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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幹部座談會議紀錄 
 

會議名稱：農學院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幹部座談 

會議地點：農園館三樓大視聽教室 

會議時間：102年 10 月 09 日 13 時 20 分 

主 持 人：周院長世認                       記錄：程健智 

列席人員：黃文理主任、洪進雄主任、何坤益主任(請假)、蘇文清主任(請

假)、趙清賢主任、陳秋麟主任、莊慧文主任、沈榮壽主任、蕭

文鳳主任 

參加人員：農學院各系大學部班級幹部、研究所班代及各系學會會長、 

副會長 

壹、 院長致詞： 

           一、本院每學期舉辦一次學生幹部座談會，傾聽各位幹部對本

院各項措施之改善建議，或有不周的地方。另外各系主任

大多在場，有關各系之問題，系主任亦能當場說明答覆。 

           二、本校的生日為 11 月 12 日，每年學校會在此日之前的假日

舉行校慶活動及運動會，今年校慶訂為 11 月 2 日，主題

為「嘉大強棒、揚名國際」，亦結合名導演魏德聖的 KANO(嘉

農)電影首映，該電影記述 1931年嘉農棒球隊遠征日本甲

子園榮獲亞軍的真實故事，藉此發揚嘉大精神，鼓勵嘉大

人能夠揚名國際。除了校慶的各項活動請同學踴躍參與

外，嘉義市政府在明年(103年 2 月 22 日)管樂節的活動，

亦會與此部電影結合，舉行首映會及踩街的活動，嘉義市

政府邀請本校共襄盛舉，校方初步規劃有馬車、牛車、人

力車..甚至本校的太陽能車、腦波車參與，希望各系能積

極規劃踴躍參與。 

三、近年來受到少子化的衝擊，教育部針對招生、管理不善的

學校會有一套機制。根據資料 102年大學生人數 32.1 萬，

到 105年時會減少到 26.6 萬、112年學生人數只剩 12 萬，

所以很多大學在這十年中會陸續退場，雖然本校是國立大

學，但校長仍提醒要提升本校的競爭力，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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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務處辦理學生校外賃居資料填報比賽活動，希望同學踴

躍參加，等一下請教官再詳加說明。 

四、同學們的交通安全問題，是每學期必提醒的，尤其最近各

系皆陸續舉行迎新活動，如迎新宿營等，大多在校外舉

行，活動除要注意交通安全，宿營野外時注意蛇、虎頭蜂

等的出沒。另外新生大多剛學會騎機車，尚未拿到駕照不

可違法騎車，希望大家能注意騎車的安全，包括要正確戴

好安全帽、不要騎快車、提早出門以免因趕上課而騎快

車，十次車禍九次快，希望同學一定要留意。 

           五、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不論是教科書、電腦軟體或其他著作

等，勿有侵權行為。 

六、有關兩性平權問題，教育部及學校都很重視。男女同班， 

不論師生或同學間均應互相尊重。 

七、希望各位同學在校期間能平安快樂學習、儘量吸收能量，

以為將來畢業後貢獻國家。 

張教官報告： 

一、 除了剛院長所說注意交通安全規則外，當不幸發生交通

事故時，不要慌張，先打 110 報警及有受傷時打 119 通

知救護，另外如需學校教官的協助，可打 24 小時學校緊

急電話 2717373，都會有人接電話並處理。另交通事故後

之民、刑事問題，亦可以請教官協助處理 

二、 請同學將賃居處所的資料線上填報彚整後，學校的賃居

專員會跟消防人員聯繫，尤其是超過十人的大型住宅，

消防人員會去做安全檢查，包括電、瓦斯等安全措施是

否足夠，以提供同學選擇安全居所的依據。請同學至校

務系統填報，以利學校提供同學賃居的相關服務。 

三、 近來許多學會或班會發生財務失竊，由於同學疏忽將錢

財放置不安全的地方而失竊，希望同學們要多加小心保

管。 

 

    貳、問題或建議： 

提 案一 

提案人：森林系學會會長徐維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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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學校機車停車位不足，尤其是綜合教學大樓及動科系旁的機

車停車場。 

答  覆： 

院  長：會將此問題反應給本校的車輛管理委員會，請其評估是否可

以增建。另外提醒同學不要違規停車，以免被拖吊罰款。 

 

