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九十六學年度第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九十六學年度第一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9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13 時 20 分
地點：民雄校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席：李校長 明仁
記錄：王鶴蓉
參加人員：相關人員及各級學生幹部（詳如簽到表）
。
壹、主席致詞：
本學期因遇立法院審查預算之關係而致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的時間延期舉行
，在此特別向各位致歉並請大家原諒。學生自治幹部在學校扮演重要的溝通橋樑
角色，學校各方面的成長皆需要同學來配合提供建議，讓師長有機會做好各項的
協助與服務，以期提升學校各方面的品質。今年在宿舍方面已改善許多，希望同
學在舒適的學習環境下能表現得更加亮眼。關於校區交通問題，則期許能儘早實
現大一集中上課一年的目標。另外在其他各方面的設施也會力求改善，現階段民
雄活動中心將發包，而教育館也預計於明年初左右完工，期能為同學提供最好的
服務品質與學習環境，共同提昇我們的學術品質。
貳、工作報告
丁教務長：
本學年度因人事調派，奉校長派任為教務長，由學務工作轉任教務職位。本
處下分別有教務組、註冊組、課務組、招生組、教學發展中心等各組，民雄教務
組則屬綜合性工作。另訂於本學期起，將對教師進行教師評鑑。而嘉大學校設施
完善，為一良好的學習環境，同學應珍惜並善用學校資源，加強自我學習、建立
學生倫理，在課堂秩序方面，同學也應多方省思自我在課堂上的盡力程度及上課
倫理。此外，學校亦開設許多學程及舉辦學術研討會，希望同學能多加參與，加
強自我學習動機，以助未來的就業出路，同學應善加利用。
周學務長：
一、同學應學習如何在團體中發表意見，先將問題有系統的整理好，輪到同學發
言時，將自己所代表的單位、職務及姓名報上，然後再發表問題。
二、自本學期起，同學請假須先自行上網登錄（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請假作
業申請），上傳列印後，將假單送相關師長核章，並將假單送至學務組登記。
三、請同學注意請假時效（請假期滿翌日起算七天內），逾期不受理。
四、班會紀錄表請學藝股長紀錄好並由導師、系主任簽名後，按時繳回學務處。
五、同學參加活動或打工、家教等，務請注意安全。
六、請各幹部多到系辦看有沒有學校訊息傳達給同學；社團負責人亦請多到信箱
（至少每週兩次），以免錯失重要訊息。
七、本學期就學貸款申請 533 人，但仍有部分同學雖向銀行辦理手續，卻忘了依
註冊須知上的說明於限期內繳交資料，或未至貸款網頁錄相關資料，而致影
響學校貸款後續作業，盼請同學於辦理就學貸款後一定要依相關規定處理，
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八、請幫忙宣傳同學能多體驗社團生涯，除了課業追求新知外，有關人際關係、
人與人之良性互動、解決各式難題等，皆可從難得社團經驗中求得，對日後
職場生涯必大有裨益，畢竟社會趨勢是越來越以能力為取向。
九、近來傳銷公司傳播錯誤訊息，多有學生受騙上當，希望師長多宣導並加強正
確觀念。同學若有疑問，亦可至學務處或軍訓室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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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近來紅眼症、腸炎正值流行期，同學平時應多注意飲食與衛生問題，加強相
關方面的資訊與觀念。而學校在此方面也於各校區進行消毒工作。
陳總務長：
總務處的服務工作面向非常廣，多與同學學習及生活環境息息相關，期
望同學日後多指教並提供建議。
參、宣讀上次座談會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洽悉，同意備查。（附件一，第 4-10 頁）
肆、建議事項與答覆情形：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綠園二 學生宿舍浴室修建成果
舍舍長 佳，期待廁所方面是否
陸筱尹 也能有所改善？讓宿舍
品質更加提昇。

答覆
（辦理）
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生輔組 男廁所為舊設施，而宿舍經費有限，宿舍廁所改善
張組長 仍需學校經費支援。

一舍是否能提撥經費增 生輔組 將規劃 300 萬至 350 萬經費增建電梯，並與總務處
建電梯，給予住宿同學 張組長 協調做規劃措施。
方便。
總務長 經費部分因牽涉到項目問題，需再研議，但針對同
學需求會盡量努力爭取。
校長
學生會 學生校區區間車搭乘，
會長 發車時間多為上課時間
黃冠霖 ，是否能調整改至下課
時間發車，以增加搭乘
人數，降低車禍事故的
發生，另建議加設候車
站牌、張貼時刻表，若
遇班次臨時更動應事先
公告。

