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大學 104 學年度校長與導師生互動座談會－問題分辦執行表
提 問 內 容

104/10/28 當 場 答 覆 內 容

1.綜宿餐廳種類不多，只回答
35-60 元，沒解答到問題。(金管
107，A1033223，林毓修)

總務處蘇永銘組長：
有關於學校餐廳的這部分，這是保管組的業務，所以我
也不是很了解，回去再跟保管組討論並與廠商協調，多

業管
單位

總務處

104/12/11 後 續 處 理 情 形
與綜合餐廳廠商協商，請廠商增加菜色種
類。

增加供應一些東西，價格方面看可否再下降。
2.未來即將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想請問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進
入遴選校長委員會？學生代表是
否可進入？因為據調查全國約有
9.59%的遴選委員會是由學生參
與的，想請問本校的校長遴選委

黃肇瑞校長：
很多事情是站在教育的觀點，我認為有學生代表是很好
的！當然，名額的話有一定的辦法與比例；然而這個辦
法仍要經過一番討論。
人事室

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業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起，即請各推選單位推選候
選人進入選舉程序，已無法提案修改本校
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辦法並適用本
次第五任校長遴選。另本案業由校務會議
學生代表提案修正。

員會是否也能保障學生代表的參
與。(金管 106，學生會會長，洪
璿岳)
3.綜宿及工學院籃球場的籃球框
底座距離底線相當靠近，若有衝
撞恐有受傷之虞，希望能夠改
善。(西語 107，A1031102，江偉

體育室林季嬋組長：
之前體育室已有去做了解，因為場地純粹是設計在教學
部分，所以我們有去針對同學使用上的安全性是否需要
去做變更。然後我們參考這附近的學校，其實，這樣的

弘)

場地規劃是適合在教學上跟學生打球，所以未來後續也
會針對這一塊再去作考量，因為場地重新規劃需要有一
筆經費，此筆經費也是目前我們想要進行籌措的。球柱
目前是有軟墊套在外面，可減少一些衝擊。
體育室孫美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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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籃球框底座外圍，一直有使用力波龍墊
包覆，降低意外發生；且有工讀生巡場，
並填寫場地巡檢表；若有破損，便即刻
進行更換。
體育室

2.持續爭取籃球場地面重新舖設之相關經
費。

軟墊只要有一些損壞就會馬上更換，籃球網也常更換、
很少是損壞的。至於同學提出的，明天和組長再去看一
下，若可改善則會儘快改善；若無法改善，則如剛才組
長答覆的。
6.風雨球場地板上面有砂石比較
滑，若要清潔，體育室請同學可
以自行借用掃具，但據我了解，
風雨在將場地租借給同學時是有

體育室林季嬋組長：
租借洪四川球場，目前體育邊完全無收取任何清潔費，
純粹只是場地維護 30 元/小時，燈光 50 元/小時，所以
體育室無收取額外清潔費用，以致於在清潔上才會麻煩

收場地清潔費，在有收清潔費的
前提下又要求同學自行清掃，是
否不符？以及目前風雨球場清潔
費用及維護費用都是他們自行營
運負擔，由其場管收入去支應，
但場館收入遠不及於支應場館所
有需要的支出。這邊建議學校，

同學借用掃具自行清理。
黃肇瑞校長：
基本費用能用在某些維修上，完全不收費可以檢討一
下，聽起來是學校收取費用支應在一些相關的支出，不
足之處可經過校內程序來優先考量；此辦法是可檢討的。
體育室孫美蓮主任：
風雨球場建造時是三千五百萬，洪老先生負擔兩千五百

體育室能不能不向同學收任何的
場館費用，轉而由學校去支應風
雨的費用、或是將此費用攤在學
費內、或學費內的相關去做支
應，此方法或許對同學比較好。
(金管 106，學生會會長，洪璿岳)

