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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第一學期 

學務長座談會--學生自治友善校園座談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0 月 24 日（一）下午 6：30 至 8：00 

地點：70101 教室 

主席：王佳煌學務長 

出席：李俊豪組長、艾昌明副學務長、吳昭瑩組長、洪秀馨組長、詹秀蓉組長、

邱鈺閔組長、黃雅君會長、林勁宏主任、林青輝老師、課外組老師、各社

團負責人與幹部 

列席：蔡旗明副總務長 

記錄：馮晨維、游主霖、莊雅媗 

 

《紀錄全文》 

 

壹、 師長致詞 

 

學務長：非常歡迎各位同學參加今天的社團座談會，我看過過去的一些題目，其

中多為課外組或社團的問題，其實再加上其他單位的問題也沒有很多，

所以今天特別把總務處還有體育室的同仁邀過來，有一些同學提出了書

面問題，我們先請課外組先針對書面的問題來回應，今天中午我跟校長

吃飯的時候，同學也有提一些問題，我一併做一個大概的回答，回答一

圈之後呢，同學對我這個部分或各組，或一些體育設施有什麼意見再提

出來，謝謝。 

 

貳、 無菸校園宣導 

 衛保組組長 

學務長、艾副、各位組長及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衛保組的護士阿姨，今

年是因為我們在之前有接到教育部的一個文，希望我們在 106 年成為無菸

校園，依菸害防制法我們學校有明定吸菸區可以吸菸，依法是說大專校院

室內是不可吸煙，包括所有的教室跟圖書館，之前我有請學務長在行政會

議上報告，當然長官也有指示一些問題，對吸菸的人怎麼處理，這是一個

問題，我們也想說趁著這個座談會，問一下各社團的負責人，如果我們真

的是執行無菸校園的話，你們是贊同的嗎？如果你贊同就可以舉手，如果

你不贊同也沒關係就不用舉手，你贊同我們學校成為無菸校園嗎，因為目

前大專院校有 75 個學校是無菸校園了，所以也是會考慮吸菸的同學或老師

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把吸菸區減少的話呢？吸菸區減少大家同意嗎？都

沒有人同意嗎？都沒有影響到你們嗎？ 包括宿舍那邊認為煙灰會一直往

上飄，措施就是變成我們希望 106 年成為無菸校園，衛保組來做一些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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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如果被稽核到的話，就轉介到衛保組來，我們要轉介到醫院戒菸班，

如果有不來參加的，我們也沒有辦法，只能道德勸說，因為二手菸、三手

菸是有危害的喔，除了吸菸的人，二手菸、三手菸會危害到我們，如果大

家都沒有贊同無菸校園，那有沒有人反對無菸校園？ 反對我們在 106 年成

為無菸校園，還是有人嘛，那減少吸菸區呢？反對減少吸菸區的，反對的

人士比較少，所以我們是朝著減少吸菸區這個部分來做，那我就是回教育

部，本校暫不申請無菸校園這件事，看之後怎麼做依計劃來執行，謝謝大

家。 

 

參、 意見與回應 

 

學生會會長：大家好，我是這個學年度的學生會會長黃雅君，那我在這邊先報告

一些學生會這學期的一些事情，我們在十二月中以前會有公民週的

活動，公民週的活動我們是跟藝術中心合作、有 2 場講座、1 場創

意風箏都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而我們在 11/23 禮拜三的時候有一

場校長座談會，這場座談會希望在座的各位也可以踴躍參與，學生

會也會在今年做一些以往很受大家喜歡的活動，像詢問度滿高的環

保日這件事情我們會跟學校爭取經費，繼續做，讓大家可以在校園

騎著二手腳踏車，學生會目前報告的就是這些，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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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行政事務 

