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民雄校區
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建議事項及回覆/執行情形
壹、上次會議決議暨長官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外國語 1. 樂育堂重訓室的器材損
言學系
毀，建議修復或更新。
四年級
2. 本學期課程到 1 月 9 日
郭祈慧
結束，工讀生工作到哪
一天?是否可以返鄉投
票?

答覆單位

執行情形

體育室

民雄樂育堂重訓室設備已全部修復，並
淘汰部分不堪使用設備，添購新設備。

學生事務處

1. 選舉罷免投票日為勞動基準法第 37

生活輔導組

條規定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
假之日，具投票權之勞工皆可要求給
假。
2. 另雇主因業務需要，在不妨礙勞工投
票情形下，可徵得勞工同意於投票日
工作，惟應就勞工回戶籍地投票路程
遠近給予合理時間使勞工往返投
票，並依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規定給
予加倍工資。
3. 生輔組擬於 11 月底通知本校各用人
單位，應依據上開規定辦理，以維護
具投票權工讀生之權益。

3. 建議增加往返各教區的
接駁車，若擔心接駁車
無人搭乘，建議可以利
用網路調查學生需要搭
車的時段，人數不足就
不發車，以確定那個時
段最符合經濟效益，是
否會比較可行。
4. 樂育堂外至排球場的水

總務處

管工程，影響師生行走
安全。
幼兒教
育學系
二年級
劉士瑋

有些同學會到操場散步或
練習活動，若大燈熄滅，整
體能見度變得很低，容易發
生危險。

1. 目前本校每日上下午各一班次往返
各校區之公文車可供搭乘，未來若師
生搭乘需求量大，將適時再調派支
援。因公務車數量及司機人數有限，
目前公務車及司機支援安排皆需事
前有明確需求、搭車人數及時間為前
提，於事前完成協調排定；若無法支
援時，亦需提早事先告知需求單位，
以利其採行租賃車輛替代。
2. 因暑假雨天天數較多，影響原定暑假
完成之工程，已請廠商盡速趕工。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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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校區操場大燈調整為夜間 12 點關
閉。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輔導與 1. 民雄校區鐵道旁球場地
諮商學
面毀損，且燈具時常進
系三年
水故障，希望能全面修
級吳研
繕。
寧
2. 建議興建風雨球場，讓
同學在下雨及大太陽時
也能運動，也能同時解
決燈具進水問題。
3. 籃網建議選購較堅固的
材質，或許可以考慮鐵

答覆單位

執行情形

體育室

1. 將進行完整檢視及估價，編列 110
年概算進行全面修繕。
2. 體育室將進行整體評估，排定各項
工程之優先順序，向教育部申請計
畫補助。
3. 籃網若使用鐵鍊網，將增加打球時
之危險性，暫不採用；棉網容易被
扯斷，但較安全，若棉網非常牢固，
不易扯斷，也可能 整 片籃板被 扯
下，將比籃網被扯斷更加危險，基

鍊網，可以大幅降低毀
損率，減少籃網替換成
本及人力成本。
應用歷 1. 宿舍網路其他學校皆為
史學系
無限上網，但本校只有
二年級
7G，希望能提升。
高瑋駿

於安全考量，仍採隨時檢視並更換
籃網做法。
電算中心

1. 107 年宿網超量斷網已由 5Gbps 提
高至 7Gbps，在本校對外頻寬有限的
情況下，避免使用者大量使用網路
進而影響其他的正常使用者，才會
對宿網流量進行管制，在公平性的
考量下，這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2. 同學所提的意見，電算中心會列入
考量的方案，未來會視對外頻寬的
使用狀況再進一步的討論。
3. 電算中心即將於民雄宿舍安裝 10G
的骨幹路由器，屆時將再提高民雄
宿網的網路封包交換速度，經查該
生反應的問題為手機訊號不佳，而
手機非電算中心相關的業務。

2. 學 生 到 民 雄 市 區 不 方
便，除非自行前往，建
議增加開往民雄市區的
公車班次。

總務處

3. 樂育堂前施工走道為木
板，很危險。

1. 總務處數年前曾協調嘉義縣公車處
增班行駛民雄校區往來民雄火車站
之公車班次，然因搭乘人數過少，
嘉義縣公車處因不符經濟效益而停
駛。經學校積極協調後再度行駛一
段期間，最後仍因搭乘人數過少，
不堪虧損而最終停駛。又，總務處
於 103 年 12 月 10 日再度發文請嘉
義縣公車處增加班次，惟公車處仍
函覆本校表示歉難照辦。考量時隔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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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單位

