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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12月 12日（星期三）12：00～13：00 

開會地點：CS-301 教室（濟世大樓 3F） 

主席：鐘育志校長 

出席人員：楊俊毓副校長、余明隆副校長、洪文俊副校長、賴秋蓮教務長、周汎澔學務長、黃

耀斌總務長、吳文正產學長、鄭添祿研發長、戴嘉言圖資長、陳桂敏國際長、戴嘉

言主任秘書、田英俊院長、李澤民院長、黃耀斌院長、王瑞霞院長、黃友利院長、

張學偉院長、呂佩穎院長、通識教育中心凌儀玲主任、體育教學中心陳昭彥主任、

陳信福組長、陸文德組長、謝志昌組長、高立興組長、徐淑倩組長、饒若琦主任、

陳秀玲主任、陳朝政副學務長、張松山主任、黃博瑞組長、學生會代表、宿自會代

表、僑生代表、陸生代表、外籍生代表及 182 位同學參加 

記錄人員：吳昱儀 

壹、 主席報告： 

學務長：今天因提問問題較踴躍有 35個問題，總務處已經問題歸類為幾大項，本次與校長

有約先針對書面問題作回應，後續再進行回覆 Q&A。 

校長：今日議題眾多，會前各單位已先回覆建議事項，請繼續進行議題討論。 

貳、 與校長有約 Q & A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說明：(如附錄一)  

現場同學對會前回覆如教務處說明，現場同學無異議，則照案通過，依會辦單位說明處

理。  

二、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討論：(如附錄二)  

※案號 1、2、4、8、19、26、34案—照會辦單位說明處理。  

※案號 3、6、9、14、22案—學校機車、汽車停車位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自行車已規劃濟世大樓 S館圍牆外為自行車停放空間，於同盟路校門口亦規畫自行車停車

區。另，因受限建築關係，A館 B1已規劃機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數量與 106學年度相比

為 89.6%，圖資處亦於校務資訊系統新增功能，可於系統上查詢 3個機車停車場目前剩餘的

車位數量。其次，本校因無多餘停車位，總務處宣導各位老師及同學改變開車模式，因東

側停車場為建設公司租給外面的停車單位，停放時間至多停至明年 5-6月，需要停車的同學

可自行去做詢問。 

※案號 5、21、31、32案—學餐用餐二區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學餐區域以往為全家管理及使用，截至 107年 7月全家不再續租及使用。此空間經考量 B1

學生用餐及人數統計，經評估已於 12月初開放並提供 60個座位於中午時段開放使用，相

關規範亦請同學配合，若未來有其他用途會去考量，會視同學意見做後續調整。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補充：每日約 10桌左右。 

總務長補充：總務處將於學餐區另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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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7、24案—學校運動空間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因學校位於市區，受限建地率及容積率問題，請參閱附件內針對新宿舍擬規劃兩層空間規

劃室內運動空間約 900坪左右，與目前綜合球場 700多坪大小差不多，未來將與體育中心

密切討論運動空間規畫及使用，會依學生建議做評估。 

※案號 33案—球場燈光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靠近自由路排球場燈光，燈光造成炫光問題，本校依市府建議調整燈光。另，網球場因照

明安定器燒壞故有段時間球場燈光較暗，未來運動場也會針對同學意見作全面性規劃，屆

時會有更好燈光整體規劃。 

※案號 10案—宿舍脫水機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宿舍洗衣機、烘乾機及脫水機皆由委外公司座維護，每周定期清潔保養及維護，暑假期間

亦清洗機體及維護。另，請使用同學時發揮公德心，請注意放進之物品，若發現異常可與

總務處事務組回應。 

※案號 11案—學生實習期間校外住宿相關提案(呼治系、教務長補充說明) 

呼治系：系上希望同學至不同醫院實習，每次以一個月為主，並希望可以提供宿舍，但例

如彰基即無法提供宿舍提供外校學生實習期間住宿。另，義大醫院雖有提供宿舍，

但學生又不想住宿，顯示學生於外縣市實習期間住宿仍有困難。 

教務長：各學系實習時間及人數有差別，教務處會函文詢問重點醫院如彰基、奇美醫院等

校外租屋、宿舍，若對方有回應，亦會提供資訊給同學。 

※案號 12、16案—宿舍拆除改建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總務長：學務處依學生身分如低收、身障、公費生…等排序抽籤宿舍。改建宿舍案子總務

