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葉大學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會議紀錄
壹、時間/地點：100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外語大樓 J#107 國際會議廳
貳、與會座談人員：
主席：武校長東星
與會師長：陳教務長美玲、侯總務長雪娟、羅學務長世輝、彭總教官化俄、羅主任正忠、
黃主任娟娟、劉組長強生、杜組長強國、鄧組長婉玲、鄭組長玉美
列席師長：巴副學務長長泓、謝組長文欽、張組長化瑄、洪主任明財、江組長國位、崔教
官冠仁、楊教官甲湛、韓教官孝維、薛教官贈福、林耀龍先生、李啟炎先生、
李謹聿小姐、賴幸祝小姐、吳婉真小姐、陳盈帆先生、吳宏榮先生、卓彩葳小
姐
與會學生：學生會代表、各系學會代表、各班班級代表、社團幹部代表。
記錄：吳寶鈴 小姐
參、主席致詞：
歡迎同學們參加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的師生座談，這次有很多的長官、師長們參與。
希望同學們能多舉手發言提出對於學校需要改進之問題。今天亦頒發新生入學獎學金
及優良志工，很高興學校裡有那麼多優秀的人才。在大學四年裡，讀書並不是唯一一
個責任，還有其他可以去學習、服務的地方。
肆、師生座談內容：
一、99-2 座談決議事項追蹤暨各處室回覆彙整問題 (如附件一、二)。
二、綜合座談：
1、問：造藝系二年二班 康葳(F9943244) 同學
車棚照明設備不足，於夜間停車、牽車安全性不高。

答：武校長
設備不足的問題會於寒假期間立刻做、馬上改善，讓同學的安全問題能夠即時解
決。
補充：7-11 前的停車場不設置遮雨棚是怕會影響整體景觀；事後會規劃行政大樓
後方的停車場再擴建，或是行政人員之汽車停車場部份規劃停車位給同學。
2、問： 企管系一年二班 吳巧薇(F0020228) 同學
(1)學校部份地區手機收訊不良，尤其是亞太或是遠傳通訊，希望能改善。
(2)第二期宿舍第三樓層放置的洗衣機不足，是否可添購？

答： 武校長：
(1)會於寒假期間改善收訊不良的問題，將遠傳及亞太的基地台設建於山頭，寒
假完後應該會改善許多。
(2)洗衣機的問題由總務長來回覆。

總務長：
之前學生反應的空氣品質、濕氣太重的問題已經解決了；針對洗衣機不足的部
份，於寒假期間會增加洗衣機的數量，讓同學使用更方便。

3、問：視傳系二年一班 陳富明(F9941058)同學
(1)學校園遊車是否可加開二期女生宿舍至設院的班次？因為有時候作品很大又
重，用走的提大型作品真的很辛苦。
(2)管院旁邊的馬路，有一塊鐵條的部份，下雨騎車經過很容易打滑。

答：總務長：
(1)校內園遊車不足一直是學生反應的問題，日前已增加車次，也有規劃園遊車
的校園路線。
(2)針對同學提出容易濕滑的地方，總務處這邊將會加強修繕措施，提高安全性。
4、問：設院同學
(1)手機的收訊不好
(2)設院是否可增設提款機？

答：武校長：
(1)手機收訊不良的問題，除了一、二期宿舍會改善外，全校的收訊都將會改
善。
(2)增設提款機設備會再協商總務長，但是地點要多評估，需設置在學生人潮
多且提領次數高的地方，無法在全校各個位置都增設提款機。
5、問：休閒系二年一班 潘儀謙(F9925049)同學
學校有辦理弱勢助學補助的辦法，但對於申請不符合的同學，是否有另外可
以幫助同學的措施？

答： 武校長：
弱勢助學補助申請資料是教育部制定的條件，是必須符合申請資格才能補
助；學校對於特定對象之補助，可參考就學優待減免的申請資格，可上學務
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的網頁去查詢。
6、問：機械系三年一班 蔣竣宇(f9811020)同學
工院四樓男廁小便斗水一直排不掉，導致環境髒亂，是否可更新設備？

答：武校長：
水排不掉應該是有髒東西阻塞而不暢通，會請總務處前往處理。
補充：只要是學校設備的問題，學生可以馬上向總務處反應，可不必等到師
生座談會再提出。
7、問： 休閒系一年三班 陳觀宇(F0025402)同學
(1)工院通往體育場六樓的廁所環境不佳，味道不好聞。
(2) e 化講桌是否可定期維修保養？

