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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大學部、四技部)」會議紀錄 

壹、時間/地點：107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5:30～17:10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演講廳 

貳、參加會議人員： 

主席：梁卓中校長 

     師長：陳明印副校長(請假)、李義剛教務長、黃娟娟學務長、莊基仁總務長、 

           黃俊杰研發長、黃俊熹館長、張顧耀主任、羅正忠處長、巴長泓副學務長、 

           汪漢英副總務長、林劍鳴主任、林作慶主任、張秋蘭主任、賴俊銘組長、 

李晶菁組長、黃雅萍組長 

學生代表：大學部及四技部各班班級代表、各系學會會長、學生會會長、各社團代表 

記錄：賴幸祝小姐 

參、主席致詞：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全國大學街舞大賽，本校「DN熱舞社」勇奪冠軍，也締造

「三連霸」記錄，剛才看到得獎影片，內心有一種激動的感覺，大葉同學真是人才濟濟。學校

的社團非常多，各位都是班代，可以鼓勵一下自己班上的同學多多參與社團，社團學到的東西，

不亞於專業學習。 

今天是 106學年度第 2學期「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依照座談會程序有業務宣導及

各處室問題的彙整回答，在綜合座談時，各位同學可以把你們想要問的問題或是想要學校協助

解決的問題，很踴躍的提出來。 

肆、業務宣導：校務發展暨品保籌備處、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略) 

伍、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後追蹤回覆(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1-7 頁，略) 

陸、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前提問及回覆： 

會前提問一   財務金融學系  3 年級李同學 

一、感覺沐習房，電腦速度有點慢，查個資料很 LAG。 

二、有些教室投影機不是很好時常會故障之類的像燈泡一閃一亮會影響老師教學品質。 

校務發展暨品保籌備處回覆 

沐習坊自學中心目前使用的電腦為 101 年採購，因電腦老舊導致讀取速度較慢，107 年度高教

深耕計畫已編列預算購置新電腦汰換，目前採購中，未來將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總務處回覆 

1.經了解同學反映為 B203 普通教室，該空間因投影機 LCD 偏光膜故障，已更換新品投影機。 

2.總務處會不定期檢修教室相關軟硬體設施，亦請同學如發現教室有教學設施不良情形，歡迎 

  隨時向總務處反映，總務處將以最快速度修繕，以確保教學品質。 

柒、綜合座談： 

現場提問一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2 年級吳同學 

街頭藝術研究社目前社辦在一舍地下室，不過活動屬性不同，作息不同，社團和住宿生都會互 

相影響。器材也需要我們的空間存放、鎖住。希望可以移動到行政大樓地下室，同性質社團也 

都在附近可以互相交流，成長。請給我們好的社辦吧！ 

師長回覆 

校長： 

有關空間的問題，由總務長來回應，社團活動的問題，請林主任來回應。街頭藝術社有 3 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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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2 個小組比較屬於音樂性質的，1 個小組屬於活動性質的，因為社團屬性的不同，需要的 

社團空間有所不同。 

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中心林主任： 

1.有關街頭藝術研究社彩繪空間的部分，總務處已經協助取得管院頂樓空間，讓你們做噴漆的 

彩繪，至少味道的部分獲得處理，所以已經解決一半的問題。 

2.你們社團的屬性，讓我們有點困擾的就是聲音的部分，當初跟你們社團進行溝通，希望你們 

可以找到你們合適的空間，如果你們有更明確的空間，可以解決音響的聲音問題，我們可以

幫你們做協調。 

3.我們現有的社團含系學會共 119 個社團，不含系學會也有 78 個社團，今年有 17 個社團要爭 

取空間，地下室的社團空間嚴重不夠。 

總務長： 

1.行政大樓地下室只剩下 2 個空間，一間目前是由財務管理組存放所有同學畢業所需要的學位 

  服，另一間 A001 目前是資源管理組的儲藏室，這個空間沒有窗、會漏水、壁癌嚴重。相對 

  另外一側的總務處儲藏室，我們在評估空間時，把那間儲藏釋出來，因為我們不希望同學待 

在 A001 這樣惡劣的環境裡面。 

2.音樂性社團的空間安排，我們跟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中心會另外考量，因為同學待在社團的

時間非常長，所以社團的空間一定要適合同學待在裡面的。會後我們跟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

中心做一些溝通之後，再來思考如何解決林主任所提到 17 個社團的後續相對應的問題，謝

謝! 