問題 回應 

希望了解學校會議狀況。 針對學校各級重要會議，包括學務長座談

會、校務會議和校方會議，甚至於各系所

的會議，都會有各級學生代表參與表達意

見，會議的紀錄及學生提問之問題也都可

在學校的網站上供同學下載。 

學生是代表馬來西亞聯誼會，

每個星期六都會租借體育館場

地來打球以進行聯誼，但租借

一個場地需要押金 5,000（兩個

要 10,000 元），對學生而言負

擔很重，是否能減低場地押金

的數額呢？ 

因押金提高有助於場地維護的品質，因此

押金部分體育室不會做調降價格的動作，

如果需要個人團體使用，則必須補足作業

的程序。 

有時候借了一些教室，但是裡

面的麥克風就是講話會一些斷

斷續續，沒有辦法使用。 

麥克風設備的部分，會再傳知教務處教學

服務組，請他們再幫忙處理一下，因為東

西用久，那個麥克風摔來摔去總是會造成

毀損。 

學校對於接觸外面業者的部

分，譬如說總務處對郵政代辦

的部分，如果郵件有錯誤的

話，學校會怎麼處理呢？ 

當場我們有替她處理了，因為他是要去申

請獎學金，然後有時效性的問題，因為郵

戳 9 月 30 號為憑，那天剛好是 9 月 30 號，

如果再寄的話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們幫

他打電話去給要申請獎學金的那個單位，

說這邊郵件有發生一點問題，但是我們郵

戳還是 9 月 30 號，可能晚個一兩天，對方

也接受了，所以這件事情當場就處理好

了，那至於說郵件，我知道寄件人住址有

一點小疏失是我們，但大疏失是郵差只看

到住址就把信寄來學校，結果他忘記看上

面是寄件人還是收件人。 

飲料販賣機有時候會吃錢，那

吃錢之後，就算業者來修了，

可是吃掉的錢就被吃掉了，那

學生在金錢方面的權益問題這

樣不見了，學校有甚麼作為? 

飲料機的部分，如果同學發現吃錢問題請

到我們宿服組來，會把錢先墊給你，然後

我們登記下來再跟廠商要回來。 

可以增加聯合服務櫃台的影印

機嗎? 

這個部分是秘書室所負責的，我們會再把

意見轉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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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事務 

問題 回應 

一館單車停放處，冷氣機的排水

會噴到單車，希望加個蓋。 

車棚是考量整體景觀，還有各館的需

求，這個可能是不會蓋。滴水的問題，

冷氣本來就不應該滴水，會滴水的冷

氣，總務處會設法用管子把它導開，不

會讓它從上面滴下來，滴到大家的腳踏

車。 

紅磚地板崎嶇不平。 學校的預算有前後次序的問題，總務長

已經把這個問題列入明年的十大工作重

點，那我們也向學校爭取大約六百萬的

預算。為什麼紅磚道的路面會不平是因

為兩旁的樹種得太密了，然後那個樹根

慢慢的把路隆起，所以需要把路挖開，

向下挖一公尺深，做整個擋土牆，讓樹

不會往紅磚道的路面生長，所以那個工

程滿浩大的，如果學校經費允許的話，

我們會在明年的暑假施工，把它全部完

成。 

常在學校建築物(教室)內聞到煙

味，雖然每棟大樓外面均設有吸

菸區，但菸隨著空氣飄進建築物

內甚至教室內，影響學習效果及

身體健康。而且周末常有校外人

士到學校活動，菸害問題更是嚴

重。 

衛保組來做一些衛教宣導，那如果我們

被稽核到的話，就轉交到衛保組來，我

們會轉交到醫院戒菸班，那因為二手

菸、三手菸是危害的，透過在場各位意

見，我們先朝著減少吸菸區這個部分來

做，看之後怎麼做一個計劃的執行。 

教室、體育館蒼蠅很多。 季節性的關係，在某時間的繁殖量特別

多，但是這個也需要同學們的配合，早

餐跟中餐盡量不要拿到教室裡面去吃，

如果有食物的話，蒼蠅也很容易聚集，

那總務處這邊也會加強每間教室定期的

打掃，那我們也盡量希望同學能配合，

盡量不要把食物帶到教室去食用。 

近期發現體育館已無提供冰塊，

受傷都無法立即冰敷，也造成球

隊經理麻煩。 

體育館的製冰機已經很舊了，確定沒有

辦法再修復了，我們有在討論尋找廠商

再安裝一個新的製冰機。新的製冰機還

沒裝好之前，就請同學稍微走一下到游

泳池一樓拿取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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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進入校園時間短，但卻要以全職

