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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民雄校區 

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 

地點：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主席：艾校長群 

出席者：如簽到表 129 人                                  記錄:林育如 

壹、 主席致詞                                          

一、 副校長、各位主管和同學大家午安，每學期藉由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與同

學溝通，同學所提出的建議學校會盡快解決，去年將學生證與悠遊卡結合，

校園硬體設備陸續更新中。 

二、 今年是本校創校百年校慶，感謝學生社團參與百年校慶相關活動，師長也

提供許多建議，目前持續進行中。近日將與酷樂網簽約授權製作本校文創

商品，歡迎師長和同學提供作品設計相關建議。 

三、 同學到學校求學要重視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學習態度，利用學校的資源充

實自己，社團的經驗是在課堂上學習不到的，鼓勵多參與社團活動，學習

人際關係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藉由學習的過程進行自我探索，找到興趣並

培養專長，同時了解產業的趨勢，提早與產業接觸，未來在職場中有優秀

的表現，期許各位在校四年期間和畢業後都能有所進步。 

貳、 各單位工作報告及業務宣導(略)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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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數位學

習設計

與管理

學系二

甲王義

彬 

1. 首先感謝校長在上

次會議建議事項補

助系上汰換舊電

腦，教育館 404 教

室電腦螢幕過於老

舊，包含色衰、色

偏、接觸不良等，解

析度亦是 1366×768

等過時，不入流的

解析度，我們的手

機都有至少 HD 甚 

數位學習設

計與管理學

系 

王思齊老師: 

opensoft 和實際購買的

授權軟體還是有差異，

像是需要更多進階功

能，在教學上還是會有

影響，就學我知，大部分

的大學還是有購買授權

軟體，除了鄰近的中正

大學以外，其他學校是

否有購買授權軟體，購 

執行情形同答覆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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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至 FHD 了，創意樓

的螢幕規格亦比較

好，學生長時間盯

著不良的螢幕會加

深近視，降低工作

效率等，想問未來

學校或數位系是否

有機會添購一批新

的螢幕? 

 買的經費這個部分是不

是學校可以考量一下。

朱彩馨主任 :關於同學

的這個問題，系上很感

謝學校給予經費協助淘

汰一半的電腦 22 台。那

因為這間電腦教室總共

有 54 台電腦，所以有一

半已經年代久遠，感謝

校長特別撥經費淘汰電

腦，另外系上也陸續做

一些設備的更新，但是

因為系所的經費確實是

有限，我們在暑假期間，

已經把其中 20 幾台電

腦的容量增加到 16G，

另外剩下的是無法增加

容量和無法更新的電

腦。系所的資源投入在

電腦主機設備更新已經

大概花了二、三十萬元

左右，所以在螢幕上來

看，目前雖然解析度比

較差，但是在目前系所

的經費有限情況下，螢

幕的品質應該算是比較

廣的，系上之後如果有

爭取到學校的經費，才

會把螢幕排上汰換時程

中。 

 

2. 學校無授權軟體: 

大部分大專院校都

有「校園授權軟體」

(即微軟的 windows

和 office)，但嘉義

大學沒有，這樣讓

學生要多花不少費

用在購買這些軟體 

電算中心 關於授權軟體，每年同

學都會提出這個問題。

學校每年會召開計算機

諮詢委員會，由委員決

定接下來這個年度是否

要採購校園授權軟體。

之前因為鄰近的中正大

學也沒有購買學生的授 

執行情形同答覆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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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想請問未來學校

是否有可能添購這

項服務? 

 權軟體，所以計算機諮

詢委員會決議不繼續購

買授權軟體，除了這個

原因，同學一般在購買

電腦時，就會附有微軟

的作業系統和 office

軟體，因此，計算機諮

詢委員會決議不繼續購

買授權軟體。 

 

外國語

言學系

應用外

語組三

甲班代

謝遠山 

有關民雄校區校門口

ATM 旁樓梯之照明狀

況: 

在民雄校區校門口旁

有一座樓梯，該樓梯在

夜間時非常的昏暗，並

且缺乏整修。該樓梯雖

然少人使用，卻仍然有

從火車站來的學生在

使用，並且該道路也是

唯一一條不會與車道

交會的道路，若是能改

善該樓梯，就也能增進

步行學生的安全。 

綜上所述，希望能對該

樓梯進行以下兩點的

改善: 

1. 增設照明設備，促

進夜間安全。 

2. 整修該樓梯，使步

行學生能有一條更

方便且安全的道

路。 

 

總務處 

民雄總務組 

總務處將現場勘查，增

設必要之照明，並整修

樓梯。 

已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完成該地點

之照明增設及樓

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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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幼兒教

