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3月 21日（星期三）13時 20分 

地點：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主席：邱校長 義源                                         

出席人員：相關行政人員及各級學生幹部（詳如簽到表）                        記錄：陳雅琳 

 

壹、主席致詞： 

 

首先，要肯定與讚賞清潔環境比賽中獲獎的社團和學系，學校對於清潔環境一向很重視，而比賽過

程中難免有輸贏，未得獎並不代表不好，最重要是促使大家對環境的重視。 

第一次以校長的身分參與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在嘉義大學服務三十五年，對民雄校區也相當熟

悉，自 2000 年擔任教務長時，協助楊校長推動學校合併的事宜，亦在此校區教授課程三年，也當時參

與校園內的活動如音樂會等活動。感謝今天在場幹部代表之參加，提供學校各位在生活、學習等方面建

言，藉由大家的眼睛及智慧一起提升努力。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困難或些許的挫折，大家共同來解決面對，

好的建議會立即採納予以改善；而爭議的問題，學校會提供合適的時間點來向同學說明，大家齊心來解

決面對，希望達到此會議的真正意義。此外，平日同學亦可以透過各種管道表達意見的管道，讓問題能

及時解決。 

再者，期盼同學將學校視為整體生命的共同體，共同促使學校快速的進步，不論是社團或出國交流

之交換學生應觀察到他校之優缺點，相互交流學習以檢討改進，強化學校的特色，把握自求增長、進步

和相互學習的機會，盼請每位同學來共同為提升嘉義大學而努力。 

民雄校區同學的特色除和所學的有所相關外，相當重視環境清潔及禮貌，懂事和格外的貼心是最大

的特色；然較不足之處，信心方面、勇氣與外在的應對能力需再加強。再者，應利用大學四年多加充實

拓展，網路社交、線上遊戲等勿過於沉迷，應用於更有意義的事，如資料的查詢及撰寫等，多多利用網

路的方便性與快速性。 

最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近日提出對大學生的期許，其中之一即是生活技能的加強，希望同

學們能共同努力的為畢業後做打算，學校也會盡最大的努力培育人才，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來提升嘉大同

學的競爭力。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及業務宣導（附件一，第 10-26 頁） 

 

一、 教務長: 

         註冊組學習成效預警包括發放缺曠課，教務處重視學生的出席率會適時提醒同學。關於輔系

雙主修課程的計畫，同學可利用空檔修輔系，教務處同時規劃微學程課程，主要提供於外系的同學，



此 16 個學分主要是將一些重要的學科整理起來，讓外系的同學知曉如何修讀，提供同學拓展不同

領域的學習。另外，資料中並有雙主修及轉系等說明，較重要是畢業資格審查，請同學務必於畢業

前檢視其學分數。 

        再者，教學卓越計畫的內容因應學校的系統，多集中於上學期執行，包括學習歷程檔案及同儕

學習社群計畫等，特別針對同儕學習計畫，同學們可組成讀書會，發揮同儕影響力以強化學習之成

效。此外，今年的教學卓越計畫預計以 60 萬元建造一間智慧型教室，人文藝術學院可規劃空間來

設置。D 主軸計畫包括就業、大一大二服務學習、大三大四校外見習等，每個系於校外見習可補助

2 萬元。 

       最後，教育部公布 100 學年度的學雜費收費標準，預計學雜費將會調漲，如需調漲教務處將會

舉辦公聽會或是另備副案，讓嘉大的學雜費至少比照一般的國立大學的收費標準。 

 

二、總務長:  

      

   如有發現校園內有需要整理的部分，可撥打校內分機 1312，總務處會盡力去改善，讓校園更加

的美麗。因近來水電調漲希望藉由同學們的力量來做到節能減碳的部分。體育室將會在暑假期間把

運動場及排球場做整修的動作。 

       再者，關於校園流浪狗的部分已有一些措施實施，也請流浪狗收容所的單位做為處理，希望同

學們盡量不要餵食流浪狗，以維持校園的環境。 

 

三、學務長:  

       