的身分繳停車證費用，希望校園

停車費用改成計時或計次(日)制。 

總務處準備這學期在校門口裝車牌監視

器，以後車子有車證的經過校門口就可

以向我們這邊申請。那沒有車證的，也

有電腦可以作證，以後出校門的時候如

果超過某段時間(半小時一小時還要再研

議)，那就要先繳費才能出校門，需要等

這學期安裝完，然後就會考慮用計時收

費的方式處理同學的問題。 

我覺得聖誕節學校可以應氣氛佈

置一下學校，希望架設聖誕樹在

圖書館前圓環。 

聖誕樹的部分，就再去問一下我們的長

官啦，因為有的學校可能有基督教的背

景，像中原、輔大他有基督教的背景，

但是我們學校要放也是可以，但是還是

回到那個老問題經費不足，如果將來有

可能的話，看看外面有沒有單位或團體

可以贊助一下。 

就我所知學校目前有開放的門只

有大門，那我想請教一下，印象

中宿舍後方好像還有一個門，我

覺得他如果開放的話，包含剛才

講到吸菸區的部分，就可以扣除

掉了，或者之類相關的好處也可

以去做探討，所以我想請教一

下，有沒有可能開放? 

最重要的是基於同學的安全考量，那邊

的道路非常狹小，兩台轎車會車困難。

再來後門如果打開的話，機車從那邊移

過去的話，學校會經常接到申訴電話，

說機車吵到鄰居的安寧。 

關於前面那個，就是醫護室那邊

說的那個無菸校園問題，是不是

可以再詳細，周詳一點去規劃這

件事情。 

無菸校園的部分，校長也指示，這個吸

菸區先不要拆，那詳細的規劃還有待商

榷。 

學校可以幫忙爭取設置往桃園的

公車嗎？ 

這公車問題其實在很久之前，一直跟桃

園客運爭取，能夠進到學校以後，然後

繞出去，右轉到省道，再到內壢火車站，

經過這一次呢，我們又再去爭取了三

次，那最後同意了，會經過火車站，但

是也有里民，還有一些議員，代表，又

到市政府去抗議啊，這樣的話，另外一

邊的人民，就沒辦法有這權力搭這公

車，所以這個案子目前還是會經過，省

道，經過內壢火車站，然後再到忠孝路

再繞道還中東路去，至於未來會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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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改變，可能會再開一次會議，所以同學

如果有東西忘了帶，太重了，你可以搭

公車到內壢火車站，OK 謝謝。 

 

