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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學生自治友善校園 

學務長座談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9/10/22(二) 18:30 -20:40  

 會議地點：社創基地  

 會議主席：王佳煌學務長  

 記錄人員：學生會成員康岑瑜、林佳正、課外組林秀珠 

 出席人員：王佳煌學務長、黃郁蘭組長、洪秀馨組長、詹秀蓉組長、周正中組長、方立行

組長、戴蘇同組長、體育室林青輝主任、課外組老師、宿服組老師、各社團負責人與幹

部 … (詳見簽到單)  

記錄全文 

學務長致詞 

希望能透過本次座談會化解學生問題，若為學務處範圍會盡快幫大家回答，其他事務也會請各

處室回答，希望透過這次座談會作為學生與校方的溝通橋樑。 

學生會長致詞 

座談會並不能夠一時解決問題，學生會希望能夠因為此次座談會讓雙方可以提出聲音，希望雙

方能透過溝通營造更好的校園環境。特別注意校園酒精問題，學生會與學校都相當重視這個問

題，請大家在外都要小心安全。另外學生會並沒有要強迫公關加入學生會，而是採用合作方

式，且為雙方可以接受的條件讓雙方互相合作，特此澄清。 

 

意見與回應 
 

課外活動相關 
 提問 校方答覆 

 Q1.跟學校借用體育場內場的費

用過高工讀金一小時為何收 190? 

體育室：體育館場內收費問題，平日不收費扣除代表隊時

間開放給各系抽籤使用內外場，因為工讀金預算銳減收費

為六日，體育管一面場地一小時 400（含水電），依此類

推整場全場 1200 元/hr 。舉例中原大學收費時段，早上

8-12 點只能借整場 1600 元，傍晚 18-22 點 2400 元，水

電另計範圍 400-4800 元，本校收費實屬便宜。中央一面

籃球場 400 元與元智相同，但水電另外計算，國定假日亦

要收工讀金 210 元，故學校的收費實屬合理。針對工讀金

問題，每小時支薪 190 元的原因在於基本時薪為 150 元，

且根據人事室發布規則需要幫工讀生進行加保，零零總總

加起來為 191 元，此為政府規定並非本校單方面決定。泳

池工讀生之工讀金，並沒有 24 小時在場，工讀生會在體

育館留下聯絡資料，若有事需聯絡可以在體育室找到工讀

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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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資英想要會辦 資訊英專班想要會辦，他系所都在系所單位下，社辦空間

已經滿了，可能要請貴系自行與他系協調。(會後課外組

組長已寄信協調) 

   

 

宿舍服務相關 
 提問 校方答覆 

 Q3.宿舍網路不夠用 資服處回覆如下：網路流量不夠若未來經費夠的話會慢慢

增建，流量的部分資 服處在今年 暑假已經爭取到 500 

萬的經費把網路升級了。將學生第一、第二、等學生宿舍

內的網路設 備暨網路纜線全數換新，目前的男一宿、女

一宿以及研究生宿舍網路是沒有問題的，未來會繼續爭取

經費，以維持宿舍的網路品質及穩定性。 

 Q4.請問研究生一定得住在舊宿

舍的理由是什麼 

新宿冷氣設計是儲冰式中央空調，因此無法改變原先設

計，一旦開啟主機即全棟供冷，無法分層分區使用，用電

費用龐大，其他各項資源消耗成本亦相當高，若允許少數

人住宿，相對住宿費將高得不忍算計，故學校基於成本考

量，新宿歷年來寒暑假皆封舍不開放住宿。研究生住宿費

(期程)含括寒暑假，而境外生寒暑假留宿需求高，故不宜

安排至新宿住宿。 

 Q5.宿舍樓梯間燈源不足 宿服組會請總務處去檢查，所有指示燈、照明燈都是符合

校內照明度的標準，會請其再以學生安全為考量，依現況

調整增設燈源，將燈管更換為低瓦數高流明的 LED 燈管，

增加亮度且較省電。若原本燈管就是 LED，則確認是否為

白光 LED，若已有白光，則增加燈座。 

 

 Q6.學校宿舍冷氣收費不明確 總務處工程組已提供男一、女一及男二、女二電價計算方

式予宿服組，宿服組已公告於公布欄。 

 