張組長答應電梯之部分，應儘快改善。

總務長 目前統計區間車搭乘人數不多，總務處會針對同學
需求調整校區發車車次，將研議規劃區間車於早上
由民雄發車至蘭潭，下午再由蘭潭返回（發車時間
將另行公告），希望同學多利用。

校長

請同學廣為宣導，多搭乘區間車，請先調查同學需
用車時段，充分利用此資源，避免有開空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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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游泳池本學年度因經費
系學會 不足，無救生員服務而
會長 未提供完整開放時間，
許弘德 且寒暑假不開放，若遇
同學上游泳課亦無不能
使用，致上學期末購買
年票的同學權益受損。
英教四 跨系所借用投影機、電
班代 腦等設備時，系辦並不
陽嘉瑜 贊成學生借用，並要求
押學生證或不斷詢問防
範學生，可否請校方向
各系所宣導勿吝於提供
設備讓學生借用。

體育室 民雄校區游泳池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黃組長 而蘭潭校區游泳池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8
時，同學可善加利用。民雄校區同學可申請游泳時
間，學校再安排救生員服務。

校長

游泳池開放須為常態服務，建議可安排有執照之工
讀生駐守。

校長

借用時留資料屬正常程序，學生證查驗即可，勿須
押學生證，而校內資源應共享。

教務長 教學設備屬教務處的職責，部分單槍、投影機效果
不佳，系所可依所屬經費提出教室設備申請，建議
各系充實設備，也請各系館間設備共同使用。

伍、主席結語：
一、同學若有其他問題可以書面提出或 e-mail 至校長信箱，溝通管道通暢學校進
步愈快，學校亦會用心處理每一項建議。
二、目前正與縣府聯繫研商針對大一新生以校車接至嘉義縣、市各名勝古蹟參觀，
讓同學對嘉義縣、市環境更加瞭解。
三、本校於 95 年大學運動會全國排名第 6 名，僅次於 4 所體院及台大，值得大家
分享這份榮耀。
四、音樂系近日由日本遠征歸來，日本明治大學校長對於本校音樂系管樂團的表
演非常讚賞，表示希望明年能再到東京表演，也謝謝同學的努力。
陸、散會：1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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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建議反映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學生議二樓自助餐廳的價錢不
會 議 長 定。
張婉慈

答覆
（辦理）
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辦理情形

校長

學校的餐廳滿意度一向較低， 本案已向廠商反應請
可考慮將餐點改成小吃形式， 改善，並要求標示菜
讓同學的選擇更多元。
價，廠商已遵照辦理。
總務長 二樓餐廳價錢不定的問題會再
和廠商協調，達成穩定的狀況
，維護同學吃的權益。