三、社團活動 

問題 回應 

為什麼社團社課不可以每周借同一

間教室進行社課？為什麼不能借七

館教室進行社課？ 

針對教室借用問題，活動申請時審核

便會參考過往經歷，決定此項活動為

動態性或靜態性，如評估為動態性則

傾向不開放各館教室做借用使用。 

離網球及棒球場的水分補給站（飲水

機或飲料機）很遙遠。 

上段校區的棒球場跟現在的網球場

裡面設置飲水機，基於衛生的考量及

安全問題，暫不做考慮，飲水機設置

於戶外每日風吹日曬雨淋，會有安全

品質上的疑慮，再者電器產品在遇水

之後，會有漏電的安全問題，實在不

宜在戶外設置。 

社團用場地需要自行準備冷氣卡。 因許多人反映校外補習班隨意進入

教室發放傳單，且許多社團在活動結

束後並未確實關閉電燈與冷氣，因此

學校為杜絕此種情況且實施環保節

約能源政策，才提出社團以插卡的方

式使用教室電源。 

活動時常撞期。 活動撞期並非是一件壞事，代表著元

智的社團蓬勃發展，但學校方面更鼓

勵同性質各社團能一起舉辦活動，藉

此參與人數變多且經費也能更為多

元，相信對社團的運作也有更大的助

益。 

活動名稱是靜態性的，但是當我們把

教室的使用單送到總務處的時候， 

卻受到刁難，尤其是借七館的部分，

所以想請問一下，教室部分可以長期

借用嗎？因為社課是長期的，不希望

兩周就送一次單子，會比較困難一

點。 

基於社團公平使用教室的原則，規定

一間教室，同一個時間，最多開放申

請一個月，然後一個月後如果妳還要

再申請的話，同一個時間，那間教室

沒有人申請，你才可以去申請，但是

如果有別人申請，那就需讓別人申請 

就是學校裡面都不能喝酒，那社團在 酒精的部分，因為我們畢竟跟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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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辦活動也不能有酒精，那我想問一

下，學校以後有可能會開放嗎? 

西方的大學比起來不太一樣，那如果

人家看到酒精的話會造成很多安全

問題，還有這個有些家長也不贊成。 

對於戶外四個籃球場，但是其中兩個

是籃球場跟排球場混合的，共構的這

種狀況，我記得在學校的官方網站好

像有說他是排球場，這樣的話就變

成，常常發現在課外時間大家想去運

動的時候，就是同時有人在用排球

場，或是有人在用籃球場，會變成大

家在爭那個場地，或者是在適用的上

面常常會被排球打到或籃球打到，那

我想聽聽看體育室對這方面的回覆。 

早期在規劃校園運動場地時。盡量將

場地規劃成多功能的型態。體育室現

有的規劃是希望將溜冰場拆除後規

畫成一個標準的籃球場，一個標準的

籃球場，大概要 130 幾萬，而體育室

一年修繕費也才 40 萬，然後，我們

會盡量跟學校溝通爭取經費。 

有些教室好像我們學生社團無法

借，像三館的 PPL 教室，如果擔心會

給我們學生用就是會有一些問題的

話，那何不仿像有庠廳那樣，就是要

錢借這種特殊的教室，因為我覺得完

全不讓學生借，會造成我們有些社團

無法辦類似活動，很麻煩。 

教室的部分應該是教務處負責，請大

家在校長座談會的時候再反應一下。 

學生社團反應向全家購冷氣卡無收

據無法報帳 

總務處收費櫃台特別開放學生社團

之購卡服務，唯面額以每張 500 元為

限（櫃台不提供學生個人或小面額之

購卡服務）。收費櫃台會開立收據予

學生社團，收據備註欄上將註明「社

團名稱」。 

社團活動的經費能不能增加 社團活動的經費，主要的來源是教育

部，教育部給多少我們就給學生多

少，那當然教育部給多少以後會要求

學校有一個配合款，我們也會把學校

給的配合款一律配給同學，一年的實

際數字大約在一百萬左右，上下學期

各五十萬，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

七十左右是教育部的一個補助款，另

外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學校的配合

款，那這一部分除非教育部增加了活

動經費，否則學校的配合款是不會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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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校長問社團評鑑能不能由學生主導 基本上我們也歡迎學生來主導社團

評鑑喔，但是同學評鑑那一天有這麼

多的事情，之前還有這麼多的工作，

我想沒有一個社團會想承辦或想主

導社團評鑑這件事情，如果有社團願

意做這個事情，也歡迎來跟我們聯

繫，我們也很樂意把這個活動交給同

學 

有同學詢問 1042 的預算能不能保留

到 1051 去執行 

剛剛已經報告過，我們社團的經費都

是教育部給的，所以教育部會很嚴格

的要求我們，什麼時候把這筆錢用

完，所以除非教育部在這一部分鬆

綁，因我們拿教育部的錢，這一部分

的彈性會比較小，教育部經費分，一

至七月及八至十二月且會要求你必

須在期限裡面把款項用完。 

 