答：武校長：
(1)日前前往探勘發現抽風機的方向裝反了，會馬上改進，會再請總務處加強
督促外包廠商的施工品質及環境清潔，也希望同學們能好好愛護環境。
(2)同一時期購入的 e 化講桌都會定期的保養及維修，如果同學有發現損毀情
況較嚴重的部份，要趕快向總務處通報。
8、問：工院同學
(1)校門口靠近守衛室行人出口的地方，學生爭先恐後的情況層出不窮，是否可

加強指揮及疏通之辦法？
(2)校內學生常常在非吸煙區抽煙，而且煙蒂都亂丟，環境很髒亂
答：總務長：
因學校地理環境的關係要再多增設一個出入口恐有困難，但會加強校門口交通
指揮及疏散汽機車流量的問題，使為更暢通。

總教官：
基於菸害防治法，校內會再加強巡邏於非吸菸區的地點、取諦吸煙的同學，
另外會再增設煙蒂筒讓學生丟擲，也希望同學能夠遵守。
9、問：應日系一年二班 高雅亭(F0051230)同學
二期宿舍五樓曬衣場是否可增設監視器？因為有衣服被偷竊的情況發生。

答：武校長：
於寒假期間會再增設監視器，讓同學使用公共區堿的環境會更好。
伍、主席結語：
同學們很踴躍的發言，但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完全的聆聽同學的意見。爾後同
學有任何問題，隨時向各個處室提出問題，也可以直接寄到校長信箱來反應，相信主管們會
給同學們合理適當的回覆。來不及發言的同學，備有發言單以書面答覆。謝謝。
陸、散會(17：10)

(附件一)

大葉大學 992「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座談會議決議追蹤
案號

決議內容

執行單位

綜合座談 7-11 卸貨地方不安全，還是會看到
-問 2

7-11 卸貨大卡車在天色灰暗的傍晚依
舊停在機車停放車附近，也許會影響
到學生機車出入口的安全問題。

總務處

綜合座談 中午午餐時間只有一個小時，因設院
-問 4

處在學校的地理位置至餐廳用餐時間
不夠，之前有說過會有午餐車到設院
販賣午餐，可是到現在都還是沒看到
午餐車，中午都依舊吃泡麵。
綜合座談 工學院電梯是否可更新?咖啡廳的電梯
-問 6
會自動關門，即使按了開門按鈕，也是
一樣會再關起來。
綜合座談 專業教室只有一間，管院有很多科目需
-問 7
要用到電腦，是否可增加專業教室，因

為如果有其他學生在上課，那我們就沒
有教室可以使用了，怕衝堂不夠用。而
且我們的科目也需要用到專業軟體，可
是卻只有一間專業電腦教室。

總務處

總務處

目前執行情形
【總務處】
已於 99-2 學年度期末完成 7-11 旁貨車卸
貨專用區之設置，並請 7-11 貨車輛確實進
入卸貨區進行卸貨，學生機車進出時亦請
注意行車安全。本處隨時注意，遇有未在
卸貨區卸貨者，即告知 7-11。
【總務處】
目前每日 11 時起，設計學院大門外皆有販
售便當，請同學多加利用。

【總務處】
校內電梯皆請電梯公司定期全責保養，工
學院電梯更於 99 學年度，請電梯公司加強
檢修完成。
【電算中心】
電算中心目前有 A402-1, A402-2, A406,
A407 等間電腦教室，歡迎同學利用課餘時
間多多使用。
【管理學院】

管院目前專業電腦教室二間，一間設於
電算中心、 B406(財金系管理)，一間設於 A404(資管系管
管理學院 理)，管院各系有上課需求亦可協調借用，再
有電腦教室空間不足時，各系教師會向電算中
心借用，故所有課程皆於每學期一開學即安排
完畢。
因學生未表明是哪一學系，是何情況下會教室
不夠，需要的軟體也未提及，若可能情況下可
請學生具體說明，管院將盡力協調或檢討儀器
設備經費的分配，目前經費亦以教學用優先購
買。

(附件二)

大葉大學 100－1「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建議事項彙覆分辦表
100 年 11 月 14 日

類
別

建議事項(建議單位)

