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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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三) 12：00 – 13：00
開會地點： 勵學大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宿自會新館女館長--張予騰同學
出席人員：羅學務長怡卿、洪總務長純正、黃主任仲強、賴組長富彬、蔡組長麗桐、陳朝政
組長、李文智先生、郭安佳先生、王慶霖先生、陳信福先生、謝志昌組長、王慶
煌先生、劉用志先生、周大文小姐、徐明發先生、王繼國先生、劉秦豪先生、彭
湘潮教官、王志雄教官、王占魁先生、蔡亞萍同學、陳奕臻同學、李佳潔同學、
林筱芸同學、黃子融同學、高俐婷同學、林柏諺同學、賴相融同學、蔡宗諭同學、
李得維同學、鄭偉權同學、陳信宏同學、余安立同學、黃家薇同學、洪笛思同學、
阮懿秀同學、高靜怡同學、李云同學、林佳俞同學、張家妤同學、吳佳勳同學、
游舒璇同學、鄭佳容同學、陳冠伶同學、李光賀同學、周鴻杰同學、巫宗翰同學、
李明峯同學、羅啟倫同學、蔣弘毅同學、陳駿國同學、黃嘉偉同學、楊宗穎同學、
梅世穎同學、洪鈺倫同學
記錄人員：宿自會--李怡靜同學、翁嫣黛同學
壹、 主席報告
 歡迎大家參加這次的幹部座談會，非常感謝同學對於宿舍的服務與協助，
謝謝各位。
貳、上次會議執行追蹤：(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感謝之前決議的所有議題，各個單位都已順利解決，非常感謝各位。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中華電信網路問題
說明：本學期有向住宿生收取網路費用，但有住宿生反應速度還是稍嫌太慢，想了解是
否已經建構完成或是何時能完成。
決議：中華電信新的網路線已經進來學校了，因為中華電信各方面和宿舍的網路架構都
還需要再調整，所以目前正在測試中，資訊處預計在 10/09(三)上午正式上線。另外，
關於超出流量的事件，也從當事人填寫單子改為自動化設計，每隔一小時監測若超過會
自動斷線、隔天零時自動恢復。資訊處也提醒各位住宿生晚上睡覺前電腦請務必關機，
以免讓流量輕易超出限制範圍。
(附註：已於 10 月 09 日完成中華電信線路上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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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南北館每層樓 4 號房，櫃子打開會被書桌擋住
說明：南北管每層樓的 4 號房櫃子打開會被書桌擋住，有些甚至是門無法完全打開，不
知道是否有方法能改善。
決議：學務長和總務處會後會至現場探查，討論能不能改裝成拉門或其他改善方法。
(附註：會後經現場探查後已決議修正為拉門方式進行改善，目前已將發包資料送
至會計室，預計 11 月 09 日完工。)



提案三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南北館增設攝影機
說明：有南北館住宿生反應，曬衣房的衣服常常會不見，不知道是否能增設攝影機改善
此問題。
決議：若要裝設攝影機，須考慮到隱私問題恐引發其他困擾。提議在頂樓裝設鐵網，但
考慮到南北館住宿生逃生路線的問題，決定架設可收放的尼龍網子。



提案四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新館報修問題
說明：409 房入住地上就有凹洞，有即時報修也有完工證明，但卻無人處理，之後又再
次進行報修，但過許久仍然沒人處裡，希望學校未來在修繕部分能多加細心。

決議：總務處第一時間即有和廠商聯絡，但遇到中秋假期，廠商比較忙碌，會在近期處理
好。關於提醒住宿生方面，因住宿生要上課怕連絡不到，之後營繕組將在管理室留下消息
告知住宿生。
(附註：已於 10 月 3 日完成 409 房修繕作業。)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新館每層樓 08 房異味問題
說明：新館宿舍每層樓的 08 房都有異味問題，只有將空調打開就會飄散異味，剛入宿即
有此情況，排除是住宿生的個人衛生習慣問題。不知道是否能增設活性碳網濾臭，或是
有其他方法能處理。
決議：冷氣會散發臭味主要是因為出風口正好吸到了排水管所散發出來的味道，請宿自
會提醒住宿生可在排水孔裡灌水，一方面可阻止蟑螂另一方面也可有效阻擋惡臭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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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館各樓層 08 房的排水管經十年之後有些許變化造成惡臭味散發，這方面營繕組會
改善。
(附註：已於 10 月 8 日於新館 08 房的冷氣出風口與排水管之間加裝海棉隔絕排水
管氣味進入，會請宿自會追蹤是否有改善異味問題。)


提案六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新館 1 樓緊急安置床位增設設備
說明：因原生物多樣性實驗室後來改為緊急床位，希望能增設飲水機；另，宿自會新辦
公室是否能增設電腦或筆電以便開會處理宿舍事項。
決議：關於飲水機，因緊急床位所住的人不多，也不是常住，所以總務處希望學務處先
決定要增設哪種飲水機，而總務處即會執行。
關於電腦，資訊處會詢問有無汰換的電腦，有的話會增設。
(附註：已於 10 月 11 日向資訊處取得汰換電腦。)