女宿後面的燈光不夠亮， 總務長 女宿後面的燈光會馬上加強並 經查系學人宿舍前二
希望能夠加強。
且增加燈具。
盞探照燈故障所致，已
立即修復。
圖書館新書編目速度緩慢 圖書館 書籍上架速度不夠快，非常抱 如答覆內容。
。
張主任 歉但是編目速度速度實在是跟
不上買書速度，如果同學有非
常想看的書籍，可以去申請急
用書編目，我們會把書馬上找
出並且編目以便同學借閱。
男 宿 交 誼 廳 燈 光 太 過 昏 生輔組 燈光問題可以馬上改善。交誼 如答覆內容。
暗，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張組長 廳空間歡迎大家借用，近期會
在女宿增設也請大家善用資源
。
已於 96.4.16 加裝二盞雙管日
光燈,並更換學生作業工作桌
檯上方燈泡為白燈泡。
停車場落葉太多，而且有 總務長 停車場落葉太多會再通知人員 如答覆內容，嗣後並將
太多的廢棄機車佔用停車
清理；停車場廢車會請校警先 定期清理。
位，對於需要停車的同學
將廢車清出並且統一公告，已
造成權益上的影響。
確定廢棄者才會再做後續處理
。廢車統一集中在警衛室後面
後公告，請同學去認領。
駐警隊 停車場落葉已清除完畢，同時 民雄總務組已處理完
將廢棄車輪放置警衞室旁空地 畢。
供同學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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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Vod 自學網站目 電算中心 Vod 這星期開始運作，本學期會 Vod 系統於上學期 4 月
前止開放給住宿生使用， 陳組長 先開放校內住宿同學使用，下 份已經修改程式，可提
外宿生不能連線，希望能
學期才會開放校外網路使用。 供校外學生使用。
夠開放外宿生連線使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程式和頻寬的
問題，都還需要再做調整。4
月還有第二場活動，希望同學
能夠踴躍參加。
遵照校長指示，修正系統程式
並儘快開放校外連線，但請同
學能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
。
校長 請盡快想辦法改善。
圖書館自修室悶熱異常， 圖書館 因為自修室的空調是早上 8 點 冷氣機經維修後運轉
冷氣沒有發揮應有作用， 張主任 -9 點才開啟，所以必須要給冷 情狀已改進。
造成同學使用上的不便。
氣機一些時間熱機，大約要一
個小時之後冷氣才會變冷，日
後會早一點將冷氣機開啟讓同
學在使用自修室上有更理想舒
適的環境。
舍門禁問題：外宿同學有 生輔組 因為安全考量的問題必須要限 如答覆內容。
時還是會有需要進出學校 張組長 制只有住宿生才能夠靠卡進入
宿舍，這也是保障住宿同學住
宿舍的需要，但是學生證
卻不能靠卡進入。而許多
的權益。還有尾隨進入宿舍是
同學還是會跟隨在住宿同
違反宿舍法規的，宿舍管理會
再逐步加強，進出皆要刷卡加
學後面進入宿舍，這樣為
何不直接開放所有學生證
強管制。
皆可靠卡進入宿舍。
宿舍 一、宿舍不是開放性公共區堿,
辦公室
是屬特定對象方可進入,因
此須藉由管制措施來達到阻
止目的（因為住宿生有另繳
費,故只限其才享所居空間）
。
二、理論同學本即應有上述觀
念,故為有效保障住宿生權
益,在校規上亦有所規範,除
會改善門禁措施及對住宿生
加強宣導以確保住宿生權益
、安全、品質外,亦請同學要
有遵守規定要求觀念,而非
擅入宿舍或任意進出、使用
宿舍相關區域、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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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中心空間設計不佳， 宿舍 一、本校本年所爭取到之「卓 一、課輔中心係教學卓
造成使用上的不便也因此 辦公室
越計畫」專案，有一項是
越計畫之『住宿生課
減低了同學的使用意願，
實施『住宿生課後輔導』
， 後輔導』項目經費設
需要再重新規劃。
課輔中心即是在此『目的』 立，元空間規劃、教
下以該經費改建成立，在
學設施與使用規定
使宿舍有一個可供實施之
等皆以課業輔導為
場所。
主，不是為提供開會
二、基上述因素，課輔中心原
或製作課業教具（社
初之計畫、設施擺設與開
團道具）使用之場所
放規定，本即不是在為提
。
供開會或課業教具(社團 二、在不影響『課後輔
道具)製作使用之場所。
導』實施，住宿同學
三、在不影響『住宿生課後輔
於『學術或課業』研
導』實施下，可依開放規
討時，亦可申請使用
定供『住宿』同學申請，
課輔中心。
做同學間之『學術或課業』三、宿舍有會議室可供
研討場所使用。
開會申請使用，在不
四、宿舍有會議室可供開會申
影響住宿生使用權
請使用，而此會議室在不
力下，亦開放供校內
影響住宿生使用權力下，
社團申請使用。
亦開放供校內社團申請使
用。
合唱社 騎機車同學有交管理費， 總務處 已請駐警同仁加強查察取締未 已於警衛室旁機車停
劉芳君 但卻面臨無停車位停的狀
張貼停車證之車輛；並依使用 車場內側周邊增設約
況。
率高低調整腳踏車架設置數量 80 個機車停車位，以解
有腳踏車佔用女宿後停車
，廢棄腳踏車將擇期清理。
決同學停車問題。
位，造成機車無法停放。 駐警隊 增設腳踏車固定架，以解決脚 本隊已增設多座車架，
踏車及機車停放問題。
請總務組針對使用率
多寡自行移裝調整。
校長 請務必做到公平公正，停車位
的繳費也要確實，不要讓守法
的同學權益受損，停車的空間
也要再加大，增加腳踏車的停
車框讓腳踏車停放，不要佔用
到機車停車位。
大三的 x 光檢查其他年級 學務長 x 光檢查主要是在檢查有無肺 如答覆內容。
的學生可以參加嗎？
結核症狀， x 光一次檢查有效
期限約 2-3 年，所以大三要再
檢查一次，如果有人想要檢查
可以自行負擔檢查費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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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的列印儲值現在 電算中心 一、電子錢包餘額退款－1、校 一、『電子錢包餘額退
已經取消，已儲值的同學
園 IC 卡電子錢包退款，有郵 款』部分：
(1)如左列原【答覆內
何時能夠拿到退款？
局帳戶者，總務處出納組已
容】
，已辦理完畢
於 96/3/2 前將退款匯入持卡
人帳戶。2、若在無郵局帳戶
。
名單內,請備郵局帳戶資料, 二、『剩餘列印點數退
費及期限使用』部
洽出納組詢問
(05-2717122)。3、無郵局帳 分：
(1)經簽請 校長及
戶退款名
相關單位核可，剩
單:http://adm.ncyu.edu.t
w/~iccard/money_stop_n.p
餘列印點數，若無
df。4、有郵局帳戶退款名
法如期使用完畢
單:http//adm.ncyu.edu.tw
，學生可選擇 A.
/~iccard/money_stop_y.pd
現金退費 B.將列
f。
印點數用完，任一
二、剩餘列印點數退費及限期
方式辦理，並以網
使用－簽請校長及相關單位
路及書面公告通
核可後,退費及限期使用詳
知各系所各班，已
細程序另發通知公告全體學
於 96 年 6 月 31 日
生。
辦理完畢。
(2)原公告內容為：
http://adm.ncyu.edu.tw-~i
ccanrd/note_point_monne
yback>hnm
建議可把社團活動設為 0
學分但卻是必修科目，或
許可以提升社團參與度。

