三、生輔組組長致詞 

很高興看到各位同學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及看法，並同時能理性及堅定立場地發表

言論，讓多次的會議都可以有效且友善的順利進行，希望今天也能夠繼續保持，謝謝大

家。 

四、前次議題追蹤（詳如附件宿委會簡報資料） 

1. 消防垂降機的降落位置： 

營繕組：已請廠商來估價，費用大概是 18萬左右，因目前經費不足，因此現在

正在協調經費。 

生輔組：補充一下，學務處已收到營繕組估價金額，也已找到經費來源並已送

出簽呈，且經費亦包含脫水機增設出水孔工程，總過經費將近 30萬，目前簽呈

正在執行相關行政流程，大約會在這學期結束之前會給各位一個明確的答案。 

 

五、提案討論（詳如附件宿委會簡報資料）： 

1. 新館浴室拉門不順： 

宿委會：有住宿生反應使用拉門時，需要從拉門下方將拉門往上推才能把拉門拉

開，住宿生也都有報修，而維修工人說拉門的滾輪已出現磨損，但目前無法進行

對應的處理。因為有蠻多寢室有這樣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做了統計，發現有許多

寢室的拉門都出現窗框變形、拉門脫軌等嚴重的情形，想請問是否能夠有改善的

方法或是進行汰舊換新。 

營繕組：關於這個問題，因統計拉門不順數量偏多，應該會做全部的更換或更新，

但因時程的關係，希望能在寒假進行工程，需要向同學協調施工時間以避免造成

同學的困擾及不便，而營繕組會先從損壞嚴重的寢室先做處理，等到暑假會再做

全部拉門的汰換及更新。 

宿委會：希望施工前可以先通知住宿生，讓他們知道寒假會有人來施工，且施工

期間都會有宿舍幹部陪同，因此是否能在寒假就全部更換，否則如果等到暑假，

住宿生也都搬走了。 

營繕組：因為寒假包含過年的假期，因此能夠施工的時間不多，這樣可能會影響



到同學的生活，且施工需要一次完成，可能沒辦法斷斷續續，因此希望還是在寒

假先處理問題較嚴重的，等到暑假再一次全部更換。 

決議：請宿舍幹部再向住宿統計拉門故障較嚴重的房間先行施工。 

 

2. 新館新式洗手台容易積水： 

宿委會：因為新款的洗手台跟旁邊的平台不一樣高，所以容易產生積水，希望能

有處理方式。 

總務處：原來民國 92年設置的洗手台是組合式的，旁邊是流理台，所需經費較

低，但是在經過多年的使用後，常常會有生鏽及損壞的情形，因此已將中間的洗

手台更換，但是因為原本的設置是以組合式為基底，所以不管再怎麼更換都還是

會有積水的問題，我們會再找尋更好的辦法。 

決議：未來若要更換洗手台，會整組洗手台含旁邊的平台一起更換。 

 

3. 新館 1322房天花板雜音： 

宿委會：因為 1322房住的是研究生，他們非常需要良好的休息品質，而他們反

應浴室及房間的天花板角落上方都會發出擾人的噪音，而且很大聲，由其在深夜

時段特別嚴重，因此不勝其擾，希望能有改善的方法。而我們到頂樓勘察後有拍

下照片如上，發現只有太陽能板，懷疑是頂樓及天花板夾層裡的管線發出的聲音，

在此跟學校報告。 

營繕組：推測大概有三種可能的因素，第一，可能是樓上機房排水時所發出的聲

音，第二，可能是負責集水及送水的減壓閥因長期使用而導致故障所發出的聲音，

第三，可能是樓上的水幫浦在夜間運轉的時候造成的聲音，我們會再調查清楚真

正的原因再一併做改善。 

生輔組：可請樓長協助詢問住宿生調換至空房的意願，短期內可先住進空房以改

善問題。 

決議：最有可能的因素為減壓閥故障所造成的聲音，營繕組會再深入調查清楚後

立即處理。 

 

