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新民校區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紀錄
日期:108 年 3 月 20 日 13 時 20 分
地點:蘭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數:如簽到表 168 人
主席:艾群校長

紀錄:鍾明仁

壹、 主席致詞
這學期剛開始，同學們新的學生證也剛拿到，在運作的過程中如果
有瑕疵，請儘速回報，電算中心會馬上處理。有了悠遊卡功能的學生證，
學校會有更多的配套措施，基本上會有付款的功能，這些配套的設備會
逐步的更新。然而，投入設備需要更多的經費，學校會逐步規劃來替換。
除了在硬體設備上的更新，同學們更可以感受到學校在提升老師教
學品質上所做的努力。事實上很多老師也在質疑同學們的學習態度，大
部分的同學是不錯的，但是我們希望同學們付出學費就是想學到東西，
尤其能秉持良好的學習態度是滿重要的。學校也會型塑優質的學習環
境，創造很多機會來成就學生，更鼓勵同學們有更好的表現。因此，學
校會願意投入更多的資源，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夠讓同學在這裡好好的學
習。
由於時間有限，同學們應該有滿多的問題要提出，我們就把時間留
給同學來提問。請同學發問的時候先報告你的單位及姓名，以便做成紀
錄，接下來把剩下的時間交給同學。謝謝。
貳、工作報告及業務宣導(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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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上次會議學生幹部建議事項答覆及執行情形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進修部一年級學生，若已
將通識課程的必選修抵
修得差不多，導致一週有
三、五二天無課可上，是
否可以透過特殊加簽程
序選二、三、四年級學長
的班級課表。(紙本提問)

教務處 註(冊與課務組

謝紹南

進生管系班代

生管一甲

嘉大新的學生證何時發
給，校友是否也有？

秘書室

學生會會長
植醫三 何晟瑋

答覆
單位

)
教務處 通(識教育組、註冊與課務組

農場管理系班代
農場管理二乙 陳家揚

電腦選課查詢系統裡面，有
依類別、項目、系所等供查
詢，不論是以系所或通識課
程查詢清單，很多系所已不
存在，例如現動科系以前叫
畜產系，但仍列在上面，造
成所點閱之清單非常長，蠻
增加查詢系所或通識課程
之困擾，影響查詢效率，請
能重新整理，不存在應剔
除，以降低瀏覽混亂程度，
否則查詢課程非常不容易。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預計在 108 年畢業典禮時 1.發文給各地校友會彙整辦
發給每位畢業生校友卡，
理校友悠遊卡等資料，並於
因為畢業後同學都是校
3 月 31 日前繳交校友組
友，卡上有 QR 碼可以了 2.發卡建置時須 1 個月，預計
解學校活動。
4 月 30 日完成，資料交付
悠遊卡廠商印製
依據本校選課要點第 4、8 1.必選修課程：
點規定，同學如欲上修系上
目前執行情形乃依據本校
二、三、四年級之必選修課
選課要點第 4、8 點規定，
程，可於加退選期間，自行
同學可於第二階段加退選
上網辦理課程之加退選，加
期間，自行上網申請上修，
選單經授課老師及系主任
經授課教師及系主任核准
核准後，交由教務處辦理加
後，交由各校區教務單位辦
簽即可。另外，進修學制同
理加簽即可。
學 若 欲 修 習 日 間 部 之 課 2.通識教育課程：
程，則需依本校學生跨部暨
目前通識教育選修(領域)課
跨學制選課要點之相關規
程尚未開放課程上修(二、三
定辦理。
年級)，擬規劃於本校通識教
育修課要點增列上修需
求，並送通識教育課程委員
會審議。

)

1.本校「課程查詢系統/依
系所查詢課程」清單，會
列出目前已不存在之系
所，係因為歷史資料仍有
查詢之必要性(雖部分系
所已停招或更名，但考量
畢業校友仍有查詢之需
要)。
2.為提供使用者友善畫面
環境，教務處已將系統查
詢清單重新規劃，依現有
系所重新排序，送請電算
中心協助更新作業中。
3. 同 學 如 欲 進 行 選 課 作
業，請進入「校務行政系
統/網路選課作業」進行
選課，該系統僅呈現目前
開課狀況，將更易於同學
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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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已請電子計算機中心
將系所重新排列，目前「課程
查詢系統/依系所查詢課程」
所呈現狀態，已將停招或舊制
系所列於後面，以利查詢。

發言人

建議事項

教務處 通(識教育組

企管系班代
企管一甲 張立夫

)
教務處 通(識教育組

生農系班代
生農二甲 黃奕勛

1.通識教育之「基礎程式
設計」是必修課程，如
此可否列入班級課程
表系統裡面，而非列入
通識亂數篩選機制，至
今篩選結果一直被剔
除在外，大一至大四若
一直沒篩選到怎麼辦。
2.依課程設計之處理程
序時，應於規劃時就須
考量而非執行時發生
問題時，告知無法處
理。
3.每年級有需修課程，既
然是大一必修，卻讓人
無法選修完成而須改
至其他年級才完成，如
此勢必造上上課壓力
與課業負擔及時間的
浪費。
通識課程，表定開放本班在
星期一 5、6 節，可能開課
人數給本班人數不多，結果
班上很多人多選不到，選修
是否可增加開課數及開放
加簽。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108 學年度通識教育「基 1.積極執行 108 學年度入學學
礎程式設計」課程改由學
生「基礎程式設計」課程包
系進行開課，採隨班(包
班排課事宜，完成後將由各
班)上課方式並預先設定
學系開課。
修課同學名單。
2.積極執行 107 學年度入學尚
2.教務處通識教育組將調
未修讀「基礎程式設計」課
查 107 學年度入學同學， 程之學生名單統計及課量
於升上大二時尚未修讀
規劃。
基礎程式設計課程者，於
通識共同選修時段開設
基礎程式設計課程，請電
算中心將尚未修讀之同
學設定於修課名單內(非
由同學登記選課，系統篩
選課程之方式)，以相同
學院學生同班為原則，並
視尚未修讀之學生人數
分學期開課，以協助同學
順利修得學分。

)

1.通識課程開課作業均依 將於 108 學年度審酌適當之
通識各共同選修時段之 課量規劃，以滿足同學選課需
修課學生數，作為開課時 求。
之參考，以能容納修課學
生數皆大於各時段修課
學生數。
2.系統篩選時以課程指定
之上課年級優先篩選、再
依年級高低順序篩選。因
此請務必依選課時程進
行第 1 次及第 2 次課程預
選及登記選課。同學若依
上開時程進行選課，應能
順利選得課程。
3.網路加退選期間為即時
選課，同學可把握尚未額
滿之課程，未額滿課程即
選即上，於課程不衝堂之
前提下，每位同學每學期
最多可選 3 門課程。
4.教務處將審酌適當之課
量規劃，以滿足同學選課
需求。