處於 105年始跟各位同學說明及進展，另，總務處一直為宿舍環境做努力，104學

年度於 N、S館整修內部床組，但 N、S館宿舍結構、滲水等問題無法根治解決。

本校今年 10月董事會通過宿舍改建案子，並於年底申請執照與市府提出申請爭取

建造容積率，未來如何提供學生更好環境，會另做說明。 

於宿舍興建期間，總務處與學務處宿舍評估床位量，目前學校洽談學校周邊住宿

環境，因選舉後情形有點改變，學校會再繼續洽談盡量幫同學做安排，宿舍未來

相關規畫紙本上皆有說明，未來新宿舍及配套方案也會與學生會做討論後做一個

公開說明。 

校長：對於舊館拆除及新館建置，建議增加溝通效率，設置＂銀髮照護中心暨國際學生宿

舍＂網頁。 

總務長：相關說明及規劃歷程，請同學可參閱總務處網頁(校園建設花絮-學生宿舍改建專

案)，歡迎同學參閱。 

※案號 15案—學校系所相關提案(教務長補充說明) 

謝謝同學建議，本校雖無設置營養學系，但於醫學系、護理系、運醫系、口衛系、醫技系，

及部分研究所與通識中心有開設營養相關課程，歡迎各系所同學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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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18案—N大樓實驗室設備老舊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請所屬學院單位進行評估並逐年編列預算改，將訊息轉知相關學院。教室硬體目前同步做

空間等改善。 

※案號 20案—圖書舘書籍排列相關提案(圖資長補充說明) 

本校參考其他學校編排，同學可至搜尋系統搜尋，另，圖書館也提供「 書刊協尋服務 」，

讀者若有須尋書服務，只要在櫃台填單，館員會負責協尋。 

※案號 23案—新宿舍未來規劃等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銀髮照護中心暨國際學生宿舍為 103、104年案子申請名稱，本棟宿舍實際不會有銀髮族群

進駐，未來亦會設置無障礙空間及自修空間（預計規畫於 1樓及 4樓）等。 

※案號 25案—午休時間相關提案(教務長補充說明) 

午休時間於之前會議溝通過，將於 107-2學年度開始下午課程於 13:10開始，因倘若時間再

往後挪將影響夜間上課時間。 

※案號 27、28、29、30案—N11異味通報相關提案(總務處、副校長補充說明) 

總務長：可參閱附圖為 N11平面圖，平時宣導常閉室防火門要關門。 

陸組長：不應將藥劑或試劑倒至水管，檢測完發現是試劑稀釋溶劑。 

副校長：應清查為哪個單位使用，另補充說明環安室檢查未檢測出來有可能是因低於檢測

範圍。 

總務處：將與環安室密切配合。 

參、 現場提案與師長回覆 

※現場同學提案—上課期間冷氣開放時間 

總務處回覆：提早開冷氣及提早關冷氣為最適化使用，若同學或老師希望調整開放時間總務

處可做調整。另，A2教室備有電扇，且 A1及 A2教室預計於明年 3.4月完成空

調箱更換 

※現場同學提案—醫研大樓 B1停車區、銀髮照護中心暨國際學生宿舍 

總務長：1.銀髮照護中心暨國際學生宿舍以學生宿舍為規劃。2.醫研大樓 B1因爭取交通影

響評估為全校性，故改變臨停汽車位子開放綜合球場旁 251位子做替代，且較原

先多 80幾個機車位。 

校長：銀髮照護中心及學生宿舍為校務問題，過去一再與總務處討論興建宿舍問題，學校

非常傾聽學生聲音。 

副校長：補充說明申請宿舍名稱為暫定 

※教務處現場補充通識課程最高分數限制是否得宜 

通識中心：評分模組採取眾數方式，前 10%為 85-92分上下，眾數原則為 85上下  

 

肆、 主席結論：略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0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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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彙辦單 

 

  

案

號 

案  由 會辦單位說明 備考 

1 是否變更教學評量質性意見

教師端檢視排程案 - 教學

評量學生之開放式意見延後

至教師送出成績後才開放讓

教師端檢視。 

范同學於 10/17 校長有約提

出：『希望每學期的教學評鑑

可以在學期末老師給完學生

分數之後，再讓老師看到學

生的評語，以避免影響老師

為整班評分的依據。固然若

老師可以即時看到學生的反

應的話，也許可以及時改善

教學方式，但其實多數時候

整學期課綱、評分方式已

定，若要改變以為時已晚，

到下學期再修改也無妨，但

也已經不止發生一次的案例

是，即便教學評鑑為匿名系

統，但若是一個班級有人據

實填了該位老師的負評，極

有可能影響老師對於該班的

印象分數，甚至之後的上課

情緒。我認為只差那學期結

束前的一個月其實沒有差很

多，沒有必要立即讓老師看

到學生的評語，以避免師生

之間權力不對等之下，老師

打成績的影響因素。』 

 

 (牙四 范同學) 