 Q7.宿舍電梯能否加速或增加顯

示面板？ 

電梯型號是配置固定面板，若要修改面板顯示訊息，需修

改電梯整體參數，並更換新面板。 更換一塊面板費用約

9,500 元，男一舍 3 台電梯共 7 層樓、女一舍 2 台電梯共

9 層樓、男二舍 2 台電梯共 10 層樓、女二舍 3 台電梯共

10 層樓，預計面板更換費用約 845,500 元（不含修改參

數... 等其他費用）。改善速度的問題請教過廠商後，廠

商表示電梯速度不能變更，安裝時是以緩衝距離為安全考

量設定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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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期末退宿適逢總統選舉，能

否將時間提前，讓同學返鄉投

票? 

學生住宿以一年為原則，下學期仍是原床位住宿，故期末

離宿不辦手續、不繳鑰匙，住宿生隨時可以離宿。 

 Q9.陸生可不可以住新宿? 尚無法開放住宿原因同 Q4，假如外籍生、陸生、僑生及

交換生等能配合集體進住及退宿，可以評估住新宿之可行

性。 

 

Q10.新宿住宿生反應冷氣電費過

高 

總務處工程組已提供男一、女一及男二、女二電價計算方

式予宿服組，宿服組已公告於公布欄。 

 

 

Q11.為何社創基地一再更新？ 過去原為敦煌書局，為求讓學生有良好空間使用，在此已

經籌措了許多經費並向校長提起，包含桌椅裝璜等都是由

自己籌措，並沒有同學提出『重複整修』的疑慮，目前尚

有冷氣偶爾故障的問題，未來也會陸續處理。 

 

Q12.學餐陸續撤離之原因，是否

學校收租過高？ 

再次重申學校沒有收攤商的租金，除了水電費及垃圾代清

運費、場地維護費與近年來收的餐廳安全衛生及環境設施

改善基金等，除了之前的十字路口及現在 ii 咖啡當初簽

約時為公益廠商，所以學校方面並沒有酌收餐廳安全衛生

及環境設施改善基金費用，而且學餐設備日漸老舊，消防

設備等都是問題，為了住宿生的安全問題，故學校已有進

行相關設施的改善及更新，學校並沒有從中獲利完全用於

攤商公共設備維護改善上，請勿以訛傳訛。而且對於攤商

方面設有獎勵機制，在食品安全衛生上面衛保組都有做稽

查規範並做缺失記錄，若達到規定標準的時候還可以給予

獎勵金，其目的都是為了教職員生的食安著想，同時學校

也會做相關稽查及衛生講習管控食材安全衛生的問題。 

 
Q13.學校有無任何機制保障學餐

安全？ 

固定抽驗餐飲檢驗，以及油品檢驗，校園有定期在做檢驗

保護學生食的權益。 

 

Q14.為何中央的八方雲集較元智

便宜 

經查證中央大學與元智八方價格一模一樣，並非有學生反

映的問題，若未來有中央較為便宜本校必會為學生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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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在寒、暑假，若是協助各處

室的活動，需要住宿時是否能夠

爭取免費住宿？ 

各項經費編列都跟收取的住宿費多寡有關，寒暑假協助各

處室的學生要免費住宿，即是由宿舍補貼水電油費給這些

學生，且一旦開放免費住宿，申請人數肯定暴增，所費不

貲。 

各處室如有公差需求，請自行編列預算支付學生住宿。
 

 

Q16.學餐愈來愈爛且不衛生又難

吃。 
1.口味問題：學餐目前共有 21 家攤商(不含全家便利商

店)，第一、二宿舍地下室計有 8 家，第三宿計有 10 家，

教學區 2 家、活動中心瑯環書屋也提供輕食，各家學餐口

味各有不同，而口味問題屬主觀因素，每日中午用餐時間

各商家都是排隊人龍，若口味不佳又怎麼會有排隊人潮。 

2.衛生方面：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每週會不定時抽檢餐廳

環境衛生、餐具脂肪殘留檢驗、油炸油品質等，此外商家

每日需規定上傳食材來源登錄至教育部校園食材平臺，提

供透明化的學校餐飲資訊。此外環安衛中心定期委外進行

食用冰塊及飲用水檢驗，每學期開學前餐廳也必須施做消

毒清潔，皆是為確保衛生品質穩定性。



 

 

Q17.請問宿舍冷氣單子上寫的金

額是否為 5.5/時確實收 8.7/時? 

