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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宿舍幹部座談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3 月 19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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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笛思同學 

出席人員：羅學務長怡卿、陳組長朝政、黃主任仲強、賴組長富彬、謝志昌組長、郭安佳先

生、陳信福先生、陳清富先生、彭昆旺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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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融同學、蔡雅雯同學、趙姿婷同學、嚴珮綺同學、阮懿秀同學、高

俐婷同學、賴相融同學、楊朝鈞同學、蔡宗諭同學、李得維同學、鄭偉權同學、

陳信宏同學、洪笛思同學、余安立同學、李湘亭同學、黃家薇同學、蔡思婕同學、

高靜怡同學、翁嫣黛同學、林佳俞同學、邱懿萱同學、張家妤同學、吳怡茜同學、

游舒璇同學、張佳怡同學、李怡靜同學、溫婉萍同學、梅世穎同學、周鴻杰同學、

王俊智同學、李明峯同學、陳昱齊同學、蔣弘毅同學、陳駿國同學、黃嘉偉同學、

楊宗穎同學、羅啟倫同學、柯志融同學 

記錄人員：宿自會- -翁嫣黛同學、高靜怡同學 

 

壹、 主席報告 

 歡迎大家參加這學期第一次幹部座談會，請大家踴躍提出問題一同來解決。 

貳、上次會議執行追蹤：(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案      由  執行單位  辦理情形 

北館各樓層加裝全身鏡 總務處營繕組 已加裝 

南北館頂樓曬衣場已裝設繩網，防

止衣服被強風吹落 

總務處營繕組 已裝設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新館的 wifi 涵蓋範圍無法供應住較靠窗的同學使用(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有住宿生反應新館的 wifi 涵蓋範圍太小無法供應住在靠窗的同學使用，希望資訊

處編列預算、逐層增設？ 

決議：資訊處會到現場做測試，測試增設基地台是否真的可以有效改善，若測試成功，

將會利用現有的預算增設基地台。除了現有的學生網路使用費，會努力在其他地

方撥預算，若無法，只能利用學生網路使用費來逐年增設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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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追蹤時間 5 月/ 21 日 （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加裝非密閉式燈罩(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上學期期末 1109 號房玄關處燈泡發生爆炸，玻璃碎片用了一個禮拜的時間清理，

感謝總務處在這學期初已經修復完畢。為防止類似情況再次發生，希望可以加裝

非密閉式燈罩或者其他可以阻擋的東西。 

決議：依過去加裝燈罩的經驗，燈罩久了之後會變髒、變黃，嚴重時會影響照明，所以

都拆掉了，也不建議再加裝燈罩。總務處未來會在購買燈泡時更加注重其品質，

以防止此類狀況再次發生，也請宿自會幹部檢查每間房間是否有水漬在燈座周圍，

並立即反應。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南館曬衣空間後半部加裝日光燈(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由於南館頂樓晚上天色較暗，且曬衣空間的燈源較不足，導致住宿生大多將衣物

晾在光線充足處，希望可以在曬衣空間後半部加裝日光燈，讓住宿生晚上有較多

空間可以曬衣服也比較安全。 

決議： 會盡速到現場了解線路的走向以及可以加裝日光燈的位置，並在第一時間完成。 

      （營繕組已於 3月 21 日完成裝設） 

     （■下次追蹤時間 5 月/ 21 日 （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北館改用透光式的屋頂(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北館頂樓陽台很大，掛在邊緣的衣服可以曬到太陽或風乾，但掛在裡面的衣服比

較不容易乾，導致常有曬不乾的臭味。希望改用透光式的屋頂，使得衣服可以曬

到太陽。 

決議：因透光材質較輕不易承重，不適合全面改裝成透光式屋頂，將於現在的屋頂的部

分改裝成透光式材質，使陽光可以照射到裡面的空間。而此部分南北館會同時進

行。 

     （■下次追蹤時間 5 月/ 21 日 （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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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南北館廁所加裝衛生紙架(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說明：儘管清潔員掃得多乾淨，經常被使用的廁所地板一定會髒，而髒污有可能是泥土、