教務處： 

1. 已將范同學之建議提案至

10 月 12 日教學品質促進委

員會討論，以讓全校有共通

一致的規定。 

2. 經 10 月 12 日教學品質促進

委員會提案四「變更本校教

學評量質性意見教師端檢視

排程」，是否依學生之建議，

學生之開放式意見延後至教

師送出成績後才開放讓教師

端檢視，經會議討論，認為

教師評定成績應會以課程評

分項目配置百分比給予客觀

公正之評分，應與學生之開

放式意見無直接相關，故決

議維持現況。 

3. 擬依 10 月 17 日「全校學生

與校長有約」之會議紀錄，

將范同學之建議再次提案至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品

質促進委員會討論。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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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會前建議事項彙辦單 

案號 案  由 會辦單位說明 備考 

1 1. 改善各大樓地下室通訊問題：

許多大樓(如 CS、N 等)都有位

於地下室的教室，但是手機訊

號極差，往往收不到訊號與網

路，導致本人曾經錯過重要電

話。對於上課的老師們也是一

大不便。 

2. 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增設車位指

示燈：可以參考 Costco 停車場

的配置，一排一排的設置燈

號，綠燈表示該排尚有車位；

紅燈則表示沒有。因為在車位

<100 位時學生或教職員往往

要繞行非常久才能找到空車

位，設置燈號可以增加便利，

減少盲目尋找車位的時間。 

3. 運動場地下停車場車位編號：

現行機車車位採區塊編號，但

有時仍不易找到車子的停放

位，建議可以逐格塗上編號。

對於學校來說，如果有車輛違

規，也可以透過標記車位號來

管理。 

(醫學二 廖同學) 

1. 總務處： 

目前本校公務手機之通訊系統合約商為

遠傳電信，一直有配合校方改善通訊死

角，其他系統商因與本校無契約關係，也

較無意願進場投資。 

於 107 年暑假營繕組曾會同遠傳電信檢測

全校通訊，當時即發現學生宿舍 A 館地下

室訊號強度不足，已於 11 月 6 日完成學生

宿舍 A 館地下室訊號改善作業。 

圖資處： 

廖同學您好︰目前濟世大樓 (CS)  B1 有 

3 顆，B2 有 2 顆 WiFi 無線基地台 

第一教學大樓 B1 有 2 顆, B2 有 1 顆 

WiFi 無線基地台，主要用來讓教室和社團

活動空間可以無線上網，若因空間異動，

導致部份區域無法連上 WiFi，圖資處預計

於本學年度加設 WiFi 無線基地台。至於

手機 3G 或 4G 訊號，須由電信廠商配合

才能改善，可能需要總務處營繕組聯絡或

協調。以上答覆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

時與我們聯絡︰校內分機 2184 謝先生  

(或網路組組員)信箱 net@kmu.edu.tw 

2. 在車位數量方面，目前仍先以入口處之機

車餘位數量顯示，因機車位數量大且車體

小，暫無法適用汽車占位之燈號顯示。 

3. 配合運動場地下機車停車位之標示，將在

地停機車分區域再細分停車小區編號，以

利停車師生較方便記得停車位置。 

總務處、 

圖資處 

2 聽很多同學對於新的停車場路線

規劃頗有微詞，想請問校長有什

麼想法？ 

(醫學三 曾同學) 

總務處：  

因本題不確認同學所提之新的停車場為何？

請補充說明後，總務處再行回覆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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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學校腳踏車停放位置 

(醫學三 黃同學) 

總務處：  

關於學校停車場位置及數量問題，總務處依

目前各類車輛停車場開放情形回覆，數據資

料如下： 

(1) 「自行車」停車位：於 106 學年度開放濟

世大樓後方、學生宿舍 S 館旁與宿舍圍牆

外停車棚外，總務處於 107 年 10 月於同

盟路校門口前圍牆外之退縮地增設了自

行車停車區。且自 105 學年度起開放自行

車免費停車，因此建議同學可騎乘自行車

通勤，便利且能節能減碳。 

(2) 「機車」停車位：自 107 年 10 月東側停

車場租約到期後，總務處已利用多處校內

空間規劃機車停車位，本學期校內開放機

車停車區域為運動場地停 B1F 機車停車

場、學生宿舍 A 館 B2F 機車停車場、醫

研大樓 1F 前廣場機車停車場與綜合集會

場臨時機車停車區。原規劃開放之醫研大

樓 B1F 機車停車區，因建築用途及安全

之考量，目前暫停實施。另也請圖資處協

助，將校內三處以 RFID 管理系統之機車

停車餘位數量資訊，即時與校務系統連線

提供查詢。 

(3) 「汽車」停車位：除原有之運動場地下

B1F 至 B3F 停車場採固定車位停放汽車

外，本學年度學校另租賃原家樂福頂樓停

車區共 73 位汽車固定車位可供停放。 

(4) 至於原東側停車場土地位置，已由購得之

建設公司委託廠商自行設置私營停車

場，雖然名稱為高醫同盟停車場，但並非

由學校與廠商簽約，因此若有停車需求之

師生可依停車場所公告之停車費率入場

停車或洽租。 

總務處 

6 想詢問除了目前的停車場外，有

沒有可能會增加新的停車位 

(牙四 薛同學) 