校長： 

街頭藝術研究社的問題是聲音比較大，能夠使用的空間有限，可以直接找總務長去看看你們覺

得適當的空間，也請總務長協助尋找妥當的空間，同學提出的問題還是要想辦法解決。 

現場提問二   財務金融學系  2 年級洪同學 

業勤宿舍洗衣機及脫水機使用時間沒有妥善安排以及宿舍隔音差。 

師長回覆 

校長： 

因為宿舍隔音差，洗衣機及脫水機使用時間沒限制，會聽到各種聲音的問題，宿舍每一層樓都

有樓長，可以藉由「學生宿舍公約及違規處理要點」的規定處理。 

副學務長： 

業勤宿舍在所有的宿舍中，不管是住宿的感覺或是設施的維護，都是學生反應最好的。你是因 

為寢室在廁所的隔壁，會聽到各種聲音，造成生活上的干擾，如果換寢室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可以協助你換寢室。  

現場提問三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3 年級王同學 

系上同學遭投訴：本科系相同科目名稱必修課(生化一)，去外系修卻被外系同學投訴，想了解

為何明明是一樣的課，卻會被投訴，學生明明有自由選修的權利，但卻不能修。 

師長回覆 

校長： 

學校沒有不可以修其他學系課程的規定，除非其他學系的課程有員額的限制，那就要看選課的 

速度，或者開課員額都被開課學系的學生修滿了，其他外系就選不進去了。請就把修課的課程 

和修課的學系提出來，再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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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 

每個學系都有核心課程，大都是一些必修課程，剛剛同學提到「生化」科目是你們的必修課程，

就算是核心課程。其他學系雖然也有「生化」課，但是有可能並非其他學系的核心課程，藥保

系同學可能某些原因，沒辦法在系上修課，修到其他學系同樣名稱的課程，藥保系就必須知道

其他學系所開的「生化」課跟藥保系開的「生化」課是否一樣，系上要確認可否抵免學分。如

果是選修課，基本上同學去修其他學系的課程，系上就有一些自由學分的認定標準。 

現場提問四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 年級邱同學、4 年級王同學 

1.對於學府路的事故發生都是較頻繁，是否可以加裝監視器?以來減少同學事故的行車糾紛。 

2.學府路的路況極差，希望能做改善。 

師長回覆 

總務長： 

1.有關校外的公共道路上要裝設監視器，必需跟彰化縣的交通隊及警察局提出申請，這個部分 

  我們跟交通隊開會的時候，會提出同學的反應並持續的要求。 

2.學府路靠近學校這一段的路面裂化的非常嚴重，恐怕會影響騎車安全，最近我們跟彰化縣政

府爭取改善學府路道路的路面，彰化縣政府已經排定工程的預算，預計四月底或五月初幫我

們完成裂化非常嚴重這一段道路的柏油鋪設。 

校長： 

依據總務長的回覆，我們沒有權利在校外公共道路上裝設監視器，必需跟彰化縣的交通隊及警

察局提出申請。 

在幾個交通繁忙時間，學務處的同仁常在重要的路口舉牌提醒行車安全，請同學騎車務必減速。 

捌、主席結論 

1.同學提出的問題，大都集中在門禁、車證、通行證、冷氣、電腦、英文網頁、開課、還有抽 

  菸的問題，學校是服務單位，行政單位會不厭其煩的幫同學即時解決問題。  

2.教育部訂於 107 年 5 月 10 日與 5 月 11 日進行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作業，剛才羅處長 

報告實地訪評的宣導簡報資料，請同學多瞭解內容，希望抽中的同學能全力協助本次評鑑。 

3.請多利用學校「六車共構交通便利網」搭乘公車，儘量少騎機車，因為一出車禍，付出的成 

本太大。 

4.學校曾發生偷窺事件，女同學夜間上洗手間要結伴而行，保護自身安全。 

5.學校因應創新教學對空間的需求，新建互動式的教室，同學可以善加利用。 

6.本校管理學院大葉講堂昨天開幕，特別邀請知名主播沈春華開講，有幾個重點，跟各位分享，

她說：「物聯網、雲端運算、AI 的時代來臨了，很多學習的方式和內容都不一樣。」她提到：

「你想要什麼樣的人生?你個人有什麼優勢?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要主動出擊，要有決心!」 

社會的變動非常快，除了自己的專業以外，要多利用通識上的知識培養就業能力，謝謝大家! 

 

 

玖、散會(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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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葉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大學部、四技部)」會後追蹤回覆 

題號 提問內容 執行單位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1 

劍道社教室 K109 舞蹈教室冷氣壞掉

很久了，上社課時，大家戴護具練

習，感覺非常悶熱，希望盡快處理。 

【總務處】 

K109 目前所裝設獨立式分離式冷氣機因使

用屆 20 年，已無修復價值，已建請管理單

位體育室調整預算進行汰換。 

2 

①搭乘公車，使用學生證刷卡，車資

是否有折扣? 

②若有折扣為何感受不出來? 

