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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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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月 24日（星期四）12：00～13：10 

開會地點：勵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宿自會 A館館長──郭昱辰同學 

出席人員：周學務長汎澔、黃總務長耀斌、陸組長文德、陳組長信福、黃組長博瑞、謝組長

志昌、謝珮慈小姐、吳昱儀小姐、邵國強先生、吳珮綺小姐、郭昱辰、林冠汝、

邱筱紜、林紫雲、郭力榆、楊多加、詹㝢喬、李俐穎、李絢真、顏睿軒、林明瑱、

鐘善禾、曾榆婷、郭又寧、陳品嫻、郭品辰、陳芮渟、蔡如璠、高晨峰、蔡隆軒、

王緯丞、葉品誠、趙廣名、陳詠新、賴侑陞、胡芸甄。 

記錄人員：宿自會──林明瑱同學 

 

壹、 主席報告： 

清潔週頒獎： 

男生：第一名 1019、第二名 1109、第三名 1308、第四名 1320 

女生：第一名 314、第二名 815、第三名 805、第四名 603、第五名 323 

新學期開始，宿舍多了很多新幹部，希望大家記得開會的時間，還有注意自己的出席

率。感謝各位長官撥空蒞臨，關心宿舍事務。 

特別感謝： 

A館 521的牆角漏水已解決；A館 12樓熱水目前穩定供應。 

 

貳、 各處室報告： 

長官勉勵： 

本學期會面臨搬宿舍重要時期，雖然學務處與總務處事前有開會，有幫同學爭取一些

權利，但我們今天還是可以針對細節有更多的討論。我們昨天剛好有校長與青年幹部

的會議，幹部們也有提出一些意見，校長也有相關指示，可以做為等一下會議討論的

參考。今天要頒發清潔週獎項，勉勵學生搬到後驛宿舍後，也要常保環境整潔。 

 

參、 前次會議執行追蹤：(如附件會議簡報檔) 

案   由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A館增設兌幣機或評估運用學生

證替代硬幣付款之進度（下次合

約請廠商評估之結論） 

(案號10710-2) 

總務處營繕組 

合約在 109年 7月 31號到期，續約時會

將此項目加進去。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 10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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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館加裝桌燈之評估工程進度 

（案號10705-4） 
總務處營繕組 

等新宿舍於 111年 7月完工後，將有為

期一年的時間整修整棟 A館，衛浴樣式

將仿照 13樓寢室，包含冷氣也將改為插

卡式。 

(建議 110學年度開始討論)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A館宿舍百葉窗更換為布窗簾 

(案號 10803-臨 1) 
總務處營繕組 

等新宿舍於 111年 7月完工後，將有為

期一年的時間整修整棟 A館，衛浴樣式

將仿照 13樓寢室，包含冷氣也將改為插

卡式。 

(建議 110學年度開始討論)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宿舍監視器校準時間之進度 

(案號 10710-臨 2) 
總務處營繕組 

目前還是優先維修更新損壞的監視器，

因為牽涉到線路與軟、硬體的部分，整

體汰換、校準須待 A館整棟整修時，全

面檢視。 

□結案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宿舍增設電風扇案，提請討論。 

說明：A館冷氣未開放時段，房間相當悶熱，希望每間都能加裝電風扇，或是有其他

讓房間降溫的選擇。 

決議：過往 N、S館原本有設置公用電風扇，然同寢室的住宿生產生意見紛歧，又電扇

需時常清理且清理不易，如果真的有需要，希望同學能自行準備立扇或桌扇，

若有因插座不足等因素可向校方提出討論。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走廊燈安全省電議題，提請討論。 

說明：宿舍走廊的燈，有時到了天黑都沒人開，就會看不太到路，有點危險；有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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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白天也不會有人關，就這樣開了一整天，很浪費電，希望能像冷氣自動斷

電一樣，電燈也能自動關掉。 

決議：在 106 年有將 8 樓電燈改成定時開關、角落電燈基於安全考量保持常開，樓層

修改線路、設定花費約二十萬元；若電燈未定時開關，請總務處同仁於會後檢

視時間設定。成效可以請住宿生與館長去視察看看，之後討論要不要改成感應

型電燈，但在改建之前請大家發揮公德心，隨手關燈。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洗衣機使用費議題，提請討論。 