9 校外停車場問題 

(醫化二 鍾同學) 

14 機車停車位置 

(公衛二 游同學) 

22 可以增加汽車停車位嗎 

 (藥學四 許同學) 

4 信箱功能不好 

(牙一 黃同學) 

圖資處： 

黃同學您好︰如果您的問題是指本校的 

Webmail Roundcube 不易操作，您可以先參

考看看圖資處製作的簡易操作手冊和常見問

題

http://wiki.kmu.edu.tw/index.php/Webmail_

Roundcube_Manual 或 者 您 可 以 考 慮 改 用 

Gmail 或其他您熟悉的 Webmail 以收外部

信的方式來收取學校的信件，設定方式可參

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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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述連結 8.6 如何設定轉信 (如以 Gmail 

收外部信)？ 

以上答覆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時與我們

聯絡︰校內分機 2184 謝先生 (或網路組組

員)信箱 net@kmu.edu.tw 

5 我想要問第二用餐區為何改成交

流區了 

(牙五 曾同學) 

總務處： 

(1) 國研大樓 B1F 第二用餐區原屬全家租用

合約範圍，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全家不再

續約使用該區域，而後自 107 年 8 月回歸

學校使用，先前教務處及圖資處均有提出

使用規劃構想，故仍保留未用。 

(2) 基於 B1F 學生餐廳於中午用餐時段擁

擠，自本學期開始學校便已在進行午餐時

段開放原第二用餐區之評估與規劃。 

(3) 該案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青年領袖座談

會，總務處也對第二用餐區開放規劃提出

說明。 

(4) 其後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再與全家協調

後，擬規劃第二用餐區暫時開放中午用餐

時段使用，開放時間為 11：50 至 13：10，

並由學校於第二用餐區增設桌椅提供師

生 60 個座位使用，暫訂於 107 年 12 月 5

日起實施，其效益再行評估。 

總務處 

21 學餐第二用餐區為甚麼不開放? 

 (醫學一 蔡同學) 

31 為什麼二餐要停掉 

 (藥學四 陳同學) 

32 二餐為什麼不開放 

 (藥學四 曾同學) 

7 是否還有新的空間能夠蓋更多的

體育活動空間 ，例如排球場籃球

場或羽球場？ 

(牙四 羅同學) 

總務處： 

(1) 本校位處市區可發展之校地面積較小，又

必須配合市政府對大專院校相關建蔽率

及容積率限制規定，一直以來體育活動空

間較無適當地點擴充。但學校仍在有限之

空間內規劃有籃球、排球、網球、室內桌

球、健身房及紅土跑道運動場等，提供師

生教學及活動所需。 

(2) 然需特殊空間、設備及設施之游泳池、保

齡球及羽球場等，則採外洽借用場地使

用，以羽球場而言，必須是室內場地且有

挑高空間需求。 

(3) 未來學校將於新建的學生宿舍樓層中，初

步已規劃二個樓層做為增設運動活動空

間(包含韻律、健身房、桌球等)，空間面

積合計約近 900 坪(約略大於目前綜合球

場面積)。 

總務處、 

體 育 教

學中心 

24 學校能不能增設羽球場 

 (心理一 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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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 

1. 學校在有限之空間內規劃有籃球、排球、

網球、室內桌球、健身房及紅土跑道運動

場等，並向校外接洽借游泳池、羽球館提

供體育授課教學及全校師生活動所需。 

2. 未來興建的學生宿舍預計有兩個樓層的

地板面積做為增設運動活動空間(包含韻

律教室、體適能健身房、桌球室等)，空

間面積合計約近 900 坪(約略大於目前綜

合球場面積)。 

33 請問是否以後會改善球場不足與

燈光問題？ 

 (護理一 程同學) 

體育教學中心： 

燈光部分，固定人員量測運動場燈光流明

數，若遠低於使用標準，將進行汰換。 

總務處： 

(1) 先前曾因配合市政府要求防止造成察哈

爾街用路人眩光問題，調整排球場地之燈

光角度。  

(2) 近日於 11/20 網球場因照明安定器燒毀，

已於 11/22 完成更換。 

(3) 未來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完成後，地上球場

可以配合燈光設計，考量場地照度又不造

成自由路眩光加以改善。 

總務處、 

體 育 教

學中心 

8 為什麼宿舍無線網路那麼糟呢 

(心理一 柯同學) 

