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 

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座談會  

<會議記錄>  

日期：九十八年六月三日(星期四) 中午十二時十分  

地點：教務處會議室  

主席：林子雅 

紀錄：林韋婷、徐沛瑄 

一.主席報告:   

     感謝今天總教官、陳教官、各個組長、宿舍幹部能夠撥空來參加，那我們

就把握時間，開始今天的議題。 

 

二.提案討論：  

1.  暑期留宿 

(1)幹部反應：  各位長官大家好。首先感謝學校幾年來一直給宿舍幹部方便，     

               讓宿舍幹部能夠晚一天退宿，不用擔心在退宿期間內，因為要 

               處理退宿事務而無法整理自己的東西。關於學校希望宿舍幹部 

               退宿時間與住宿生相同，以利學校環境整理。經過宿委會討論 

               後，因為有些住宿生不見得能在退宿時間退宿，例如僑生因為 

               班機之故。而宿舍幹部須等到住宿生離開後才能離開，且宿舍

幹部處理退宿事情往往沒時間整理自己的行李。所以希望學校

能夠繼續維持原來宿舍幹部退宿的時間，謝謝大家。 

(2)劉教官回應: 這件事我做個說明，希望宿舍幹部和住宿生們一致的退宿時  

               間，以我的立場是避免大家感覺宿舍幹部有特權。提醒大家， 

               7月 1日下午 3點學務處將把容納營隊的房間清空，以利營隊 

               進駐，以往都還有幹部將東西留在房內，我希望不要再有這種 

               情形發生。 

(3)熊組長回應: 不管寒假還是暑假，從很多年前就開始讓宿舍幹部晚一天回去

原則上到禮拜二中午，我們已經實施多年。但今年暑假比較晚

放假，營隊又很早開始，7月 3日營隊就要進駐，各位同學可

以看到，我們的一般住宿生退宿到 28 日，時間上非常的緊迫，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到禮拜二中午，但請宿舍幹部能夠配合的

