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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學生會 110學年度校長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 
2021年 11月 30日 

PM18:00-21:00 
地點｜ 元智大學五館彥公廳 

主席｜ 
校長吳志揚 

會長劉曜維 
紀錄｜ 

執行秘書陳嵊凱 

行政暨人資部長張瑞嫺 

出席｜ 

教務長曾芳美、總務長李其源、主任秘書鄭元杰、副學務長傅正黔、副資

訊長劉興智、環安衛中心主任吳紹懋、體育室林青輝主任、生輔組組長周

正中、宿服組組長方立行、諮就組組長詹秀蓉、課外組組長黃郁蘭、衛保

組組長洪秀馨、課外組老師、宿服組老師及本校學生。 

 
 

附錄 : 學生會會前收集的學生提問與相關處室回應資料 

 

110年校長座談會-學生提問與處室回覆 

提問 回覆 

1. 可以將畢業門檻的經典 50

跟英檢改成 2 擇 1 嗎?只要

兩個裡面通過一個就可以

了。 

(教務處&通識教學部) 

【通識教學部及國際語言文化中心回覆】 

1.經典 50 和英檢是完全不同規劃並具有不同價值的

畢業門檻，這不是簡單的選擇題能一筆帶過。閱讀

是想像力的翅膀，讓我們可以超越時空與過去的智

者對話，年輕時或許生命經驗較為貧乏也缺少耐

心，但年輕時的閱讀具有養成作用，這接觸的歷程

將會對未來的人生提供經驗模式、應對參考、價值

判斷和美感範例，經典戴著前人的光環經過文化的

淘洗穿越而來，也帶領者讀者思索在當代如何安頓

心靈。  

2.經典五十為本校重要特色，自民國 95 年推動至今

已逾 15年，的確可於認證方式與經典教學上，先與

應用、實用多做連結，再檢討效能。經典的使用於

校友多有回饋，特別是在與國外友人交流時，本國

文化知識便能立刻派上用場，不至於在介紹自己時

茫然失措。再者，於職場當中面對稍有閱歷的主管、

客戶、前輩，任何經典知識皆可成為話題，能夠活

學活用，更可立刻凸顯與同輩不同的學養，使人印

象深刻。語言是工具，固然須多磨礪，但能講出具

深度又有趣的內容才是重點，經典學習若能落實，

CP值其實相當可觀。  

2. 可以廢除經典 50 的畢業門

檻嗎，英檢因為以後英文都

需要用到還可以接受，但是

經典 50 在以後就業根本不

會用到阿，就算面試除了相

關專業的工作，其他面試還

是工作時都不會用到吧，只

有現在增加我們學生的壓

力才有作用。 

(教務處&通識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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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覆 

3.英語檢定門檻已行之有年，近期更是列為國家重要

發展目標，故，因應 2030雙語國家政策，英語檢定

門檻暫無修訂之條件。 

3. 希望可以讓教授上課同時

錄製上課內容，有些教授上

課都教得很快，有時候都跟

不上，而且如果有事請假

了，那堂課上的東西就都不

知道了。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1、將於課委會鼓勵授課教師上課錄製事宜，但無法

強制執行。 

2、教師可使用電腦中的MS Teams或 OBS進行電腦

螢幕畫面的錄製，兩種方法皆不受限於儲存空間的

限制。使用 Teams所錄製的影片會存放在雲端，與

教室電腦的儲存空間並無關聯，學生可以在 Teams

中直接下載影片。而使用 OBS錄製的課程內容將儲

存於教室的電腦中，電腦的儲存空間足以負荷超過

三小時以上的課程內容，然而教室電腦裝有系統還

原卡(電腦重開機後就會自動刪除之前錄製的檔

案)，老師錄製完畢要記得將檔案儲存至自己的儲存

裝置，進行後續的檔案管理與分享。 

4. 元智大學校務行政系統(個

人 Portal)過度老舊，無論是

繳交作業還是選課時，會遇

到系統無法正常執行的狀

況。 

(資服處) 

【資服處回覆】 

Portal 網站是用 Web 網頁程式技術，本處目前

已規劃 RWD 的 UI/UX 設計。另行政資訊系統無論

在硬體及軟體上皆陸續維護並更新，目前也尚未接

獲學生反映繳交作業問題，若遇有使用上問題，請立

即與資服處聯繫並說明詳細使用流程及狀況，方便

辨別問題並處理。 

5. 現在疫情趨緩，中央防疫政

策也放寬了許多，是否能讓

公車開進校園。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公車自 110 年 11 月 8 日起已恢復正常駛入校