圖資處： 

柯同學您好︰ 

如果您指的是學生宿舍 A 館的無線網路，初

始建置時主要考慮供筆記型電腦上網使用，

手機不一定能順利連線。本學期圖資處已和

配合廠商至 A 館重新進行現場 WiFi 訊號量

測，發現基地台如果由走道移至房間內，可

大幅改善 WiFi 訊號強度，但是否可行，尚

待與總務處營繕組與住宿同學協調，假如協

調成功，最快可於本學年度完成 A 館部份樓

層的調整。在尚未完成上述改善之前，建議

您先與我們聯絡，我們可以評估是否可用短

期應變方案來協助您。以上答覆若有任何疑

問，歡迎您隨時與我們聯絡︰校內分機 2184 

謝 先 生  ( 或 網 路 組 組 員 ) 信 箱 

net@kmu.edu.tw 

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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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問宿舍的脫水機是否有定期清

潔 

(公衛一 陳同學) 

總務處： 

(1) 學生宿舍洗衣機、烘乾機及脫水機，均委

外由上洋公司裝設及維護，每周均有清潔

及保養維護，並於每月實施內桶消毒作

業，相關維護均有記錄可查詢。 

(2) 暑假期間另安排洗衣機及烘乾機整體清

洗保養。 

總務處 

11 在所有外縣市實習的醫院能否盡

力去爭取到住宿？短暫 1 個多月

在外縣市實習，如合作醫院不提

供住宿，需自己在外尋找短租房

子或長期住類似青旅的旅館，對

實習生而言是一種負擔，及困擾。 

(呼治四 楊同學) 

呼治系： 

在系上的立場是希望皆能幫同學爭取到合作

醫院能提供住宿。但在洽談外院合作實習

時，對方醫院皆表明他們的宿舍有不足之情

形，並無法提供給外校實習學生(包括其他系

之實習學生)。在期許能增加同學到不同醫院

實習的狀況下，我們對外請求合作醫院讓我

們學生去實習，但於提供住宿的部分，確實

有困難，只能請同學包容目前學校的作法。 

ps. 建議校方能整合各系實習學生的實習醫

院，然後以校方的立場承租該合作醫院附近

的房子作為宿舍，不知是否可行?  

比如彰基，我們呼治系及醫學系皆有實習學

生去該院實習，那麼能否承租該合作醫院附

近的房子作為宿舍，在不同時段的實習，可

安排不同的學生入住。 

教務處回覆： 

因考量各學系每學期實習時間、場域、人數

不一致，難以統一由校方承租實習場域附近

房子做為宿舍，且依據學生實習辦法第八條

第二款規定「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訂定之

學生實習要點，應規範學生實習條件、分發、

輔導、保險、合約、實習前健康檢查、實習

期間學生、教師、實習單位之權利義務、實

習成績及其他實習相關事宜。」，因此建議學

系於實習場域溝通協調時，需將學生住宿問

題納入考量或建議實習場域推薦優良租屋資

訊，並於實習說明會、學生實習分發前，與

學生說明各實習場域住宿事宜。 

呼治系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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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寒假舊館的拆建是否影響住

宿品質? 

舊館內部裝潢比新館還新,為何

需重新打掉? 

(醫社二 張同學) 

學務處： 

依本校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第 10條，抽籤優

先順序為低收、身障、公費生、清寒僑生、

專案住宿、宿舍幹部及書院助理、新生、境

外生等，若要知道詳細資訊請參照本辦法，

謝謝。 

總務處： 

(1) 關於本校為何要拆除老舊宿舍(近 40 餘

年)及雖經 104 學年度進行內部整修仍無

法解決建築結構等問題，在與市政府積極

爭取才有機會配合增加容積率之優惠

下，進行興建學生宿舍的規劃案，相關說

明及規劃歷程，請同學可參閱總務處網頁

(校園建設花絮-學生宿舍改建專案)。 

(2) 學生宿舍興建案名以＂銀髮照護中心暨

國際學生宿舍＂是配合 104 年向市政府

爭取容積率時的計畫案名，當時應是期能

結合銀髮照護的概念並非收容銀髮住

民，而是以部份空間或可規劃做為銀髮照

護教育用場域。因此，在目前初步規劃是

以無障礙宿舍的模式為示範，也可實際提

供需要的學生住宿使用。 

(3) 未來在整體宿舍空間的規劃也有國際學

人宿舍、自修室、討論室、交誼廳及運動

健身空間等。 

(4) 該案目前先以符合容積率爭取之時程進

行第一階段作業，未來進入整體設計時會

徵求全校師生之寶貴意見，並結合專業評

估為本校學生宿舍案提供最適化之設計

與規劃。 

(5) 在學生宿舍的興建期間，勢必因拆除現有

宿舍(S館/N館/B館)及校友會館建築而有

減少床位之影響，合計約 512 個床位及

16 間校友房。 

(6) 自本案通過後，總務處立即延續先前在宿

舍配套方案之洽詢，因必須和校外業者實

質洽談，預計在年底前會提出具體方案。 

總務處 

學務處 

16 想問南北館醫護館拆了之後學生

該住哪裡？新館宿舍抽籤率的先

後次序(新生/本地生/僑生外籍

生）？ 

若是由學校給予的方案住在校外

那住宿費又是如何計算？（經濟

困難的學生選擇住學校宿舍，但

因學校宿舍拆而被逼住外面的房

子又該如何？） 

希望學校能夠給予具體的方案謝

謝 

 (醫學三 林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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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甚麼高醫沒有營養學系？ 

