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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座談會會議記錄§ 

 

●時間：103 年 12 月 1 日(一) 下午 18:30~21:30 

●地點：彥公廳 

●主席：張進福校長 

●出席：謝登旺學務長、陳興義總務長、詹前隆資訊長、徐澤志主任秘書、艾昌

明副學務長、教務處教服組林承輝組長、學務處生輔組王越組長、體育室林勁宏

主任、諮就組陳新霖組長、課外組李俊豪組長、宿服組陳賢宗組長、學生會會長

林正陽、學生議會議長鍾采瑄、各系學會代表、各社團代表及元智大學同學 

 

●列席：課外活動組劉逸安先生、陳家堂先生、王韋婷小姐、林秀珠小姐 

●記錄：學生會校務部部長梁勤萱、行政部部長李婉瑄、行政部部員陳銘仁 

 

壹、主席致詞 

大家有緣份來到我自己既稱為陋巷裡頭的元智大學。那個同學在這裡的生活對各

位來講都是很熟悉，我想我就不要講那麼多了。比如說宿舍的網路可不可以不斷

網，我想斷不斷與否，在時間運用上面是不是能自己有效的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話不多說了謝謝大家，謝謝。 

 

貳、討論議題 

學生會會長 林正陽 

11月與學務長座談會後，學生會已先幫大家詢問過各處室關於這些問題的內

容，以下為大家說明幾個重點問題。 

項目 內容 

問題一 選課問題 

 

內文 
選課期間，有人會使用外掛程式，造成不公平的情形，這已經是

很久的問題了，想請問資訊長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資訊長  

    同一個時間，假如有千人選課，容易造成系統過度繁忙，因

為任何系統都有它的人數限制，這一兩年資服處有在進行資源擴

充和分流的部分。 

問題二 選課問題 

內容 在打新版的 PORTAL網址時，發現無法聯上以及 IPV6甚麼時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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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啟用?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資訊長  

    資服處會將新版 PORTAL進行自動轉址的部分，目前學校 IPV4

數量是足夠可以使用，IPV6沒有急迫性，因為整個環境來說，只

有少數使用 IPV6，當通透性足夠的時候，將會裝置 IPV6，有在評

估 IPV6的可行性。 

問題三 
偷竊問題 

內容 學生 

不管是在體育課，甚至停在車棚的機車都被偷走，雖然有報警處

理，但都沒有下文，可否在死角地方增加監視器，以便得知是被

校內或校外人士偷走。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學校 

    目前學校已有 1000多台監視器，如果要全部更新監視器的

話，花費 1000多萬元，那現在討論出解決方案是，希望在休閒健

身中心設置置物櫃，那在還沒有購買置物櫃之前，我們會先在器

材室購買整理箱，再請班代統一將貴重物品放置在有蓋子的整理

箱裡面，還是希望同學不要將貴重物品帶來學校，免得被偷。 

問題四 社團核銷 

內容 向日葵兒童服務社代表 

課外組有提到經費補助匯款的問題，這次的改變是要先匯到同學

的私人帳戶裡，才能匯到社團帳戶裡了，變的公私帳不分明。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學務處課外組組長 

那是會計室改變，所以不是我們能決定，當初開社團帳戶是希望

學生避免在社團金錢上產生不必要的糾紛。 

總務長 

這個改變是最近才改的。 

課外組逸安哥 

以往社團核銷時，系統打上學生學號，學生的資料都會出來，遠

東銀行的欄位可以更改成社團的遠東銀行帳戶，但是在今年 8.9

月變成無法調整。系統部分可能要麻煩資服處，而學校的公款是

由出納負責，希望總務處和資服處這兩個單位可以統一，再把修

改帳戶欄的權限開放。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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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總務長也去了解一下 

問題五 課程時間長短問題 

內容 資傳系學生代表 

    上學期系上的實作課都是連續三小時，但是這學期課程改成

兩小時和一小時的課程，在老師講解後，同學會覺得練習時間不

夠，課後自行練習有問題時，也無法及時解答。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校長 

我們說那種老師不該連續上三小時的課，為了他時間的方便和體

力的考量，但是如果老師上兩個小時，其他一個小時，是可以考

慮的。 

資服處組長 

有些課連續上三個小時，會讓同學消化不良，院長想把時間分開 

是為了可以讓學生休息，也可以讓老師可以較長時間待在學校。 

校長 

我們給老師算工作負荷，我覺得讓院長了解一下，那個有點像實

驗課。 

問題六 學校外人行道年久失修 

內文 

學生 

學校外人行道，有一些地方時間比較久又有路樹，樹根突起造成

水泥剝離，遇雨被沖刷掉，下雨時又會濺濕衣服，希望學校協助

處理。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校長 

元智大學是陋巷裡的美麗花園，有時候還要躲樹，這只有我們學

務長可以解決。 

學務長 

因為市長快沒有了，如果去年提出或許就可以，我們研究辦理 25

日前我會跑一趟，如果沒有解決不能怪我 。 

 