萬，不足的地方由學校支應，場地部分有三面籃球場，
約可坐 1500 人。每天早上總務處有派清潔員工去打掃，
萬一有任何狀況會再請他們加強，但很困擾的地方在於
外面除草，草會飛進風雨球場。體育室也常找同學去打
掃，因為打掃者大多數是男生，且亦無多餘的經費另設
工具室，因此將用具放在男廁的工具箱內。
酌收一點費用是用來協助一些小修復，而大修復皆是由
學校來支援。至於是否收費的問題無法今天馬上決定，
當時的概念是使用者付費來收取費用，須透過正式會議
通過，之前也是做了好幾次的公聽會來規定場地費用之
程度。
黃肇瑞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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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體育室將檢討場館收費標準。
2.加強要求清潔外包廠商，持續與學生會
溝通相關作法。

體育室

這個牽涉到學校過去的收費制度，由於各司其職，場館
的使用收費情況一直都是如此，或許收費的方式可以檢
討。
白秀華副校長：
不曉得同學如何得知體育場館收入不及修繕費用之資
訊，因現在體育室的場館收費的部分仍有盈餘，相關的
修繕只要上簽都是由學校統籌支出，所以學校和體育室
之間是無切割的，體育室是屬於學校的一部份，所有體
育室相關的問題，學校都全盤統一去處理跟解決，絕對
不會讓體育室無經費可使用。在此澄清一下，請同學不
必擔憂，學校會負起全責。
9.創建系書卷獎是否可依創設組
與建築組兩組分開頒發？因評分
方式、老師指導方式不同，可能
會使優秀學生因此緣故受到影

學務處陳月端學務長：
書卷獎現在的辦法是以系為單位，但若有實際上的需
要，日後透過修改辦法是有可能的。東語系所有同學幾
乎都到日本實習，要達到舊辦法幾乎不可能，今年才剛

依據本校書卷獎辦法第三條：教務處於成
績定案後，依前條獎勵對象及標準，將各
班級符合成績之學生名單移送學務處辦
理，上開名單有休(退)學者，由次一名次

響，希望這學期能改善制度。(創 做修改通過。若創建系有分組的問題，透過修改書卷獎
建 106，A1021626，尹華憶)
的辦法，會針對每組的部分，且保留到各系的公平性，
透過修法應該是有調整的空間。
黃肇瑞校長：
書卷獎是鼓勵，按照鼓勵的立場出發，若是因為屬性不
同的話，也許再研擬一下。

學生遞補。
透過教務處查本校校成績系統中，有分組
的系所為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
組、工業管理組）
、東語系（日語組、韓語
組、越語組）
，若依上述系別分類組排定書
卷獎，預估需增加 72,000 元。
目前創建系於系統中尚未分組，建請創建

學務處

系同學向系上反映，請系上向教務處申請
成績系統分組，以利後續作業。
最後，課外組曾向各系詢問未於系統上分
組，但有分組事實的系所，尚有土環系（土
木組、環工組）
、政治法律學系（政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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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組）等。
上述系所再包含創建系（創設組、建築組）
及系統中有分組的系所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組、工業管理組）
、東語系（日
語組、韓語組、越語組）
，依分類組排定書
卷獎，預估需增加 144,000 元。(6 組別*4
年級*(3000+2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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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前面提到教育補助，如桌球、 體育室林季嬋組長：

1.聯繫廠商進行修復，已於 10 月 30 完成

棒球場等補助，若是綜合和理工

籃球場的部分，目前我們也想和教育部申請經費來全部

球場整個整修是否可跟學校申請
補助，因為籃球場不太好用，打
完後球也會變綠色，品質差甚至
都已龜裂。

更新，但因教育部考量我們有一個還不錯的洪四川運動
廣場；再者，我們學校有一個將近 10 年以上的籃球場，
在學生使用上，允許並可接受範圍內，並不會讓我們積
極做整個球場的更新，以至於體育室這邊只能用補丁的
方式去把有破損的地面做修補。未來體育室會積極跟教
育部申請經費來做全面修繕的方向，但無法整個球場一