   提 案二 

提案人：獸醫系大一學藝股長 凃甯傑 

事   由：發現學校有許多的廢棄腳踏車佔車位，希望學校可以趕快清

理這些廢棄腳踏車，以提供更多的腳踏車停車位。 

    答  覆 

 院  長：學校車輛管理委員會定期進行廢棄腳踏車的整理及認領，讓

已畢業的學長姐們的腳踏車讓學弟妹們認領以持續使用。請

同學可以至學校的車管會網頁查看活動的時程，亦可以隨時

向車管會舉報廢棄腳踏車，讓學校儘速處理。會將此問題反

映車管會請儘速處理。 

提 案三 

提案人：森林系大一班代 廖珮岑 

    事  由：前一陣子學校派人處理椰林大道的椰子葉時，因工作處理不

當，而有同學的腳踏車損壞，希望下次工程前，可以先行告

知，以便移開車輛。亦有發生椰子樹葉自然掉落而損毀車輛

之事。 

    答  覆 

    院  長：此事確曾發生過，學校工友會定期、定點地整理學校環境如

割草及修剪行道樹，以防樹葉自然掉落而損傷行人或車輛，

但如果同學發生此事，可以拍照通知車管會，請求改善。 

    趙清賢主任：本校總務處有買保險，如有此情事可以向校方反應求償。  

 

提 案四 

提案人：植醫系大二班代 王俊傑 

事  由：有關植物園附近有許多野狗，不知這些狗是否有打疫苗，尤

其是現在狂犬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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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覆 

    院  長：教育部來函，請學校對校內的流浪犬貓要做妥當管理，建議

對校內的流浪犬、貓造冊及打預防針。除此之外，呼籲同學

不要隨意在校內餵食流浪犬、貓，並將每日的廚餘妥當處理，

更不可棄養、不隨意接觸野生動物、要將您的竉物帶去打疫

苗，這樣犬、貓自然就不會在校內流浪及造成狂犬病的散布

了。亦會將此問題轉請學校環安中心進行處理，。 

     

    提 案五 

提案人：農藝系大二班代 呂宜政 

事  由： 發現學校很多處室開放冷氣後，門窗都沒關好，希望大家可

以節能省碳。 

    答  覆 

院  長：謝謝農藝系大二班代的建議，您的觀念是很正確的，節約能

源是全校大家要一起來做的，學校對於冷氣的使用是有規定

的，像室溫要超過 28℃才可以開冷氣，當然開冷氣後，門窗

是要關起來的，同學如有發現開冷氣未關門窗，要即時地反

應。另外同學們不論在學校、宿舍或家裡，用水、用電時，

都要養成隨手關電、關水的習慣，大家一起節能省碳。亦會

將此反應給學校總務處，希望多加宣導節能省碳的方法。 

     

提 案六 

提案人： 景觀大二衛生股長 陳勁銨 

事   由：綜合教學大樓冷氣每節下課時段會關閉，上課時再開，我覺

得這樣是不是反而更耗電，因為大多課為兩節為單位，建議單

數節下課不斷電，雙數節下課才斷電，例如 1~2 節和 3~節中

間的下課，因為學生大多還會在教室內，應不要關閉冷氣電

源，2~3 節中間下課時間及中午時段再關。 

 答  覆 

    院  長：剛剛有說明了，節約能源是要大家一起來遵守能源使用規則，

綜教大樓是棟大又高的建築，如果每一個空間、每一個時段

都開冷氣，其電費就很可觀了。就我了解，是總務處及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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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協調出上課才開，下課就關冷氣，這是學校為達到每年節

約能源的規定而進行的政策，望同學可以體諒。但如果下課

時大多的同學都在教室，冷氣是否可以繼續開啓，會將此問

題反應給總務處，看是否可以有更好的方法，既能節約能源

又能兼顧到同學們學習環境的舒適度。 

     

提 案七 

提案人：獸醫系大一 顧裕傑 

事   由：希望綜合教學大樓旁的餐廳可以供餐，因為中午下課還要走

到學生餐廳很遠。  

答  覆 

院   長：會將此問題反應給學校饍食管理委員會，因為學校校區較

大，學生分散在各院各系，有些校內餐廳的地點不足以吸引

廠商進駐，希望同學能了解，或是以訂便當的方式也可以減

少到學生餐廳的次數。 

 

提 案八 

提案人：生農系碩二班代 

事  由：星期日上午因為嘉義市對蘭潭環潭公路的前段公路施行管

制，無法通行機車，現行的方式為走後環潭經植物園側門進

入到水生大樓的停車場，這樣會繞很遠的路。另外就是星期

日上午停到綜教的停車場後，走到生農館(因為此有一柵門

在星期日上午是關閉的)，晚上回去時又要走回綜教的停車

場，這段路很黑有點危險，是否可以星期日上午開放綜教到

水生大樓旁停車場的機車通道，讓我們可以晚上回去時即使

很晚可以就近就由綜教停車場到林牧路出校園回家。 

答  覆  

院  長：學校廣闊，為維護校園安全，有時會有必要之管制，此案將

轉請總務處及駐警隊評估規劃較適宜及安全的路線以供同學

使用。 

提 案九 

提案人： 景觀大二學藝股長 紀良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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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這學期景觀大二星期一到星期二的排課，皆從 7、8節到晚上

