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大學 103 學年度
校長與導師生互動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4:20 至 18:20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黃校長肇瑞

記錄：林美瑩

列席人員：王副校長學亮、陳副校長文生、連興隆教務長、陳學務長月端、李組長
幸財(代陳啓仁總務長) 、劉助理英賢(代陳啓仁主任)、施國際長明昌、
孫主任美蓮(體育室主任兼運競系主任)、楊主任鈞池、楊館長新章、林
組長政德、林組長季嬋、白院長秀華、廖院長義銘、陶院長幼慧、王院
長俊順、陳主任志文、謝主任志鵬、周主任伯翰、張主任志向、蘇主任
桓彥、梁主任明正、謝主任永堂、王教授明月、翁教授群儀、王教授清
棟、紀教授振清、李教授俊增、王教授恆隆、王教官美玲。
壹、主席致詞：
副校長、各位主管、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每一年這個時候，我們都
舉辦此一座談會，和各位同學面對面的交換意見，聽取各位同學的建言。對於我們
教育工作者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建設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每一位同學都
可以在快樂中學習。同學在過去一段時間裡，若有感覺到學校的硬體或軟體設備不
足，可以利用今天這個機會提出，我們非常樂意討論，並加以改進。
個人及每一位老師對各位同學都非常關心，今天學校的行政主管幾乎都到齊或
派員出席，在開始之前，先為各位介紹出席的行政主管同仁（略），各位同學日後
如有學習或生活上的問題或意見，隨時歡迎向本人或各行政主管同仁反應。謝謝大
家。
貳、提問與答覆：
提

問

內

容

1.(法律 104，學生會會長，許育仁)
各大停車場的監視器視角跟清晰度
嚴重不足，綜合大樓和西側最近有很
多失竊案件。

回覆人員
總務處李幸
財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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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覆

內

容

全校監視器目前有五百多支，早期的監視
器設備需做汰換與加強。還需要共同討論
哪些地方優先要做修繕。

人行道路面凹凸不平，間接造成人車
分道沒有辦法落實。

步道問題與照明問題，學校基於節能考
量，高燈(路燈)採跳盞亮方式，開燈時間

車棚有些地方會積水，同學在停車

則依使用需求而有不同，這部分今年度特
別編列經費做照明改善，高燈的部分目前
是全亮，下個月中旬之前在重要路口還會
改設 LED 路燈，路口改善完後，或許車道
上會改善。但在步道平整部分，由於涉及
較大範圍，又因學校早期是魚塭回填，若
全面性修改，路面高低落差現象只會減緩
不會就此停止，另一原因為行道樹樹根竄
起造成步道不平整，步道不平整問題僅能
逐年做改善。
車棚積水問題，去年開始機車車道擴建規

時，會有滑倒的情況。

劃，原本預計一起處理車棚擴建與車道改
善問題，但由於標案問題又面臨即將開
學，因此先改善車道部分，後續車棚將持
續進行改善。學二舍完工後，停車量勢必
不足，所以在學二舍之前做車棚改善工
程，不平整部分在經費允許範圍內，將會
進行改善。
路燈開啟時段，將在節能委員會上提出、
討論，接到同學反應，創建系、理學院同
學回家時間較晚，將考慮延長該學院附近

校園路燈開設時間不夠長，尤其是夜
跑的風氣越來越盛長， 大部分的路
燈在十二點就已經關了，對學生的安
全有非常大的疑慮。學校是開放性校
園，沒有圍牆，監視器也沒有非常充
足，至少光線照明這個基本設施，要
能維持。
2.(政法 107，A1032232，胡晉碩)
綜宿樓上有曬衣場，為什麼學宿頂樓
沒有開放？學宿有些陽台無法照到
陽光。
3. (法律 104，學生會會長，許育仁)
去年的座談會舉行方式沒有針對特
定課程、特定學生，是一個比較開放
的座談會，今年印象中大二以上同學
好像都沒有接到這個座談會的消
息，在場同學絕大部分是剛入學的大
一新生，對學校了解還沒有那麼