4. 南北館的螞蟻很多： 

宿委會：關於這個問題，住宿生已有報修，但對於學校給予的殺蟲劑，住宿生認

為殺蟲劑具毒性，希望能有其他替代方式。 

生輔組：使用殺蟲劑最大的疑慮即為毒性問題，我們已有找到一家廠商提供強鹼

食物性的殺蟲劑，此種殺蟲劑對人體不會有任何影響，可以先從南館開始試用。 

決議：待南館試用後回報結果。 

 

 

5. 新館 B1洗衣機男女共用問題： 

宿委會：我們於上星期四到洗衣間拍攝到的照片如上，可以清楚的從上面那張照

片看到有標示女生專用的洗衣機是 4台，且 4台洗衣機都在運轉中卻還有很多人

在等待著洗衣服，而從下面那張照片可以看到這些洗衣機都是沒有標示的，因此



我們把它們當作是男女共用的洗衣機，共用的洗衣機總共是 7台，而這 7台洗衣

機並不像上面那 4台一樣那麼使用頻繁，因為女生們對於男女共用的洗衣機接受

度不高，導致女生專用的洗衣機出現塞車的現象，記得上學期所有的洗衣機都有

清楚標示，分別為男生 6台、女生 6台，希望可以恢復原本清楚的標示並讓女生

有更充足的洗衣機可以使用。 

事務組：已有跟廠商協調，會針對數量及標示的問題，將男女洗衣機的數量調整

至平均。 

決議：因為女生的樓層較多，使用量較大，因此若大家同意，可將現有的 11台

洗衣機調整為女生 6台、男生 5台，並將洗衣機的位置重新調整，將男女生專用

標示做出清楚的區隔。 

 

6. 抓漏工程的問題： 

宿委會：前陣子似漏有進行抓漏的工程，施工人員告知住宿生說約莫半天的時間

會好，但最後卻拖了兩天。且抓漏工程進行之後，地板上有鑿出一個洞，並在一

周後漏水至床位部分嚴重影響住宿生的住宿品質，且牆壁上還出現了發霉的痕跡，

想請相關單位說明一下。 

營繕組：其實抓漏施工並不可能半天就好，施工人員所表達的應該是指前置部分，

及舖灑白色的抓漏液，是要讓它慢慢漏下去的，下次我們會請施工人員告知清楚，

也會先行告知樓長有施工的進行，以方便樓長對住宿生告知施工的細節。 

決議：若有相關的大型工程，煩請總務處先行告知訴委會以方便配合。且若有相

關的問題看是否願意在寒暑假統一進行，以減少影響住宿生的住宿品質。 

 

7. 大門關閉聲音過大： 

宿委會：很多同學反映在位於新館電梯間的那兩個大門關閉聲音很大，常常會有

極大的聲響並影響到住宿生的安寧。 

總務處：門的問題應該是他的緩衝系統已經老舊，極為門上那個摺疊臂的部分，

裡面有緩衝油，可能已經變質且老化，最近會請相關單位過去做更換及修繕。 

決議：總務處將於會後進行更換及修繕。 

8. 風雨球場的音樂放很大聲影響住宿生的安寧： 

宿委會：風雨球場常常因為辦活動或比賽而放很大聲的音樂，很容易造成住在旁

邊房間的住宿生的困擾，想建議總務處加設氣密窗或是隔音玻璃以加強隔音效果，

確保住宿生的休息品質。 

總務處：這邊很感謝宿委會的建議，但是由於氣密窗及隔音玻璃的單價太高，可

能無法短期內就施行工程，我們會盡力向學校爭取。 

決議：短期目標是跟課外活動組做協調，希望能降低音量以免吵到住宿生；長期

目標為加設氣密窗及隔音玻璃來確保住宿生的安寧。 

9. 生物多樣性教室的用途： 

宿委會：(見 PPT)由於已經將生物多樣性實驗室恢復為宿舍用空間，所以在 PPT

上是我們預設的規劃，想請總務處參考一下是否可以這樣設計，其中包含了四間

殘障床位及宿委會辦公室。 



總務處：如果按照這樣規畫殘障床位空間會變很小，所以建議改為一間大間的四

人房和一間兩人房，中間還要留上一條走道。最後宿委會辦公室以開放式的空間

去擺設鐵櫃或是桌子之類的，一方面可以增加視覺效果。 

宿委會：我們的訴求比較偏向有一個封閉的空間，這樣我們放置的物品，像是新

生入宿的個資、宿舍選舉的資料…等等的物品會比較有保障。 

決議：等實際設計圖出來之後再做討論。 

 