問題七 寒假器材借用 

內容 

YOUTH青年團 

寒假活動申請要提早在 10/22，如果沒申請就無法借器材。想請

問寒假活動申請期限是否可以延期?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學務處課外組組長 

  希望同學可以按照學校規定，若無法配合規定，仍可向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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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 

問題八 YZ IBIKE 

內容 之前有辦一個 YZ IBIKE，為什麼之後這個活動就沒了。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學生會會長 

這一個計劃由於是使用回收的廢棄腳踏車，因此車況不佳，大家

可能騎一兩次就壞了，目前學生會先收起來了。將繼續努力找到

比較好的替代方案，希望這個活動在未來能重新辦起來。 

問題九 後門 

內容 學生 

希望學校能開放後門 。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校長 

這是學校立場堅持，如果多一個校門就要多一些人力，而且開放

以後，宿舍的安全問題會產生。不過這個問題已很多人提出了，

請成立專案小組。 

總務長 

如果開放後門，那勢必很多機車會停放在那，需要有一塊很大的

地。目前那塊地有一直在談，像宿舍區那邊的地是遺產問題，現

在已經談好了，但是仍有遺產稅的問題，需要時間處理。  

問題十 住宿問題 

內容 住宿學生 

我們宿舍會有老鼠，房間還會發霉，學校網路比以前提早斷網，

初中生都會在操場大吵大鬧。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總務長 

請各位不要放太多食物，否則容易引來老鼠。學校有提供解決老

鼠的方法，有黏鼠板、捕鼠籠、老鼠藥，但是根本解決是希望大

家不要放太多的食物。 

校長 

請同學養成好習慣，學校會放一些老鼠藥。  

宿舍服務組  

如果 12點後斷網，仍須使用網路，可以到宿舍交誼廳使用。 

住宿學生 

希望能調回原來的 11:53分，不要那麼快斷網。 

校長 

這目的是要讓大家趕快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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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 

前一陣子是因為網路問題，宿舍委員會有做一些調整，學生希望

不要斷網，但是如果他不斷網，就會影響其他明天要上課的同學。  

校長 

你們是過團體生活，有人比較怕干擾，還是要考慮一下其他同學。 

基本上男一宿七樓的那些床都已使用七年之久了。 

住宿學生   

新床位也有壁癌，通報沒有人立刻處理，希望學校可以提早處理。 

校長 

目前牆壁較舊的宿舍會汰換，今年寒假我們會有動作出來。  

學務長 

我們有處理的機制，不用忍到這時候，可以到一樓的服務櫃檯填

寫意見或報修單。 

住宿學生 

我們有向上面反映，因為房間冷氣有臭味，但他們要我們裝熊寶

貝。我們希望能一次解決，不希望學校是敷衍的處理我們的事情。 

學務長 

下次如果有問題，請馬上來找我。 

問題十一 社團辦公室與器材放置 

內容 2014.12.01(一) 

DJ社代表 

    因為沒有社團辦公室，上社課時都需要搬東西，聽說活動中

心 6樓有一間教室，是一位同學在使用的，是否和那位同學溝通，

讓我們借放器材。 

回覆狀況 2014.12.01(一) 

學務處課外組組長 

   課外組會做一個分配給社團，我們會考慮那個地點是否可以給

DJ社的同學使用，因為我們是嚴禁私下轉讓社團辦公室的。 

問題十二 管弦樂團 

內容 

 

2014.12.01(一) 

弦樂社代表 

    有詢問到管弦樂團的進展，目前進度是零，我想請問校長是

否要成立管弦樂團。  

校長 

一開始有要處理這件事，不過後來除了買設備之後因為一些狀況

就停下來了。 

學務處課外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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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校長說的，希望有代表性的社團。我們學校的管弦樂團人數