3

總務處 資產組

)
總務處 營繕組、駐警隊

(
)

生農系班代
生農二甲 黃奕勛

有些停車場地面是否可以
鋪平(餐廳、嘉大北側、綜
教大樓)？是否可加蓋遮
雨棚，供機車遮雨以防車
體生鏽？

)

食科系班代

食科二甲 黃矜瑄

班上同學反映活動中書展
有強制推銷的情況，經過
時都會被強拉住停下來聽
推銷，造成經過同學的困
擾，還請學校協助解決此
情況。

語言中心、教務處 通(識教育組、註冊與課務組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三 林怡均

1.英檢問題，如果學校必
修的英文教學無法讓
同學通過英檢門檻 550
分，那這門檻設立何
意，語言中心雖會回覆
有提供很多資源供學
習，但強設一個門檻強
迫通過，卻是已妨害到
學生的學習自主。
2.現已知要先通過校外
英檢門檻，才能進行校
內的英檢門檻，這已被
行政法院判定為不合
理，因為已逾越大學要
用教學為目的的宗
旨，所以想瞭解語言中
心與教務處的看法。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依本校學則第 54 條規
定，各學系學士班、研究
所學生在規定年限內修
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均及格，並通過「英語文
能力」基本要求者，准予
畢業。
「英語文能力」基本要求
依本校語言中心訂定之
提升英語文能力實施辦
法辦理。
2.英文能力好是求職之重
要利器，也是學生畢業之
重要技能需求。為了協助
畢業生順利就業，不讓外
界對嘉大畢業生之英文
能力有負面印象。教務處
將配合語言中心規定辦
理。並以調整課程內容難
度為方向，使同學修課完
畢後，成績達學校訂的英
檢門檻 550 分，如此就毋
須參加校外英檢。

教務處通識教育組訂有本校
通識教育各項發展目標，強化
學生學習深度與廣度，創造優
質、多元、具彈性與跨領域的
學習環境。故在 107 學年度將
「大學英文」由 6 學分調降 4
學分，使同學需選修其他博雅
素養課程，達到「通識」之目
的。而同學如想再增進「英文」
能力，可另外於「語文應用與
溝通實務」領域選修「多元主
題英文溝通訓練」。

書商申請書展場地借用
時，需填送場地借用申請
表，學校除收取租金外，核
准同時會叮嚀不可有強制
推銷行為。爾後同學若有發現
此現象，請立刻與資產組反
映，會立即和書商溝通，以避
免此現象再發生。
1. 關於停車場地面不平，總
務長將帶營繕組長、駐
警隊長，騎機車實際路
勘所有停車場，以發現
有哪些停車場地面不平
會儘快處理。
2. 加蓋遮雨棚，限於經費，
將會考量經費逐年來進
行。
營繕組補充說明：擬加強巡視
停車場地面，檢視是否不平
整，若有不平整處再予維修。

1.無再接獲學生反映此類問
題。
2.書商於申請借用本校場地
時，再次叮嚀及提醒不可有
過度推銷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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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繕組已改善第 1 停車場因地
勢產生坡度較陡之斜坡。
2.車輛管理委員會將向校務基金
預借 1,300 萬元之款項，規劃
於機車第一停車場設置雙層
停車場。

)
總務處
營繕組、駐警隊
(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場地租借學校訂有場地設
備提供使用管理要點，公布
於總務處資產組網頁。校內
單位及社團課程教學、訓
練、研習等，是不收場地
費，若在非上班時間借用
時，則需酌支付場控人員加
班費用。若有需要使用大型
活動場地時，請事前提出申
請，若無和其他活動衝突，
原則上會同意申請借用。
2.學生餐廳場地借用併入課
外活動組線上場地借用登
記系統內，資產組將與課外
活動組協調相關細節事宜。

蘭潭校區學生餐廳場地借用，已
整合至課外活動組線上場地借
用系統中，以利學生線上瞭解借
用狀況及登錄借用。

駐警隊:機車第六停車場於 如答覆內容。
3 五工程將另規劃為建築
用地，機車停車場將另規劃
它處。
營繕組:配合車輛管理委員
會之決議辦理。

)

水上活動社社長
園藝二甲 江昱緯

1. 現在環校機車道剩大停
場～第六停車場尚未連
結，請問這一段是否可
連接，避免繞路耗油且
環潭公路較危險，希望
學校能考慮此一可行
性。(紙本提問)

總務處 資產組

吉致吉他社
農藝三 林佩潔

1. 校內場地借用系統希能
整合，目前社團、系學
會會借用之校內場地，
如課外活動中心第二、
三會議室等是課外活動
組管理，且是線上登記
借用，隨時可線上瞭解
借用狀況及登錄借用。
另常借用之學生餐廳、
卻是由總務處管理，採
紙本申請，雖可上網了
解借用狀況，但等紙本
申請透過課活組或系辦
轉送去時，想辦活動之
日的場地可能已被申
請，造成借用不便，希
能合併學生常用場地，
統一由單一單位窗口處
理，並能線上借用，提
升方便性。
2. 在場地借用方面，如瑞
穗館、國際會議廳等，
希望可以讓社團、系學
會，一年有 1～2 次免費
或優惠借用的機會，否
則場地租借費用，金額
龐大無法負擔。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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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事務組、駐警隊

)

學生會會長
植醫三 何晟瑋

反映同學提問：蘭潭校
區大停車場，前期因常
下雨，地面長有青苔及
淤泥未能即時清除，對
騎機車同學易造成打滑
現象安全造成威脅。綜
教大樓那邊有很多榕樹
枝未修剪，造成騎車經
過同學被樹枝打到，安
全造成威脅及清潔人員
在該處用吹葉機清掃停
車場造成泥沙噴到停車
機車體上，諸如此些問
題同學希能請學校答
覆。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 近 期 不 斷 下 雨 地 面 潮 事務組、駐警隊已依答覆內容
濕，致使青苔滋生，總務 執行完成。
處已請外勤人員加強清
除，這學期並新增一台高
壓清洗機，可加速清除；
因校園幅員遼闊，外勤人
員無法全面兼顧，同學們
若有發現並會影響安全
時，請隨時反應，即時派
人處理，上班時間向總務
處，下班或假日可向警衛
室反應。
2.各校區大部分地方都有
裝置緊急電話，拿起直接
就可通駐警隊，或撥打
2717155，24 小時均有人
接聽。
3.綜教大樓機車停車場榕
樹會後已請外勤修剪完
畢。
4.為避免防礙學生上課，吹
葉機目前規定原則上早
上 7 點半後就停上使
用，總務處會請外勤同仁
在使用儘量小心，勿將泥
沙吹噴至機車上，如不小
心噴到，會請外勤同仁將
機車上塵土吹掉。
5. 學 生 校 外 發 生 緊 急 事
故，學生證背後有緊急電
話 2717373，教官 24 小
時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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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中心 環保組