開燈時間。
黃肇瑞校長

不管監視器、步道、路燈，都跟經費相關，
但我們應以安全為第一考量，再依重點路
段等因素去完成改善。

學務處王美
玲組長

綜合宿舍只有窗戶、沒有陽台，所以頂樓
設置曬衣場；學宿有陽台，所以沒有設置
曬衣場。學宿陽台曬不到太陽的寢室，請
同學告知教官，再進行勘查、檢討。

黃肇瑞校長

有任何的問題或需求，歡迎同時隨時向行
政單位反應，不侷限於今天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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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以不像上次座談會有比較多
學長學姊提問，建議以後有這樣的場
合，學校宣傳應再多一些。
4.(政法 107，A1032221，張銘倫)
用課程設計來綁大一生坐在這裡，但
大一生對學校還不太了解，沒辦法讓
會議順利進行。

學務處王美
玲組長

以往辦理此座談會時是利用全校共同的空
堂時間(星期二 8、9 節)，今年因為有大學
入門的課程，因為此課程上課時間也是星
期二 8、9 節，故學務處與教務處協調，利
用大學入門的上課時間來辦此座談會，除
了大一學生參加能了解學校問題之外，我
們也通知二、三、四年級同學自由參加。
學務處已發兩次 E-mail 通知全校學生此
次座談會資訊，並公告於學校首頁、利用
海報與系辦等管道通知，學務處有許多訊
息除了網頁之外，會利用學校電子信箱發
送，希望同學常收學校信件，亦感謝學生
會若學校有舉辦活動，請學生會能多多幫
忙宣傳。

籃球場地狀況不佳，學校建議同學借
用風雨球場，但風雨球場數少、運動
學生多，風雨球場不夠用，希望學校
更進一步解決此問題、給學生一個更

黃肇瑞校長

好的體育活動環境。

網球場地狀況糟，若順利取得專案經費，
將可進行修繕。
關於排球場與籃球場，學校建校十五年，
戶外場地經風吹雨打，場地狀況差，目前
有風雨球場可以使用，重建戶外球場對校
方而言實是一筆龐大支出，因此籃球場及
排球場目前採取修補方式來整修場地。

體育室孫美
蓮主任

場地已使用十五年，確實破損不堪、狀況
連連，體育室也積極在修補，以場地收入
費進行修補，但修補費用高昂，若有足夠
經費，當然重新整修，但現在經費有限。
網球場修繕問題，待經費到位將鋪好網球
場。
開學時在籃球場做保護墊，但使用不久即
遭破壞，希望同學共同維護。
棒球場現由運競系整理得很好。

體育室林季
嬋組長

3

風雨球場難借問題，可能因為有社團使用
以及球場數少，又因為學校排球、籃球比
賽常用風雨球場為雨備場，若覺得風雨球

場難借，可再與體育室討論。

5.(政法 107，A1032204，張郡純)
學校水質，尤其溫水喝起來很像生
水，有點金屬味，希望學校可以再多
加改進。

宿舍地下室昏暗，一樓停腳踏車的位
置不夠，若校方希望學生將車停到地
下室，應將地下室昏暗問題加以改

環安衛中心
劉英賢助理

學校飲水機每月固定保養、每季檢測，檢
測報告都附在飲水機旁。若同學仍認為周
遭飲水機有問題，可直接向環安衛中心反
映，環安衛中心將帶同學實地檢查。

總務處李幸
財組長

學生宿舍腳踏車停放位置加上地下室停車
格應是足夠的，地下室有照明時間管制，
這部分將再與教官協調延長晚上開燈時

善。
6.(電機 105，A1015112，周俊廷)
最近學校 Wi-Fi 訊號有特別弱的現
象，像圖資三樓、工學院 B1、法學
院 1F，Wi-Fi 訊號都特別弱。