每年都會有啦啦隊比賽，請問去
年有創意及競技啦啦隊投票問
題，以後是否每年投票，還是說
可以延續等之類的？
(金管 107，A1033223，林毓修)

次更新，若教育部允許補助我們，應該也是會先給我們
一、二面球場，這是我們努力積極做改變的地方。
體育室孫美蓮主任：
籃球場從創校到現在，當時是很好的橡膠質的場地，使
用這麼多年當然會損毀。去年度有跟學校提出專款並反
應。我知道同學非常熱愛運動，但現在還有洪四川風雨
球場，所以現在所有活動或比賽都移到洪四川風雨球場
去運動。至於教育部補助，並不是說我們申請就會補助，
也要靠一些人脈關係。由於運競系的成立，棒球場也給
我們適當的修繕，因此現在有比較好的棒球場。剛開始
沒有圍網，運動打球危險性很高，因為車道近、人行道
近，現在圍網後安全性相對提高。補助有限，學校有相
對的配合款，這次風災棒球場受損其實已經跟體育組請
求補助，已收到文但至目前尚未開會。以後活動中心內
還是會有籃球場，當然有機會我們一定會爭取補助，需
要時間把 16 年的籃球場翻新。
黃肇瑞校長：
籃球場經多年會面臨此窘境，有兩個方式可試試看：
第一、分年編列預算，須請主計室計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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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
2.已於 11 月 20 日完成改善籃球場計畫
書，並已呈報學校爭取相關經費。

體育室

第二、寫成計劃書向外爭取補助。
體育室孫美蓮主任：
啦啦隊變成本校的特色，去年產生此問題的原因是顧及
到安全問題，最後還是經過討論恢復原來的創意啦啦
隊，並非競技啦啦隊，因競技啦啦隊需要很高技術且在
校園是不允許的，且教育部有規定三不動作。在全國的
部分，其他學校沒有像我們學校國際標準的地墊，所以
也不會再經投票，基礎上就是以延續今年的規則，除非
有微調，但還是以今年的規則為止，安全還是第一考量。
回應學生會會長的問題，照理說錢的繳交應該是總務處
出納組去收取，我們只做借用的部分，至於修繕的部分
也是由總務處負責，因此上述的建議也是考慮去運行。
體育室的場地管理之同仁只有一位，其工作繁忙(例如：
借用器材、收錢、上課、巡查外面)，有時無法滿足同學
需求，也感到抱歉。
較小的部分可由場地收入來修繕，大的部分可由學校支
援。

6

14.

白秀華副校長：

系上三個核心通識之必修學分－

整個學院有五個不同屬性的系，因此整個院要有核心能

程之規定，係透過該院各級會議決議，

哲基、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科技
與社會，是否可刪除而不要設計
此門檻限制？

力與基本素養，所以我們的學生來報社會科學院共同會
學到的就是那三門課（哲基、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科技
與社會）
，以達到本院學生之共同基本素養。那時是經過
院級各會議的討論去訂出來的，訂出來後同學那時覺得
很高興，因為訂了這三門課之後就跟通識中心特別協
商，確保人文科學院的同學在畢業前可修到，不用跟其

通識中心於相關辦法上並無此項規
定。通識中心基本上認同人文社會學院
將此三門核心課程納入該院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養成之規畫，並配合辦理。
2.各別系所對通識課程選修有常反映有不
同狀況，如東語系有出國實習之考量，

對於方向感不明確的同學不太適
當。
通識中心保證我們可修到此三門
課，但東語系大三剛留學回來會
很忙，因此制度對我們來說會是
個負擔。

他人搶修這三門課，基本上，同學對於此制度及核心能
力跟基本素養的培養是認同的。

若干學系有專題製作、密集競賽、產業
實習等狀況……。通識中心秉持開放的
精神，原則上接受並建議各院以院為單
位提出需求，以便於開立各院專屬課
程；唯在執行上須要各院協商出適當時
段，通識中心始能配合開課。