生農系班代
生農二甲 黃奕勛

校園野狗會攻擊學生，個
人親身經歷過 3 次，是否
有解決方法？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
環安衛中心 衛保組

(

水上活動社社長
園藝二甲 江昱緯

今年進修部同學新生健檢
安排在～17 時，使許多同
學早上上班期間需請假來
健檢，建議能否為進修部
同學開放晚上健檢時段。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 107 年度起結合總務處事
務組、駐警隊採下列作法：
採捕抓、結紮、注射以降低
攻擊性，早晨、傍晚駐警
隊、校工加強巡視，辦理
「面
對野狗如何處置」
講座加強
宣導。
2. 現校內野狗較常聚集地
點，有綜教停車場、食品加
工廠，運動場已加強照明，
偶爾才會看到野狗聚集。
3. 依現行動保法，～發現野狗
攻擊，只能由農牧科人員抓
捕，現階段作法結合校警、
校工加強巡邏，並請若有發
生或發現遭野狗攻擊，請隨
時能和我們聯絡或第一時
間通知校警，以便處理。
4. 每學期均會舉辦
「面對野狗
如何處置」座談，請動物醫
院醫師來講解，屆時亦請同
學能踴躍出席參加。

1.如有發現攻擊性犬隻請通
知環安衛中心，電話
(05)2717137，非上班時間
及假日請通知駐警隊處
理，電話(05)2717155。
2.自 106 年度起，因動保法之
規範，嘉義市政府針對流浪
動物採零撲殺及精準捕抓
原則，任何具攻擊性犬隻須
由嘉義市政府農牧科確認
犬隻後，會同嘉義市政府環
保局方能實施犬隻捕捉，本
校將依規定辦理。
3.本校於 107 年起推行校園
流浪犬貓 TNVR 計畫，以降
低犬貓繁殖速率並監控校
內流浪犬貓族群。
4.協請駐警隊加強巡邏及驅
趕，並訓練校工人員執行驅
離、誘捕及捕抓，每月亦增
加 2 次傍晚/夜間之勤務。
5.環安衛中心將定期舉辦校
園流浪犬貓應對宣導講
座，了解更多犬貓應對相關
知識與正確方法。

)

將和醫院協調進修部新生健 1.體檢醫院因受限於勞動部
檢時間改為晚上。
規定勞工每日上班時間及
超時加班之限制，故無法延
長至晚上服務時間。
2. 每 年 各 系 新 生 健 檢 時 間
表，皆於開學前一個月公告
於衛保組網頁，並通知給各
系。如同學無法於排定時間
內前來健檢，建議下列方式
供進修部同學參考
(1)至當地醫療單位檢查，再
將體檢報告交至各校區
健康中心，時間由自已掌
控較為彈性可行。
(2)已在職場上班的同學，可
繳交勞動部規定之勞工
健檢報告(需 3 個月內之
體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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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電算中心

農場管理系班代
農場管理二乙 陳家揚
企管系班代
企管一甲 張立夫

電腦查詢系統裡面，不論
是以系所或通識課程查詢
清單，很多系所已不存
在，例如現動科系以前叫
畜產系，但仍列在上面，
造成所點閱之清單非常
長，蠻增加查詢系所或通
識課程之困擾，請能重新
整理，不存在應剔除，以
降低瀏覽混亂程度，否則
查詢課程非常不容易。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電算中心只是負責程式規 依據教務處於 107 年 12 月 01 日
劃，無權對內容更動，會和 所提程式修改需求，針對其需求
教務處協調進行更新。
內所提之系所下拉排列條件進
行重新排序之相關程式修改作
業及上線，以便於現行學年度課
程查詢及歷史學年度課程查詢
之雙重需求。

學生會會長
植醫三 何晟瑋

1. 通識教育之「基礎程
式設計」是必修課
程，如此可否列入班
級課程表系統裡面，
而非列入通識亂數篩
選機制，至今篩選結
果一直被剔除在外，
大一～大四若一直沒
篩選到怎麼辦。
2. 依課程設計之處理程
序時，應於規劃時就
須考量而非執行時發
生問題時，告知無法
處理。
3. 每年級有需修課程，
既然是大一必修，卻
讓人無法選修完成而
須改至其他年級才完
成，如此勢必造成學
生上課壓力與負擔。

受限場地及師資，造成此現 108 學年度通識教育「基礎程
象，但篩選機制有設計大四 式設計」課程改由系所開課，
條款，以確保最後在大四一 由教務處通識教育組辦理。
定可選上。

1.選課問題，前陣選課
系統當機，造成同徐
無法選課，學生會雖
向電算了解後答覆同
學，但仍能希望電算
中心在此說明為何會
發生此問題，如何改
善。

現有系統已用 10 年，開放
選課當天，現有之 3 顆硬碟
故障 2 顆，問題一發生就已
緊急排除，擬採購新系統並
採取多備援方式增加硬碟
數量供 5 顆，以防止此類現
象再發生。

2.嘉大新的學生證何時
發給，校友是否也
有？

新的學生證，預計明年發 新證已於寒假前發放完畢。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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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網路選課主機已於 108
年寒假期間完成新硬體導
入，採用新硬體架構及新版作業
系統。

發言人

建議事項

執行情形

經相關會議同意的話，中心 如執行情形同答覆內容。
會配合辦理。

語言中心

進生管系班代
生管一甲 謝紹南

請問國際證照是否可抵
系定必選之課程？例
如：多益幾分以上可抵通
識必修的大學一、二。或
者美國物流協會台灣分
會之 SOLE─DL 抵系定選
修的物流管理課程。(紙
本提問)

答覆內容

電算中心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二 林怡君

自治幹部座談會能否開
放直播供全校同學開放
旁聽

答覆
單位

系 定 之 必 選 修 或 選 修 課 同答覆內容
程，非中心權責，已通知承
辦人轉發所屬權責單位

企管系班代
企管一甲 張立夫
生農系班代
生農二甲 黃奕勛

英文課程抵修問題，已詢
問相關部門，已經告知不
合理，請語言中心詳參。
(相關部門已在詢問學校
單位，方便公文處理，並
相關罰則)紙本提問。

已於校務建言系統回覆張 同答覆內容
同學個人意見

現英文 C 班用書的難度等
級是 C1 而學校英語畢業門
檻等級是 B1，如此，同學
恐難透過學校學習達到學
校英語畢業門檻，所以課程
內容是否可以再加深。

1. 雖然英文必修在大 2 即 同答覆內容
完成，但仍期盼同學在
大 3、大 4 不要放棄學
習，能過透過各種管
道，包含本中心所提供
之各項資源自我進修精
進，所以才訂定畢業門檻
高於學習門檻。
2. 對於這僅是貴班有此希
望，會後會研討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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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生化系班代
生化四甲 馬鵬芳