執行情形
5 年本校師生仍有搭乘需求，總務處
將再次函請嘉義縣公車處請其考量
評估增加公車班次。
2. 有關施工走道已改善為鋼板材質。

外國語
言學系
二年級
陳妙榆

因宿舍幾百人，一台冰箱不
夠那麼多人使用，希望能夠
再購入一台冰箱來分擔使
用量，不然冰箱塞太多東
西，不好找到自己冰的食
材，食物也容易腐壞。

外國語 1. 為 方 便 性 ， 在 初 教 館
言學系
B101 及 B102 社團教室
二年級
是否能加裝投影機設備
許耿嘉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民雄一、二舍均將再增購一台，已與廠
商洽詢中。

師範學院

初教館 B101 及 B102 教室位於初教館
一樓，因學生社團活動缺乏使用教室，
學務處將初教館 B101 及 B102 教室安

以便社課使用，而非需
要每次借用器材。亦可
以設置使用靠卡感應的
電腦，若有安全疑慮，
可加裝防盜系統。
2. 為學生感受，教室能否
加裝冷氣，可以使用冷

排為社團教室，社團活動借用教室是由
學務處負責，若社團活動所需相關設
施，請學務處安排、管理及保管。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氣卡的機制或將遙控器
交給學務組保管。

3. 建議增設星期五中午和
傍晚到民雄火車站的校
車，可利用網路填表單
方式調查需要搭乘校車
的時段及人數，人數不
足就不發車，以避免空

1. 同學建議在初教館 B101 及 B102 教
室裝設冷氣和投影機，因考量教室防
盜問題，必須先在教室裝設鐵窗，目
前請廠商估價中，在學務組經費允許
的情況下，再為教室加裝鐵窗，待鐵
窗裝設之後，如有經費再加裝冷氣及
投影機。
2. 同 學 上 社 課 需 要 使 用 投 影 機 或 電
腦，請事先至學務組登記借用。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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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目前司機人力有限，只有 3 位司機
可供支援全校各項公務及教學活動之
公務車派車申請，其中 1 位司機駕駛公
文車每日定時往返各校區，1 位司機支
援於星期五之教學單位固定行程，另 1
位司機則視各單位所提公務或教學活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單位

車情況。

外國語
言學系
二年級
黃沛汝

社團教室的冷氣在晚上 8
點半之前就關閉了，希望可
以調整時間。還有目前社辦
的電扇故障，希望可以提供

執行情形
動申請派車事由，需因應調派支援，故
目前暫無法支援平常日星期五中午和
傍晚民雄校區至民雄火車站之接送。
未來若遇有連假佳節或學期結束週，將
研議透過網路調查，人數達 35 人以上，
適時派車支援。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冷氣開放時間目前已調整正常，學務組
另提供 1 台電扇給合唱社使用。

總務處

1. 為服務師生往返各校區，目前本校每
日上下午各一班次往返各校區之公

電扇。
應用歷
史學系

1. 學生因來往各校區間交
通不便，造成跨校區選

四年級
黃柏盛

課上的限制，建議學校
加開交通車，接送同學
往返各校區。
2. 另外，來往民雄至嘉義
市區交通問題，建議向
台鐵爭取於文隆陸橋設
立停靠站，同時亦能服

文車可供搭乘。未來若師生搭乘需求
量大，將適時調派支援。發車時刻表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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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校民雄校區距民雄車站約 1.7 公
里，距文隆陸橋約 1.4 公里，若於文
隆陸橋設置火車停靠站，僅縮短約

