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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地點：1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15:30～17:00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演講廳 

 

貳、參加會議人員： 

主席：顏鴻森代理校長 

 師長：葉忠興副校長、陳郁文教務長、羅世輝學務長(巴長泓副學務長代)、汪漢英總務長、 

        吳宛玉研發長、黃俊杰校發長、張顧耀中心主任(館長)、巴長泓副學務長(主任)、 

       林耀東組長、林作慶主任(游立群先生代)、張秋蘭主任、張育甄組長(王耕昱先生 

       代)、黃雅萍組長 

學生代表：各班班級代表(大學部、四技部及進修學士班)、各系學會會長、學生會會長、 

各社團代表 

紀錄：賴幸祝小姐 

 

參、主席致詞： 

各位主管、同仁及在座的各位同學大家午安，今天是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師 

生座談會，同學們經過養成教育後才進入大學，大學四年的能量可以決定你未來十、二十年或者 

三、四十年生涯，所以這個階段非常重要。以前我在大學時期，印象中好像沒有見過校長，更不 

用說跟校長有約了，不過那是以前的時代。現在我們處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之下，學校培育出來的 

學生必須具備能力去面對全世界的競爭。 

15 年前我曾短暫在本校擔任校長，如今再一次回到學校任職，明天就要滿 8 個月了。1980 

年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就直接回來台灣教書，我於當年的冷戰時代不需要與全世界的人競 

爭。但是隨著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整個世界都開放了，1990 年代開始了全球化。 

2000 年是資訊化的世界，其後啟動了工業革命 4.0，現在則有「大數據」、「元宇宙」，同 

學們處在這個時代要吸收及學習的知識更多了。 

我接觸過的學校主管、老師及行政同仁都很用心，但是有時候旁觀者明，希望同學們可以提 

出一些觀點及建言，讓學校知道同學的需要。學校努力培育各位同學，希望你們畢業之後，可以 

很有信心跟全世界同年齡人競爭，這是一大挑戰，也是目前的局勢。 

另外，同學們因為疫情因素，有時也無法實體上課。以前我在台南工作的時候，為了跑到台 

北開 2 個小時的會議，必須花了 7-8 個小時的時間，現在有了視訊會議，就不用南北奔波了。疫 

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很多事請都產生了變化，希望同學們能夠勇敢的面對問題、好好的了 

解問題，有系統的解決問題。 

歡迎各位同學今天來參加「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謝謝大家。 

 

肆、業務宣導：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略) 

 

伍、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前提問及回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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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綜合座談 

現場提問一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2 年級陳同學 

1.希望「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會前提問單可以早一點讓學生收到(班代 3/14 收到簡訊，提問 

單截止日 3/16)，只有 2 天的時間，班代來不及整合同學的問題。另外有關學生提問的問題及相

關單位的答覆，是否應該讓學生知道。 

2.建議四肯學舍增設微波爐，方便住宿生處理三餐。住宿的缺點： 

(1)大排長龍的洗衣機 

(2)浴室的感應燈不亮 

(3)蜈蚣每層樓都有 

3.為了環保與本校綠色大學招牌，建議宿舍冷氣可以改換變頻的，比較節省能源。 

學務處、總務處回覆： 

1.每學期舉辦的「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係提供師生面對面溝通模式，師長傾聽同學的需 

求與建議，協助解決相關問題。同學有任何問題，不管是「會前提問單」提出、座談會時提出 

或者於會後提出，承辦單位學務處生輔組都會受理、協助處理及回覆，請同學不用擔心。 

(1)本學期座談會的「會前提問單」係於 111/3/8 以書函通知各院系轉知所屬學生代表提出，並於 

111/3/10 於學校網頁上公告消息，直至 111/3/14 尚未收到「會前提問單」，故於 111/3/14 再以簡 

訊通知學生代表。陳同學只收到後來的簡訊通知，爾後生輔組將特別提醒各學系協助轉知所屬 

學生代表並延長「會前提問單」的收件時間。 

(2)有關同學提問之問題，經校內業管單位回覆後彙整成會議紀錄檢送本校各單位，提供全校師生

查閱。 另每學期「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的會議紀錄皆於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http://sa.dyu.edu.tw/ulc2701/article-10) 公告，以方便同學查詢，並且於下一次座談會中報告執

行情形。 

2.學務處將編列經費設置微波爐，總務處會配合電源施工。 

(1)經評估，將於 3F 增設一台洗衣機，如同學使用洗衣機需等很久時，亦可至其它樓層使用(如 4、

5F 使用率不高)。 

(2) 111/3/30 實際現場檢查並修繕完成，爾後如有發現浴室燈不亮時，請告知宿舍管理員位置，

總務處將立即派員前往修繕。 

(3)經現場查看該昆蟲是「馬陸」又稱「千足蟲」非蜈蚣，此昆蟲對人類無侵害性，目前發現在

四肯樓梯牆角及走廊牆角有單隻馬陸在爬行，已請清潔人員用殺蟲劑清潔消毒。另加強門禁

出入口四周牆角噴灑殺蟲劑，後續若再發現馬陸昆蟲出現，請告知宿舍管理員、清潔人員或

總務處環境組。 

3.若經費許可，未來宿舍冷氣更換將以變頻冷氣為主。 

 