話，請盡早離開，讓學校有辦法做清潔。請各位幹部到時候第

一個：來清掃時能夠配合；第二個：能夠在前一天走的話就前

一天走，不要影響到別人的清掃工作。請各位幹部能夠多多配

合。謝謝大家。 

(4)主席回應：  那我們謝謝兩位教官為我們的解釋，那在這邊我們感謝一下學  

               務長抽空蒞臨宿舍幹部座談會，關心住宿生的權益，謝謝。 

(5)學務長：    謝謝。今天是個難得的大家聚在一起的機會。剛好我母親在醫     

               院有事情，所以我匆匆趕過來，一方面到場讓大家知道我們學  



               校是非常關心住宿生的問題，那有什麼問題提出來，宿舍有關  

               人員都在這，會盡全力幫忙解決。那我想，有些事情我必須要 

               親自處理，等下就先行離開。請我們總教官和熊組長繼續主持， 

               謝謝大家。 

2.  宿舍清潔問題 

(1)幹部反應:      關於新館的部分，以前每天拖地、每天掃地和每天每層樓都會    

                  倒垃圾；現在兩、三天掃一次、拖一次，有時甚至一個禮拜才      

                  一次，地上積許多灰塵、毛髮，還有回收間垃圾都滿出來了， 

                  卻還沒倒，曬衣間地板髒亂、沒整理和沒拖地，地板拖過有牛 

                  奶發酵的味道。新館住宿生的訴求為每天掃地、至少兩至三天 

                  拖一次地、回收室每天倒兩次垃圾、曬衣間積水請阿姨拖地， 

                  以防滑倒。且已有住宿生反應，因為灰塵太多而造成過敏，希      

                  望學校重視。南館的部分，上一個時，馬桶天天刷，外觀亮白、 

                  浴室廁所每天拖，濕的拖完再用乾的脫一次，地板乾淨清爽、 

                  打掃範圍包含洗衣機、烘衣機、飲水機、樓梯把手，乾淨明亮； 

                  現任的為廁所兩天拖一次，不用刷子導致便痕留在馬桶上很噁             

                  心，用同一隻拖把拖廁所、浴室、洗手檯，且打掃過後一片濕， 

                  走過滑倒且泥濘，打掃馬虎，不用掃把，往往都是用拖把，洗     

                  衣機後方髒亂加積水，漂白水味道很重，有掃等於沒有掃的感 

                  覺。南館住宿生反應與訴求為阿姨拖地時，很愛拖到他們的腳， 

                  阿姨拖地時都用潑水的方式，導致地板又濕又滑，請阿姨拖乾，  

                  阿姨會把垃圾沿著樓梯用腳踢，甚至是用丟的，製造出巨大聲 

                  響，阿姨打掃浴室廁所時間集中在上午 7至 9點，同學使用衛 

                  浴設備的高峰期，可否更改時間？匇館的有兩大問題，第一個  

                  是打掃問題，有一天一樓層只做一件事，假如今天拖地就不掃  

                  地之類的，廁所很髒亂，曾經有過便漬在地上、馬桶上留三天 

                  未清掃，需要同學在白板上言明哪裡很髒亂，才會特別去清掃， 

                  但身為一個清潔人員應該要主動清掃，匇館同學反應阿姨不是 

                  在睡覺就是在看報紙，還會偷偷觀察同學。第二個是情緒問題，  

                  會騷擾同學以及有觀察同學的行為，同學反應很煩，怪怪的。

由於引起強烈的反彈，宿委會已先行安撫。匇館住宿生訴求為

廁所天天掃，而不是只倒垃圾，並希望使用刷具，拖把請分區

域使用不同隻，確保衛生，地板請拖乾，以防滑倒，阿姨的情

緒問題，會影響到住宿生。總結部分，第一個，關於宿舍清潔

問題，住宿生已經強烈反彈，宿委會已經跟打掃阿姨說過，也

安撫宿舍生，但問題未見改善；第二個，可能不是阿姨不做，

是做不完，學校是否增加清掃宿舍的人力。 

(2)劉教官回應:    昨天下午已請清潔公司的公務部經理們到學務處，希望能夠與  



                  宿舍幹部們面對面的溝通，我現在已經想辦法安排讓雙方能夠 

                  見個面溝通，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3)事務組反應:    事務組這邊，昨天拿到這份報告後，下午已經有請清潔公司的  

                  管理人員和打掃阿姨過來，他們說這幾個阿姨都是最近新來的， 

                  可能學校經費問題、公司給的薪水不高，那我想說不可以因為 

                  薪水比較低就不去做到，昨天已請公司一個禮拜之內要提出書 

                  面改善資料，然後如果人員再教育不行的話，就請他們只做到 

                  明年，才不會造成同學這麼大的困擾。昨天也詢問公司是否變 

                  更阿姨清掃時間，那公司想了解同學希望在哪個時段清潔，可 

                  以維持清潔又較不會干擾同學們的作息。因為我剛剛才看到簡 

                  報的照片，如果可以的話，請把檔案給我，我要處理的是將檔 

                  案交給公司，因為學校也有訂定些沒掃乾淨的罰則，我想適度 

                  警惕是需要的。 

(4)新館男館長回應:我想說一下，因為照片只能照到宿舍某個角落，可不可以請事  

                  務組請清潔公司人員撥空來，由幹部陪同看一下，並不是只有 

                  照片那樣，因為有些地方真的是有點不堪入目。 

(3)事務組回應：   我需要照片，是希望給公司一個罰則的情形，需要有書面的東  

                  西。當然我們也不是以罰則為最重要的目的，只是有時候適度 

                  的一些警惕作用是需要的。 

(5)總教官回應：   我這邊補充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分兩部份來處理，第一個就是： 

                  我們宿舍幹部透過事務組，和清潔公司約個時間到宿舍看一 

                  下；第二個部份就是請宿舍幹部告知除了廁所 7點到 9點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時間是需要避免？提供給清潔公司，由他們去做 