務吳鳳科技大學學生。
3. 針對學校宿舍通訊不佳
的問題，希望學校改善。

0.3 公里之路程，尚無明顯之距離優
勢。且文隆陸橋附近並無聚落故需求
性低，又本校與吳鳳科技大學寒暑假
期間留於學校之人數大幅縮減，搭乘
需求亦大幅降低，興建鐵路車站除須
興建成本外尚需徵收土地，所費不
貲，台灣鐵路管理局基於商業成本效
益考量，顯無其可行性。
3. 本校於今(108)年 1 月辦理民雄校區
設置基地台線上投票結果顯示，傾向
贊成設置基地台者居多。本案經校長
核可援例提 4 月 9 日召開之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同意，於校區東側臨鐵道附
近設置共構基地台。有 5 家電信業者
合作辦理，目前已完成基地台設計，
刻正向 NCC 申請架設許可中，考量
後續相關行政程序及興建期程，預估
於明年 2 月底可以啟用，屆時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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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單位

執行情形
幅改善行動通訊不佳之問題。

中國文 1. 系上同學反映，返鄉時
學系二
購買車票不易，故參考
年級丁
其他學校的「返鄉專
鈺
車」
，希望促使學生與家
庭之間的連結，不會因
為距離而削弱。
2. 近兩年內，班級教室內
總是出現大量廣告單，
且已打電話至補習班反

總務處

映仍無效，系上發傳單
的時間通常是放學與班
會時間，晚上教室尚有
進修部使用，下課也都
有鎖門，但發傳單的問
題校內工讀生實在無法
解決。

1. 本校公務車以支援公務及教學活動
為優先，另考量行車安全，本校公務
車大客車派車僅限於嘉義縣市(不含
山區)，若需行駛長程或山區者，則
由各需求單位以租車方式辦理。「返
鄉專車」經查成功大學及高雄大學係
透過學生會或學生自治會來運作，故
建議透過學生會之運作，由學生事務
處給予協助，以使用者付費及租車方
式研議辦理。
2. 系上發傳單事宜，改由相關單位答
覆。

學生會

學生會會在明年總統大選期間推出總
統大選返鄉專車，相關資訊會在粉專公
布，但是長期性的返鄉專車，以學生會
目前的人力及物力，是無法達成的。

中國文學系

1. 有關補習班逕行進入教室發廣告單
乙事，系辦公室已致電補習班，請其
改善，勿再發送。
2. 將製作告示，張貼於各教室門口，宣
導勿再任意發送廣告單張。

貳、學生幹部建議與討論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輔諮系 開 車 進 入 校 園 者
四年甲 可 規 避 測 量 體
班
溫，是否容易成為
防疫破口?

答覆(辦理)
單位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學 務 處 協 請 各 系 辦 相互 配 同答覆內容。
合，確保出入教室之學生已
確實量測體溫。學務處亦加
強宣導行政大樓之體溫量測
站，以供學生進行量測，確
保防疫安全。校門口之體溫
量測人員安排，於早上 8:30
至下午 1:30 由防疫工讀生
擔任，下午 1:30 至 3:30 則
由處室之行政同仁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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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數位系
三年甲
班丁美
佐

建議事項
目前民雄校區進
行西側、北側機車
出入口封閉管
制，同學疑問早上
十點、中午十二點
等時間從大門進
出不一定能夠每
一台機車都測量
體溫，上課前仍需

答覆(辦理)

答覆內容

單位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執行情形

學務處將確實掌握校門口工 同答覆內容。
讀生之值班情形，並加強工
讀生之訓練。亦請騎摩托車
的 學 生 放 慢 車 速 、 排隊 等
待，以利施測者確實進行體
溫量測，確保人身安全與避
免防疫漏洞。

自行進入系辦進
行體溫檢測。對於
學生而言與從側
門進出並無差
别，反而增加出入
學校所需時間。
輔諮系 各 停 車 場 監 視 器
四 年 甲 不足，時常發生機
班
車出現損壞而無
法尋人報案的問
題，建議加裝監視
器。

總務處

本校機車停車場眾多且廣分散
各處，目前裝設之監視器是針
對各停車場停放狀況及主要出
口的部份；至於同學建議裝設
不足的地方，駐警隊將與相關

1.109 年 5 月 6
日與民雄總務組
羅組長及駐警隊
民雄校區溫校
警，針對同學時

人員會勘，如有確實必要加強 常調閱的停車場
的地方會儘速增設改善。
會勘。
2.民雄校區警衛
室旁的大停車場
是同學比較常調
閱的地點，預計
再加裝監視器，
俟請廠商估價後
於近日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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