 (醫社二 黃同學) 

教務處： 

1. 本校目前共有 7 個學院 21 個學士班，相

較他校醫學大學（例如北醫、長庚、中國

醫、中山醫、慈濟等），本校更具備有結

合醫藥相關之特色學系，例如設置有運動

醫學系、香粧品學系、醫務管理暨醫療資

訊學系、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及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等。 

2. 經查，現行全國一般大學（例如義守、北

醫、中山醫、中國醫及亞大）營養相關學

系 106-107 學年度每年招收大一新生名額

已達 390。為隨時因應社會人才需求，本

校每年亦參考教育部彙整各部會建議增

設領域作為參考依據，由教學單位與行政

單位共同評估增設系所應考量的師資、課

程、設備及培育發展重點系所等多項因

素。 

3. 本校雖無設置營養學系，但於醫學系、護

理系、運醫系、口衛系、醫技系，及部分

研究所與通識中心有開設營養相關課

程。再者，將自 108 學年度起持續拓展校

內學分學程（16 學分）、增建微學分學程

（6-8 學分），並推動非國考學系「雙證書

（1 畢業證書+1 學程證書）」制度，加值

學生就業競爭力。 

教務處 

18 N 大的實驗室設備老舊可否予以

更新 

 (生技三 張同學) 

總務處： 

第一教學大樓實驗室設備老舊問題，將請所

屬學院單位進行評估並逐年編列預算進行改

善。 

總務處 

19 圖書舘前棟的電腦 microsoft 

office 版本過於老舊導致檔案根

本開不了，這樣也就無法用影印

機影印了。如果可以的話，希望

圖資處能更新版本而非讓同學用

後棟的電腦，謝謝。 

 (牙二 楊同學) 

圖資處： 

圖書館前棟檢索區電腦主要提供查詢館藏圖

書及電子資源，因故未安裝 OFFICE 軟體給

予同學長時間寫報告之用，而該區域電腦所

安裝的 LibreOffice 開放自由軟體亦可正常瀏

覽 WORD、PPT 等文件。您亦可利用雲端電

腦教室(http://wiki.kmu.edu.tw/index.php/Cloudapp)

開啟相關文件，若您在現場使用有任何問

題，敬請您洽詢一樓流通櫃台詢問。 

圖資處 

http://wiki.kmu.edu.tw/index.php/Cloud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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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圖書舘許多書籍並沒有按照圖書

分類法排架而是按照出版社排，

造成同學們尋書困難，尤其當需

要尋找多本書時，無法按照索書

號來尋書。希望圖書舘能做出改

變，與世界接軌，依照國際標準

排書而非沿用過時的排法增加讀

者尋書的困難，謝謝。 

 (生技二 傅同學) 

圖資處： 

圖書館書籍基本上是以全國統一使用的中國

圖書分類法進行分類與排架，但「語文類」

（索書號 800~899，共 24854 冊）及「哲學

類-心理學」（索書號 170~179，共 4599 冊）

的書籍數量實在龐大（前述超過全館一般書

籍的 1/3），為了使讀者在近三萬多冊的書海

中，即時找到欲借的書籍，圖書館也參考其

他學校因地制宜的策略，除了按索書號排

列，更進一步地將可依出版社進行分類的較

大宗書籍排架。 

圖書館也提供「書刊協尋服務」，讀者若有須

尋書服務，只要在櫃台填單，館員會負責協

尋。 

針對傅同學的提問，為了加強更好的服務品

質，本館將增設有按出版社排列書籍的告示

版，以便更清楚指引讀者尋書動向。 

圖資處 

23 想請問銀髮照護中心設置在宿舍

區的用意、未來樓層用途規劃以

及是否會影響學生自修的空間? 