意 見 彙 覆

◎外語學院的飲水機是否可換成行政大
樓有三種選擇的飲水機?（歐洲語文學
系大三）

【總務處】
考量飲水機冰水之製作係以 RO 水直接冷卻，非經煮
沸後冷卻，無法確保師生飲用之安全，故校區飲水機
皆無冰水裝置。

◎學校的無線網路訊號不穩定，請學校改 【電算中心】
老舊之無線網路設備，電算中心將提逐年更新的計
善品質！（歐洲語文學系大三）
劃，以改善訊號不穩定之問題。預計本學年度將會更
換所有無線網路的交換器，及部分無線網路基地台。
【電算中心】
◎學校的電腦設備以及無線網路是否可
以更新?(電算中心、各系辦)，以利老 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均會定期檢視更新電腦設備，已於
師教學可順利且有效地進行。
（生物產業 2011.10.31-2011.11.5 配合卓越計畫經費完成 A407
電腦教室 63 台電腦及設備更新，並在 2011.11.07 開
科技學系大一同學）
放上課使用。

校
園
設
備

◎學校的活動資訊宣傳是否可再加強(網
路及海報宣傳力)。每次下午的廣播時
段較吵雜，聽不清楚；建議可於中午時
段，統一在學生餐廳的電視播送相關活
動訊息，並利用 DJ 廣播方式，每天
12:10~12:30 播放相關訊息及同學建議
事項(可請學生會舉行)讓每位同學更
能關心學校資訊！（歐洲語文學系大
三）

【總務處】
１、目前餐廳電視為傳統映像管電視，無法藉以播送
活動訊息。
２、目前無 DJ 相關設備可供利用，且午間校園
有聲廣播易干擾上課(N 節的課程)。
【秘書室公關組】
本組將積極研商校內各電視牆媒體播放方式。

◎工學院是否增加 e 化講桌設備。
（生物產 【總務處】
１、本校普通教室 E 化講桌建置共分兩階段：第一階
業科技學系大一同學）
段（95-1）依照各學院之教室比例安裝 18 台，
管理大樓 3 台、工學大樓 9 台與外語大樓 6 台，
之後 96-1 有針對教師作問卷調查，工學院教師
表示 E 化講桌僅提供基本的 office 軟體及影片
播放功能，對於工學院教師授課較無幫助（上課
方式偏向使用黑板書寫，且課程常使用 E 化講桌
未安裝之專業軟體、上課資料也都儲存在個人筆
電內，使用私人筆電較方便），建議將 E 化講桌
安裝於其他棟普通教室，故第二階段（96-2）32
台主要安裝於管理大樓與外語大樓。
２、101 學年擬更新既有 E 化講桌內設備為主（擴大
機、電腦），提昇使用之功能，並適度增加工學
院普通教室的 E 化講桌。

校
內
空
間

◎課桌椅維修速度過慢。（生物產業科技學 【總務處】
系大一同學）
１、同學若有發現損壞，請即告知總務處營繕管理
組，以利儘速修護。
２、總務處定期於寒暑假檢修。
◎外語學院的英美系及應日系，在系辦裡 【總務處】
都有一個很大的交誼空間，歐語系辦裡 １、歐語系規劃有 J520、J521 德法語互動語言教室
面是否也能設置一樣的交誼廳?讓我們
空間，可供同學交誼用。
系上的同學可以有更頻繁的交流學習
２、學校現有之公共交誼空間有管理學院 D 棟地
及舉辦活動的場所?（歐洲語文學系大
下室沐習坊(D005)。
三）
３、若因人數過多或舉辦大型活動時，校內有
J#107、M109、M205 三大空間供借用。

校
內
住
宿

校
園
巡
迴
車

校
車
安
排

課
程
安
排

◎二期宿舍服務人員在檢查打掃作業時
處處刁難，已經打掃後請樓長檢查，卻
因別的同學走過掉落頭髮而說我們沒
打掃。
很少學校的住宿生需要打掃到樓層，最
多是自己房間，我們也願意配合學校政
策，但卻這樣刁難，真的很過份；另外，
開警告單之前說會提醒，讓我們可以有
一次的機會，但樓長卻是直接開單，到
底學校的標準何在？（歐洲語文學系大
三同學）