A、B 節，中間並無讓學生可以去吃晚餐的時間，而晚上下課

後，學餐都已無營業，可否改善。  

答  覆  

沈主任：我會去了解這情形，並請老師們協調一下，也許有更好的方

法讓同學們有充裕的時間去吃晚餐。 

院  長：那就請沈主任協調，民以食為天，有吃晚餐才有能量繼續上

課。 

 

提 案十 

提案人：植醫系大一班代 鄭力夫 

事  由：綜合教學大學三樓的 307、309、310 的投影機效果很不好，

加上窗帘遮光效果不好，使得我們看老師上課的投影片，不

清楚又很吃力，希望可以換投影機或是窗帘。 

答  覆  

院  長：謝謝您的意見，我們會反應給教務處，針對上述的教室勘驗

並加以改善。 

 

提 案十一 

提案人：農藝系大一班代 李冠霖 

事  由：發現通往藥草園的木棧道，有許多處的木頭已損壞，如果同

學或是校外人士到校參觀而走此木棧道，一不小心就會跌倒

而受傷，請儘速改善。 

答  覆 

院  長：謝謝農藝系大一班代的建議提醒，此木棧道以前就曾修繕，

也許現在又有新的損壞處，會將此問題反應給總務處，請總

務處儘快處理，以免有人發生意外。 

 

 

參、主席結論： 

（一）此會議一學期只有一次，是不足夠的，但礙於各系及

學校的活動繁多，要再安排學生幹部座談會實屬困

難，如果同學有任何問題，可隨時向系上反應，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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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就會儘速處理，如果無法解決，請向院、校反映，

儘速地尋求最好的方法來解決。亦可將問題隨時

E-mail 或電話通知到系或院辦公室，讓大家一起來改

善學校的教學環境，讓同學順利、安全、安心地學習。 

（二）有關同學提出之各項問題，除轉請相關單位協助處理，

會簽相關單位後，會將各單位的答覆彙整後 e-mail 給

各系轉知所屬同學。 

肆、散會：下午 2時 40 分 

 

伍、追蹤處理事項 

提

案 
反映 事 項 辦 理 情 形 處 理 單 位

一 
、 
二 

1.學校機車停車位不足，
尤其是綜合教學大樓及
動科系旁的機車停車
場。 

2.發現學校有許多的廢棄
腳踏車佔車位，希望學
校可以趕快清理這些廢
棄腳踏車，以提供更多
的腳踏車停車位。 

1-1 蘭潭校區因受限於校區狹長及土地權屬因
素，僅能於綜合教學大樓北側及東側等兩處
規劃機車停車場，北側停車場設置 600 格停
車位，東側停車場設置 710 格停車位，同學
習慣就近將機車停放於東側停車場，北側停
車場卻空置少有人停放，請同學多利用北側
停車場，以緩解停車空間擁擠之情形；亦可
多加利用通往水生停車場之臨時機車停放
區(開放通行時間 08-18 時)。 

1-2 動科機車停車場出口處，內外牆邊設置機車 
   停放區，請多加利用。 
2、蘭潭校區廢棄腳踏車已於 10 月 14 日全數清 
   理完畢，以提供更多腳踏車之停車位。 

車輛管理委
員會 
 

三 

前一陣子學校派人處理椰

林大道的椰子葉時，因工

作處理不當，而有同學的

腳踏車損壞，希望下次工

程前，可以先行告知，以

便移開車輛。亦有發生椰

子樹葉自然掉落而損毀車

輛之事。 

 

本處外勤人員會隨時檢視大王椰子樹葉枯萎情
形，於不定期進行葉子摘除工作，其於進行校
園綠美化相關作業時，標準流程均會先行以三
角錐警示及圈定工作範圍，為避免爾後施作時
再有類似情形發生，將會加強作業時周遭動線
的管制。 

總務處 
事務組 
 
 

四 

有關植物園附近有許多野
狗，不知這些狗是否有打
疫苗，尤其是現在狂犬病
的問題。 

為維護校園安寧及環境衛生、本校均依教育部所頒

布之「各級學校犬貓管理注意事項」辦理。目前學

校所飼養犬貓計有 20 隻，已完成寵物登記、晶片植

入及狂犬病等預防注射，並配戴狂犬病預防注射頸

牌等。植物園附近野狗應是從校外移入或民眾帶
到學校棄養，是否施打狂犬病預防注射，可觀
察是否配戴頸牌。同學若看到野狗，請通知環

環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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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中心人員處理，並請勿餵食以免吸引更多野
狗入侵校園。 
 