    學務處這學期有兩項重大的活動，第一項是 4 月 25 日的嘉大職涯日，當天大三大四停課一日，

歡迎同學至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參加。現場將有關於面試所需之禮儀或履歷表，此活動對未來進

入職場有極大助益，歡迎大家一同參與嘉大職涯日。 

         再者，關於 6 月 9 日之畢業典禮，所有的相關活動目前正在積極規劃中，細節的部分也會儘

快的向大家報告，期間希望同學們可以和學務處做雙向的溝通及意見的表達，將盡量達成同學的意

見，畢竟畢業典禮對同學來說是人生中重要的大事。 

 

參、宣讀上次座談會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 

    決定：洽悉，同意備查。（附件二，第 27-38 頁） 

 

 

 

 

 



 

肆、建議事項與答覆情形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 

（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視覺藝

術系二

年級 

班代 

顏卉池 

樂育堂重訓室有些器材已損

壞，同學要去做復健或訓練

因器材損壞都不能使用，希

望學校可以更新。 

體育室 

吳昶潤 

組長 

新的跑步機及腳踏車機將於 4 月中進駐，希望

同學們確實瞭解使用方法，共同愛惜維護重訓

室所有器材。 

 

輔導與

諮商學

系二年

級班代

黃峻凱 

1、 同學反映通識課程的核

心一直修不到,班上尚有同

學未選到文核、物核、社核

等課程，是否學校能加開

文、物核之通識課。 

通識 

中心 

陳淳斌 

主任 

 

上學期已進行校區課程調查,學校會儘量安排

足夠的核心課程提供同學修習，在排課方面，

由於無法精確計算確實的排課量，將繼續改進

並於本學期調查各校區同學下學期選課之需求

並提供足夠的課量讓同學修習，亦歡迎同學寫

mail至通識中心提供意見。 

2、 有關系上送舊的活動，

民雄校區中雨備場地僅樂育

堂和大學館，但目前樂育堂

無提供給予外系借用，是否

能提供給外系使用。 

 

體育室 

吳昶潤 

組長 

 

樂育堂的場館是以體育、休閒活動為主，類似

餐會活動（食物、飲料等）禁止借用。 

學 生 議

會 議 長

黃秉盛 

1、 音樂性社團大樓飲水機

更換一事，請校方協助儘速

添購飲水機並更換以保障學

生權益。 

總務處 

劉啟東 

總務長 

近日擬增購 20部飲水機,會再與環安中心確認

進度。 

環安 

中心 

將民雄校區列為優先更換對象。 

2、 樂育堂室內場所的借用

是否可開放給全校各系使

用。 

校長 

 

樂育堂主要以體育活動為主，空間的規劃應以

功能來規劃定位，以符合其存在於校園內活動

空間之價值。 

吳煥烘 

副校長 

樂育堂的設計用途為多功能場所，除優先安排

給上課和校隊練習時間，安排尚可使用的時

間，供學生使用，才能達到建置目的。 

體育室 

吳昶潤組長 

樂育堂借用辦法可參照網路公告，場地使用以

教學與運動代表隊組訓為主，其餘開放時間均

提供體育運動相關自由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的興建停滯許

久，盼請學校能夠給予足夠

經費興建學生活動中心。  

校長 

 

確實已做出規劃，但由於當時建築原物料價格

上漲甚鉅，經各方面的考量後，決定將此工程

暫緩。至今經費問題依然存在，如何爭取經費

及開源節流將經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但目前

可針對現有的空間進行規劃調整。 

 

吳煥烘 

副校長 

關於活動中心預定，由於經費延誤，暫緩不進

行，雖然是新校長的上任，雖有土地然囿於沒

有足夠經費，所以無法答應建置，目前針對 

現有的空間使用進行調整，雙方面進行商討。 

3、 根據昨天至今天的調

查，目前已經有七百五十二

人明確的表示這個想法提出

校長 

 

