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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與學生座談會 

會議資料 

 
 

 

 

 

 

會議日期：105 年 10 月 17 日 

會議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承辦單位：軍訓室、學生會 

 



 
 

會議議程 

時間 行程 主持/報告人 

11：00~11：15 報到入場 承辦單位 

11：15~11：20 一、主席致詞及介紹與會主管 主席 

11：20~11：30 
二、上次(105.5.23)座談會提問及最

新執行情形 
承辦單位 

11：30~11：40 三、本次會議同學提問及解答 承辦單位 

11：40~12：10 四、自由提問 主席 

12：10~12：15 五、主席結語 主席 

12：15 散會  

 

 

注意事項 敬請配合 

一、請將您的手機轉成震動或關機，以免影響會議進行。 

二、為保障與會同學發言權利，每位提問人每次提問時間以 3 分鐘為限，至多發言

2 次。 

三、若您未及發言，請將您的寶貴意見書寫於發言單上，會後交予工作人員或

e-mail 給承辦人(z10508048@email.ncku.edu.tw)，以利後續我們為您記錄及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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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暨介紹與會主管： 

 

貳、上次(105.5.23)座談會提問及最新執行情形： 

104 學年第 2 學期「校長與學生座談會」學生建議事項分辦表 

提問人/發言 業管單位/執行情形 
管制

狀況 

 土木系黃耀玄同學： 

身為一個大一新鮮人，經過將近

一年的摸索，對於成大多元的海外進

修機會進行觀察，發現如下：1.各處

室都有各自的海外學習機會。2.各社

團友都有著各自的機會。但是如此多

元的機會卻因關係壁壘分明，造成學

生們無法一次性的綜合比較，蒐集資

訊的成本極高，無法有效率地為自己

的生涯做規劃。 

為解決這樣的問題，所以主動拜

訪相關處室，進一步去了解各處室工

作的內容以及提供的機會，發現處室

是於多頭馬車的情況下，大家對於

「整合」都深表贊同，卻沒有一個人

願意站出來統籌這件事情，因此我希

望校長可以主動站出來建立這個提

案的明確負責人(相關處室:國際事

務處國合組、國際學生事務組、學生

事務處生涯發展組)，並和技術端的

計網中心開始規劃這方面的時間

軸，另一方面，加入相關社團的幹部

一起來討論「我們想要的到底是什

麼」。 

這個整合平台希望可以在 7月

就產生出第一版的網站架構，在 8

月進行修正，9月正式上架，讓 105

 國際事務處： 

1.分別在 105 年 5月 26 日、5 月

31 日、6 月 1 日、6 月 2 日、6

月 7 日與相關單位分別討論及

收集建置多元資訊平台之意見

與可行性，詳情請見附件一。 

2.目前學生團隊針對學生需求端

進行問卷發放及校內現有資訊

平台調查，收集資料後可進行

平台規劃作業(前台、後台、及

行政端資源整合作業) 

(開拓期 phase 1) 

105.09.09後續辦理情形： 

1.經持續與提案學生黃同學討論

(截至 105年 9月 10日止)，現

階段將校內主網頁執行，由國

際事務處網頁、臉書粉絲頁、

及本校主網頁公布欄多管道向

校內同學廣宣海外活動資訊。

請各單位業務若有任何海外交

流活動請務必張貼至本校公佈

欄「出國資訊」區塊以俾學生

查詢，相關單位亦請週知學生

查詢方式。 

http://isad.oia.ncku.edu.tw/

files/14-1381-158295,r11-1.p

hp?Lang=en (成大主網頁公布欄) 

 

http://isad.oia.ncku.edu.tw/files/14-1381-158295,r11-1.php?Lang=en
http://isad.oia.ncku.edu.tw/files/14-1381-158295,r11-1.php?Lang=en
http://isad.oia.ncku.edu.tw/files/14-1381-158295,r11-1.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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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入學的新生率先使用海外經

驗機會整合平台。 

在網站維護的部分，AIESEC很

願意一起加入這樣的工作!也很歡迎

其他學生相關組織一同參與，希望不

久成大就可以看到改變! 

http://oia.ncku.edu.tw/bin/h

ome.php (國際處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gro

ups/563373407165579/?ref=boo

kmarks NCKU-GCC-海外體驗資訊

平台(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GCC

-%E5%9C%8B%E9%9A%9B%E7%AB%B6

%E5%90%88%E5%8A%9B%E4%B8%AD%

E5%BF%83-Global-Forum-106809

9666574362/ GCC-國際競合力中

心-Global Forum 

 