園。（11/5 11:37已發全校信公告） 

6. 希望學校可以設立方程式

賽車校隊，組織並訓練學生

可以去參加卡丁車 FST 台

灣學生方程式聯賽。 

(課外組) 

【課外組回覆】 

如同學對於賽車有興趣，且有意組成車隊，可先

從成立社團開始。 

成立條件為：1.社團成立宗旨需適當。2.校內無

其他相似或相同之社團。3.發起人數至少十人。詳細

社團的成立辦法及申請資料，請參閱課外組官網。下

學期申請成立社團的期限為開學後 1 個月內，屆時

課外組亦會發全校學生信通知同學申請時程。 

7. 學餐的公共空間太小了，每

次中午剛下課走道學餐就

是人山人海的，不只找不到

【宿服組回覆】 

1.因校舍建築物空間限制，及用餐區空間動線安全性

考量，公共餐區座位數已達極限無法再增加。 



3 

 

提問 回覆 

位子可以坐下來好好吃飯

甚至連店家櫃台都看不到，

且店家數量真的不夠，每天

中午在學餐排隊就幾乎用

掉整個午餐時間，甚至有時

候拿到餐點都遲到了。 

(宿服組) 

2.目前校園已有 23 攤商家，與週邊大學相比本校餐

廳數量已算多。 

3.如怕中午用餐人數太多需排隊，請於校方官網查詢

商家電話或網路平台先行訂餐，以避免久候。 

(網址:元智大學/學務處/宿舍服務 /餐廳區/餐廳資)。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

07-12-07-44-41/2017-01-10-08-17-54/2016-12-06-05-

34-35 

8. 現在疫情沒有那麼嚴重了，

是不是可以開放學餐內用。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學餐自 110年 11月 8日起已全面開內用。（11/5 

14:53已發全校信公告） 

9. 宿舍內可不可以每層樓都

放一個廚餘桶，不然有時候

食物沒吃完都不知道要怎

麼除理，難道要我們直接倒

在馬桶或是垃圾桶?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宿舍未設置廚餘桶，是考量廚餘易造成鼠類及

蟑螂聚集，異味也會影響生活品質。請將廚餘瀝乾後

當一般垃圾處理，以避免馬桶及洗手台管路堵塞，反

而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10. 男一宿的洗衣機每層樓都

只有一台，大家都搶著洗衣

服，有時候十幾個人都在

排，每次洗都一兩個小時

的，根本輪不到，難道不能

多放幾台嗎?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男一舍目前共有 20台洗衣機、14台烘乾機、20

台脫水機，除了 1樓只有 2台洗衣機外，其餘 2-7樓

A、B、C 區各有 1 台洗衣機，因宿舍場地位置及電

線路老舊等因素，為避免電壓超載造成跳電，現況已

是最佳配置。 

11. 宿舍電梯真的很常故障，就

算常常都有在維修，但是還

是感覺不太安全，如果找不

到原因或是沒辦法根除故

障，是否有考慮要重新安裝

呢?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宿舍電梯都是委託專業廠商保養及維修，如有

故障會盡速處理。部分電梯較老舊，零件取得不易，

待料時間較長，請多包涵。 

更新電梯所需經費龐大，目前並無相關預算。 

12. 想請問學校現在有安排經

費給女一宿整修嗎?就算沒

有至少可以先把一些看起

來已經破損很嚴重的換新

的。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女一舍床組採逐年汰換方式，本學年度預計更

新四樓舊床組，且已進入招標程序。破損較嚴重部

分，採局部維修及貼皮方式，保持堪用狀態。 

女一舍浴廁老舊，已爭取列入重大整修工程案，

期盼能盡速更新浴廁，提升住宿生活品質。 

13. 請問可以設立更嚴謹的方

式管理宿舍嗎? 雖然宿舍

裡面都有標榜不能抽菸，但

【環安衛中心回覆】 

本校宿舍內禁止吸菸,若有同學在宿舍吸菸,請

同學發揮道德勇氣和同儕力量,規勸違規者停止在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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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覆 

還是會有人在宿舍偷抽菸，

然後因為宿舍算封閉設施，

味道根本不會散，這樣真的

讓人很困擾。 

(宿服組、環安衛中心) 

舍內吸菸. 不聽勸者則拍照舉發或逕通報宿舍管理

人員處理,最後將舉發單送給環安衛中心處理. 