嘉義大學有一特色為校區的分散，為求團結的

精神，期盼能共同舉辦，嘉義大學具各式各樣

的科系，這是我們學校的優勢。 



太過突然。同學們普遍認為

學校提出畢業典禮改至蘭潭

舉辦一事的時間點，距離畢

業典禮的時間太短，如果現

在就決定要改在蘭潭舉辦是

一個太倉促的決定。 

根據畢聯會內部調查的結

果，大四同學只有五個人同

意去蘭潭辦理畢業典禮。 

同學們意願不高的原因有以

下幾點: 

 同學們普遍認為提出的

時間過於倉促，讓同學

感覺沒有經過充分的討

論。 

 而且對於今年民雄畢業

生來說，四年以來的喜

怒哀樂生活環境皆在民

雄，理所當然的同學們

想要再大學最後一階

段，完美的在民雄校區

畫下句點。 

 就目前活動草案來說，

學校目前的規劃同學們

認為還需要經過充分的

溝通討論，得到一個共

識之後讓雙方都能接

受。 

因此認為學校或許可以: 

(1)、暫緩畢業典禮在蘭潭舉

辦的籌備，仍舊按照先前的

辦法辦理。 

(2)、認同學校想要透過畢業

典禮展現出嘉大團結，但爾

後若相關重大的改變能事先

召開說明會讓更多同學參與

討論，致使學校和學生達成

共識。 

  學務處 針對畢業典禮，於 3/28(星期三)畢業典禮說明

會提出以下兩個草案: 

方案一：三校區視訊轉播，授證代表及受獎者

集中於主場館頒授。 

方案二：三校區視訊轉播，授證代表及受獎者

分別於各場館頒授。 

學校於 4 月 10 日辦理更詳細的票選規則協商

會，同學可傳遞訊息給每一個人，透過投票表

達自己的意見，希望能為嘉大學生舉辦屬於畢

業生的畢業典禮。 

 



體育系

三年 

甲班 

張哲瑋 

(體育系

學會會

長) 

由於運動器材毀損率高，有

很多學生反應器材修復時間

過長，體育室礙於經費不足

無法立即解決，希望校方能

夠將原本的經費提高，以便

解決問題。 

體育室 

吳昶潤 

組長 

 

鐵道旁籃排球場維修經費已核撥，將於 7月初

進行場地及圍網整修。投幣機已聯絡廠商維修

中，其他器材設備也在維修採購中，同學們如

發現任何問題，可逕至體育室反應，在經費許

可範圍內盡速改進，也期望大家共同維護場地

器材設備以及場地的整潔。 

史地系 

二年甲

班 

阮詠翰 

校門口的交通:從這學期開

始，校門口有交通管制柵

欄，常造成視野死角，導致

危險，是否可請校方改善。 

總務處 

劉啟東 

總務長 

 

校門口進出之交通動線將再評估是否可改善人

車分離之措施，目前上、下課之時段，駐警隊

將協助道路指揮工作，以維護安全。 

通識核心問題:雖有文核的

課程，但多為本系老師所開

設，使得本系多數學生無法

選到文核的課程。 

通識 

中心 

陳淳斌 

主任 

 

民雄校區的文核課程中，多由史地系老師支援

開課，以致使史地系同學修課學分不受承認，

下學期將多加開文學鑑賞與藝術鑑賞等課程，

以滿足同學修課需求。 

 

人文館在上課時，工人修剪

草木聲音吵雜，影響上課品

質，可否請校方調整修剪時

間。 

總務處 

劉啟東 

總務長 

 

關於修剪草木時間如不當，如影響到上課學

習，總務處會請清掃人員避免上課時段清掃或

修剪樹木。已告知外勤同仁，避免於上課時間

清掃。 

史地系 

三年甲

班 

鄭鈺憓 

連續兩年本系皆反應「 人文

館沒有無線網路」的問題，

此問題對本系教學品質影響

不小，是否請校方盡快改

善。 

 