【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
第二宿舍安排住宿生協助打掃公共區域，為了瞭解同
學打埽情形，才會安排宿舍幹部進行檢查動作，如果
在檢查過程中，宿舍幹部的態度有任何不合宜的地
方，可以請同學直接向宿舍輔導員反應，暸解情況後
才能要求宿舍幹部改善；在宿舍如有違規情形，會在
開＂宿舍違規勸導單＂前進行 2 次口頭勸告，並給予
書面通知，除非違規次數太過頻繁，被宿舍幹部或者
宿舍輔導員開三次違規勸導單才會記申誡一次，對於
違規情形進行開單，只是希望提高住宿品質，並非刁
難住宿生，請同學遵守宿舍管理規則及相關規定，感
謝同學的寶貴意見

◎跟其他宿舍比起來，二期宿舍房間太擁 【總務處】
擠了，可以改建大一點嗎？（生物產業 １、 改建實有困難，將以逐漸改善住宿環境著手，提
科技學系大一同學）
供優質住宿環境。
２、 改善方式之一為調降每間住宿人數，增加同學在
寢室 內的活動空間，但亦降低可住床位數。此
須配合學務處住宿政策進行評估。
◎女宿的衛浴設備是否可以改進？（生物 【總務處】
產業科技學系大一同學）
今年(100 年)暑假，本處再度針對女生宿舍的衛浴設
備更新，含增高洗手台護欄、增設(更新)排風扇、設
置脫水機專區、粉刷置物架、美化管線工程。
◎遊園車的踏板太窄,容易撞到發生危 【總務處】
險,鉤子把衣服勾破。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１、本校遊園車上、下階梯(踏板)皆貼有「上下階梯
大一同學）
請小心，階梯禁止乘坐」黃色警示標語，請同學
搭乘時注意安全。
２、車體架構設計上車踏板寬度約 50 公分左右，駕
駛座旁踏板約 35 公分，同學若有攜帶物品請注
意隨身物品之安全，上下階梯皆要小心。
３、為同學搭車安全，安全鉤索為必要之安全設置，
為避免勾到同學，將現場檢討以改善勾到同學衣
服的問題。
◎員林客運接駁車,增加時段、回數票希 【總務處】
望可以增設校內售票點。
（生物產業科技 １、本校員林地區交通車週一至週五日間為 30 分鍾
一班，平均搭乘人數為 3.2 人，周六時段校車搭
學系大一同學）
乘人數每班次平均為 3.5 人，搭乘尖峰期為周五
下午與週日晚間。以 99 學年度估算，全年平均
搭乘人數為每班 7 人。如加開班次每班次費用為
1000 元，考量整體交通資源分配上，需評估。
２、校內代售乘車票券部分，將與員林客運公司協
調可行性之作業方式。
◎週六的校車是否可再多增開幾班，最後
一班車的時間太早了！周一到周五已
經在學校上課，周六假日是否能讓我們
出去時間更充餘，不用受校車時間限
制？（歐洲語文學系大三）
◎關於 101 學年度碩班的政策，對於我們
100 學年度的碩班生是有不公平的地
方，不溯往！
101 學年每個學生都兼上助教的工作，
等同於 100 學年的碩生是沒有助教可以
兼任。因此我們也沒有 3000-5000 補助
金及期中考週也沒有 10000 補助金 ，
是否有公平性問題。
是否可找個因應的對策，不然這項對
101 學年的碩生都相當有利，那 100 學
年的碩生呢？(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1
年 1 班)

【總務處】
非交通車服務時間，如同學有交通需求，可多利用
學校特約計程車之服務。
【教務處】
本校教學助理(TA)之獎助學金乃依「大葉大學研究生
助學金申請暨發放辦法」施行，100 學年度入學之研
究生，只要符合遴選條件，參與相關培訓課程，即可
擔任教學助理(TA)，領取獎助學金。因此，不會因「大
葉大學日間學制碩士班研究生入學獎助學金發放辦
法」而改變選用方式。屆時，TA 的基本工作時數屆
時也將因獎助學金之金額多寡而有所差異。
另，本校有配置教學助理(TA)的課程數約佔 5 成，雖
101 學年度入學之新生皆為教學助理(TA)，然將再另
行新增行政助教與科技助教，因此，100 學年度入學
之研究生，只要符合選用標準，將擇優任用，請同學
無須過度擔憂。