校內可否有能力自行辦英
文畢業門檻辦法，而不是委
外商業集團。
校外英檢未過學校提供彌
補即之後考過校內英檢亦
可，既然英文畢業門檻承認
學校英檢這個辦法，為何還
要讓學生花很多錢去考校
外英檢，尤其對某些學生而
言，這是一筆蠻重負擔，固
然可學習強化英文能力，但
非一定需要考英檢。

語言中心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三 林怡均

1. 英檢問題，如果學校必
修的英文教學無法讓
同學通過英檢門檻
550 分，那這門檻設立
何意，語言中心雖會回
覆有提供很多資源供
學習，但強設一個門檻
強迫通過，卻是已妨害
到學生的學習自主。
2. 現已知要先通過校外
英檢門檻，才能進行校
內的英檢門檻，這已被
行政法院判定為不合
理，因為已逾越大學要
以教學為目的的宗
旨，所以想瞭解語言中
心與教務長的看法。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 本件行政訴訟最後最高 同答覆內容
行政法院是駁回，但其
判決內容中有指，要求
學生校外考英檢，不行
的話再回學校補強，此
點是不合理的應屬無
效，如果此已屬全國性
案件和如此判決結果，
學校在法律架構下一定
會改變，校外英檢不是
通過英檢門檻唯一管
道，而會設計多元管道
提供同學通過，相關做
法，仍需透過某些機制
研討。
2. 因英文授課已改革，溝
通訓練三課程已改為選
修，如此就已無等級區
分，歡迎大家來選修，
同時亦會將程度拉到
B1，同學只要修過，屆
時到校外考英檢會有很
大比例可通過。
現英文授課已改革，溝通訓 同答覆內容
練三課程已改為選修，如此
就已無等級區分，歡迎大家
來選修，同時亦會將程度拉
到 B1，同學只要修過，屆
時到校外考英檢會有很大
比例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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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生物事業管理系

進生管系班代
生管一甲 謝紹南

請問國際證照是否可抵
系定必選之課程？例
如：多益幾分以上可抵
通識必修的大學一、
二。或者美國物流協會
台灣分會之 SOLE─DL
抵系定選修的物流管理
課程。(紙本提問)

答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行情行

有關國際證照是否可抵系 已將答覆內容供學生知悉。
上必選之課程?
抵免課程皆以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辦理，請參
考本校辦法第5及6條。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
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
者。
二、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
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
內容不同而性質相同者，
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第六條 科目名稱及內容
相同，而學分不同者，規
定如下：
一、以較多抵免較少學分
者，抵免後登記較少學分。
二、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
後，仍缺之學分以選修學
分補足，如無法補修 足
數，則該科不得抵免，應
行重修。
三、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
後，仍缺之學分如可補修
足數，則可抵免該科上學
期學分，補修下學期學分。
因此，若具備以上可抵免之
證明，請謝同學備齊申請抵
免學分之申請書並檢附證
明，向生管系辦提出申請學
分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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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會長
植醫三 何晟瑋

蘭潭及民雄校區宿舍均
有開住民大會，可讓住
宿生發表意見改善宿
舍，希望新民校區也能
召開。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進生管系班代
生管一甲 謝紹南

線上請假核准後，之後
因故覺得該假不需請想
取消，卻發現沒有取消
選項功能，無銷掉原申
請「天別、小時」的選
項，這樣原請假日未休
仍上課，但確記錄有請
假，如此會影響到平時
成績。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目前學生請假系統的線 同答覆內容。
上假單設計為同學假單
送出後，在導師尚未簽核
前，可自行刪除該假單
(請參附件)。
2.請假日期屬於尚未到期
之假單，若已經師長簽核
須取銷請假，請聯絡學務
處 生 輔 組 王 小 姐
(05-2717052)協助刪除。
3.若發現欲請假的日期、課
程有選錯，請刪除錯誤假
單，重新申請即可，已成
立之電子假單僅能修改
假別及補上傳附件。
4.請假節數不會影響操行
成績，但請假過多(一科
目缺曠課達該科目授課
總節數 1/3)會扣考，仍請
同學斟酌請假，避免請假
過多影響課業。

新民校區住宿人數較少，幹
部照顧較能周全，而平時同
學的反映也很流暢，所以才
沒辦，會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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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校區宿舍僅一棟，且管理
室設於一樓，住宿生有任何意
見可即時向管理室反應，溝通
管道暢通。此外，新民校區宿
舍各樓層樓長室門口設有意
見信箱，讓住宿生隨時反應意
見，並交由管理室迅速處理，
以提高住宿服務品質。因反應
管道暢通，新民校區宿舍自治
管理委員會已於 107 年 4 月 11
日（星期三）決議不召開住民
大會。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

學生會學權部代表
園藝三甲 陳巧紋

宿舍門禁存在與否？針對
去年對學生會蘭潭成員會
會長張立翔的答覆內容，
提出疑問：
在學校答覆方面，學生
宿舍之相關管理規則並無
「宵禁制度」
，同學可刷卡
自由進出宿舍。但學校網
頁上的住宿管理規則明確
寫著宵禁時間為 12：00～
06：00 不得出宿舍，並且
實施早出晚歸的記點制
度，雖然規定已從記過變
成影響下次登記住宿權
益，也在答覆內容第 3 點
(紙本提問)，回覆「深夜問
題多，除少數同學晚歸扣
點，大部份住宿同學均可
配合，完全不會有困擾」
。
但學校的治學目標之中
友善校園的立意，似乎在
門禁這方面就罔顧了少數
同學的權益，同學因為必
須打工而晚歸被記點，又
因為要銷點而必須實行愛
舍服務。
必須在課餘時間找時間
進行銷點的行為事實，已
經損害到學生的權益，因
此而自行放棄繼續住宿
舍，而外宿得同學也有很
大比例，難道學校還要繼
續以保護和管理的名義，
就繼續實行和有違革新的
門禁。(紙本提問)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關於少數同學的權益，其 同答覆內容。
實學校並沒有罔顧。雖然
宿舍有實施早出晚歸的
記點制度，但亦有請假制
度，這部分除了舍長有廣
播宣導外，各樓層樓長也
有至各寢室做宣導，甚至
利用普查宿舍住宿生
時，樓長都再次一一告
知。若是因為打工晚歸而
需於門禁時間進出，只要
至宿舍辦公室拿取假單
填寫即可請假(可勾選長
期)，甚至是社團活動、
系上活動、系隊賽前加
練、比賽早起搭車、臨時
有急事、半夜就醫、跨
年、烤肉等，只要住宿生
有確實完成請假的動作
並不會被記點，當然也就
沒有必須在課餘時間實
行愛舍服務進行銷點的
問題。門禁制度主旨是在
維護住宿生安全，隨時掌
握住宿生狀況，不僅可以
確實達到保護和管理的
效果，同時也有考慮及兼
顧同學的個別需求，所以
理應不會損害到任何學
生的權益，所以同學不必
因此而自行放棄繼續住
宿舍。
2.打工可申請整學期的假
單，同學若能依規定事前
完成晚歸及早出請假或
一周內補請假，就不會被
記點，也不會因此產生愛
舍服務及銷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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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1.校內場地借用系統希能
整合，目前社團、系學
會會借用之校內場地，
如課外活動中心第二、
三會議室等是課外活動
指導組管理，且是線上
登記借用，隨時可線上
瞭解借用狀況及登錄借
用。另常借用之學生餐
廳、卻是由總務處管
理，採紙本申請，雖可
上網了解借用狀況，但
等紙本申請透過課活組
或系辦轉送去時，想辦
活動之日的場地可能已
被申請，造成借用不
便，希能合併學生常用
場地，統一由單一單位
窗口處理，並能線上借
用，提升方便性。
2.在場地借用方面，如瑞
穗館、國際會議廳等，
希望可以讓社團、系學
會，一年有 1～2 次免費
或優惠借用的機會，否
則金額龐大無法負擔。