六、臨時動議 

無。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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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101學年度第1學期
第二次宿舍幹部座談會

感謝各位長官蒞臨與關心宿舍事務

會議程序
•頒獎
•主席致詞
•長官勉勵
•前次議題追蹤
•提案討論
•各單位說明
•臨時動議
•主席結論
•散會

頒獎

宿舍安全教育聯誼-奧斯卡微電影比賽

陳彥融

王明昇

謝絜羽

陳科翰

宿舍清潔日比賽

陳信宏 劉曼盈
李姿葶 王晋哲
黃偉豪 江玳瑭
洪宇雄 劉苑辰
李佳潔 王薰儀
白湘婷 楊宗穎

楊棨翔

主席致詞

長官勉勵 前次議題追蹤

消防議題追蹤

•上次會議有提出消防垂降機降落位置
的問題，請問目前的處理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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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大多數住宿生回應是，雖然拉門不順，但
不至於影響平時正常使用

•少數幾間是太緊(變形!?)或是容易脫離軌道

•想請問營繕組是否可能汰舊換新，或是有
對應知措施？

新館浴室拉門不順 報修狀況

新館浴室拉門不順統計
樓層 間數

2 1

3 2

4 4

5 1

6 0

7 0

8 3

9 4

10 0

11 2

12 2

13 2

總計 21

換新款洗手台後易積水
•請問有解決積水的辦法？
或更換其他款式洗手台嗎?

1323天花板會有雜音

• 1323的同學反應，浴
室上方的天花板晚上
會有蹦蹦蹦的聲音，
而且是週期性的，樓
長有報修，但未得改
善結果，實地看訪一
下頂樓相對位置，未
得明顯管路所在，想
煩請學校檢查。

南北館螞蟻很多

•住宿生多次反映螞蟻問題，而螞蟻問題並
不是單純因為食物而出現的，南北館很多
房間都有此問題，有些螞蟻會爬到床上！

•經過住宿生報修後，學校的作法是給噴霧
式殺蟲劑，但住宿生都認為在房間噴殺蟲
劑不好不敢噴，雖然家庭式噴霧劑是低毒
性的殺蟲劑，但還是有毒，毒性會殘留在
其他東西上

•建議做法：
1.是否可以提供其他類型且有效的螞蟻藥?
2.可以再增加全面性的消毒
此外想請學校是否可以有治本的做法？

新館B1洗衣機男女共用問題
女
生
專
用
洗

衣
機
僅
有4

台

未
標
示(

即
共

用?)

洗
衣
機
共

有7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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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年男女各有專用洗衣機(男6女6)?

•對於男女共用洗衣機女生接受度較低，
尖峰時段4台女生專用洗衣機常需排隊
等待，相當不方便。

•希望能恢復男女專用洗衣機標示，並增
加女生專用洗衣機台數。

409抓漏報修全紀錄

2012.11.1報修抓漏後

2012.11.13

2012.11.19

410地板也滲水

2012.11.21

大門關閉聲音過大

• 住宿生反映大門關閉時，會產生很大的聲音，影
響住宿生的生活品質

• 希望總務處可協助改善加裝門擋器。

風雨球場的噪音問題

•風雨球場天天都有人打球或辦活動，其產生
巨大的噪音會影響住宿生的日常生活!

•請問是否有解決方法或加裝氣密窗降低噪音

•請體育組播放音樂的音量控制在一定的大小，
避免音量過大影響住宿生

生物多樣性實驗室空間利用

•收回生物多樣性實驗
室空間之後，擬將此
空間規劃為4間傷病
房，及一間宿委會辦
公室。

•左圖為建議的改建平
面圖。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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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