 (藥學四 邵同學) 

圖資處： 

目前宿舍區空間由總務處營繕組做整體規

劃，自修空間已納入其中，應不會影響學生

自修。 

總務處： 
(1) 關於本校為何要拆除老舊宿舍(近 40 餘

年)及雖經 104 學年度進行內部整修仍無

法解決建築結構等問題，在與市政府積極

爭取才有機會配合增加容積率之優惠

下，進行興建學生宿舍的規劃案，相關說

明及規劃歷程，請同學可參閱總務處網頁

(校園建設花絮-學生宿舍改建專案)。 

(2) 學生宿舍興建案名以＂銀髮照護中心暨

國際學生宿舍＂是配合 104 年向市政府

爭取容積率時的計畫案名，當時應是期能

結合銀髮照護的概念並非收容銀髮住

民，而是以部份空間或可規劃做為銀髮照

護教育用場域。因此，在目前初步規劃是

以無障礙宿舍的模式為示範，也可實際提

供需要的學生住宿使用。 

(3) 未來在整體宿舍空間的規劃也有國際學

人宿舍、自修室、討論室、交誼廳及運動

健身空間等。 

(4) 該案目前先以符合容積率爭取之時程進

總務處

圖資處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document-search-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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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一階段作業，未來進入整體設計時會

徵求全校師生之寶貴意見，並結合專業評

估為本校學生宿舍案提供最適化之設計

與規劃。 

25 午休時間到 13:30比較好 

 (醫放三 王同學) 

教務處： 

為求上課時間一致性與教室最好利用率，已

決議自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起，上午第一堂

課為 8:10~9:00，下午為 13:10~14:00，午休

時間為 12:00~13:10。 

教務處 

26 宿舍能否抽到後找認識的人同

寢？ 

 (牙五 廖同學) 

學務處： 

  同學您好，本校系統為申請宿舍，宿舍

抽籤成功後皆以系統亂數分配至各床位。若

抽到宿舍後欲與熟識的人同寢，學校有更換

床位機制，此機制為雙方皆抽到宿舍但不同

寢室，則可找兩房內願意跟您換床位的室友

更換床位，兩位就能在同一寢室，一切要依

正常程序申請，謝謝。 

學務處 

27 我們的實驗室位在第一教學大樓

1115 室，長期具有不知名異味，

有跟環安室通報過，但是得到的

回覆是需要重新進行空調管線安

排，請問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改善?

因為真的非常不舒服，有時候同

學大家都會頭暈。 

 (醫博六 呂同學) 

總務處： 

(1) 第一教學大樓 11F 經評估造成異味及通

風不良，主因來自於隔間問題，如附圖

一，該樓層完全無通風走道，總務處詳評

再與使用單位討論。 

(2) 空調應不是異味發生源，必須找出根源方

能解決問題。 

(3) 近日事件：第一教學大樓 11 樓及地下 2

樓，於 10 月 12 日起有密集通報臭味，環

安室與總務處會同查看發現應屬生物

性，環安室於 11 月 20 日發全校通知信

後，狀況漸獲改善，故請各單位實驗操作

必須依照標準規範下進行，避免因人為使

用不當致藥劑或試劑外溢造成空氣及環

境污染。 

總務處 

28 第一教學大樓的 11樓，電梯一打

開就是濃濃的有機溶劑的味道，

找了一些單位都互相推就責任，

請問有什麼建議可以處理這樣的

情況嗎？ 

 (生物四 遲同學) 

29 N11的空調問題 

 (生物四 陳同學) 

30 N11的空調循環需改善，不是實驗

室的討論室 B 時常有有機溶劑的

味道 

 (生物四 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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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根據本校圖資處《讀者服務作業

要點》第九款規範，若項圖書館

借閱書籍而逾期，將依逾期冊數

及天數合併計罰（每冊逾期一天

以新台幣二元計算）。想請教： 

1. 此處之罰款圖資處將如何處

置？ 

2. 是否能以停借處分替代或並行

之（每冊逾期一天則停借一

天，若欲續借或在停借期間借

閱其他書籍，則以停借天數換

算每天新臺幣二元計）？ 

而同款規範也寫到逾期借閱書籍

「經本館通知限期歸還，逾期仍

未歸還時，則視同遺失」。想請

教： 

1. 是否能明訂限定歸還之期限？ 

2. 將逾期未還之書籍視作遺失的

處置是否過於嚴苛？相關處分

是否應在與讀者取得連繫後再

行裁定？ 

最後，在館方已有書籍預約制度

（若有讀者預約則停止續借權

利）的情況下，想請教： 

1. 是否考慮取消書籍續借次數的

限制？ 

2. 是否考慮延長、甚至取消書籍

借閱期限，並針對書籍預約制

度進行進一步討論與調整？ 

 (生物三 林同學) 