電算 

中心 

去年已更換人文館、民雄行政大樓的老舊網路

設備，並建置初教館之無線網路，已無經費再

設置人文館的無線網路。 

各校區皆有要求加布無線網路的需求，然囿於

經費有限及各校區均衡發展，待有經費會將各

校區逐棟更換老舊設備及加布無線網路。學校

無法立即滿足所有需求，會撙節經費持續建置

有線、無線網路及改善其品質。 

轉達所學會提案-希望學校

能恢復 1 萬元的研究生公讀

金限制，現在 5000元對許多

研究生來說經濟上及生活上

較為不足，是否可請校方恢

復。 

教務處 一. 本校研究生助學金預算編列，係以該所研

究生人數每月 1,500元，每學期四個月之

標準，撥付給各系所運用。而研究生每個

月工讀金額以 5,000元為上限，係基於有

需求的同學都可以申請的考量。 

二. 原規定發放金額限制為 10,000元係為工讀

助學金及教學助理工讀金合併計算，且撥

付各系所的金額基準較高，現教學助理已

與工讀金個別辦理，斟酌降研究生每月工

讀金的上限，以符更多同學的需求。 



外語系

系學會

會長 

蔡昕妤 

過去系上活動都可以借用樂

育堂，但卻因體育室的行政

小姐之刁難，便就沒有外

借。希望體育室可以多以學

生的權益為主，盼可改善。 

校長 

 

同學可藉由不同體制的管道來解決困難，學校

會協助同學解決問題。 

副校長 

 

同學可藉不同管道來解決問題與溝通，同學如

有困難亦可向上請求，。 

體育室 體育室設有行政主任與組長以及職員、單一方

面溝通如有困難，可尋求其他相關人員協助，

目前業務負責組長為體育系吳昶潤老師（分機

3027）。 

外語系

四年甲

班黃筠

萍(宿舍

舍長) 

1、謝謝總務處協助處理狗狗

的問題。 
民雄 

總務組 

3/5由環安中心通知環保局，翌日由民雄鄉公所

清潔隊到校捕捉 1隻流浪狗。其後陸續由本組

商請校內愛狗同學協助捕捉，分別於 3/23日送

3隻至中華護生協會梅山護生園區安置，4/2再

送 2隻前往該園區。總計送出流浪犬共 6隻。 

2、經費可否優先處理學生活

動中心並增設籃球場以提供

給學生使用。 

 

學務處 囿於無足夠經費，目前學校暫時無法建置，將

現有的空間使用進行調整，商討如何進行調整。 

體育室 將積極溝通爭取鐵道旁草皮增設體育運動相關

場地。 

3、關於中文系原列出微學程

如說唱藝術、台灣戲曲、傳

統曲藝是否要確實開設。 

中文系 1. 因配合學校開課限制，部分專業選修無法開

出。 

2. 協調教師開課時，多開設微學程相關課程。 

外國語

言學系

應外組 

三年 

甲班 

蔡昕妤 

1. 1.通識課程中核心課程希望

可廢除。擔憂學生不修通識

而設法讓學生不得不修通識

是本末倒置。 

通識 

中心 

陳淳斌 

主任 

 

通識核心課程由通識課程委員會決定，主要是

提供同學在五大領域中，可以學習各領域重要

的核心課程及基礎科目，與強迫與否應無關聯

性。 

2、 希望可開放 1.5 倍開課

比限制，學生目前沒課可

修，必修選修一直被刪減，

導致不能享有足夠之資源。 

教務處 本案已由人文藝術學院提至 101年 4月 17日教

務會議討論。 

3、外語系可否多增聘外籍老

師，目前外語系僅有一位外

籍老師，其他大多隸屬於語

言中心。 

外語系 根據師生比之計算，本系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師

生比例，故目前針對增聘老師較困難，將與學

校再持續溝通，希望有機會增聘外語系迫切需

要之外籍師資。現階段僅能尋求語言中心之外

籍老師支援本系部分課程。 

 



4、宿網品質不佳，盼請能夠 

進行改善。 

 