四、住宿生活 

問題 回應 

衞生安全，研究生

宿舍能有其他出口

進出校園。 

研究生宿舍是本校向遠紡承租 5-13 樓，1-4 樓尚有其

他住戶，考量安全問題，不建議另有出口。 

女 一 宿 - 設 施 殘

舊，廁所骯髒，電

梯很慢，隔音超

爛，為什麼外籍生

和僑生只能住舊

宿。 

學校宿舍已建置 27 年，學校已每年編列經費修繕，例

如今年暑假就將頂樓漏水全面修補；男宿全部床組已

更換過及女宿 8-9 樓床組也更新過，未來將會逐年更

新，過去浴廁由另一家公司清潔，從 8 月份開始已更

換公司，也將會加強清潔。電梯部分我們要請示電梯

公司，隔音部分當初建置宿舍就是這樣，可能要請同

學們盡量不要太吵，這也是品德建立的時候，也請各

位學生代表幫忙宣導一下。 

至於外籍生只能住舊宿問題，一方面是外籍生對環境

不熟需要多些關懷，而舊宿才有櫃檯服務，另一方面

新宿的空調是整棟開放，考量成本問題寒暑假盡量不

安排住新宿，而舊宿是每間獨立空調，寒暑假外籍生

繼續住較划算。 

宿舍區有許多行動

網路的死角，在宿

學校在斷網後有開閱覽室給自行帶電腦的同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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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舍網路無法使用

後，也無法透過個

人的行動網路上

網。 

學校宿舍網路非流

量及個人因素而斷

網，造成無法使用

的困擾。 

經詢問資服處此問題已於前幾個星期解決了。 

宿舍七樓有老鼠，

是從下面門縫鑽進

來的。 

1.五月初請消毒滅鼠公司到宿舍餐廳勘查，找出老鼠

出沒地區，同時於各下水道處裝上鐵網杜絕老鼠進入。 

2.六至七月開始進行 2 次捕鼠動作。 

3.八月中旬進行消毒。 

4.十月中旬繼續第 3 次捕鼠。 

5.此外將請餐廳將所有食物及廚餘加蓋，已達滅鼠之

效果。 

6.垃圾桶白天將請清潔人員記得加蓋，晚上請輔導員

巡視也記得加蓋。 

7.學生部分請學生室內盡量不要放置食物，如果一定

要放，請用盒子裝妥，避免吸引老鼠過來。 

8.門縫太大，已請輔導員幫忙在門底下裝上硬式門條 

9. 以後將編列預算每個月將定期執行捕鼠動作。 

10.為了學生用餐方便，學校當初設計是宿舍和餐廳同

一棟，餐廳在地下室，宿舍在 1 樓以上，未料將餐廳

和宿舍連結在一起，反而造成老鼠之患。學校會持續

加強並持續滅鼠工程，期待同學們也善盡舉手之勞，

將宿舍內食物收藏好，共同維護宿舍區環境衛生，方

能達到滅鼠效果。 

 

五、飲食品質 

問題 回應 

學校餐廳種類、數量較

少。 

目前正在招商，將入駐的有日式料理、豆花甜品，

未來還有越南料理等異國風味進駐。 

希 望 能 引 進 輕 食 餐

廳，有助學生健康。 

未來有十字路口的輕食進駐〈在原陶邑的地點〉 

沒有符合各國學生的

口味，自助餐菜色都一

樣，假日時住校生都煩

和第一題一起回答，每學期都會給攤商作問卷調

查，屆時可請同學也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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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惱該吃什麼。 

餐廳蒼蠅很多。 上學期有請一位本校畢業的校友告知如何消滅蒼

蠅的方法，但是廠商未使用，我們將會繼續請廠商

加強改善環境衛生。 

紅磚道餐廳可以增加

嘛? 

那是學校整個整體規劃的問題，當初學校規劃的時

候，有分生活區跟教學區，不希望校園裡到處都是

餐廳，因為有了餐廳，就有油煙的問題，所以目前

在校地規畫內，可能暫時不考量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