將協請總務處實施讀卡機校正，以維收費標準 1.98 年啟

用後，費率為二段式計價，尖峰 5.0 元/時；離峰 2.4 元/

時 2.101 年油電雙漲，費率調整為尖峰 5.6 元/時；離峰 

2.7 元/時 3.105 年第三宿舍更新卡機，配合台電三段式

費率，新式卡機亦調整為三段式計價，並有夏月(6-9 

月)/非夏月(10-4 月)之分夏月費率為－尖峰 8.7 元/時；

周一~週五半尖峰 5.7 元/時；週六半尖峰 3.9 元/時；離

峰 2.7 元/時非夏月費率為－半尖峰 5.5 元/時；離峰 2.7

元/時 1061 學務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2017.103 每年自舊宿

搬至新宿學生均有反應新宿冷氣很貴之問題:因新宿寢室

空調冷房能力為 2 噸，相較舊宿 1.5 噸冷氣較耗能，舊宿

分離式冷氣具變頻功能有省電效益，新宿冷氣並無變頻功

能因此又擴大差異新宿寢室冷氣冷房能力為 2 噸，依夏月

尖峰電價 4.76 元/度，新宿費率應為 9.5 元/時，考量中

央空調循環泵組可節省用電效益，目前設定之 8.7 元/時

費率已屬合理。 

 
Q18.學餐公益廠商可否列入個案

減免數萬元合約費用？ 

目前學餐無公益屬性廠商，故無法列入個案減免數萬元專

案。 

 

Q19.學校將採取哪些作為改善學

餐口味不合學生的情況？ 

請廠家依問卷調查結果調整口味，以符合學生需求。且未

來有異國美食進駐〈美二餐廳〉，學生會有較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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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方針相關 
 提問 校方答覆 

 

Q20.現時學校的畢業門檻繁多，

考量各個學生身體素質各不相

同，希望學校能考慮減輕、廢除

或鬆綁體育畢業門檻，以減輕學

生負擔，謝謝！ 

通過每年統計瞭解全校會有近 9%不會通過，該測驗實屬

合理並沒有過分要求學生，此規定為 97 年通過多元特色

標準，該規定游泳跑步為全國大專院校的創舉，往後並有

許多學校跟進，校長希望學生有競爭力腦力及體力，希望

學生也可以文武雙全。此規定實施 12 年績效非常好，若

真得不能測試校方也有彈性，只要提出相關證明可以參加

特殊班，一樣可以畢業，亦或者加入心肺體適能游泳加強

班只要通過就可以畢業。 

 

Q21.許多主修課的時段都開在二

三四容易造成卡課的現象，雙主

修學程的同學會有想修但卡到其

它課的問題 造成延畢 

1.共同必修課排課的權責單位在通識部、語文中心及體育

室；專業必修或選修課程則由各系所負責規劃及排課。依

目前作業方式，二者的開課時段皆已充分協調錯開，以免

學生選不到課。 

2.至於同學所提出的問題，建議如下： 

未來可於校課程委員會議提醒各系所，各年級必修課程的

開課時段儘量固定，以利修讀雙主修或輔系的同學，能妥

適安排其各學期的選課課表。 

 
  

 

行政機關相關 
 提問 校方答覆 

 

Q22.獎學金除了有庠獎其他條件

都很嚴苛 有庠獎學金相比他校

也很少，沒有達到鼓勵學生學習

的效果 

1.有庠獎學金之獎勵對象依捐助人之獎勵目的訂定，係站

在鼓勵成績優秀學生的立場提供獎金，目前相關獎勵合乎

多數學生需求，感謝您提出寶貴意見。(教務處) 

2.每學期學校都會接到許多提供獎學金申請的資訊，惟各

項申請條件多有不同，獎學金申請的對象大致可分為二大

類：(1)經濟弱勢(2)成績優異，針對各申請對象所提出之

相關佐證資料，承辦單位也都會向相關主管機關查證，以

維獎學金發放之標準；若仍有相關獎學金申請的問題可詢

問學務處生輔組（陳先生、分機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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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學生證換成國際學生證 1.有使用期限且續卡要繳費：國際學生證效期至多可使用