)

生農系班代
吉致吉他社
生農二甲 黃奕勛 農藝三 林佩潔

上學期合唱比賽獎金尚未
發給。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該活動由民雄校區學務組 同答覆內容。
辦理，經查證獎金已於 107
年 6 月 25 日匯給領隊學確
認查收。

課外活動指導組所管理之 已建立總務處借用系統，並可
場地均已改為線上申請，社 直接在課外組網頁下直接連
團在申請借用總務處管理之 結。
學生餐廳時，本組僅為知會
單位，對於目前申請方式未
整合情形將和總務處協商
整合。

社團活動屬課外活動指導 同答覆內容。
組業務，活動均會送申請至
課活組審查，只要是依本校
辦法成立之社團，在校內場
地借用方面，課外活動指導
組若覺活動確有需要，均會
積極協助和場地管理單位
協商借用，以使活動能如期
辦理，若因借用場地而需向
總務處或其他行政單位繳
納費用時，若課外活動指導
組經費許可，對辦活動所需
之諸如保險費、向學校借租
場地之場地費等均會主動
酌予補助，以幫助活動能順
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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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吉致吉他社
農藝三 林佩潔

3. 此次老師回答和之前詢
問的不同(上學期)，之
前是告知場地是否要租
金，都要送總務處才能
定，從未告知會補助部
分款項。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凡申請總務處管理之場地 同答覆內容。
是否需繳場地費，本就需經
該處審核決定。凡前之社評
成績屬不列等社團，辦活動
本無法申請經費補助，本學
期起，本組站在鼓勵協助立
場，希望同學能積極投入並
熱心經營社團，願意補助如
保險費或向學校租借場地
需繳之場地費，但也僅限是
學校正式成立之社團。

)
水上活動社社長
園藝二甲 江昱緯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三 林怡均

社團評鑑列為不列等之社
團，目前為無經費補助，
在活動辦理時會產生困
擾，是否能改以每社均有
基本經費補助，有列等之
社團再提供額外的補助額
度。

1. 為鼓勵對社團能認真投
入經營與發展及維持，
仍會保持目前經費補助
方式。
2. 對於想改善社團以往缺失
及重新想努力經營與發展
及表現之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均會本鼓勵態度
與站在積極協助幫忙角
色，在審核活動時，如
課外活動指導組經費許
可，對辦活動所需之諸
如，保險費、向學校借
租場地之場地費等均會
主動酌於補助，以幫助
活動能順利辦理。

1.整場座談會進行中可
否讓會場參與同學對
會議進行的一些問題
可以反映。

座談會每次舉行時，現場均 同答覆內容。
有與會之幹部代表在會議
進行中，針對同學之提案再
提補充或見解或對被提問
之學校單位的答覆再提出
建議、見解、看法，同學之
反應均暢通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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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社及水上活動社於 106 學
年度社團評鑑列為不列等，但仍
積極經營並協助辦理活動，因此
分別給予 1,139 及 2,710 元額外
補助，但補助金額會限縮於優等
社團最低補助金額5,000 元以下。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三 林怡均

2.自治幹部座談會能否
開放直播供全校同學
開放旁聽。

答覆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執行情形

1.學校為能充分瞭解全校 同答覆內容。
同學對學校期盼並溝
通，礙於場地及效率，故
舉行本會由各學生代表
參與來實現。
2.各學生代表本於日常學
習中就對同學之期盼已
有所瞭解，在接獲召開本
會訊息後，均已有對各自
所屬班級、系所、社團，
再次進行徵詢、瞭解並予
以彙集後才攜至會中表
達。
3.本會召開時全校同學均
可臨會旁聽。進行中，各
學生代表均能以充分的
發言方式或以書面方
式，如數的傳達同學們之
所有建議，學校亦達到藉
由學生代表回去轉達和
同學息息有關或需留意
之學校相關措施的目
的。召開結束後，會議紀
錄均在學校課外活動指
導組網頁公布，供全校師
生觀覽。
以上作為實已達到同樣
關心本會召開之效果，所
以，目前暫無作此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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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座談與回覆

教務處 課務組

進動科系班代
動科四甲 吳鎮佑

進修部學生於重修課程或修讀五年
一貫第一年課程時需繳交學分費，而
日間部同學卻不用，請問差異原因。

教務處

進土木系班代
土木一甲 陳冠幃

班上有部分同學為清寒家庭，因而
奮發向上爭取書卷獎獎學金。承蒙
學校設立獎助學金辦法，支援學習
和生活上可以不必擔心金源，在此
感謝學校用心。同學建議書卷獎獎
學金能夠從優進而減輕家庭經濟
困難者，自己也能夠心無旁騖且全
心全意專注在課業上，未來能夠得
以在專業領域上發光發熱，回饋嘉
大、榮耀嘉大。

答覆
(辦理)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關於書卷獎獎金從優部分，教務處將與學
務處及主計室討論，商討是否可以提升書
卷奬奬學金。另外，學務處有很多獎學金
的申請方式，有這方面需要的同學建議可
前往學務處詢問。

依據本校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規
定，大學部的同學是繳交全額學雜費，進
修學制及研究所學生則依修習學分數多寡
繳交學分費。

)
應數系班代
應數一甲 侯龍彬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在理工學院大樓上課時，常常無法
聽到鐘聲。

鐘聲的問題業請廠商檢查，發現是線路的
問題，廠商已進行維修，會後也請廠商將
鐘聲音量再調大，以提醒師生上下課時間。

同學反應有關個資的問題，為何在
整系成績單只有遮住中間的名
字，這樣還是一看就知道是誰？

教務處很重視學生個資，全班名單只提供
給系辦或老師，教務處將加強宣導老師發
佈成績時應注意個人資料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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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總務處駐警隊