系
學
會

◎電機工程學系系學會會長
１、被反應系費收太多，因例如本系絕
大多數系費都是給予系隊補助，因
為系隊會代表學校出去比賽，需要
練習器材、比賽報名費和交通費
等，系隊可以凝聚系上同學間的情
感，但學校不承認系隊是社團，用
系學會名義申請經費也都是不會
過的，系費的金額因此居高不下，
想請校長可否給予一些幫助解決
系隊經費這項問題。
２、系學會辦活動和幫忙學校例如:
新生啟發營，但老師不諒解，還
質疑我們系學會收費、活動、成
績等，想建議校長若是重視社
團，可以先幫我們說服老師們嗎?
因為老師對我們的質疑，我們無
力反駁，畢竟不能得罪老師。

【電機工程學系】
１、夲系目前有籃球隊、壘球隊、排球隊，開放給全
系學 生自由參加，凡有繳交系費者免費參加，
未繳交系費者收取參加費用。
99 學年度系學費補助：壘球隊 10,000 元、排球
隊 4,000 元、籃球隊 3,000 元、班際盃籃球賽
6,500 元、大電盃 20,280 元、和楓盃籃球賽
10,000 元，總計 53,780 元，佔系學 53.78%，所
佔比率誠屬過高。
本系於 100 學年度協助系學會提企畫書向學生
會、課外活動組以及校外廠商贊助經費。
２、系學會為協助辦理新生啟發營，盡心盡力有目共
睹，也向學務處提嘉獎兩次鼓勵，主任也很肯定
學生會的 用心，只有少數老師會因學生缺課發
脾氣，請校方辦活動時若需學生支援占用到上課
時間，請向老師宣導。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社團定義為全校性質，系學會歸屬於自治性社團，系
隊為系上所屬比賽隊伍，依規定並不算是社團，課外
組補助社團經費是補助給開放全校學生所能夠參與
的活動，不可限制參加對象，各系系隊出去比賽也是
為了爭取系上榮譽，是否由各系自行編列補助金額較
為妥當。

大家都明白校長很用心也很辛苦，想要改
革學校，讓學校更加光彩，很多政策真的
做得很好，但是學生希望校長腳步可以放
慢些，因為校長帶領的是一群人，總會有
人跟不上，有些事情改變太快，會措手不
及，希望校長可以提前幾週給我們消息，
讓我們有時間應變，相信這樣學校在未來 大葉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管理及運用辦法
運作上會有更好的表現。（電機工程學系 （五）不予補助之活動項目：各社團迎新、宿營、送
大二同學）
舊、校隊、系內運動或有營利行為之活動；社
員聯誼、聚餐、遊覽或娛樂性之活動。
校
園
安
全

餐
廳
服
務

◎學夜內設置的路燈是否可以多一點。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大一同學)

【總務處】
１、校區路燈設置間距皆以不超過 30 公尺為原則，
另，根據道路之曲直，彈性調整。已優於一般道
路設計(50 公尺)。
２、定期更換燈泡以維持較好照明效率，並隨時修剪
週 遭遮蔽之樹葉以保持良好照度。
◎目前學校已經越來越多同學響應素
【總務處】
食，是否能請學校將素食餐廳的營業時 如同學有營業時間外的需求，請洽工學院 1 樓自
間延長，或是增設素食菜色的餐廳讓吃 助餐，可為您提供素食餐點，亦歡迎同學預約訂
素食的同學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歐 購，預約專線 04-8511888 轉 1815 分機 19。
洲語文學系大三同學）

◎學校餐廳的用餐空間偏小,一到用餐時
間經常擠得水洩不通,有時座位不夠就
得找其他地方或教室，但教室偶爾會不
方便開放使用，願學校餐廳可以重新規
劃動線，工院二館或許可以讓外面的廠
商進駐，變成一個學生食堂，也才不會
當蚊子教室。
（歐洲語文學系大三同學）

【總務處】
產學大樓之空間已規劃為設計學院教學使用，設計學
院各系將陸續進駐。
動線規劃部分將配合餐桌修繕，以修正配置方式進行
改良。

◎能不能進駐一家全家或是其他的便利
【總務處】
商店在二期女宿（生物產業科技學系大一 96 至 99 學年已數度與 7-11、全家、萊爾富各超商
同學）
洽詢，並提供校區數個設置點供選擇，但廠商基於
成本考量，均表示無意願進駐。
◎設一家星巴克（生物產業科技學系大一同 【總務處】
學）
將瞭解星巴克之進駐條件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