圖資處： 

 根據本校圖資處《讀者服務作業要點》第

九款規範，若項圖書館借閱書籍而逾期，

將依逾期冊數及天數合併計罰（每冊逾期

一天以新台幣二元計算）。想請教： 

以上問題依序回覆如下 

1. 圖資處每月定期繳交逾期罰款至學校出

納組，罰款納入學校收入。 

2. 圖書館執行逾期罰款之目的在於敦促讀

者準時還書，並提醒讀者尊重他人使用

公共財的權益。且本校逾期罰款(每逾期

一日每冊罰款 2元)，與其他大學圖書館

相較並不算嚴苛，應不致於造成太大的

經濟負擔。有鑑於圖書館早期僅以停權

方式處理逾期圖書，經常發生長時間逾

期未還情事，且無法約束即將離校的畢

業生。目前仍擬以罰款方式處理逾期還

書問題，對於多數遵守規定之讀者也是

一種公平的表現。 

 而同款規範也寫到逾期借閱書籍「經本館

通知限期歸還，逾期仍未歸還時，則視同

遺失」。想請教： 

以上問題一併回覆如下 
圖書館會定期向讀者發送逾期圖書通知

單，每月並以電話提醒長期逾期之讀

者，目前並未針對逾期未還之書籍視作

遺失做出相關處罰。 

 最後，在館方已有書籍預約制度（若有讀

者預約則停止續借權利）的情況下，想請

教： 

以上問題一併回覆如下 

目前圖書續借次數以三次為限，即每本圖

書在無人預約情況下至多可借閱四個

月，借期並不算短。為避免讀者因長時間

借閱忘記歸還，擬保留三次續借次數上

限。如同學對於圖書借期、預約制度等現

況有任何建議，歡迎您將寶貴意見議電郵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read@kmu.edu.tw)，並

感謝您對圖書館事務之關心。 

圖資處 



附表一：107學年度本校各類車輛停放位置及數量彙整表 

種類 停車場 數量 小計 備註 

汽車

(固定

車位) 

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B1 33 

548 

公務 7 

B2 263 公務 4 

B3 252 特約 20、學生助理 40、樂齡 3 

寶盛停車場 73 租期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止 

汽車 

臨停 

杜聰明大道暫停汽車區 32 

45 

提供兼任教師、洽公及送貨車

輛停放。 

上班期間從自由路校門進

出，夜間及假日由同盟路校門

進出。 

東側門卸貨區 13 

機車 

運動場地停 B1F 機車停車場 1795 

2756 

醫研大樓 B1F 機車停車區暫

停實施。 

機車之校內車位數量約為 106

學年度 89.3% 

學生宿舍 A 館 B2F 機車停車場 286 

醫研大樓 1F 前廣場機車停車場 244 

綜合集會場臨時機車停車區 251 

自行車 

濟世大樓後方 130 

490 

每學年進行2次廢棄腳踏車清

理 學生宿舍 S 館旁 40 

宿舍圍牆外停車棚 120 

同盟路校門口圍牆外自行車(新設) 120 

同盟路校門前左右兩側市府規劃區 80 

 

附圖一:第一教學大樓 11樓平面圖 

 

` 

11F 公共區域走道完全無對外窗 



高雄醫學大學 107年度第 1學期「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座談會滿意度調查問卷分析 





 

8.本次活動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1) 可以解決學生的疑問 

(2) 總務長及校長處理學生提出的問題非常有誠意做回覆 

(3) 了解高醫 

(4) 宿舍改建 

(5) 感謝總務長認真，清楚的回答學生的疑問 

(6) 與校長和各處室代表面對面溝通 

 

9.希望本座談會,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1) 時間 

(2) 覺得這樣的活動若可以的話多舉辦，謝謝!  

(3) 108-1南北醫護是否可續住? 

 

10. 其他意見:  

(1) 有時候某些教室冷氣有點開太涼了，有時又很熱，希望可以盡量調在合適的溫

度內。 

(2) 校方回答的問題答案很官方 

(3) 學校弄個公共參與平台吧！像台北市政府那樣 

(4) 強烈希望研究生選課有期中退選機制! 

(5) 給高醫學生的 24小時自修室(只能用高醫學生證進入) 

(6) 申請退選課程：希望可以在考試開始四週前至選課系統線上辦理。因為成功大

學也是四週前。 

(7) 希望學校能盡力幫同學做好住宿的部分，畢竟在外住宿的費用不少，安全考量

也是個問題，希望能有個兩全其美的方法，辛苦了！拆宿舍對於僑生而言影響

真的很大，清寒僑生的負擔也大大增加！ 



(8) 麥克風的聲音過小 

(9) 非常好！ 

(10) 新館 B1自修室有嚴重霉味，以及廁所有異味飄出，希望可以做改善!!! 

(11) 教學評量的處理方式希望老師們再多考慮，因為雖然一直說相信老師專業，但

沒有提到當這點無法被信任時，學生該怎麼處理。在成績這方面學生屬於弱

勢，會不會是因為擔心印象分數讓很多人不敢照實表達意見，才讓某些情形成

為個案。希望委員們討論時可以多注意師生間權力不對等這方面的問題，謝謝

因為在數屆之前曾聽聞某科老師教學有問題，被評低分之後，所有填低分的學

生都被當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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