現場提問二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4 年級黃同學 

1.交通是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位用路人對交通的認知會影響交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比 

  如行人在綠燈時，行經行人穿越道時，擁有一定的路權，汽車應在停止班馬線 1~2 公尺前方停 

  止，並靜候行人通過後再行駛，這點在美國、日本等都是每一個人都會遵守的，希望學校應該 

  多宣導。 

2.機車(白、黃、紅牌)在路上和汽車都有一定的路權，在無兩段式左轉之路口應保持著左轉靠左、 

  右轉靠右、直行中間，並且在變換車道時與汽車相同，須打方向燈做切換車道，以及每輛汽機 

   車行駛於同一車道時，應保持安全車距，且不能在雙黃線路段超車，並且在超車時隨時查看車 

http://sa.dyu.edu.tw/ulc2701/artic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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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的視線死角，防止事故的發生。希望學校應該多宣導交通安全。 

學務處回覆： 

1.遵守交通規則本來就是每一位用路人的應盡的義務跟責任。 

2.本校每學期開學第 1 週教官均會運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時機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3.為有效降低車禍案件，邀請彰化監理站、員林分局交通隊等人員分別擔任週會講師；另規劃 

  110-2 學期中辦理 3 場交通安全週會，日期如下：03/02、05/04、06/01。 

4.為使學生感受交通安全及危險路口之重要性，於每週實施兩日舉牌(交通警語)宣導；另開學、期 

中考及期末考期間實施擴大路口舉牌宣導，並納編生輔組行政同仁聯合編組實施。 

5.學務處與總務處聯合採不定時在校園內稽核違規車輛，開單勸導學生並請違規學生參加交通安 

全法規講習。 

6.利用開學初、期中考、期末考前及連續假期等，透過校內廣播宣導系統、網站公告及電子看板 

等設施發送交通安全叮嚀事項，提醒全校同學師生注意交通安全事項。 

 

現場提問三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3 年級彭同學 

最近地震頻繁，請問地震發生時，宿舍門禁是否有開，希望宿舍有緊急避難疏散流程。 

學務處回覆： 

近期各棟宿舍將增設緊急開關，如遇天然災害或緊急狀況時，所有住宿生皆可從內部將門開啟。 

 

現場提問四   應用日語學系  1 年級鄭同學 

四肯學舍交通比較不方便，希望學校交通車可以減少誤點，避免縮短前後交通車到站時間。 

總務處回覆： 

1.校園巡迴車服務時間自上午 7 點 35 至晚上 22 時 05 分，由轉運站發車至大葉學舍，發車時間

均為固定。 

2.大學城 525 接駁車為校外接駁車，服務時間從上午 7 點 20 分至晚上 22 時 35 分，由轉運站發車 

至校外接駁後至校內設藝大樓與大葉學舍巡迴接駁，再至轉運站。可能因搭乘人數多寡、道路 

施工或交通事故等因素，才會造成與校園巡迴車班次稍加重疊，而並非班次誤點，搭乘校園巡 

迴車與校外接駁車期間，請同學耐心候車，以維護行車安全。 

 

現場提問五   電機工程學系  2 年級黃同學 

工學院的電梯的比較老舊，因為使用量很大，為了學生的安全，希望故障時，可以盡快維修或者 

是更換。 

總務處回覆： 

1. 111/4/7 邀約廠商於現場測試乘坐人數可達 8 人，並請廠商檢測調整，符合載重限制，以維護

搭乘安全。 

2.電梯安檢協會每年均會做安全檢查，合格才會發使用許可證，確保搭乘安全。 

 

現場提問六   應用日語學系  4 年級王同學 

學校 7-11 旁的停車場地面坑洞很多、路面顛簸，騎車很危險，為了學生交通的安全，建議能夠全 

部修繕、重鋪柏油。 

總務處回覆： 

111/4/8 派人至現場檢查，並無發現可造成危害坑洞，如發現坑洞將即時修補。另針對停車場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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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碎石部份，已於近日清除完成。 

 

現場提問七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 年級陳同學 

建議學校接駁車行駛時速度不要太快，在減速坡時應減速，因為搭乘人數太多沒有座位時(站 

立)，容易跌倒而且手上的飯盒還會飛出去。 

總務處回覆： 

已通知員林客運公司課長，請其告知司機依照校內速限行駛，以維護校園師生搭乘與行車安全， 

如同學有發現司機超速違規行為，請立即向環境組反映，以即時糾正司機違規行為。 

 