(東語 107，A1031710，卓君侃)

通識教育中心楊鈞池主任：
假設是特別針對東語系或其他專業系也有類似需求，我

大家入學雖都是到人文院，但大
部分都是登記分發填上，此制度

1.人文社會科學院必修三門核心通識課

這些學分非額外加進去，而是放在通識 20 學分的要求
內；但東語系同學三、四年級會實習，因此我們在通識
課程設計上會斟酌做一些配合。

們會盡量滿足同學在修課的順利；若法律與人生限制法
律系同學不能上課，而影響到其他同學因為沒有法律系
學生一起上課的問題，我想此建議很好，但因為我們最
初的設計單純是說專業系所不要再修類似通識課，但這
樣的建議會回去討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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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
育中心

15.關於修課的部份，在我們系上 黃肇瑞校長：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學分抵免辦法

大二有德語和日語二選一之選

第三條：「(一) 本辦法所稱之系專業科

請學務處通知法律系謝主任答覆。

修，德語在大四有開課並可拿到
學分，但日語的部分，若再到人
文院加深學習並不算學分，請問
是否可與東語系合作，開放本系
學生修課可列入畢業學分？(法
律 105，A012133，劉育如)

法律學
系

目，係指開設必修與選本辦法所稱之系專
業科目。(二) 本校法學院其它系所開設之
必選修專業科目未列入專業科目者，視為
本系之選修。」本系基於課程比重及學分
分配，非法學院所開設課程者，均不當作
本系之必選修課程。
另外本系所開設之外語科目主要系以輔助
法律專業科目為主，非在於專精外語。若
同學有需深造他系課程需求，建請同學申
請輔修。

16.工學院二樓跟地下室的冷氣
不涼，甚至感到悶熱。

總務處陳啟仁總務長：
這個暑假我們針對六樓作改善，並配合節電計畫，目前
六樓已完工，以前的中央系統會自動將獨立一棟的六樓

本處曾於 10/15 簽陳擬將工學院演講廳空
調獨立出中央空調系統，一併改善低樓層
空調效能不佳情形，因校方另有考量經費

工學院教室相對於其他教室是比
較大，但黑板卻較小，想請問是
否有方法解決此問題。(電機
107，B1035143，陳俊諺)

切電，照理說冷氣效能不會降低。但工學院今年從這學
期開始，第一次把演講廳拿來開固定的課，過去是有活
動或演講才會借用。演講廳是整個大樓最耗電的，現在
那間教室幾乎每天都排滿課，導致把其他的電吃掉，冷
氣效能無法發揮出來，我們已接到同學老師反映，總務
處會再去協調與改善。
一般教室黑板較小，工學院的確是學校最早建置之一，

用途，請本處於 105 年度再視工學院逐年
空調汰換辦理進度檢討改善。目前已就現
有舊空調系統加強維護保養，儘量保持其
堪用狀況。

故黑板大小目前是無法改變，除非整體重新再規劃。以
前曾經做過改善，後來做了一個側牆，讓上課時可以投
影，若黑板使用效能還是不佳，我們會持續研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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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總務處陳啟仁總務長：

已於 12 月 1 日完成廁所內設置廁紙與乳皂

關於廁所的面紙和洗手乳常常用

洗手乳和面紙提供的量是固定的，若學生數量沒有明顯

相關紀錄表，確實填報補充日期，以作為

完無再補上，以及報修系統填了
以後常常得不到下文。

成長，在過去是足夠的，我們會再去檢討並了解。畢竟
校園是開放式的，或許也會有校外人士使用。不敢說這
是絕對因素，但會再作了解。
報修系統之修繕項目我們會依照報修的重要性做考量，
聽聞校內建置「馬上辦系統」
，其 若嚴重影響同學上課、學習、生活，則會列在第一位；
簡介、預計上線時間、可以解決 而報修的速度處理太慢是我們一直在檢討的，因為人員
什麼問題？
目前校內兩個 E 平台系統，目前
學生普遍不喜歡使用 2.0 系統，
其當初設定意義與是否達到預期
使用量，若沒有是否有考慮變化
或移除？
目前核心通識課程有排除取向，