生農系班代
生農二甲 李騏宏

1. 大概在綜合教學大樓前往水生系館
停車場的路段，路面有不平整的狀
況。以及下雨時，此路段的排水孔
都容易滑，就算騎很慢也是，希望
學校能夠改善。

總務處駐警隊

進土木系班代
土木一甲 陳冠幃

許多同學反應蘭潭校區靠卡處前方路
口時常有機車違停，因而佔了大半的
道路，有同學甚至為了閃避違停機
車，險些與對向來車擦撞，在這強烈
提議取締違規車輛並且遷移車輛至適
當地方，以確保行車人的安全。

答覆
(辦理)
單位

總務處駐警隊
總務處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1.學校目前三個校區的選課情形
係當蘭潭及新民校區的學生選
到民雄校區的課時，要到民雄上
課可能就比較不方便，三個校區
之間有些距離，是否可以協調增
設公車載運同學在三校區之間
上課。

總務處

木設系班代
木設四甲 李姿儀

2. 從學校大門口往動科系館的柵欄，
柵欄前方的水溝蓋旁有個凹洞，希
望可以解決改善。

已於該處畫設紅色路邊線加強取締

1.已請事務組清掃完成

2.營繕組預計 108 年 10 月翻修
環潭公路路面人孔蓋問題，已向市政府反映立
案，案號:A-00-2019-002308

2. 環潭公路的人孔蓋是否能夠有防滑
或是有相對應的處理，希望學校是
否能夠向市政府反應。

1.木設系館至操場司令臺旁的紅色樓
梯再到木材加工利用廠是大一、大
二學弟妹的上課途徑，但樓梯階梯
有些已下陷，且兩旁雜草樹枝已影
響到學生徒步的安全，希望可以改
善。

答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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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樓梯兩旁雜草樹枝已請外勤同仁清理
完畢，爾後可隨時向總務處反應即時處理。

已修補處理完成

本校為服務師生往返各校區，備有一輛公
文車定時往返各校區，若有需要搭乘者，
可至本校網站首頁→關於嘉大→校園生活
→各校區公文車時刻表，查閱開車時刻表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電算中心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撰寫論文的時候，希望能夠跟學校
反應多申請一些可以免費下載的
軟體，例如論文需要用到的軟體。

圖書館

生資系班代
生資一甲 盧永哲

民雄校區自修室有門禁管理，須使
用校園 IC 卡才能進入，但新卡無
法使用，舊卡才能使用，請問如何
解決？

總務處駐警隊

4.新民校區機車停車場的水溝蓋
沒有固定，機車經過的時候容易
導致危險。

總務處

3.有關民雄文具部的排班問題，為
什麼文具部的人員請假了就沒
有人可以代班了，造成學生採買
文具上的不便。

總務處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2.有關校區規劃的部分，雖然民雄
校區規劃幾年後就要遷校，學生
短期內還是會在民雄校區，該有
的設施還是要，不能因為要遷校
就不管了，像大學館修繕就有點
像放牛吃草的疑慮，一個校區就
應該要有大型正式的地方讓學
生舉辦活動。

答覆
(辦理)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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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內容
總務長現場答覆：
目前正在驗收階段，沒有驗收過我們不敢
讓大家用，萬一出問題沒有人敢負責。目
前待驗收的部分是消防的部分，消防這部
分是消防局前後認知不一樣，所以目前在
協調，希望在畢業典禮前可以完成。目前
大學館前面的部分是可以借用，演藝廳裡
面因為消防部分驗收未完成，目前還不能
使用。
張育津組長現場答覆：
民雄文具部是學校場地招租的廠商在經
營，目前所知該文具部僅老闆一個人負責
看店，是否老闆剛好短暫離開不在或較長
時間離開不在。會後，我們會去了解廠商
營運的狀況，再和同學連繫說明。
已重新固定完成

3 校區圖書館門禁(包含自修室)均已全面
使用新卡，若有持新卡無法進入者，至各
校區的圖書館流通(借還書)櫃台均可處
理。

洪主任現場答覆：
有關軟體部分相當多，前些日子也有人問
我學校有無提供有關蘋果電腦的軟體，實
在說我們中心無法應付所有的軟體，不過
我們有採取一定的措施，可以提供教育部
裡有個 OPEN SOURCE 的網站，裡面有搜集
到大家需要的免費軟體，我們會將這超連
結放在我們的網站上，同學有需要可以連
結上去看看。有關碩士論文寫作的幾個軟
體，價格都不便宜，我們無法因幾位同學
有需要就採購，這樣不符合學校的成本。
我們是以全校性來考量，請同學能體諒。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體育室

水上活動社社長
園藝二 江昱緯

1.新民校區和蘭潭校區游泳池開
放的時間是否可以一致？

答覆
(辦理)
單位

答覆內容
108 年自 4 月 15 日起三校區游泳池於上班
時間同步開放，救生員下班以後時間則不開
放。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2.有關學生游泳年票權益問題。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蘭潭校區泳
池整修未開放，對於 106 學年
度第 2 學期才買年票的同學之
權益有損，是否有補償之方法。

106 學年第 2 學期才買年票同學，年票使用
期限可遞延一年。

同學有反應器材設施的部分，民
雄的重訓室許多器材皆已超過使
用年限且諸多器材有損壞的情
況。

民雄重訓室器材皆還堪用，如有損壞情形，
於同學反映後皆立即修理，除了請同學於發
現有損壞情形時，即時向體育室回報，亦請
同學們於使用重訓器材時珍惜使用。

動物科學系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有同學反應動科系辦與系主任不
合，同學們都感受到了，反應了
許多問題都不被重視都在踢皮
球，系上的氣氛越來越差。

農學院動物試驗場

生農系班代
生農二甲 李騏宏

在動物試驗場常有水禽類的動物
出現在機車道上，常會造成危
險，希望學校能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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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同學的提醒，動物試驗場人員會處理改
善。

林炳宏主任現場答覆：
1.動科系辦與系主任不合情形其實沒有同
學想像中那麼嚴重，平日彼此仍要有良好
的默契以密切合作執行全系之行政工作。
2.我們每天都在思考如何為系上老師及同
學們服務及解決問題。也希望同學們來系
辦詢問事情或需要服務時，行政人員都能
在場立即處理，但有時候會遇到行政人員
恰巧休假，而他休假時，系辦公室至少也
會有工讀生留守。
3.系主任與系辦行政人員基於職責，務必會
好好地把系務工作順利推動及完成，雖然
過程繁雜瑣碎，但想到都是和同學們息息
相關，再辛勞亦感甘之如飴。
4.學校也非常用心，有很多策略正在推行，
希望系辦不要敷衍延宕。同學若有需要系
辦服務的地方，不要客氣儘管提出；我也
希望系務的推動能夠更加順利並有效
率，感謝同學的關心。