五 

發現學校很多處室開放冷
氣後，門窗都沒關好，希
望大家可以節能省碳。 

一、加強宣導節約能源之觀念 
二、請各系所加強宣導冷氣使用規定 
 

環安中心 

六 

綜合教學大樓冷氣每節下
課時段會關閉，上課時再
開，我覺得這樣是不是反
而更耗電，因為大多課為
兩節為單位，建議單數節
下課不斷電，雙數節下課
才斷電，例如 1~2 節和 3~
節中間的下課，因為學生
大多還會在教室內，應不
要關閉冷氣電源，2~3 節中
間下課時間及中午時段再
關。 

教務處： 
該大樓常發現師生下課後無人關閉冷氣，導致浪
費能源，學校才考慮由系統於下課時間自動關閉
冷氣。同學所建議的第 2、4節下課時才斷電的
問題，將由總務處考量是否變更控制時間。為避
免不必要的浪費，仍請於該大樓上課師生，注意
用畢後隨手關燈、關冷氣的習慣。 
 
總務處營繕組： 
1. 目前綜教大樓實施節能管控運作，於每節課
下課時間進行斷電管控，以避免電力浪費並
達到節能效果。 

2. 考量現有各間教室上課節數不一，同學亦尚
未養成離開教室時確實關閉電源之習慣，若
貿然實施 2、4節下課才斷電的提案，將使
節能效果大打折扣，且於電費不斷調漲之情
形下，將使本校經費運用受到排擠，於考量
節約能源及經費妥適運用之前提下，目前仍
需於每節下課時段，暫時停止供應電源，以
有效管控電費支出並達節能減碳之效，尚請
同學體諒。 

 

教務處 
 
總務處 
營繕組 

七 

希望綜合教學大樓旁的餐
廳可以供餐，因為中午下
課還要走到學生餐廳很
遠。 

擬再度公告徵商，期能引進廠商進駐，以符學
生需求。 
 

饍食管理委
員會 

八 
 

1. 星期日上午因為嘉義
市對蘭潭環潭公路的
前段公路施行管制，無
法通行機車，現行的方
式為走後環潭經植物
園側門進入到水生大
樓的停車場，這樣會繞
很遠的路。 

2. 另外就是星期日上午
停到綜教的停車場
後，走到生農館(因為

1. 有關同學反應星期假日上午，嘉義市政府於
蘭潭環潭公路辦理活動而管制車輛進出該
路段，影響同學機車無法通行至水生停車
場，若有上述情形，同學可憑機車前方貼有
今年度申辦之機車通行證，讓校警辨識後，
從大門進入騎往外環道(嘉禾路)進入水生
停車場停放，以解決同學行駛不便之問題。 
 

2. 另，綜教停車場星期一至星期日 06-18 時通
往水生停車場之柵門，為防止機車於校園內
違規行駛實施管制，建議機車可直接停放水

 
 
 
 
總務處    
 
駐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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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一柵門在星期日
上午是關閉的)，晚上
回去時又要走回綜教
的停車場，這段路很黑
有點危險，是否可以星
期日上午開放綜教到
水生大樓旁停車場的
機車通道，讓我們可以
晚上回去時即使很晚
可以就近就由綜教停
車場到林牧路出校園
回家。 

生停車場，若遇假日上午時段蘭潭水庫管
制，可直接憑本學年度車輛通行證從大門入
校即可。 

九 

這學期景觀大二星期一及
星期二的排課，皆從 7、8
節到晚上 A、B節，中間並
無讓學生可以去吃晚餐的
時間，而晚上下課後，學
餐都已無營業，可否改
善。。 

經本系大二導師王柏青老師與相關授課教師協
調後，決定星期一、二第 8節課，提前 10 分鐘
下課，另第 9 節(A 節)課，晚 10 分鐘上課，以
讓本系大二學生有 30 分鐘用餐時間。 景觀系 

十 

綜合教學大學三樓的
307、309、310 的投影機效
果很不好，加上窗帘遮光
效果不好，使得我們看老
師上課的投影片，不清楚
又很吃力，希望可以換投
影機或是窗帘。 

有關同學所反映的投影機問題，本處已請廠商
前往調整修復。因為最近綜教大樓進行教室 E
化講桌的購置，但投影機礙於經費問題無法全
部汰換，所以部分教室會有 E化講桌設備和舊
投影機無法相容，導致投影效果不佳的情形。
本處已請廠商逐一檢視修復，若還有問題，請
直接與該大樓二樓服務辦公室反映，本處會儘
速處理。 

教務處 

十
一 

發現通往藥草園的木棧
道，有許多處的木頭已損
壞，如果同學或是校外人
士到校參觀而走此木棧
道，一不小心就會跌倒而
受傷，請儘速改善。 

經查，該處道路為人行木棧道，近日發現該處
木棧道木頭腐蝕損壞嚴重，業已請施工廠商報
價準備維修，基於安全考量，本處將派員封閉
該路段，暫停人員進出以惟安全，並俟改善後
再予開放，如有不便之處，惠請見諒，同時也
非常感謝同學們的反映。 

營繕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