爾後使用情形參考。

總務處

和經費無法全面展開處理。
白秀華副校長：
廁所可增設維護表做追蹤管理，會比較明確，同學也會
很清楚。
圖資館楊新章館長：
馬上辦系統，是由秘書室承辦、圖書館負責製作，系統

高大教學平台 2.0 其規劃建置目的為數位
教學使用，因其複雜度較高、設計彈性較
大，目前的使用狀況的確較不理想。下年

目前已完成並希望可盡快上線。實際上線時間將由秘書
室統籌公布。

度希望將第一代教學平台轉換至第二代教
學平台，目前持續進行使用者介面改善。

且不承認其他取向的學分，請問
制度的意義是什麼？通識不就是 教務處連興隆教務長：
讓同學自由學習嗎？
關於學生平台的部分，一般常用的是早期平台，現在在
(金管 106，學生會會長，洪璿岳) 規畫第二個學生學習平台，其設計目的是為了做數位教
學使用，也就是我們現在把教學數位化、遠距教學、網
路教學、即問即答（同學線上馬上提問題，老師在遠端
馬上回答等）
，皆是新教學平台最主要的功能；因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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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
展中心

相對較先進較新穎，所以其複雜度較高，設計彈性較大，

1.「核心通識課程」排除之規定，係委由

目前確實使用狀況還沒有那麼好。原因一，希望把使用

各學系討論決議；通識中心原則上尊重

介面之友善性進行改進與加強；原因二，功能較強大，
目前介面不太友善，目前算是在過渡期。下年度希望把
目前教學平台從第一代轉換到第二代，以後在做新教學
方式時，此平台可做此支援，目前確實是在調整中，我
們會持續改善。

各學系的專業判斷，公告並配合辦理。
2.「博雅通識課程」亦有若干排除規定，
基本上尊重授課教師之專業判斷，排除
該課程相關學系或特定年級之學生，以
符合該課程內涵之設計。
3.未來在進行通識教育課程檢討與在規畫

通識教
通識教育中心楊鈞池主任：
核心通識在選課時應該是沒限定，只是在計算畢業學分
時，在核心通識最多只承認部分學分（例如：五個學分
內只承認三個或四個學分）
，是計算學分的標準，但在選
課則無此限定。對於有些課有限定的問題，是因為這些
課跟原本學生專業系所課程有重複性，在這樣的考慮下
會建議同學不要選此課，至於是否可不要設修比較好，

育中心

時，本中心將彙整相關意見供各級單位
知悉，並呼籲相關單位進行決策時能有
效納入學生意見管道，審慎辦理。

我們會再討論看看並用較開放的角度思考。
18.學二宿舍交誼廳佈置不需每
層都有，但建議能在一樓公共空
間多設置一些設備，如電視。

學務處王美玲組長：
學二宿舍一樓閱覽室將增設電視，已請廠商規劃；同學
若有任何意見或問題，可隨時與宿舍輔導員反應。

圖書館的電視角度不方便觀看。

圖書資
訊館

學二宿舍的販賣部何時會有廠商
進駐？
(西語 108，A1041132，王雨庭)

本館 2 樓入口大廳上方所設置之大型液晶
電視係供入館讀者短暫停留時，能夠即時
獲取時事(新聞時段)、知識及語言學習(公
視英語或教學節目)的短期充電機制，並非
提供長時間休憩觀看之場域，故設置角度
以多數人方便觀看及不影響出入動線為主
要考量；讀者如需長時間觀看電視，歡迎
至本館 3 樓視聽欣賞區多人欣賞區觀看，
此區亦提供有數位電視頻道，座位相當舒
適，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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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二宿舍的販賣部已進行招商作業，目前
總務處