育學系

四甲班

代廖雨

凌 

教育館側門這學期仍

無法刷卡進出，不清楚

是由系所還是學校處

理，希望能盡快修繕。 

幼兒教育學

系 

當日會議結束後，幼教

系主任與發言學生一同

至側門感應刷卡，已確

認修復。 

1. 當日會議結束

後，本系主任與

發言學生一同

至側門感應刷

卡，已確認修

復。 

2. 另 108 年 2 月

13 日測試新式

悠遊卡學生證，

教育館東西南

北四門，也確認

可刷卡進出。 

幼兒教

育學系

三甲黃

珮綺 

假日開放社辦以利學

生使用。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學期間社團聯誼中心開

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8:30 至 21:45。假日期

間因上社課或辦理社團

活動需要借用社團聯誼

中心，請於活動舉辦前 2

週送交活動申請表和企

劃書至學務組審核，並

至學務組登記借用教

室。 

同答覆內容。 

中國文

學系四

甲程明

真 

希望圖書館可以購買

「超星數字圖書館

(China Maxx)」，此資

料庫內容較全、較多，

利於學生資料獲取。 

圖書館 感謝程同學的建議。本

校已訂有 CEPS 中文電

子期刊服務系統、中國

知識庫、萬方數據知識

庫等 3 種資料庫，師生

使用狀況非常好。因受

限每年購置資源經費，

已無法再增購其他資料

庫，俟上述 3 種資料庫

使用狀況不佳時，再提

相關委員會討論是否更

換「超星數字圖書館

(China Maxx)」。 

107-1 學期本校

所訂華藝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

務系統、中國知

識庫、萬方數據

知識庫等 3 種資

料庫，師生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在本館購置資源

經 費 有 限 條 件

下，暫緩提案討

論，以免影響多

數使用者權益。 

若既有資料庫有

使用不佳情形產

生，本館將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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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執行情形 

   
 

提案圖委會討論

更換「超星數字

圖 書 館

(ChinaMaxx)」之

可行性。 

圖 書 館 補 充 答

覆:超星數字圖

書 館 (China 

Maxx)電子書，目

前已請購中。 

肆、 學生幹部建議與討論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外語系

應外組

一甲班

代吳承

信 

關於民雄校區基地台的建置

進度。 

總務處 

民雄總務組 

據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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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結果報告於 108 年 1

月 31 日經校長核可援例提 4 月 9

日召開之行政會議審議。 

特教系

二甲王

坤龍 

先前在舉辦融合運動會時，發

現設施的不足，且學生車禍

後，對行動不便的學生來說，

進出學餐有困難，能否設置學

餐的無障礙設施? 

總務處 

民雄總務組 
1. 總務處檢討民雄校區餐廳之無

障礙設施，陳報嘉義縣政府預定

增設無障礙坡道，經該府審議通

過。 

2. 總務處營繕組刻正委託建築師

事務所規劃設計中，預定於今年

度完成民雄校區餐廳無障礙坡

道之興建。 

教育系

三甲邱

子堯 

 

1. 鐵道旁球場，部分場地有

裂縫，對於同學的安全有

隱憂。 

2. 學校球場的燈，在下大雨

後，容易損壞，有時多次修

理後還是容易故障，影響

同學的權益，也對校內籃

盟比賽受到延誤。 

體育室 1. 鐵道旁籃球場地面裂縫問題，之

前已請廠商進行局部修繕，將嚴

重龜裂的裂縫填補完成，惟仍有

許多微細裂縫，經洽詢維修廠

商，如進行籃球場全面修繕，需

另籌措經費並發包，目前體育室

正積極籌措經費中。 



6 

 

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3. 籃網未定時更新。 

 

 2. 球場的燈，於大雨過後經常會有

雨水滲入燈具中，導致電燈不

亮，體育室也隨時叫修，倘整組

照明系統全部更新，需另籌措經

費支應，體育室將積極向學校爭

取經費更新。 

3. 籃球網均會定期更新，本周一

(3/11)籃網才全部更新過，惟更

新過的籃網，常發現隔天即被扯

下或破壞，請同學們互相勸導，

一起愛護公物。感謝同學們熱心

提供各場館修繕建議，體育室自

即日起將於網頁上公告目前規

劃修繕及需籌措經費修繕之運

動場館，各位同學如再發現各運

動場館需進行修繕，歡迎隨時向

體育室反映。 

教育系

四甲林

家敬 

社團活動經費申請，建議訂立

明確的費用申請項目，訂立明

確的項目價格上限與審核標

準。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1. 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三十二條，承辦或參加校內大型

活動、校際活動、全團性活動者，

得向學生會、課外組(學務組)或

向主辦機關申請經費補助。學生

會及課外組(學務組)補助比例

參考上學年度社團評鑑成績。社

團參加研討會及社團相關會議，

得向課外組(學務組)申請交通

費及報名費，課外組(學務組)視

情況酌予經費補助。 

2. 本校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第

九點獎勵活動補助費，特優

10,000 至 20,000 元，優等 5,000

至 10,000 元，不列等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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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姓名 

建議事項 答覆(辦理) 

單位 
答覆內容 

   活動經費。 

3. 社團辦理迎新茶會、送舊、慶生、

郊遊或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由

社費支應。 

伍、 主席結語 

感謝各位主管、師長及同學的參與，關於百年校慶相關建議歡迎提供給各

單位，同學有任何問題隨時向相關單位反映，祝福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陸、 散會(15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