灰塵、排泄物等…。住宿生因此多次提出有加裝衛生紙架的需求，也可以放置在

口袋裡的零錢之類的小物品。所以希望總務處找尋適當的空間、適當的材質加裝。 

決議：因廁所空間本來就較小，總務處將考慮在角落的位置加裝衛生紙架，另外也還有

材質的問題，總務處將努力尋找適合的材質並盡速加裝，也請同學們建議適當的

衛生紙架。 

      （■下次追蹤時間 5 月/ 21 日 （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肆、臨時動議 

一、國際學生廚房追蹤事宜 

1. 國際廚房增設於宿舍樓層中，安全性與危險性之評估 

回應(營繕組)：加裝一至二個煙霧探測器以及相關滅火器材即可，因為廚房只設立

於新館八樓與十三樓並非整棟，廚房面積非常小，事實上不會影響整體。 

2. 宿舍房間裡絕對不可以烹煮食物，即使是外籍生也不行、特殊需求也不行；中英文

公約也已公告，如還有人在房間內烹煮食物，一切依照法規處理。 

 

伍、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下次需追蹤事項。 

案      由  決      議  執行單位  辦理情形 

新館的 wifi 涵蓋範

圍無法供應住較靠

窗的同學使用 

資訊處會到現場做測試，測試增

設基地台是否真的可以有效改

善，若測試成功，將會利用現有

的預算增設基地台。除了現有的

學生網路使用費，會努力在其他

地方撥預算，若無法，只能利用

學生網路使用費來逐年增設基

地台。 

圖資處 先進行了解 

南館曬衣空間後半

部加裝日光燈 

會盡速到現場了解線路的走向

以及可以加裝日光燈的位置，並

在第一時間完成。 

總務處營繕組 已於 3 月 21 日完成裝

設。 

北館改用透光式的 因透光材質較輕不易承重，不適 總務處營繕組 正在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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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 合全面改裝成透光式屋頂，將於

現在的屋頂的部分改裝成透光

式材質，使陽光可以照射到裡面

的空間。而此部分南北館會同時

進行。 

南北館廁所加裝衛

生紙架 

因廁所空間本來就較小，總務處

將考慮在角落的位置加裝衛生

紙架，另外也還有材質的問題，

總務處將努力尋找適合的材質

並盡速加裝。 

總務處營繕組 尋找適合材質 

 
陸、下次會議預定討論提案 

  ▓如會議追蹤事項 

 
捌、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55分整。 

 

玖、下次會議時間： 

103年 5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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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長官蒞臨與關心宿舍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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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長官勉勵長官勉勵

感謝

• 北館各樓層加裝全
身鏡。

• 南北館頂樓曬衣場
已裝設繩網，防止
衣服被強風吹落。

前次議題追蹤前次議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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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議題
• Wifi基地台
▫ 有關新館住宿生上學期反應新館的wifi涵蓋範圍無
法供應住較靠窗的同學使用請問資訊處是否今年有法供應住較靠窗的同學使用請問資訊處是否今年有
編列預算呢？

▫ 下學年度開始可否逐層增設？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加裝非密閉式燈罩

•提案原因
■上學期1109號房燈泡發生爆炸
玻璃碎片如子彈般噴射

■感謝學校於這學期開學初修復燈泡
■住宿生目前期待加裝燈罩防止水氣
及類似事情發生

•加裝好處
■防止玻璃飛濺傷及住宿生
非密閉燈罩能防止燈罩內氣體被燈■非密閉燈罩能防止燈罩內氣體被燈
泡加熱而脹破
■美觀並且防止廁所濕氣影響電路
使燈泡能用更久

•由於南館頂樓晚上天色較黑，且曬衣空間的燈
源較不足，導致多數住宿生在晚上洗完衣服後，
上樓曬衣有緊張害怕的考量，於是提議在曬衣
空間後半部加裝日光燈。

•若未加裝後面的燈源，導致同學不敢至後面曬
衣，讓所有衣服都集中在前面，不但導致衣服
不會乾，那後面的空間不就白白浪費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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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2 晚上九點

站在曬衣空間的網子外

2014/03/02 晚上九點

走進曬衣空間的中間

2014/03/02 晚上九點

走到曬衣空間的後方

•晚上天色幾乎全黑的情況下，晚上九點算是晚
上作息的開始，多數人會九到十二點左右會上
樓曬衣服 看的出來照片中的空間已經黑 更樓曬衣服，看的出來照片中的空間已經黑，更
不用說十一點以後了。

改用透光式的屋頂
• 北館頂樓陽台很大，導致掛在邊緣的衣服可以曬
到太陽或風乾，但是掛在裡面的衣服比較不容易
乾，導致常有曬不干的臭味。
• 提議：改用透光式的屋頂，使得衣服可以曬到太
陽。陽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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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的參與！


	錄-有約102-3
	報告-有約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