16 個月，到期須再自行至該機構辦理續卡，續卡費為＄

300。若不辦理續卡，則只能在國內使用，但在國際學生

證正面有到期日，恐會引起誤會。 

2.國際學生證遺失只能重新付費申請，費用＄400 且補發

時間約 10個工作天。目前本校每年遺失補發約 1000張。 

3.製作成本提高：個人申請需繳＄400，學校統一申請會

降低成本，以中原大學為例，學生人數超過 1 萬人，尚需

＄300，但仍大於目前本校製作成本＄200甚多。 

4.各校國際學生證辨識率不高，底色及色調相同，僅有校

名不同。 

 

◎東華大學自 107 學年度起，由國際悠遊卡學生證改為純

悠遊卡學生證，原因如下： 

1.成本考慮 

悠遊卡學生證一張約 200 元，國際悠遊卡學生證一張約

300 元，除此之外學校需再額外支付一筆國際學生證授權

碼給康文文教基金會，費用東華大學不願意提供。 

2.學生證展期時間及費用 

因國際學生證效期至多可使用 16 個月，如要展期需再支

付 1 張 300 元，東華大學之前作法是蒐集要展期的學生，

並由學生支付 300 元的費用，再由東華大學寄給康文文教

基金會，康文文教基金會做好後再寄給東華大學發給學

生，時間約需七天工作天。而所謂展期只是康文文教基金

會在到期日上貼一張貼紙。 

3.使用率過低 

考量只有外籍生在出國才有機會使用到，一般本國籍學生

並無實質效益，但須負擔上述費用，故改回純悠遊卡學生

證，如學生有需求仍可自行向康文文教基金會申請。 

 

Q24.校內借場地太貴 教學區各教室及大型場館場地係依學校制定標準借用，以

使用者付費為基本原則，符合教學用途者則免付費。

(但，體育場館借用非總務處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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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教室真的很難借，愈來愈多

奇怪的理由不給借 
1.教室以教學使用為主要目的。全校共 140 餘社團/系學

會，卻僅有 90 間教室，為避免同一社團佔用固定教室資

源，故限制每一社團固定教室每週最多 3間/次。  

2.教室借用事由陳述不清，總務處欠難同意借用。 

3.教職員生協助外來協會/機關/團體辦理借用，將嚴格審

核並依校外收費標準辦理收費。 

4.禁止教職員生為校外補習班借用本校教室資源。 

 

Q26.portal 上的場地借用常常會

與實際上不符 
1.目前教室借用，仍以紙本借用單作為最終核定結果依

據，系統顯示僅作為已預約之參考。教室開關門需以紙本

為準，交給各館管理員。 

2.系統顯示「通過」，表示已經完成電力供應設定，系統

顯示「尚未審核」則表示審核未准或者需自行插冷氣卡方

能供電使用。 

3.課務組負責全校正規課程的教室安排並滙入至「教務系

統」，PORTAL 中的課表其上課時段與教室是與「教務系

統」連結，故「教務系統」中課程資訊的正確率必須是

100%。 

4.至於其他空堂時段釋出的教室空間，由線上申請借用，

並由總務處負責受理及審核。如學生發現有空堂時段的教

室(場地)借用問題，可洽詢總務處。 

 

Q27.校園外送機車管制問題 學校立場針對外送問題擔心機車進來會有師生交通安全問

題，校方觀察到沒有很遵守交通規則，foodpanda 只送到

門口是因為貴公司不能換證，與學校規定沒有關係，雖然

現在沒有完全禁止，未來可能研議定時定點乃至於現在也

沒有限制，本校相較其他大專院校外送規定是相當寬鬆

的，將會在 11月開會後給學生回覆。 

本校目前採外送機車換證入校，如有違規機車（逾時/超

速/違停）經檢舉則禁止該員入校。 

 