                  安排，例如 7點到 9點可以掃公共區域不用掃廁所，時間可以 

                  錯開。 

(6)熊組長回應：   下午請宿舍幹部安排兩位同學或是幾位同學跟劉教官那邊做搭 

                  配，然後劉教官跟事務組做對話傳筒，把這溝通橋樑搭起來， 

                  那哪些地方需要做改進或做修正的，直接來協調。 

(7)主席回應：     之後再請負責的幹部去跟教官接洽。 

3. 南匇館信箱不透明化 

(1)劉教官回應:    我來說明一下，這個問題資料都有，我也很重視這個議題。有     

                  三點說明，第一點：已設法申請請購，但是結果不知道。第二 

                  點：學校陷入了財務危機，申請預算編列結果不是很樂觀。第 

                  三點：會持續找經費，希望可以完成信箱不透明化的更換，謝 

                  謝大家。 

(2)熊組長回覆:    再給大家比較詳細的說明一下。大家覺得隱私權問題或是信件 

                  被拿的問題，各個部份來講的話，其實南匇館信箱是三十年前 

                  舊的產物，跟新館來比較的話，當然有段差距，這個問題，前     



                  一段時間同學已有提出來，也已經跟學務長做了報告，編列了 

                  這個預算，但是，昨天得到的最新消息，現在高醫的財務非常 

                  的緊縮，我們會為同學爭取，但不能保證成功。只能說四月份 

                  的組長會議就已爭取，那時候也已承諾要更改，但現在會不會 

                  因為經費上有所缺口而更改，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個進度的執 

                  行，我只能講說，我們盡力。住宿生大家彼此間要互相的體諒，現 

                   在學校在這種有困難的時候，如果仍執意要求更改的話，其實對其他 

                   人是不公平的，因為經費大餅就這麼大一塊，會有排擠作用，就這部 

                   份來講，我們已經聽到聲音了，我們也已經在做了，現在有這個困難， 

                   我們希望大家能互相體諒一下，謝謝。 

(3)總教官回應：    我補充一下，因為蓋新大樓，現在要付工程款了，也不是不做，是先  

                   後順序，哪一個比較需要，是緊急的，是最有用到的，是有排序這樣 

                   的。還是會盡量幫大家爭取。 

(4)主席回應:     謝謝各位組長集思廣義的為住宿生想辦法，那這個議題我們等學  

                 校比較有經費時再來追蹤它。 

4.吸菸問題 

(1)幹部反應：     我是匇館五樓樓長。在匇館之前會有住宿生在宿舍裡抽菸，一

開始是在陽台抽菸，在樓梯口都瀰漫著煙味。規勸之後，有些

同學就聚在房間裡面抽菸，這會影響到其他住宿生的權益，幹

部有去勸導請同學不要抽菸，同學都不聽勸告。因為教育部有

規定一進到校園就全面禁止抽菸，但並沒有明確規定抽菸被抓

到時該如何懲處，有幹部提議可以拍照當證據，但是又怕會侵

犯到住宿生的隱私權。希望教官可以集思廣益來制止這個現象。 

(2)劉教官回應：   大家好，這件事我說明一下。依證據辦事，有了證據，我們才

可以進行處分。雖然有了菸害防制法，但是就缺了證據，以學

務處立場，需要證據才可以辦事。所以沒有物證、人證，讓我

們在執行上有困難。 

(3)熊教官回應：   住宿生生活公約有這一條規約，為什麼幹部不去糾舉他們？發

現現行犯就應該立即提出，這樣我們就可以立即辦理，而不是

事後再來討論。 

(4)館長回應：     抽菸的時候，幹部剛好都不在現場，我們是同學反應後才知道

有同學抽菸。 

(5)熊教官回應：   就跟帶異性進入宿舍一樣，只要抓到現行犯，我們就依宿舍公

約辦理。依照菸害防治法，在大專院校裡，只能在設置的吸菸

室抽菸。如果被外人糾舉我校有人吸菸，這會有損校譽也會讓

學校罰錢。 

(6)總教官回應：   既然有規勸過了，也知道是哪些同學。請嚴重警告那些抽菸的

同學，並請他自制。我們學校無庸至疑是無菸校園在寢室抽菸



不只影響到室友，是整棟宿舍的空調都會因此受影響。 

(7)館長回應：     謝謝學校的建議。 

5.關於熱水器的問題 

(1)幹部反應：     大家好，我是新館七樓的副樓長。熱水器的問題最近在新館造

成很大的困擾，因為前陣子的大地震和下雨的關係，導致熱水

器的管線一來是因為老舊，二來是因為之前地震的緣故而鬆

脫，因為某些住宿生活動較多，洗澡的時間較晚，且鬆脫的時

間太頻繁，導致他們常常洗冷水澡。我們也非常感謝營繕組在

接到電話後會馬上趕來修，我們是想說在短期之內，可以請營

繕組兩三天就去檢查一下，不要讓熱水器鬆脫變成是一個突發

狀況。那長期來說，可不可以趁暑假住宿生不在的時候更換管

線，一來讓住宿生不用頻繁遇到這種狀況，二來也可以讓營繕

組不必為了此事常常奔波。 

(2)營繕組郭先生： 我說明一下在新館的熱水器的管線問題。新館的熱水器現在因

為學校財務吃緊，所以還無法全面更換熱水器管線，還是希望

同學有什麼需要，可以上學校網站告知。 

(3)營繕組賴先生： 同學如果報上修繕系統，學校會比較重視，所以同學若是很希

望趕快修好，請多多利用修繕系統。 

(4)館長回應：     謝謝營繕組的回答。 

(5)熊教官回應：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可以直接回答的，就不需幹部再多做說明，