2.提案學生黃同學表示，明年卸

任 AIESEC幹部職位後，該學生

團隊繼續研發海外活動平臺，

希望未來能達成理想完成平

臺。 

 光電系廖宇祥同學： 

理學院周邊機車停車空間不足，建請

學校協調市政府於勝利路人行道劃

設機車停車區域。 

 總務處： 

已於 105年 5月 31日邀集市府相

關單位會勘本校周遭人行道，討

論劃設機車停車格位事宜。因涉

及都市計畫，將先請都市發展局

確認後，再與交通局、工務局做

後續規劃。 

105.09.09日後續情形管制回覆： 

1.於 105 年 6 月 3 日行文臺南都

發局確認，本校周遭人行道目前

已未在「台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

示範計畫」執行範圍內，並再與

交通局多次溝通、協商、努力下，

於 105年 7.14日於勝利路人行道

適當位置劃設機車停車格，可提

供約 450 格停車位，請同學善加

 

http://oia.ncku.edu.tw/bin/home.php
http://oia.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63373407165579/?ref=bookmark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63373407165579/?ref=bookmark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63373407165579/?ref=bookmarks
https://www.facebook.com/GCC-%E5%9C%8B%E9%9A%9B%E7%AB%B6%E5%90%88%E5%8A%9B%E4%B8%AD%E5%BF%83-Global-Forum-1068099666574362/
https://www.facebook.com/GCC-%E5%9C%8B%E9%9A%9B%E7%AB%B6%E5%90%88%E5%8A%9B%E4%B8%AD%E5%BF%83-Global-Forum-1068099666574362/
https://www.facebook.com/GCC-%E5%9C%8B%E9%9A%9B%E7%AB%B6%E5%90%88%E5%8A%9B%E4%B8%AD%E5%BF%83-Global-Forum-1068099666574362/
https://www.facebook.com/GCC-%E5%9C%8B%E9%9A%9B%E7%AB%B6%E5%90%88%E5%8A%9B%E4%B8%AD%E5%BF%83-Global-Forum-1068099666574362/
https://www.facebook.com/GCC-%E5%9C%8B%E9%9A%9B%E7%AB%B6%E5%90%88%E5%8A%9B%E4%B8%AD%E5%BF%83-Global-Forum-106809966657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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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並請勿於人行道違規停

車，以免遭受拖吊。 

2.俟理學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完工之後可提供 738 格之機車停

車格位 

 光電系廖宇祥同學： 

本校無線網路的區域範圍及連線品

質不佳，造成同學無法在很順暢的環

境下使用網路，建議提高校園 Wi-Fi

的覆蓋率及通連品質。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本校幅員廣闊，校園無線網路

建置範圍由本中心主要負責校

園內公共空間，各系所區域則

由該單位負責建置，以分區負

責方式提高本校覆蓋率。使用

者若發現有訊號不足或不良之

區域，若非校園內公共空間，

建議請直接向該區域所屬單位

反應。 

2.本校無線網路存取點(AP)，多

數僅支援舊版網路協定。為因

應新版網路協定之普及，已規

劃逐步汰換 AP相關設備。惟所

需經費龐大，將優先以重點區

域進行汰換，以改善連通品質。 

 

 建築所岑宛珊同學： 

宿舍的公共廁所清潔部分有問題。晚

上要睡覺的時候，廁所的味道會飄進

房間，這樣的情況，影響睡眠的品

質。 

 住宿服務組： 

已督促清潔公司加強清潔工作，

並請宿舍管理員加強巡視衛浴清

潔情形，現況已獲改善。 

 

 藥學系劉宜庭同學： 

K館施工產生噪音，平日白天施工的

時候，對於上課的同學比較沒有影

響，但是假日白天施工時，則影響勝

利校區居民的住宿品質。 

 總務處： 

本處(營繕組)於 105 年 5 月 5 日

會同住服組、成大會館等相關單

位，討論噪音工項施工時段，並

要求廠商勿在例假日進行有噪音

之敲除作業。 

同學所指噪音，係於週一至週五

進行敲除作業，未能及時清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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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廢棄物，利用例假日清理，

該廢棄物經由垃圾管道間清運，

所產生碰撞的聲音。營繕組已於

105 年 5 月 19 日責成廠商勿在例

假日進行清運敲除廢棄物作業。 

舊總圖施工廠商依約於本年10月

1日竣工完成。 

 政治系魏宏旭同學： 

淋浴間蓮蓬頭和水管破損，希望敬一

舍宿委、住服組能全面檢查，修理或

更換。 

 住宿服務組： 

已通知管理員前往修繕，並請管

理員安排時間逐層進行全面檢

視。 

 

 政治系魏宏旭同學： 

總圖書館和醫圖討論室有提供白板

和白板筆，但多數白板筆已經沒水，

希望圖書館能盡快更換。 

 圖書館： 

將定期更換討論室的白板筆，若

有白板筆無法使用之情形，請至

總圖 1 樓流通櫃台或醫圖 1 樓服

務台領用。 

 