說明：住宿生反應洗衣機使用 20元一次費用太高，因為其他學校有 10元一次，想詢

問在價錢方面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決議：詢問多家廠商幾乎都為此價格，本校洗衣機為 20元 30分鐘、烘衣機為 20元 40

分鐘，若使用一次為 10元，不曉得是否時間較為短暫，希望可以提供資料說明

是哪間學校與收費金額與使用時長，方便總務處與廠商討論。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館增設廚房案，提請討論。 

說明：礙於規定只能在簡易廚房煮食，但在 B館封館後就無簡易廚房可使用，造成住

宿生困擾(想自己煮卻無法)，希望能在各樓層茶水間安排空間讓他們使用，清潔

及管理辦法可以參照 B館。 

決議：整個宿舍都是不能煮食(生食煮成熟食)的，希望大家對於「加熱」有達到共識。

原 A館 8樓 13樓簡易廚房，因為未能如 B館廚房一般確實管控使用人次與狀

況，且易打擾到該樓層住宿生，故不建議開放；A館管理室目前已有兩臺微波

爐，可以達成加熱功能；若依照幹部想法，在 1樓設立能加熱的空間，且學生

也覺得可行，營繕組將進行後續規劃。 

（■下次追蹤時間 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洗衣服相關問題案，提請討論。 

說明：住宿生希望洗衣機數量能增加，因為到尖峰時段都會塞車，或者希望能在各樓

層架設 1~2臺洗衣機。 

決議：總務處和廠商討論過，如果要增加數量，可以考慮在明年的合約中調整；如果

在每層樓放一臺洗衣機，還是會碰到塞車問題，住宿生的洗衣尖峰、偏好、整



第 4 頁，共 7 頁 

體規劃皆有待商榷，未來如果大家認為要在各層樓加設洗衣機，將在整棟宿舍

改建時將洗衣機分配到各樓層，但地下室就不規劃洗衣空間；然而，以現況來

說如果不夠用，會優先在地下室加裝，而不會在各樓層加裝，因為牽涉到給排

水的問題，需要全棟考量較為安全。另，今年新生入住期間，發現洗衣房相當

髒亂，如發現環境需清潔，請同學協助報清潔。 

（■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六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宿舍電梯通風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電梯通風不良，常有濃厚的汗臭味散不掉，讓住宿生難以忍受，希望能加裝通

風設備。 

決議：A館三臺電梯都有通風設備，但目前有在正常運作的只有中間的電梯，已有請

廠商處理但廠商堅持要請購完才維修，目前還在催促報價單。建議同學，為有

更具效率的資訊交換，如幹部們發現何處有異，皆可不吝上網報修，或逕向總

務處反映。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七 

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館 12樓房內排水管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12樓住宿生表示，房內所加裝的排水管會導致樓上在使用浴室、廁所、洗手臺

時，會有清楚的流水聲，造成生活品質受損，希望未來的排水系統佈置能以不

會造成樓下困擾為基準來做管線的調整。 

決議：未來 A館整棟整修時，管路將設在隔牆內。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伍、 臨時動議： 

一、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飲水機故障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A館 3、7、12樓飲水機時常故障，報修通常沒結果，或是過一陣子又壞掉，

是否有辦法更換。 

回應：會後將會調查，若已損壞且不堪用就會進行更換。 

（■下次追蹤時間 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二、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脫水機故障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A館 208、408、409、517、708、808、809、1008、1109、1116、1317旁的

脫水機常故障，像是聲音很大或是蓋子打開裡面還在轉，可能太老舊，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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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楯壞掉，還有 308、716、B館 4樓的脫水機是無法使用。 

回應：若確認脫水機不堪用，會將 N、S館堪用的脫水機更換至 A館，其他還堪用

的會請廠商進行修理。 

（■下次追蹤時間 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三、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A館 1015房浴室缺鎖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1015房浴室沒有鎖，已經報修很多次都沒來裝。 

回應：於會後會請同仁處理。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四、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10/22(二)00：04多樓層無冷熱水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6樓、8樓、10樓、11樓整層沒熱水，冷水水壓也很小。 