與廠商協商討論合約內容，後續會進行簽
約手續，預定 104 年第 2 學期開學營業。

19.綜合大樓飲水機在檢查時只
有檢查濾心嗎？面板或功能正常
與否是否有檢查？有時喝冰水都
發現是 40 度的溫度。
(資工 106，A1025535，蔣宇超)

總務處陳啟仁總務長：
同學提的問題是功能性問題，同學報修就會馬上修復。
順便說明，有些地方(人文院.法學院)水喝起來怪怪的，
而學校飲水機目前有兩個系統，分別為 RO 飲水機與軟水
飲水機(即硬化水軟化)，大家可能不習慣，因為 RO 市占
率最高，同學大部分反應已習慣宿舍的水，所以到教室
上課時可能喝不習慣學院的水。
再次說明，我們很注重水質，絕對會把關並定期檢驗濾
心，口感問題有想過要全部汰換，但因 RO 水的耗水量高
(三桶水只能濾出一桶水)，此問題我們會持續改善。

環安衛
中心

校內每月均有實施飲水機維護保養，定時
更換飲水機濾心，且每一季均依飲用水連
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實
施校內飲水機抽測檢驗水質。另同學如有
發現飲水機故障無法取水時，可上校內維
修系統登錄，本中心將會盡快連系廠商修
繕，維持正常供水使用。

20.
人文院的便道在上課路程會有車

總務處陳啟仁總務長：
人文院便道原先設置主要是以行人、自行車為主，因為

已於 11 月 30 日完成便道入口處告示牌設
置，明訂該道「行人、自行車專用。汔車

輛行駛，造成行人需特別讓開。

道路大小是一般汽車的規格，原則上不是設計給汽車行

禁止進入，工程車除外」，以利遵循。

請問一開始就設計給行人和汽車
通行使用嗎？若沒有的話，是否
可以設置簡單的步道(如：牙齒路
的設計)讓大型車輛進不去，以免
造成行人的安全問題。
本校社團經費相較於其他學校是

駛的。由於裡面有些庭園等空間需要整理，所以會有小
貨車，導致最近車輛比較頻繁。首先，我們會豎立牌子，
讓一般車輛不能進入；若還不能改善，再考慮用較清楚
的方式來改善。

遠遠不足的，在社團經費起跑點

要提升高大知名度，除了校方、老師、同學、教職員工

學務處陳月端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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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不一樣，導致社團發展不起

之外，社團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站在學務處輔導社團

目前本校分配一年社團活動費為 29 萬

來，也無法提升社團知名度。若

立場來講完全贊成，目前學校對於社團補助的金額真的

多，社團設備費 7 萬多，社團輔導老師費

學校重點在提升學校知名度，我
認為可設置專門補助社團與外校
合作之計畫申請或專戶，促進本
校與外校交流！社團是可以幫助
學校拓展校譽的最好資源！(運
健休 105，A1011212，陳珮妮)

非常低，不僅是學生在反應，連學務長也要反應，學校
在編列預算這部份真的要補助社團。我打算在卸任時要
捐助十萬元給學生當補助，因為社團補助經費太少了。
黃肇瑞校長：
我常跟新生說，除了課業之外，運動和社團是非常重要
也是必修的學分，因此當聽到運動場地或社團經費不足

約 50 萬，社團對外表演或服務皆對學校有
正面的影響，若需提升社團各方面能力及
營運順暢或辦理大型活動，社團經費佔有
絕對的影響力，在社團經費極度欠缺下向
外募款是必然為之，以增進社團各方面能
力，進而提升本校知名度。

時也很難過。我再跟學務長談一下，雖然一些經費的比
例是固定的，至少下一年度的所有行政單位補助會增
加，但是不是針對社團經費這部分的補助增加，我一定
盡力並和相關單位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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