 生科系陳咿辰同學： 

本校大四學生每學期必須修至少 9

個學分，即使在大四前已經修完畢業

學分仍舊如此。但以台大來說，如果

大四前已經修完畢業學分，即可申請

只要有修課便可，不被學分下限所限

制。如此，便可以在大四全力衝刺出

國事宜，或是到企業實習，甚至可以

整天埋首實驗室做研究，但若受限於

9學分的下限，能把所有課程排在同

一天的機率微乎其微，5天的上班日

至少有 2天必須受學校的課程限

制，更遑論期中、期末考。建議學校

建立制度，讓學生提供證明如校外實

習申請不用在大四修至少 9學分。 

 教務處： 

1.依本校學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規定略以：情況特殊

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

受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至

少應修習一個科目。 

2.復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學

生若因輔系、雙主修、教育學

程或其他特殊情況，經系主任

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可者，得於

當學期超修或減修學分。超修

或減修學分至多以三科或六學

分為限，但至少應修習一個科

目。 

3.依上，學生如因特殊需求，可

申請超減修學分，不受應修學

分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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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次會議提問及解答： 

一、光電系徐晨鈞同學： 

（一）學生目前居住於學校宿舍-光復一舍。約略兩個禮拜前，學生衣物於光一舍公

用晒衣場遭偷取，損失財物依購入時金額估算，估計達新台幣六千餘元。宿舍

偷竊衣物除發生在學生身上外，時常耳聞其他同學於宿舍衣物亦經常遭偷取，

身邊同學受害者亦不計其數。 

此外，更於今日十月三日晚間，光一舍廣播要求學生應於同學離開房間無論時

間有多麼短暫應鎖住房門以保護自身財產安全。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管理宿舍

人員亦要求學生上廁所前亦要記得鎖門。學生想提醒老師的是，宿舍竊盜之事

是否已達氾濫之事態，慣竊(無論竊盜之人是否是校內亦或校外人士)發覺宿舍

偷竊不會被發現而一再犯行。自衣服遭偷取，學生我發信學生事務處-住宿服

務組反映問題；其中學生建議既偷竊事件頻傳，為何不全面加裝監視器以維全

體學生權益?得到三點回應使全面加裝監視器近乎不太可能: 

「(1.)假設大家都可以為了杜絕盜賊而不顧自己的隱私，宿舍方面會非常樂見。

只要經費許可，我們甚至可以盡可能地加裝監視器（之前有預估過，整個光

一舍要裝到滴水不漏可能要破 100支），但...各位居民除了在寢室內部外，

你們的行蹤將無所遁形；(2.)再者，宿舍是自治的，加裝監視器是需要全棟

居民投票通過的大事，以往也有過幾次的投票，都沒有達通過的門檻；(3.)

由於住宿經費是自治的，所有工程預算都已排定，如要加裝那麼多支監視器，

將需要幾百萬龐大的經費，而這筆經費將由調整住宿費去分攤（例如：光二

舍的整修案、勝八舍裝全棟監視器案均是如此），勢必要全居民投票，當然，

也不一定能通過。」(截自住宿服務組回信) 

然而，學生想和學務長一起討論的是，偷竊事件頻傳，全面加裝監視器是否已

是必要之事態?經費方面是否可以藉由二種方式解決，藉由完整計畫向未來住

宿生均分加裝監視器之費用，亦或是學校方面編列預算協助監視器全面加裝之

建置? 

※承辦單位答覆：學務處住服組 

光一舍擬於十月份召開舍務會議時討論，近期也會請廠商做監視器的評估，包含

監視器架設的位置、數量、所需經費以及住宿費調漲之金額。若光一舍現有居民

的半數投票通過，住服組就會提到相關會議討論， 並著手進行安裝的行政程序。 

（二）自學校講起，國立成功大學貴為全國頂尖大學之一，更有著「南霸天」之美

名。然而，界逢 K書中心整修之際，於周六日之時，成功大學總圖書館卻連

個溫習讀書的位子都找不到!老師可能會有疑問，或許系館會有專門的自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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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同學何不使用?事實是，舉例電機系及航太系於六日時段皆有開放自習教室

供學生讀書，然而卻僅限於其本系學生，其餘學生無法使用。 

學生想與學務長討論的是，未來可否開放更多自修空間供學生自習之用?學校

自習教室之資源可否整合，變而開放全體成功大學學生使用? 

※承辦單位答覆：圖書館 

圖書館的閱覽席位，除了提供讀者自修外，還需同時提供利用圖書館館藏的讀者

使用，讀者多時即會出現座位不足的情形。目前圖書館僅能就圖書館空間提供服

務，確實如您提及的，對於同學們有自修空間需求的問題，需要校內各學院、系

所及相關單位，集思廣益並處理可運用的空間資源，以滿足同學們自修的需求。 

 

肆、自由提問：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