間，或是同學再建議總務處或教官適當的
關燈時間。
圖資館楊新
章館長

校方一直都在監測 Wi-Fi 訊號的強弱，這
三年逐步編列經費汰換學校 Wi-Fi，如果
在某些位置訊號是有問題的，請同學透過
任何管道向圖資館反應，圖資館可馬上進
行改善。由於涵蓋面較大，僅能保證在某
些較常用的地方可以經常去測試、訊號較
良好，至於同學提到，之前訊號比較好、
現在訊號比較差，這部份需再了解，但設
備已逐步更新，更新後訊號應較之前好，
是否某些位置訊號較差、有問題，請同學
會後告知圖資館哪些地方有問題，圖資館
將進行改善。
補充回覆：本校圖書資訊館、工學院、法
學院與綜合大樓之無線網路基地台為使用
超過 7 年之設備，在使用年限上屬於老舊
待汰換之設備。因此，近來常有當機無法
正常使用之情形。針對同學之問題，本館
除會對上述幾棟大樓之無線網路設備加強
巡檢的頻率外，更會積極向校方爭取經費
汰換老舊之無線網路設備，來滿足越來越
多的無線上網使用需求。

7.(政法 107，A1032221，張銘倫)
根據剛才體育室老師解釋，風雨球場
難借，我想大家都能體諒，若學校的
球場不做進一步改善，而只依賴風雨

體育室孫美
蓮主任
4

學校有運動場館借用辦法，晚上六點前球
場都是免費使用。球場使用優先順序上課
教學為第一優先，第二是辦理全校性活

球場，那麼風雨球場難借問題就會一
直存在，我們不能只依賴風雨球場。

動，第三是校隊，第四是運動社團，再來
是各學系，因為學校活動非常熱絡，導致
球場借用有些困難。
球場已使用十五年，確實常常一下雨就有
狀況，校長亦與體育室討論，所有球場若
有不適合的，需一併做整修，但礙於經費
問題，仍有球場修補的優先順序。
田徑場亦在建構中，明年一月即可完工，
故明年十五周年運動會我們將在最新的場
地上活動。

水質檢查報告沒問題是很正常的，當
水質在合格範圍內但在口感上卻有

環安衛中心
劉英賢助理

明顯異常，那就應該更進一步去看是
飲水機器或是管線等等問題，希望學
校給我們的是更進一步的說明，不是
一再給檢測報告。
上星期六(10/25)國民黨在我們學校
召開貨物貿易座談會，大部分學生是
在星期五透過網路社群上發文告知
這個座談會，最後被說成高大學生不
重視公共政策，這個攸關校譽，若學

應，並帶環安衛中心人員至現場處理。

學務處陳月
端學務長

學校舉辦的活動校方不一定都清楚，若校
方知道一定會協助宣傳。

陳文生副校
長

學校鼓勵學生辦理活動，但若涉及政黨活
動，校方須考慮行政中立之規範。政黨舉

校有接收到這類政府舉辦的的重大
公共政策議題說明會，學校應主動告
知、宣傳。

辦活動，讓社團自由發展比較適宜，學校
不便干涉。

8.(法律 107，A1032125，林妘珊)
學宿靠近木球場一側的道路品質特 總務處李幸
別差，紅磚道與馬路的高低差太大，
財組長
容易造成腳踏車耗損、人易摔倒，學
宿附近應為學生使用較頻繁的路
段，應特別改善。
9.(政法 107，A1032221，張銘倫)
學校麥克風品質差，辦活動講者發言
時常常出狀況，在觀感上不太好，對
講者也不尊重，即使總務處已事先測
試過，但仍經常出現故障問題，希望
學校改善。至少針對常辦活動的地
方，例如國際會議廳，優先改善麥克

各位同學對週遭的飲水機水質、口感上有
任何疑慮的話，隨時歡迎到環安衛中心反

總務處李幸
財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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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靠排球場一側確實因學二施工，
施工車輛常經過，因此該路段一再做修
補，最好的方式應待學二完工再鋪平，因
為現在鋪平，車輛再碾壓，之前的鋪平工
作即白費功夫。步道跟紅磚道高低落差的
部分會進行勘查，將再視情況做改善。
學校所有場館包括演講廳皆為總務處管
理，因為人力關係、設備老舊、有雜訊等
問題，會後將請總務處相關人員進行改善。
學校共九個可外借演講廳，同學或各單位
借用時，器材非專人使用，損耗率亦較高，
將再請相關人員做維護。