校長

關於社團活動 0 學分但必修必
須要再做協商研究，此事茲事
體大不能夠草率而為。目前社
團的參與度大約是 50％（學生
會和系學會也算是社團）有再
提升的空間，希望能夠達到一
學生一社團的目標。

社團活動交通問題：由於 學務處 跨校區參與社團是非常好現象 如答覆內容。
校區分散造成同學在參與
，學校方面非常支持，但有關
社團活動上的不便，有同
於交通方面的問題要在和總務
學必須要在兩不同校區內
處再行商討，可以安排校車定
時定期（如星期二、三、四晚
往返參與社團，這樣不儘
可能會造成同學對於社團
間）在校區之間繞行接送同學。
的參與度降低，對社團來
說也有招生不易的狀況出
現，不知學校是否有其他
變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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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三 同樣的課程為何不能在師 師培中心 依據教育部 95.8.3 台中（二） 如答覆內容。
範學院的內涵課程中修習 林主任 字第 0950110382 號函核定國立 檢附 96 年 4 月 24 日修
完畢，一定要另外繳錢到
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 訂通過之「國立嘉義大
師資培育去修習（教育測
六章第二十一條中明訂，學生 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
練與評量）
，因為其他的系
通過甄選後，得依規定程序申 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
所也有開設一樣的課程，
請學分抵免。其科目學分之抵 點」。
為何不能直接選修他系的
免，最多不得超過教育學程應
課程修習，一定要到師資
修教育專業科目學分總數二分
培育中心繳交學分費修
之一（師範學院除外）
。學生已
習？而且同樣的課程修習
申請抵免之科目，應另補足主
過後為什麼不可以抵免還
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學生
是要重複選修？
進入教育學程後，所修非本學
程開設科目，不得再申請抵
免。主修系所必修科目與教育
學程必修科目相同者，不得辦
理抵免（師範學院除外）
，應另
修習教育學程所開設同一領域
其他必修科目，以修足教育學
程應修學分總數。
另依據教育部 95 年 10 月
23 日台中
（二）
字第 0950156316
號函核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六章學分
抵免第二十條規定，學分抵免
辦法悉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抵免要點」辦理，教育專業課
程學分抵免要點第三條第七項
規定，學生進入教育學程後，
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
辦理抵免。該要點業經校長核
定。因考量各系所的必修課程
與師資培育中心所開設之課程
常常有重疊的情形，依國立嘉
義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中明
訂 ，修習教育學程的同學必需
修習師培中心所開設之課程，
因此會造成修習學程的同學可
能同樣的課程必需同時修習 2
次。
因此於 95 年 9 月 26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與教學委員
會議決議通過，同意讓修習學
程的同學，以教育學程的學分
抵免系上的學分。
因此有關幼教三同學所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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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事項本中實無法給予辦理抵免
，對於校長的指示部份，本中
心預計於 96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 時召開本中心課程與教學委
員會議修訂國立嘉義大學教育
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
點，待會議通過後，日後之學
分抵免將依該要點辦理。
關於師資培育中心與師範學院
教程抵免課程部分需再做研議
，有明確答案再答覆同學。