電算 

中心 

請同學提供更明確的資料，以便追查處理；或

當下立即通知各棟的宿網工讀生檢修，如不能

解決可轉交電算中心處理。 

電算中心會持續改善宿網的設備及品質，但依

規定必需限制流量及 P2P，因此會造成一些使用

上的不便，但此非宿網品質問題，請同學體諒。 

宿舍 宿舍針對宿網，僅有能力做簡易故障排除，整

體宿網的上網速度或經常無故斷線的情形，將

會依同學們的反映，請求電算中心協助處理。 

數位系

系學會

會長 

林季瑩 

 

由於人文藝術學院及師範學

院系隊多，且運動場地很

少，希望可恢復先前採預借

的方式，減少系與系的紛

爭。 

校長 

 

 

詳列包括一次僅能填寫幾天、活動須幾日前提

申請、參與活動人數等規範，以減少問題的紛

爭。 

體育室 

吳昶潤組長 

 

 

採預借的方式可能造成有些人填寫一整個學

期，目前建議以協調的方式來改善，晚間 7 點

30分至 9點 30分開放時間，各系可先互相協調

分配，體育室亦可協助同學們溝通協調。 

教育系

三年甲

班 

侯谷霖

(系學會

會長) 

游泳池的收費問題，是否經

費足夠的情況下，游泳池可

以負擔這部分的收費，又或

者可以用些配套措施來減少

負擔。 

游泳池收費案 

一.原因 

有鑒於台灣為海島國家，四 

面環海，因此游泳技能十分 

重要，而在本校區要游泳，

一次要 50元，對於要長期練

習游泳的學生經濟負擔較

大。 

二.解決方案 

1.全部免費:想練習的人就

可以免費去練習，但礙於經

費可行性低 

2.部分免費:發給「還不會游

泳但想練」的人一張免費通

行證，可免費進出游泳(夏季

5~9月)。 

校長 

 

因游泳時需有救生員，繫於安危的問題，讓學

校泳隊具救生證的學生擔任救生員，部分的費

用為支付工讀費用，全面免費較不可行。可採

用其他配套措施，例如某時段費用較低等或獎

勵措施來減少負擔。 

體育室 

吳昶潤組長 

標準 50公尺的游泳池開放，無論下水與否，皆

需要三位救生員，故全面免費較不可行，建議

藉由大一的 T.A 進行協助教學，並於系務會議

中提出此建議。 

教育系 

三年 

甲班 

以往評鑑多由校內評鑑優等

社團代表學校參賽，是否參

賽時多派其他社團參賽，讓

學務處 

劉玉雯 

學務長 

這方面會提供其他社團有機會參加，希望可以

輔導其他社團成長參與比賽。 



李易儒 

(課輔社

社長) 

其他社團有成長及進步的空

間，優等社團亦可進行協

助，讓社團之間可以多交流

評鑑時的經驗，是否能安排

於初評，多給予其他社團接

受老師指導。 

 

民雄學務組 

吳光名組長 

由於比賽必須推最優秀社團為優先，故參賽的

社團亦需為校內評鑑中榮獲優等。期初、期末

社團座談會讓優等的社團與其他社團分享，並

舉辦社團評鑑的相關講座，讓社團能夠對於評

鑑資料更加了解，更希望社團同學能夠齊心努

力來提升。 

慈光社

社長 

羅婉寧 

 

由於上學期社團評鑑未決定

參與全國社評的社團，故寒

假期間辦理一次校內初評，

導致社團成員犧牲了寒假大

部分時間，且參與評鑑的優

等社團得在短時間內準備好

資料，時間相當緊迫。聽說

彰雲嘉社評可能須校內初

評，但同時間期中考和社團

活動，考慮社團幹部的活動

承載量，能否取消此次校內

初評。 

民雄學務組 

吳光名組長 

上學期社團的評鑑結果已於評鑑兩個禮拜後就

公布，寒假初評的安排是為了選出全國社團評

鑑跟彰雲嘉社團評鑑的代表，並藉由校外老師

指導協助獲獎，關於再次校內初評的傳聞，請

放心，將由貴社參加彰雲嘉社團評鑑。 

 

伍、散會(15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