風情況。

10.(電機 107，A1035114，蔡佳璇)
本校通識課程比其它學校少，導致選
課上的困難。

會將國際會議廳列為優先改善。

通識教育中
心楊鈞池主
任

課程設計是以學校人數做估算，再折換每
學期須開多少門課。每學期皆會遇到學生
因上課人數限制或上課時間等因素導致學
生選不到熱門課程的問題，這方面校方也
協調老師於下一學期加開類似課程，供同
學選課。課程數量不至於不足，而是多數
學生選熱門課程，導致部分學生選不到該
課程。
目前以五十到六十人一班來計算開課數
量，將再視情況做動態調整，但此動態調
整必須以學期作為評估標準。

選課順序目前是高年級優先，導致大
一經常選不到課，但大一時間較多，
可選修較多通識課，等到高年級時再
專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希望學校
可以在這方面有所改善。

四年級或三年級同學為了滿足其學分數順
利畢業，因此有這樣的選課設計考量。盡
可能慢慢調整讓大一到大四選到課的機會
均等。

11.(電機 107，A1035104，陳聖文)
自來水其實是可以生飲的，但經過管
線的水是不適合生飲的。我對學校的
飲水機品質相當有信心，因為我曾經
看過相關人員更換濾心，不過學校的
水喝起來確實與一般飲用水相異，若
再接到學生反應，建議校方可檢查出
水口等其它項目。

圖資館楊新
章館長

聯繫管道問題，E-mail 目前仍是較正式的
管道，在發布消息時，主要還是透過
E-mail，其它社群軟體使用上不一定是完
全涵蓋學校學生，校內許多單位亦有粉絲
專頁，但也須學生主動加入、閱讀其資訊。

學校資訊傳達，目前主要是透過
E-mail 發布消息，我覺得通知資訊
的管道必須時時更新，學校可以嘗試

陳文生副校
長

同學建議多元聯繫管道，學校亦可朝此方
向努力，也可以透過學生會等以網絡或社
群網站宣傳。

開發社群網站上的通訊平台、拓展多
元管道發布訊息。

依照不同事件、不同方式去發布訊息，例
如電話、簡訊、E-mail，Facebook 等。

12.( 法 律 104 ， 大 學 入 門 助 教 ，
A1002149，洪百真)
大 學 入 門 對 大 一 新 生 進 入 大 學 生 教務處連興
活、未來的人生規劃有相當的幫助， 隆教務長
然而兩小時的課僅有一學分，將降低

目前大部分科系畢業總學分數並不高，很
多科系之專業課程要有更多時間學習，因
此壓縮到大學入門此類入門性課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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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選課意願，相當可惜！希望未來
可以調整為兩學分。

分數，所以目前僅為一學分課程。若學
生、老師或助教覺得這門課應更改學分
數，都可以提出討論，我們透過學校程序
彙整共識、修正與調整。謝謝同學選修這
門課程，希望匯集大家意見與建議，供日
後做課程規劃參考。

13.(政法 107，A1032248，范祐瑄)
學生宿舍樓梯間電燈早上亮、晚上不
亮，交誼廳假日沒人使用時卻關不掉
電燈。

總務處李幸
財組長

學生宿舍公共設施(含樓梯間與交誼廳)照
明都是中央控制，開關設定都是由總務處
配合教官管理需求做設定，故交誼廳開關
時間是固定的，樓梯間若發現早上亮、晚
上不亮，可能是設定系統有誤，可立即反
應，隨時進行調整。

參、主席結論：
非常謝謝每一位發言的同學，也非常謝謝各位主管對同學的提問做出具體的答
覆，今天大二以上的同學，可能是因為課程或活動的安排，沒有辦法參加座談會，
但同學對學校的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向學務、總務、教務等行政單位反應，各行
政單位對同學反應的問題也會儘快回應。再一次謝謝大家的參與。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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