現場提問八   應用日語學系  2 年級韓同學 

1.四肯宿舍的逃生路線上石頭很多，比較簡陋，因為逃生時大家都很慌張，路況不佳時，會增加

危險性，建議可以改變逃生路線或維護一下逃生路線。 

2.四肯宿舍的二樓及三樓很潮濕，潮濕的境境會影響讀書效率，建議提供多一點除濕機。 

3.111/3/23 地震發生時，原本的逃生門鎖著，所以大家只能往六樓跑，卻發現需要門禁卡才能打 

開門，宿舍幹部應該要有地震逃生的相關訓練。 

總務處、學務處回覆： 

1.四肯宿舍緊急逃生路線為 6F 及 7F，往籃球場方向為備用逃生路線，將檢修現有步道，確保逃 

  生安全。 

2.未來將編列預算，增購除濕機設備。 

3.近期各棟宿舍將增設緊急開關，如遇天然災害或緊急狀況時，住宿生皆可從內部將門開啟。針 

  對幹部將會加強緊急狀況應變之訓練。 

 

現場提問九   視光學系  1 年級張同學 

產學大樓聽不到學校上、下課鐘聲。 

總務處回覆： 

111/3/31 已檢修完成，功能正常。 

 

柒、主席結論 

一、剛才同學提問的問題，大部分是技術上的問題，學校相關單位了解後會儘速去改善。希望

同學以後發現問題時，可以當下向相關單位反應，學校會立即解決的。學校近期有四肯學

舍的整體改善案，我們要跟教育部提出改善計畫的補助申請，未來四肯學舍將獲得充分改

善，學校儘量讓同學們能夠住得更舒適、吃得更好。 

二、人生有幾個階段，進入大學以前是一個階段，大學畢業後工作又是另一個階段，工作跟職

業不見得完全一樣的。找到一份工作後，要能享受這個工作，然後變成個人的職業，之後

發展成事業，或者將來可以創業。從 22 歲大學剛畢業對未來方向還不是很清楚，經過介

面時期後，到最後工作穩定了，65 歲以後就是退休期。同學們要及早思考這個問題，因為

進入職場之後就是挑戰的開始。 

三、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30 歲時工作已經穩定，這時候成家

立業，必須具備打拼的能力，所有能力的基礎就是在大學四年期間訓練，同學們要好好把

握這四年，讓自己有相當的專業知識跟技能可以去外面打拼，50 歲之後大概就不會有大起

大落了。學務處有很多職涯有關的資源，同學要好好把握學校提供的資源，讓各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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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座的各位同學願意提出問題，也是成長過程的訓練，大學四年可以參加社團或者像這種

公共場合的座談會，學會如何提問題、勇敢發問。希望同學好好把握大學四年時光，練好

一身武功，就可以很有信心跟全世界的人競爭。 

五、最後，我要感謝學校的同仁們，尤其學務及總務工作跟同學生活息息相關，三更半夜發生

事情都跟學務處有關，只要使用的設備都跟總務處有關。謝謝行政人員過去的努力，因為

很多事情沒有答案只有 SOP。同學們來這裡受教育，要好好訓練自己獨立思考及解決事情

的能力，畢業後好好發展個人生涯。學校的老師很用心，希望同學好好把握機會，在這裡

受教成長。 

 

捌、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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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葉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會後提問內容及回覆 

題號 提問內容 執行單位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1 

校園中的機車停放區有路面不平整

和畫線不明的情形，為了學生安全

建議進行改善。 

總務處 

1.111/4/8 派人至現場檢查，並無發現可 

造成危害坑洞，如發現坑洞將即時修 

補。另針對停車場地面有碎石部份，已 

於近日清除完成。 

2.針對機車停放區模糊不明之停車格線 

   ，將重劃補強以利同學停放機車。 

2 

1.建議教學區的道路要修繕。 

2.落實禁菸校園(包含師長)。 

3.車證濫用情形應該查核改善， 

例如：教師車證借學生使用。 

4.校長會定期巡視校園嗎? 

總務處 

學務處 

秘書室 

1.校區道路有專人負責檢修，如有坑洞即 

   時修補。 

2.無菸校園是本校全體師生共同的責任 

   ，學務處除編組實施不定期稽查外， 

   亦請本校全體師生發揮正義感，共同 

   規勸糾舉校內吸菸者，以達無菸校園 

   的目標。 

3.守衛室人員會於學校大門查察有無教 

職員將通行證借給學生使用，若經查

獲者，將依本校車輛行駛校區管制辦

法第十一條第四款第三款將予收回作

廢及第十二條第三款提供該單位主管

年度考核及升等參考之資料。 

4.校長並無定期巡視校園，但會於處理 

   公務後，不定期安排時間巡視校園。 

3 

近來四肯宿舍住宿生的秩序不太

好，有人在房間內或走廊大聲喧

嘩，屢勸不聽，而且態度不友善，

因為宿舍隔音不佳，會影響作息，

希望相關單位能協助維持秩序與改

善宿舍隔音問題。 

學務處 
將請值班教官(校安人員)與宿舍幹部加 

強查察與規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