發言人

建議事項

農學院

理工學院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三甲 林怡鈞

生命科學院

大學為了保障學生的權益，好讓同
學的聲音被聽見，在各個委員會設
有學生代表。從嘉大的組織規程規
定裡有載明院務會議及系務會議
也得設代表。從管理學院的院務會
議及系務會議的設置要點也有提
到。在管理學院的系務會議設置要
點中一半是說同學有必要時得受
邀參加，另一半則沒有提及。另外
院務會議則完全沒提及學生的部
分。希望學生可以列席系務及院務
會議的機會，讓學生有多一些為系
上提供建議的管道。我在理工學院
中有看到學生參與的部分，希望全
校能夠統一這樣的方式。

答覆
(辦理)
單位

師範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管理學院
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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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內容
農學院依照本校規定配合辦理。

理工學院院務會議之組成係依據國立嘉
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13 條規定辦理。為提
供學生與系、院溝通管道，理工學院每學
期召開一次師生座談會，各學系每學期召
開 1 次以上的系週會，充分提供學生反應
問題及提供建議之管道。
章院長補充說明：
院務會議若可邀約學生表達意見，這是正
向。惟要符合組織章程，此部分會跟學校
請益及了解。
依實際會議討論內容，必要時邀請學生列
席。

師範學院院務會議設置依據國立嘉義大
學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設置
五、院務會議：以該學院院長、學系主任、
研究所所長及該院教師代表組織之。其中教
師代表不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教授、
副教授代表不得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教
師代表由全院教師選舉之。以院長為主席，
討論本院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院
務有關事項。
若考量需學生參與，請學校納入規劃。
本院院務會議委員組成代表，係依據「國
立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辦理。如
院務會議須設有學生代表，仍應先修訂母
法，學院再配合法規辦理。
管理學院及各學系於設置辦法（要點）均
有提及「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
或說明」；有關院、系因教學、研究、服
務、推廣及其他相關事項需求，得依相關
程序提案列席討論。
現行本院院務會議及所屬學系系務會議
設置要點未明訂學生代表出、列席事宜，
惟實務上如討論議案與學生權益相關
時，仍會邀請學生代表列席提供意見。學
生個人或系學會亦可透過導師或系辦反
映意見，為院系提供建議。

答覆內容
學務長現場答覆：
請同學提供是哪一個停車的位置或地點，會請
軍訓教官加強宣導。
軍訓組：請各院教官對此路段加強宣導，易肇
事路段勿停放車輛。

)
(

校長現場答覆：
我們目前在尋求適當的管道及方法來處
理。
軍訓組：對此事件加強該生行為輔導，另轉介
相關單位。
特資中心：會以適當方式輔導張生。

是否讓住宿生延長搬遷時間影響各宿舍寒假
關舍作業，擬提宿舍自治委員聯合會議及宿
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論決定。

)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

依據教育部規定，女性學生因生理日致就
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一日。且為
尊重個人生理隱私，該假別無須出示證明。
同學若第二天以上仍不舒服，可依實際情
況申請事、病假，若申請事、病假連續 3
天以上，仍請依規定檢附相關證明(就醫證
明或家長同意書)。

(
)

班上有部分同學為清寒家庭，因而
奮發向上爭取書卷獎獎學金。承蒙
學校設立獎助學金辦法，支援學習
和生活上可以不必擔心金源，在此
感謝學校用心。同學建議書卷獎獎
學金能夠從優進而減輕家庭經濟
困難者，自己也能夠心無旁騖且全
心全意專注在課業上，未來能夠得
以在專業領域上發光發熱，回饋嘉
大、榮耀嘉大。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進土木系班代
土木一甲 陳冠幃

)

木設系班代
木設一甲 朱宛玲

女生生理期不只有一天，而生理假
一個月卻只能請一天，有些經期一
天以上的女孩該如何請假？希望
可以為女生爭取多一些生理假。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生會副會長
應經三甲 林怡鈞

中選會發布明(109)年 1 月 11 日為總
統及立委選舉的日子，剛好是 108 學
年度第 1 學期期末考考完的隔天，恰
好也是學期末搬遷宿舍的日子，是否
讓住宿同學延長搬遷的時間，讓學生
考完先回家投票後，再回校來搬遷離
宿。

學務處

進修部有一位張姓同學常常會到
新民聯辦詢問事情，目前新民聯辦
正忙於處理畢業同學的各項事
務，然而張姓同學一直詢問承辦人
員業管份外的事務，造成承辦人員
莫大的困擾。由於張姓同學的問題
比較特殊，希望學校可以直接給他
一個管道去處理他的問題，這樣比
較能顧及其他同學的權益。

學務處 軍訓組

進土木系班代
進生管系班代
土木一甲 陳冠幃 生管一甲 林哲豪

許多同學反應蘭潭校區靠卡處前方路
口時常有機車違停，因而佔了大半的
道路，有同學甚至為了閃避違停機
車，險些與對向來車擦撞，在這強烈
提議取締違規車輛並且遷移車輛至適
當地方，以確保行車人的安全。

答覆
(辦理)
單位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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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校外募款獎助學金有
400 萬元，教育部亦補助同等金額，因此總
計有 800 萬元用以協助清寒學生順利完成
學業；另學校每學年尚編列經費約 940 萬
元以供經濟弱勢或發生急難紓困之學生申
請，歡迎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詢。
( 申 請 方 式 及 資 格 參 閱 網 址
http://www.ncyu.edu.tw/life/)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
)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1.關於住宿門禁及宵禁的問題，過去
也一直有這樣的問題。以後像這樣
的問題是否可以更公開透明，讓大
家可以開放討論這些議題。宿舍以
往讓大家認為是獨立的運作模式，
包括裡面宿舍管理委員會都比較徧
向內部作業，同學都比較不太知道
裡面的一些法規或事項，好像是幹
部比較清楚。常常會發生一些問
題，同學好像都是不太清楚。宿舍
管理以後是否可以更公開可以讓住
宿的同學更清楚。

)

應數系班代
應數一甲 侯龍彬

宿舍的新式廁所在上學期有淹水問
題，當時有些許改善，但目前又發生
淹水問題。

答覆
(辦理)
單位

答覆內容
其他樓層的住宿生常去新整修好的浴廁盥
洗，使得排水孔容易被毛髮堵塞，進而造
成淹水，已請清潔人員加強排水孔清理。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1.目前本校學生宿舍在每日 0 時至 6 時有
門禁時間管制，但住宿生只要事先請假
或事後補請假，仍可在門禁時間進出宿
舍。維持門禁及請假程序係基於學生安
全考量，而且對學生並不會造成重大不
便。如果發言同學認為應調整門禁時
間，這是可以討論的，而發言同學本身
也是宿舍的自治委員，請發言同學依程
序先在宿舍自治管理委員會提案，繼而
進入宿舍自治委員聯合會議及宿舍服務
暨輔導委員會討論。
2.學生宿舍於每年新生進住當日辦理法規
說明會，並於每年 4 月辦理公正公開之
舍長選舉，宿舍法規及宿舍相關資訊皆
公告於宿舍資訊網。
http://www.ncyu.edu.tw/dorm/