我們就直接回答了。 

6.期中、期末考周開放冷氣 

(1)營繕組賴先生： 我們期中期末考都有為學生考量，那假如說還要增加冷氣開放

時間的話，這樣有些困難。 

(2)館長回應：     關於冷氣開放問題，目前新館是考詴前一週和當週 B1開放冷

氣，現在已經有同學在讀書，可是樓下自習室的時間凌晨十二

點到早上八點是不開放的，那我們主要是想說開放自習室的冷

氣和電燈讓住宿生去使用，這樣應該是可以減少寢室開放冷氣

的要求。 

(3)營繕組賴先生： 這個部分是圖書館的的相關公務，我們會再跟他做個討論與商

量，盡量達到住宿生的需要。 

(4)熊教官回應：   有關於這個部分，我們把它做成會議紀錄，再匯報至圖書館。

那在九七年十月份，我們有召開冷氣時數控管的說明會，決定

冷氣時數一個禮拜共七十個小時，如果說同學想要調整的話，

以整個宿舍的收支來講是赤字，也就是說要再把空調時數增加

的話，那財務上會出狀況。如果確定考詴前兩周都要開放冷氣

的話，，那麼在平日冷氣控管時數就要增加。整體來講，是不

太可能增加時數，非要增加的話，就必須要拿非住宿生的學雜



費來貼補，這對其他學生來說是不公平的，希望住宿生可以了

解。 

7.學校與宿委會溝通不良 

(1)南館館長：     首先感謝學校在最近這幾天新增了南匇館的共用插座，供應住

宿生吹頭髮，但是還是有些部分想要反映。我們覺得宿委會很

多事情都是事後才知道。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去年一二樓全

面更換省水式水龍頭，因為是整層樓都更換成省水式的，這讓

住宿生感到非常的不方便，經過反彈之後，又全部改回一般式，

我們覺得這樣反而浪費人力和資源，這個部分若是先經過與宿

委會的溝通，更容易解決這類事情。第二個是最近洗衣機廠商

進入南匇館拔掉插座，宿委會竟然沒有任何一個幹部被通知。

住宿生很生氣的來向我們詢問時，我們這些幹部一問三不知，

這讓很多幹部覺得很失望，為何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希望學校

可以跟宿委會有更良好的溝通。 

(2)營繕組郭先生： 我說明一下，第一個是省水式水龍頭，你們提的建議，我馬上

就改回來一般式，幹部建議改回來，我們有立刻執行。第二個

是洗衣機的插座，那是因為洗衣機是我們向廠商收費，等於說

洗衣機插座所使用的電是廠商要負擔，也就是說住宿生吹風機

用的電他也要負擔，所以他把插座拔掉。學校禮拜六也在南匇

館全部完成共用插座的設置，讓住宿生更方便。 

(3)南館館長回應： 謝謝您的建議。不過我們的主要意思是洗衣機廠商進入南匇館

拔掉插座，因為平常是洗衣機壞掉，我們請他進來修，可是這

次的情況是我們完全不知情，他就私自進來拔插座了。這種情

況下，我們住宿生尤其是女生，就看到他一聲不吭的拔插座，

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是有疑慮

的，他不是學校員工，就這樣擅自進來宿舍拆東西。如果學校

事先知情的話，為什麼不能先通知宿委會呢？ 

(4)營繕組郭先生： 這件事情，我也是看到他來了才知道，我們事先也不知情。學

校和宿委會要建立一個機制，以後有廠商要進入宿舍，要優先

通知。他私自拔掉插座，我們不知道啊，我們是在網路上看到

同學反映沒有插座可以用，我們是要解決這件事情，那這個問

題我們會向學校回報。 

(5)南館館長：     我希望這個機制可以建立好，因為這個真的是非常危險的問題，

他為什麼有可以隨意進入女生宿舍的觀念？這個實在是…… 

(6)事務組：       我們會要求廠商需要事先通知學校和宿舍進出的安全。 

(7)熊教官：       也是個經驗，可能以前不知道，各位同學也提出很好的意見。

以後若是有廠商要來做什麼，我們會請劉教官事先通知宿委會。 

 



8.臨時動議 

(1)館長：          我們先感謝總務處歷年來為我們做這麼多。現在有一件事，就

是九十九年新生入宿，可不可以麻煩總務處幫我們借一下家

樂福的推車？ 

(2)事務組蔡組長：        這件事沒問題，以往都可以借。 

(3)南館館長：      那我在這邊講一下，關於暑假開放僑生放行李的房間是南匇館

的二樓和四樓的二號房。放置日期應該是在退宿的那幾天內。 

(4)熊教官：        因為行李應該要等到那些房間的同學退宿後才能放置，為了統

一時間，原則上是在 6/28的中午十二點鐘之後，如果有些僑生

是要提早回僑居地的，就請他們打包好拜託其他同學幫忙搬。 

9.總結 

(1)館長：         那我們就是感謝所有參與人員。 

(2)營繕組賴先生： 補充一下，行李放置時，不要都放在床板和書桌上，之前就因

為東西太重，把床板壓垮了，請用紙箱裝好放置在地上。 

(3)熊教官：       那我們謝謝總務處的所有人員，謝謝。剛才總務處也解釋了很

多事情，也透露一個重要訊息。當我們有任何營繕維修或事務

上的問題，麻煩在我們修繕系統做個回報，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請我們的兩位劉教官來做協助，我們也謝謝其他單位的

同仁為各位同學做服務。有任何狀況都可以提出來，不一定只

能在開會時提出來，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