差距很大，我們在前兩年努力積極在培養管樂團，這是我們目前

考慮的，我知道成立管樂團比較容易，我們學校的弦樂團比較小。 

弦樂社代表 

如果有希望成立的話，我們會全力配合。我們社團相對較小，如

果出發點是這樣，我們拿到的經費比較少，是因為不被重視。 

學務處課外組組長 

我必須幫課外組反駁一下，我們補助給弦樂社的錢沒有比較少，

是按照學生自行申請經費，不是學校分配的。 

問題十三 車棚 

內文 1.遮雨棚的停車位供不應求，如果經長時間的日曬雨淋，機車容

易產生鐵鏽。 

2.路面破損現象，希望能夠修復或是翻修，使學生的行車更為安

全。 

3.因有學生安全帽被偷竊，調閱監視器後發現有監視器死角沒拍

攝到竊賊，希望能夠增加監視器保障學生財務和人身的安全。 

4.希望停車場停車格能夠標示清楚避免違規停車。 

 

回覆狀況 2014.12.1(一) 

校長    

 是否有使用帆布做為臨時遮陽的可能? 

總務長 

車棚牽涉到有一些問題，因為車棚的地不是我們的，加蓋需要繳

稅，這是一個問題。我們停車也沒有向學生收費。第二個問題，

牽涉到那地方打算要蓋一個百年的建築物，但是那一個案子已經

拖了三四年。其實我們新的停車場已經規劃好，大約要花一千五

百多萬，整個圖稿也都有了，包括照明的問題，我們也去解決了，

畫線或者是地面固定的部分，基本上能做的我們盡量都先完成

了。考慮到攝影機的問題，最近也大致上處理完成，這一部份若

將系統整個更新到最新設備，大約要花費一百二十幾萬。因為校

方沒收費，學校經費有限，花較多的費用於這一部份，其他部分

的花費相對就會較少，所以我們應該要去衡量，這樣的花費值不

值得。 

校長 

希望總務長能夠與遠東(地主)試著溝通一下能否架設簡易車棚? 

 

問題五 廚餘桶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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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學生 

校長好，我是大一新生，我是資工系代表學生。學校身為綠色校

園，我們沒有設置廚餘回收桶，淡大、師大學校餐廳以外的也能

設置廚餘桶而學校只分了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回收裡面有一般

垃圾跟廚餘，這樣是非常不環保的。 

C:我們有統計是否願意做廚餘桶，有 78%的人有願意，有 54%的人

會在餐廳用餐。 

C:72%學生認為可以設於各館一樓。 

 

回覆狀況 校長: 

我們現在是兩個，一個資源回收、一個一般垃圾。 

總務長: 

這個問題我們有研究過，教學單位如果你要去設的話 每一層樓都

要設。 

校長 

如果一個館設一個地方，我覺得可以去規劃一下 。 

總務長交給你了。 

 

 

學務長結語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如果各位同學還有什麼意見，隨時來找我。 

1. 宿舍和社團辦公室的老鼠很多，希望老鼠能抓多少就抓多少。 

2. 那社團帳戶問題，交給總務處、資服處去協調，我們會盡量簡化程序。  

3. 廚餘回收桶總務長已經答應可以在每一館一樓設一個。 

4. 我們先做課程 3小時拆成 2+1小時，我們會小心翼翼的反應給該系。 

5. 網球場的燈還未修好，我們會盡量在寒假做好規劃。 

6. 足球場後面沒有燈光，還有小石頭，我們會考慮裝燈光，同學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使用者付費。 

7. 騎車的出入口不便，希望可以標示出入方向及暫停位置，這個是校長指示總

務長照辦。 

8. 同學提出外面人行道磚道踏下去水會濺起來，我們會去做協調。 

9. 選課系統異常以及 PORTAL轉址問題，資訊長會做出反應。 

10. 校園偷竊事件，報警處理沒有下文，但是監視器都有死角。機車棚的部分總

務長說監視器更新已經通過最近會設置新的，健康中心也會設置置物櫃或是

購買整理箱。 

11. YOUTH的申請活動時間希望可以延後，以後如果有特殊需求可以再提出。 

12. IBIKE部分會長會再做長遠的思考，學生會可以再研究了解。 

13. 是不是要開放後門，小偷的問題會產生，住宿的還有很多女生，要顧慮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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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問題。如果真要開放需要大家同意，這個後果大家要共同承擔，然後願意

自己成立巡守隊，是一個公共可以討論的問題。 

14. 活動場地不足，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合辦，同學可以一起想點子，找出一些可

以使的場地。 

15. 宿舍區有很多老鼠，未來會找一周進行消毒的工作 

16. 宿舍區房間壁癌問題也會找時間做處理。 

17. 網路斷網時間應該可以調整在 12點 50分斷網。 

18. DJ社辦問題我們會去協調。 

19. 管弦樂團因為一些問題上無法成立，但是相信我們學校對社團都是同等重

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