回應：10/22(二)00:37便已經無水。如果是校內設備問題一定會請營繕組管控並處理

好，但目前問題源自於自來水公司無預警停水，營繕組也已經向自來水公司

提出改善要求。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五、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熱水供應時間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住宿生想在離峰時段(00：00後)洗澡，但這時熱水已經不再加熱，是否能在

冬天延長加熱時間。 

回應：該問題會在冬天來之前會確認完畢，將依照氣溫變化彈性調整。 

（■下次追蹤時間 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六、提案單位：宿自會 

案由：B館搬宿舍時間案，提請討論。 

說明：B館住宿生是否確定會在 11/17(日)搬到後驛。 

回應：後驛大樓的整修時間乃因安全考量，重整樑柱等硬體部分，時間將近延遲了

三個月，都是在更新硬體，於 10月底完工，總務處亦陸續進行裝修且將床組

等搬入後驛並布置好，天花板亦重新加裝，須上簽和校方挪用總務處明年的

經費，種種過程耗費相當長時間；目前預計 11/13完成所有裝修，將開始清

潔環境；11/16(六)、11/17(日)請搬家公司幫忙住宿生搬宿舍，詳情日後會發

布公告。 

（□下次追蹤時間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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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柒、 長期追蹤議題 

案由   決議 執行 

單位 

A館增設廚房案 

(案號 10810-4) 

整個宿舍都是不能煮食(生食煮成熟食)的，希望大家對於

「加熱」有達到共識。原 A館 8樓 13樓簡易廚房，因為

未能如 B館廚房一般確實管控使用人次與狀況，且易打

擾到該樓層住宿生，故不建議開放；A館管理室目前已有

兩臺微波爐，可以達成加熱功能；若依照幹部想法，在 1

樓設立能加熱的空間，且學生也覺得可行，營繕組將進

行後續規劃。 

總務處

營繕組 

飲水機故障問題 

(案號 10810-臨 1) 

會後將會調查，若已損壞且不堪用就會進行更換。 總務處

營繕組 

脫水機故障問題 

(案號 10810-臨 2) 

若確認脫水機不堪用，會將 N、S館堪用的脫水機更換至

A館，其他還堪用的會請廠商進行修理。 

總務處

事務組 

熱水供應時間調整案 

(案號 10810-臨 5) 

該問題會在冬天來之前會確認完畢，將依照氣溫變化彈

性調整。 

總務處

營繕組 

案由   決議 執行 

單位 

A館增設兌幣機或評

估運用學生證替代硬

幣付款之進度(評估之

結論) 

(案號 10710-2) 

合約在 109年 7月 31號到期，續約時會將此項目加進去。 

（■下次追蹤時間 109學年度） 

總務處

事務組 

宿舍監視器時間校準

進度 

(案號 10710-臨 2) 

目前還是優先維修更新損壞的監視器，因為牽涉到線路

與軟、硬體的部分，整體汰換、校準須待 A館整棟整修

時，全面檢視。 

（■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總務處

營繕組 

A館 5年更新計畫預

算審核進度： 

A館加裝桌燈之評估

工程進度 

(案號 10705-4) 

A館百葉窗更換為窗

等新宿舍於 111年 7月完工後，將有為期一年的時間整修

整棟 A館，衛浴樣式將仿照 13樓寢室，包含冷氣也將改

為插卡式。 

（■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總務處

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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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10，感謝各位參與會議。 

簾 

(案號 10803-臨 1) 

洗衣機相關問題案 

(案號 10810-5) 

總務處和廠商討論過，如果要增加數量，可以考慮在明

年的合約中調整；如果在每層樓放一臺洗衣機，還是會

碰到塞車問題，住宿生的洗衣尖峰、偏好、整體規劃皆

有待商榷，未來如果大家認為要在各層樓加設洗衣機，

將在整棟宿舍改建時將洗衣機分配到各樓層，但地下室

就不規劃洗衣空間；然而，以現況來說如果不夠用，會

優先在地下室加裝，而不會在各樓層加裝，因為牽涉到

給排水的問題，需要全棟考量較為安全。另，今年新生

入住期間，發現洗衣房相當髒亂，如發現環境需清潔，

請同學協助報清潔。 

（■下次追蹤時間 110學年度） 

總務處

事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