【宿服組回覆】 

宿舍全面禁菸，多處地點張貼禁菸公告，違規者

最重是退宿處分。宿舍每年均有因吸菸遭退宿者，並

非宿舍消極不作為。住宿生如發現宿舍內有菸味或

吸菸者，都可向樓長或值班輔導員檢舉，查證屬實一

律送宿舍幹部大會評議，決不寬待。 

14. 男二宿可以至少設置一間

24 小時的浴室嗎?早上要洗

結果水都只有 10幾 20度完

全沒辦法洗，還要特地跑去

男一宿才有熱水。 

(宿服組) 

【宿服組回覆】 

男二舍每樓層都有公共浴廁，配有儲熱式及瞬

熱式電熱水器，24 小時供應熱水。如有故障可向樓

長、櫃檯班人員反映，或上 Portal報修。 

15. 能推動全校校區內禁菸嗎?

有些同學一下課就跑出去

抽菸然後接著回來上課，接

著我就要聞著同學身上的

菸味連上三節課，而且有時

候經過吸菸區，真的很不舒

服，光是走過身上就沾到菸

味而且鼻子也很不舒服。 

(環安衛中心) 

【環安衛中心回覆】 

關於推動無菸校園議題，本校學務處衛保組曾

於 110年 4月 1日接受專家輔導, 除了辦理活動增強

拒菸、反菸意識之外，亦凝聚共識逐步減少校園內吸

菸區，期能最終達成無菸校園之目標。以此共識，已

於 110年十月決議移除五館後方的吸菸區。  

 

至於同學受其他抽菸同學身上菸味影響而不舒

服，我們深能體會，可惜目前並無法可管，總不能因

某人身體上的氣味而將他趕出教室。而若避之不及，

靠同儕的力量予以勸說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16. 前幾天看到校內有借場地

給校外辦活動，好像是多益

考試還是甚麼的，但是學校

不是一直提倡防疫嗎?怎麼

還讓校外人士借場地甚至

讓很多的校外人士進入校

園內，這樣不是本末倒置

嗎?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近期疫情趨緩，雖本校仍未開放校外人士自由

進出本校，但少數大型考試承辦單位已提具符合

CDC要求之防疫計畫，本處已要求落實辦理。 

17. 校門口的警衛中有幾位態

度不是很好，且對待學生與

教師態度明顯“兩極化”，我

數次在校門口看到警衛放

他人入校（未掃 QRcode，未

出示證件；我嚴重質疑疫情

【總務處回覆】 

警衛人員執行本校校園管制政策，職責所在，偶

需較嚴厲之應對反應，還請同學給予更大的體諒與

鼓勵空間。 如有更明確的事件發生人事時地，亦請

同學告知，俾便調閱錄影帶，期能改善彼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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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覆 

下的破口性）；另外警衛對

待學生猶如嫌犯，口氣不佳

且略帶嫌棄，作為元智的看

門人，這樣真的非常糟糕

（這不是一兩年的事情） 

18. 可以開放宿舍後面的門嗎?

不然每次都要特地從宿舍

走到校門口才能出學校，浪

費時間而且如果是要去後

門方向的根本就是繞遠路。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後門外因道路狹小，行車速度快；又後門緊鄰宿

舍區，顧慮宿舍學生住宿安全，實不宜開放作為本校

之人車出入口。宿舍附近腹地太小，沒辦法設置機車

停車場，在購買到附近土地闢建機車停車場前，暫不

考慮開設後門。 

19. 宿舍後方圍牆為什麼一定

要用鐵絲網，其他學校都沒

有就元智需要這樣不是很

怪嗎?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宿舍區圍牆外緊臨馬路，之前曾發生本校學生

爬牆進出，甚至於校外人士爬牆進入，故加裝鐵絲網

以強化宿舍區的安全。 

20. 開放機車可以進入校園，有

些人是住校外的，但是每天

都要特地先在停車場停完

車再走路進到學校才能進

到上課，而且平時要拿東西

進學校要押證件沒關係，但

是都押了證件了還要限制

時間什麼的，這樣不是讓人

困擾嗎。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為維持校園內的安寧及行人安全，全國大專院

校皆不同意機車任意進入校園。 校區現有空間不

大，也沒有足夠的地方可容納全校學生機車停放。 

綜上，本校仍應維持現有運作模式，不宜開放任意機

車進入校內。 

21. 希望可以在機車停車場加

設遮雨棚，雖然現在有設置

一個讓學生穿雨衣的小棚

子，但是真的下雨時我們還

要先撐傘到小棚子然後穿

完雨衣在走道摩托車就已

經很麻煩了，如果人多的時

候大家擠在一起又是另一

個問題了，其次是大家的車

子也不是可以隨便消耗的

東西，停在停車場就是每天

的日曬雨淋，這樣哪吃得

消。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本案經 110-1總務會議，並由學生會提案至 110-