2.有關於宿舍輔導員的部分，我是
擔任宿舍自治委員，也是宿舍管
理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宿舍管理
委員會還有其他成員，但是我發
現宿舍輔導員在管理上常會給
舍長樓長指令，形成權益不對等
情形。

宿舍管理員基於法規授權，對宿舍自治管
理委員會成員進行提案適法性及執行可能
性之指導建議，且成員均為獨立之行為個
體，均有思考能力，以對宿舍最大利益為
優先考量，若不接受建議，均會表現在投
票結果上，且議決後之提案，須送生活輔
導組及學生事務處核備方能實施。

3.蘭潭宿舍警衛室旁有一個大門
及小門，有沒有可能在小門的部
分裝上門禁系統可以透過靠卡
的方式進出。

靠卡進出之目的在於管控進出人員，目前
各舍大門均有配置靠卡系統，五舍及六舍
的靠卡位置在三舍及五舍交界處的大門，
每日 0 時至 6 時會關閉，需靠卡進出，發
言同學所說位置，並無設置必要。若同學
仍認為需要設置，因為發言同學本身也是
宿舍的自治委員，請發言同學依程序先在
宿舍自治管理委員會提案討論。
門禁時間之調整是可以討論的，發言同學
本身也是宿舍的自治委員，請發言同學依
程序先在宿舍自治管理委員會提案，繼而
進入宿舍自治委員聯合會議及宿舍服務暨
輔導委員會討論。

4.嘉大在許久之前好像沒有門禁
的問題，好像是發生事情之後才
有設門禁的制度。我認為門禁制
度可以維持，但同學為了不受到
晚歸而遭到記點，選擇趕時間騎
快車或在外留宿、逗留的種種危
險，是不是可以試辦將原來門禁
時間凌晨 0 點至 6 點改為 1 點至
5 點，讓同學有更多緩衝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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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生會學權部
園藝一甲 黃致遠

5.透過門禁靠卡的方式來管理宿
舍同學的進出，來達到宿舍管理
的成效，進一步來檢討廢除因違
反門禁而受到記點處罰的規定。

(

發言人

建議事項

答覆
(辦理)
單位

答覆內容
維持門禁及請假程序係基於學生安全考
量，而且對學生並不會造成重大不便。發
言同學本身也是宿舍的自治委員，請發言
同學依程序先在宿舍自治管理委員會提
案，繼而進入宿舍自治委員聯合會議及宿
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論。

)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爾後增列各校區宿舍自治委員列席自治幹
部座談會。

(

6.宿舍舍長等幹部可以列席自治
幹部座談會，為何宿舍自治委員
不列入自治幹部以致無法參加
自治幹部座談會。

)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
)

應數系班代
應數一甲 侯龍彬

有關課外活動組只將器材借給社
團使用，但系學會卻無法外借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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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現場答覆：
1.我們對社團有協助及輔導的責任，對於
系學會目前而言並沒有這樣的措施。不
過我們認為系上所舉辦的活動都跟系學
會有關，系學會的成員都是學校的學
生，是否要將系學會等同類社團的角
色，讓我們課外活動組有很多這樣的平
台，能夠提供更多的服務。
2.最近有幾個系要辦全國性的運動聯誼比
賽，想要申請經費，最後沒有這樣的平
台來協助，是可以向教育部體育署來申
請，而課外組是可以協助的。倘若各系
學會有意願的話，可以加到我們社團來
並接受評鑑，至於是否接受評鑑由各系
學會自行決定。如果接受評鑑，得到優
等學校會補助最高 2 萬元。學校很願意
幫助系學成長，也很願意將資源挹注到
系學會，很歡迎系學會加入社團裡來。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
)

景觀系學會會長
景觀三甲 龍怡安

對於院辦理的合唱比賽，以往都是強
制參加，因為學生參與意願低且設計
課繁忙，需再多撥出時間練習合唱，
變相是一種負擔。想請問是否可以改
為各系自由參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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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現場答覆：
學務處辦理各項活動是基於教育的理念，
合唱比賽除了是唱歌的比賽之外，重點是
在團隊合作，促進同學之間的團結。學校
的合唱比賽已經辦了很多次，是不是要強
制，請張坤城組長補充說明。
張坤城組長現場答覆：
1.學校合唱比賽實際上主要是由大一的學
生來參加，比賽主要分為指定曲和自選
曲。為什麼會指定校歌主要是同學們來
到嘉大應該要會唱校歌，透過這樣的活
動讓同學對學校的向心力更強，另外可
以藉由這項活動讓同學之間的默契更
好。細數現在學校辦的活動很少有全校
大一新生會一起參加，因此透過合唱比
賽可以更凝聚同學對學校的向心力。
2.許多同學心想著志在參加不一定會得
名，但是得名會有獎金，獎金可用做班
級的發展。有些班級比較少時間練習，
只是心存志在參加不在得名的態度來參
賽。學校還是會希望這個活動繼續辦下
去，畢竟大家會這麼唱校歌大概只有在
大一這個時候，其他有唱校歌的場合都
是有放音樂伴唱的時候，很少會再要求
大家要開口唱，所以還是希望所有大一
學生都能一起參加。或許未來大二大三
採自由報名，目前還是以大一為主。
3.今年的合唱比賽由民雄學務組主辦，如
果有需要課外組協助的地方，譬如各個
校區有同學要過來練習，如果有交通上
的需要，可以事先跟課外組協調，我們
會很樂意提供協助。
黃副校長現場答覆：
1.這個議題剛才張組長也談了很多，所以
剛好可以利用這個機會補充。我在景觀
系任教過，因此我知道景觀系有不少這
樣的人才，也很願意將自己對於音樂的
專長表現出來。
2.至於設計課的課程太繁重，也剛好可以
利用課程 10 分鐘 20 分鐘大家唱唱歌，
舒解心中的壓力。甚至我還可以告訴你
哪裡有資源，例如可以向園藝系借環境
和空間。回想獸醫系還在農學院的時
候，當時獸醫系和園藝系歷年來大概都
是全校前三名，當然我們農學院還有很
多系的實力都是很堅強的，所以不要妄
自菲薄。如果你們不想參加，強迫你們
去報名，我想這樣也是很痛苦。期待同
學可以抱著這是一項休閒活動的心情來
參加，加油，同學一定可以突破的。
農學院答覆：配合學校辦理。

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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