Q28.具體加速實際的國際交流 目前有為三四年級的學生辦理就業博覽會，最近有舉辦

GMAT、圓夢計畫等，以上計畫都邀請產業主管來校園做深

度分享，並會找中生代或創業有成的校友返校作分享，去

年有找抖音大家反應相當不錯，並會跟隨時事趨勢找尋適

當的講者給學生有更多的選擇，這部分是校方相當努力的

部分，並歡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8 

 

 

校園環境相關 
 提問 校方答覆 

 

Q29.可否重新將車棚車位劃分清

楚，車位亂停亂象太嚴重 

既有機車停車場預計於明年(109 年)暑假將拆除，近期已

規劃另闢臨時機車停車場。 

 

Q30.機車棚老舊多處生鏽，是否

考慮全面換新 

機車停車場舊址僅為安全原因作基本修繕，不會全面換

新；停車亂象近期會加強取締。 

 

Q31.機車出入口修繕（擴大或增

設或移除減速坡） 

停車場出入口因安全考量所設之減速坡，不宜移除；出入

口鐵門幾年前已擴大至現有規模，同為安全考量已無法再

擴大。 

 

Q32.機車棚有許多校外人士進來

停車 導致自己學生沒有位子可

停?機車棚有許多報廢車霸佔位

子許久能否處理?
 

1.停車場為開放性質，提供蒞校外賓及師生停放，不僅僅

提供學生停車之用。 

2.環警單位可處理公有道路上之疑似廢棄車輛，若停放於

私人土地，則無權責執行廢車之認定。私人土地之有牌廢

棄車輛，將再另覓可行合法方式處理。 

 

Q33.四輪兩輪校門口放行標準不

一 

警衛係依本校校區車輛管理辦法執行入校車輛管理。汽機

車入校許可本依學校制定政策而有不同，不應究責於放行

之警衛人員。 

 

Q34.何時開放後門 為住宿學生及教職員生出入安全考量，在宿舍後方道路與

交通腹地拓寬之前，宿舍後方臨時出入口不會開放。 



9 

 

 

現場提問 
 提問 校方答覆 

 

Q35.想給座談會建議，可以將問

題作嚴格的篩選，往年的問題可

以做雲端建檔讓資訊可以流通，

否則今日座談會與往年有重複

80%的問題，針對爛問題可以做篩

選，希望學校可以針對新的問題

做解決，而不是重複說明舊的問

題，增加行政效率。 

其實校方是有放在網路上的，明年座談會前會加強宣傳

校方有放歷年資料於網頁上。 

 

Q36.可否增加 VIP 室給社團使

用，因為 VIP 室的使用率很低希

望可以藉由社團活化使用，也並

非像教室只作為教學用途。 

 

 

 

VIP 室被教務處收回使用，會再與教務處談能不能借用該

場地以活化 VIP室的空間利用。 

VIP 室於 107 學年度至目前一直都在使用，並未閒置中，

而是不定期安排用於輔導課程或學生自習使用。(教務處

回覆) 

 

Q37.請問活動中心二樓學習中心

假日沒人或人少，會因為節能或

安全問題而關閉是否有事先公告? 

1.學習中心一直以來開放時間皆為學期間的星期一至星

期五，星期六日不開放，門禁系統非開放時間無法開

啟，所以不會有安全問題。 

2.學習中心開放時間於門口都有公告，長假或寒、暑假

等也都有另行公告閉館通知。(教務處回覆) 

 

Q38.希望學校能將電價藉由樓長

或其他方法可以讓學生確實了解

到，除讀卡機 error 情況常發生

外，對於收費標準不一本人每天

感受差異還是相當的大，希望學

校可以對於讀卡機維修，或說明

計價標準。針對美二個人得知美

二撤退原因是因為學校要求消防

設備更新，但店家本身已經更

新，故雙方無共識才退出，希望

相關處室可以說明。
 

1.針對電費問題，可能是尖峰及離峰的變化，其他電價

的變動本人尚屬非專業，會請總務處解釋或舉辦小型公

聽會去做說明。 

2.針對美二問題，並非消防還有油槽等問題，風管問

題，本人在本校服務 20 年很多攤商來做幾十年當初他們

只需要付水電費，而後校園人數漸多加上設備老舊的問

題，學校才求使用者付費，希望商家可以負擔該費用，

在此解釋原委請大家不要輕易聽信謠言，相互辱罵，在

此向大家說明原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