1校務會議討論，總務處初步估價約需 2千萬元。就

現實狀況而言，花 2 千萬用在只能使用 2 年的機車

停車場似乎不符合使用效益。目前會使用既有預算

將路面補平防止打滑，視現有預算先進行局部修繕。 

22. 學校裡面的紅磚道都已經 【總務處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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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覆 

太過老舊，幾乎都不平穩

了，行走的時候都很可能會

跌倒，推手推車或是行李箱

更不用說，感覺就像是在測

試耐久度一樣。 

(總務處) 

人行道路舖設之防水磚，常因兩側樹木根部生

長致防水磚凸出不平。例如下坡道 30米紅磚道改善

工程初估約需數百萬元，均因有限預算之排擠而未

能爭取到預算。年度預算到位前，本處已逐年進行局

部修繕。 

23. 學校裡面的公共廁所設置

的警報器看起來實用性真

的不高，我如果發生事情要

先找到然後還要可以按下

去，接著還要等等看有沒有

人聽到然後來救我之類的，

而且男女廁的警報器數量

也差太多了吧，說好的男女

平等呢，就算男生比較不會

發生像強暴這樣的是，但真

的要發生一次才夠被正視

嗎?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本案由學生會提案至 110-1校務會議討論，經總

務處初步估價約需 830 萬元。校務會議責由總務處

召集專案小組研議各不同技術或連線方式規劃處

理，以爭取預算辦理之。 

24. 請問可以改變戶外籃球場

跟排球場的位置嗎，排球場

夾在兩個藍球場中間，如果

同時有人在打籃球跟排球，

籃球場的人就很容易突然

被排球場的排球砸到，阿排

球場也很容易被籃球亂場。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目前校內運動空間有限，沒有辦法滿足所有同

學的多元需求。因此，運動場地採多功能設計，室外

場地在使用上也沒有特別去規範，所以場地使用多

採用先來後到的方式。 建議同學們若有使用上的衝

突危及到安全，可以先互相溝通一下。體育室這邊也

會在 LINE 的群組跟各系的體育長宣導室外排球場

以排球運動為主，建議優先給從事排球運動的同學

以降低衝突與意外的風險。 

25. 可以增加戶外籃球場的數

量嗎?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增加戶外籃球場需有土地空間與經費。礙於經

費與校內活動空間有限，目前沒有辦法再增加戶外

籃球場地。 

26. 游泳池的男生浴室全部就

只有三台熱水器，上完游泳

課大家都要洗澡，如果要洗

熱水就要排隊等那三間，不

排又只能洗冷水，請問可以

多設幾間嗎?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目前浴室之瞬熱式電熱水器為因應熱水儲熱桶

故障之臨時裝置。110年初建置時已針對電力進行評

估，如果淋浴間全部加裝，會有「契約容量」超載的

問題。因此，以最大容許電力承載為基礎，加裝男、

女學生區各三間和男、女教職員區各一間。考量用電

安全和成本，恐無增設空間，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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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覆 

總務處補充： 洗澡用熱水儲存桶更換工程預定

於 11/18發包，施工期約 3個月，預定下學期開學時

可恢復使用。（工程期間是否能再臨時增設電能熱水

器，需請體育室評估） 

27. 廢除 25 公尺的游泳畢業門

檻，我自己本身會游泳，但

是有些同學根本就不會游

泳，甚至有些還會怕水，但

如果想要畢業卻一定要通

過 25 公尺的游泳考試，不

只以後不會用到還徒增那

些不會游泳的同學的壓力，

這樣就算努力完成了學程

卻還是不能畢業。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1. 游泳跟 3000 公尺設定為本校的畢業門檻已有多

年，執行上都非常順利，成果也都很好。這兩項每

年大一上檢測的通過率都有 80%以上，至於沒有

通過的 20%，學校也有完善的配套措施來協助同

學通過的這個門檻。 

2. 學生會近期也在針對畢業門檻這個議題在做公投

的準備，身為體育室主任也時常在網路上關注學

生的留言反應與意見，其實不管公投的結果如何，

身為體育老師的我們也要虛心檢討畢業門檻是否

有再實施的必要性或是需要再修正的地方。老師

也很羨慕您們生長在自由意識崛起的時代可以藉

由公民運動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與看法。 

3. 體育是（身體的教育）也是五育的其中一環，體育

老師們在課堂上都是熱心的展現專業的教導學

生，體育運動畢業門檻的設定也是希望來提升學

生的身體素質成為更優秀的你們。 

28. 將門檻改為 25 公尺游泳跟

3000公尺跑步二擇一，讓學

生可以更多選擇，卻不會有

不能畢業的原因。 

(體育室)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