綠園一 因為宿舍中已經裝有監視 生輔組 取消靠卡現階段不可能，因為 如答覆內容。
舍實習 器，所以是否能夠取消宿 張組長 監視器僅裝設在公共區域，要
舍長 舍靠卡進出？
維持宿舍安全仍有疑慮，靠卡
是多一道防護措施，也能夠保
賴育鐸
障同學安全，所以還是要維持
靠卡進入宿舍。如果有外宿同
學要進入宿舍，只要按電鈴請
工讀生幫忙開門即可。
宿舍 一、靠卡進出乃是確保特定對
辦公室
象（即只限住宿生,因為住宿
生有另繳費,才享所居空間）
方可進入之措施,唯有設此
措施也才能確保住宿生權益
、安全、品質,因此不宜取消
。
二、監視器只能在事後或有事
件發生之當下提供線索,並
無法發揮管制來阻止非住宿
生進入功能。
三、基於上述二點原因,宿舍靠
卡進出不宜取消。
寒暑假開放宿舍的時間能 生輔組 關於宿舍的住宿品質問題會盡 如答覆內容。
否提早，以利居住在距離 張組長 快瞭解並且處理。男宿 k 書中
較遠的同學搬宿方便？
心的冷氣剛剛換新，歡迎同學
男宿地下室牆壁受潮嚴重
使用 k 書中心。
，希望能夠盡快改善。
宿舍 將於關舍會議中列入討論。
男宿消防設備老舊，希望 辦公室 漏水問題已會總務組請廠家目
學校能夠汰舊換新。
前會勘研究中。
校長 同學出門在外唸書，父母不在
身邊對同學的安全問題一定會
相當的擔憂，希望同學能多體
諒家長及師長的心情，同學的
安全是家長及師長最關心的問
題，所以也請同學多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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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宿附近樹木生長茂密，
宿舍 總務組已修剪完畢。
如答覆內容。
有太過靠近房間並且遮住 辦公室
陽光的現象，可望派人進
行修剪的動作，以維護同
學住宿品質。
宿舍中的投幣式洗衣機長
投幣洗衣機維護廠家均有固定 如答覆內容。
維修保養與清洗,將建立維修
年使用但是都沒有清洗，
保養登記簿供同學了解。
其中的衛生問題令人擔
憂，希望能夠派人清洗。
電視間的遙控器多有缺
常更新,但因同學使用未愛惜 如答覆內容。
損，希望能夠進行修繕。
致常不見或毀損,將加強宣導,
並適時巡視更新。
史地系 籃球場旁的水溝沒有水溝
系學會 蓋，造成系上同學籃球場
會長 旁撿球的時候因此而跌到
水溝裡受傷，請改善這樣
的狀況，把水溝蓋補上。
上學期有學妹因為練習啦
啦對比賽而受傷，行動不
便所已被安排在休息室住
宿，但是後來卻要繳交宿
舍和休息室的房間差價，
而且連照顧者也要一起收
費，但練習啦啦隊受傷不
是因為私人問題而受傷，
要額外收費好像不太妥
當，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明
確的回覆。

體育室 幹部自治會議，立即勘察，已 已執行完成修繕工作。
完成安全修繕工作。

生輔組 因公受傷居於休息室中不收費 如答覆內容。
張組長 ，但是私人問題則要另外收錢
，如果還是被要求繳交費用可
以馬上反應或寫信給生輔組，
或是每個星期三我都會在民雄
校區，可以直接反應。
宿舍 一、是否因公受傷或是否收費,
辦公室
宿舍辦公室均會將相關資料
簽請判別,以作為是否為因
公受傷或是否收費。
二、凡是核准因公受傷者皆不
會收費,因為學校已核示不
收費。
三、凡非因公受傷者,因暫住之
休息室為二人房,而同學所
繳住宿費是六人房,因此會
加收其間價差,同時收其間
價差在教育意義上,亦希同
學能愛護珍惜自身健康。
校長 如果已經收費就填表退費，這
是因公受傷學校不會多收取其
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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