【總務處】 

一、學校目前各項交通接駁車種類如下: 

 (一)學校委外營運交通車有 1688 員林生活

圈交通車(大葉-員林)、大學城 525 接

駁車、校園巡迴車、朝馬高鐵專車。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行駛之公車: (悠 

    遊卡感應有優惠) 

    1.彰化客運 6914 公車:彰化-大葉-員 

    2.客運 6700 公車:二水-員林-大葉。 

 (三)彰化縣轄市公車: (悠遊卡感應無優惠)      

    彰化客運 13 路公車(大葉-彰化)。 

二、搭乘優惠: 

 (一)1688 員林交通車(大葉-員林)使用學 

    生證感應，享有悠遊卡感應優惠(投現 

    32 元、悠遊卡 25 元)。 

 (二)彰化客運 6914 公車、員林客運 6700 

    公車:使用學生證感應，除享有悠遊卡

優惠外，105 學年度(含)前學生請攜帶

學生證至總務處環境組辦公室過卡，可

再享有搭乘彰客及員客公車票價 9 折

優待。(106 學年度學生證毋須過卡即享

有 9 折優待(本項措施已於 106 年 10 月

1 日公告)) 

 (三)彰化客運 13 路公車: 105 學年度(含)前

學生請攜帶學生證至環境組辦公室過

卡，可享票價 9 折優待。(106 學年度學

生證毋須過卡即享有 9 折優待(本項措

施已於 106 年 10 月 1 日公告)) 

三、同學搭乘公車時，如經使用學生證感應 

    而未有折扣，請立即向環境組反映，以 

    利後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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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提問內容 執行單位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3 

關於宿舍的問題：大葉一舍宿舍老

舊，同學們的宿舍好幾間，窗戶過於

老舊，開啟困難，上學期同學在開啟

窗戶時，因老舊難開，使出較大力量

開啟，結果不慎窗戶掉落打破，導致

同學手部嚴重割傷，向校方反映，不

料學校完全沒有關心同學的傷勢如

何，反倒是向學生索取 

賠償問題，僅有樓長來關心學生傷 

勢，希望學校不僅僅處理學生提出的

問題，能主動檢查宿舍設備安全問

題。 

【總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一、總務處於每年皆利用寒暑假期間安排 

對本校各宿舍大樓室內外空間進行各 

項設施檢修及汰換，以確保同學住宿期 

間之妥善。 

二、若是同學在住宿期間發現宿舍空間相 

關設施有損壞或操作不順時，請告知宿 

舍幹部或宿舍輔導員聯繫修繕，總務處 

將儘速派員檢修。 

【學務處】 

已與當事人(資工系 F0606052 洪百逸)再次

確認過，事情發生於去年 12 月 11 日，當時

同學受傷時自行就醫完畢後回報，宿舍輔導

員當下前往第一時間是給予關心，且確認無

大礙後才告知該生，會請營繕組判斷並估

價，但若非物品耗損而是人為損壞則須賠償

相關維修費用，也有事先告知價格，若覺得

不合理可自己在外找其他廠商維修，經學生

同意讓學校維修後，於今年 4 月初請該生至

財管組完成繳費。 

※有照片存證，當時玻璃是中間破一個洞，

並非整片掉落。 

4 

①學校的 APP 中目前有 2 個舊的「行

動大葉」，新的「大葉行動家」，想建

議學校將舊 APP 的校公車資訊的到

站時間&行政消息的收藏功能也加入

新的 APP 中，否則同學要下載 2 個

APP 交互輪流很不方便。 

②建議學校未來在排下午 5 點過後

通識課程的教室時，可以排在有獨立

空調的教室，否則夏天將至，同學都

無法靜下心來上課。 

③今天座談會總務長有提到管理大

樓教室的設備更新，建議學校不要再

加購桌椅連一的桌椅，那種座位偏小

也不好移動。 

【電算中心】 

【教務處】 

【總務處】 

 

【電算中心】 

同學感謝您的建議。 

電算中心會將 1.公車資訊的到站時間與 2.

最新消息的收藏與取消功能，納入「大葉行

動家 APP」未來改版新增的服務中。 

【教務處】 

課務組安排教室的原則，會將 5 點過後(晚

上)之課程(含通識課程)安排於管理大樓，以

便能統一提供中央空調，如遇大班課程，因

管理大樓僅有一間大教室，所以若需額外安

排大間教室，則會將課程安排於有獨立空調

之產學大樓教室。 

【總務處】 

一、管理大樓普通教室課桌椅之選購，乃 

依教室空間大小及授課人數為選購主 

要考量。目前擇定之樣式、規格係符合 

一般成人使用，且為多所大專校院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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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提問內容 執行單位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用。 

二、考量同學建議，未來在課桌椅選購將納 

入考量，同時將請教務處提供意見，以 

符應上課型態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