提案七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新生入宿檢討會
說明：
1.僑生領取鑰匙問題，僑輔組單位未增設攤位，而造成僑生與家長入宿時不便。
2.幹部穿著之背心使用多年，字樣模糊，希望能重製新背心，並加上宿舍自治會字樣。
3.每年均有運醫系協助新生入宿，但卻造成別系新生誤會，希望能請學生或會系上導師
協調，盡量不要聚集在入宿的動線上。
4.入宿時的家樂福推車希望能增設到 60 台。
決議(學務處)：
1.此次新生入宿僑輔組有設立攤位，但因人手不足人員常不在攤位上，以造成誤解，未
來將請僑輔組向學務處申請工讀生，就不會有人手不足的問題。
2.會重新製作宿自會背心。
3.學生會會於未來新生入宿時連絡運醫系協調相關事宜。
4.由於今年讓家樂福在校園內擺攤，總務處認為未來會有更多機會向家樂福多借推車，
但不一定可以一次增加到 60 台。另外也請宿自會提醒住宿生家長，若自行向家樂福借
推車請務必親自推回家樂福，也可以在宿自會所借的推車做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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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南北館門禁調查
說明：本學期開始，南北館出入都改為靠卡的方式，宿自會向南北館住宿生調查，大部
分同學同意將出去得靠卡機制改為按鈕方式。
決議(營繕組)： 遵照宿自會的方案改為按鈕。
(附註：已於 10 月 7 日完成更改按鈕作業。)

伍、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提案五、提案六
陸、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案號

▓有，共 2 案，如下：
追蹤事項

負責人

1

新館每層樓 08 房異味問題是否改善？

營繕組

2

南北館每層樓 4 號房櫃子改拉門是否完工？

營繕組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無。
捌、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2：55 分整。
玖、預定下次會議時間：
10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 中午 12：1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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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102學年度第1學期
第一次宿舍幹部座談會

2

會議程序

感謝各位長官蒞臨與關心宿舍事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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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長官勉勵

主席致詞

5

前次議題追蹤

7

6

前次會議列 上次決議
入追蹤議題

處理單位

是否
處理

1

確認新館2、 通知承包商增加清掃樓梯間的次數。
3 樓樓梯間
是否有加強
清潔

總務處事務組

是

2

新館洗手台 若有舊版的洗手台希望換掉的，
漏水改善
請幹部們統計房間房號以便一次更換完
成。另外新版洗手台發霉問題，會請施
工人員改用另一種防霉材質的
silicone(矽利康膠)，以改善此問題。

總務處營繕組

是

3

南北館頂樓 決議：學務處會購買以增加晒衣鍊的數
的曬衣空間 量
不足

學務處生輔組

是

4

南北館風扇 在暑假整修南、北館時順便拆除電風扇。 學務處生輔組
拆除

是

5

隔板釘已消 會在新生入宿之前購入新的隔板釘。
耗完畢

是

總務處營繕組

8

中華電信網路專線

提案討論

3

• 本學期已向住宿生收取網路費用，想請問中華電
信的專線是否已建構完成?因有多數住宿生提問，
故想了解目前的進度，若尚未完成的話，大概何
時可以開始使用?

9

南北館-房間設施配置問題
南北館所有的四號房(104.204.304.404.504)共十
間房間的衣櫃，打開的時候會被書桌擋住，要拿
東西很不方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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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北館曬衣房增設攝影機

11

新館報修無改善問題

12

9/24又報修一次，但直至現在還沒有修繕完成。

四樓409房住宿生於9/8報修地板凹洞的問題，過
幾天其他問題已改善，但是地板仍未修好。

剛開學不久，有好幾位同學的衣物因曬在
曬衣房 而不見了，樓長也束手無策。
希望可以增設攝影機，以解決此問題。

希望未來在修繕上可以細心一點，且不要藉由宿自會來追蹤
修繕結果，若需長時間進行修繕的部份也請告知住宿生。

13

14

新館各樓08房有異味
新館各樓08房打開空調後，會飄出異味，味道明
顯與其它間不同，令人作噁。
剛入宿時就有此現象，排除寢室內人員的衛生狀
況問題。

新改建的傷病房沒有飲水機，因考慮到住宿生的
生活便利性，故建議在傷病房增設引水機。

16

感謝所有參與新生入宿的單位大力配合與支持。
1.許多僑生都到一般生領取處索取宿舍鑰匙及學生證，僑生
新生並不知道需找僑生負責人領取，加上今天僑外組無派人
值班，造成僑生新生及家長的不便。
2.宿自會的背心後面之「高雄醫學大學」字樣已模糊，辨識
不易，希望可以重製一批新的宿自會背心，且後方字樣加入
「宿舍自治會」，以利新生可以辨識及諮詢。

新生入宿檢討

宿舍自治會的辦公室已啟用，希望可以於辦公室
增設一台電腦(或筆電)，方便宿舍幹部集合於辦
公室討論、 處理各項宿舍事宜。

• 加報修紀錄

新生入宿檢討(1)

15

新館宿自會辦公室及緊急床位
增設飲水機、電腦

17

18

新生入宿檢討(2)
3. 運醫系同學盛情協助運醫系新生處理入宿事宜，
但擔心非運醫系學生會有所誤解，希望能請學生會
或是系生活導師協助協調，請運醫系不要在入宿動
線上聚集。
4. 新生入宿時，有家樂福推車不足的情況，希望未
來可以請總務處向家樂福協調增加到60台推車。

臨時動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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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館門禁調查

20

21

南北館門禁調查(續)
新館出門按鈕

南北館門禁目前進出皆需以學生証靠卡感應開門，
因多數住宿生反應南北館門禁不方便問題，
故生輔組及宿自會針對南北館315位住宿生
進行問卷調查作業，結果如下：
維持現狀進出入大門都
以門禁卡過卡方式管控

將出南北館大門
改以按鈕控制

沒意見

總計

南館

25

84

13

122

北館

13

91

15

119

總計

38

175

28

241

主席結論

22

感謝各位的參與！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