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大學 105 學年度校長與導師生互動座談會－事先提問答覆
業管
單位

提 問 內 容

105.11.11 答覆

1.什麼時候要併校？

【秘書室】
101 年 12 月 17 日本校合校推動委員會會議
決議：
「現階段及未來除持續配合教育部政
策外，將持續與教職員生充分溝通，加強
與鄰近學校的合作結盟。本校此期間內將
秉持自立自強態度，努力充實自己、建立
自身特色，健全各部發展，以提升本校聲
望為目標。」面對外部環境之變遷，未來

【應經三】

亦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學校已積極與鄰近
學校結盟簽約，如中山大學、高師大；也
將運用現有行政機制，如行政、主管會議、
秘書室

校務發展委員會等，持續凝聚師生共識。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學校的發展方向以提供
多元學習的機會與環境給學生，讓學生畢
業後能真正發揮專長，為產業界所用。例
如學校持續與在地產業業者洽談，期能發
展本校成為業界研發創新之重鎮，並延伸
學生實習場域，提供提早接觸產業界之機
會。
另外，本校目前也正配合政府政策，積極
推動和東南亞地區的大學與台商企業界合
作，共同培育經營東南亞及亞太地區所需
的優秀人才。

2.關於學校對競技啦啦隊社團活動
安全的疑慮以及明年是否能以學校
的名義出賽？
【應經四，A1023164，洪瑞妤】

3.對於學校競技啦啦隊的成立以及
練習安全性的問題？
【應物二，A1044309，許績騰】

學務處

【學務處】
本校尚未有符合教育部規定安全措施及防
護墊保護，且平日未能練習離手動作，為
安全考量，若出賽易導致傷害。
建議：俟本校相關設備備齊後，並充分練
習再代表本校出賽。

學務處

【學務處】
初成立時以「競技啦啦社」為社團名稱，
本校尚未符合該安全措施，亦經該社同意
變更為「啦啦社」
，俟本校採購相關安全保
護墊等，亦可再變更為「競技啦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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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晚上圖資到停車場的路很暗，不知
道可不可以修電燈(路燈)。
【金管二，A1043222，孔慶馨】

【總務處】
校園路燈受 9 月份二次風災侵襲毀損近
20%，因舊有高燈為景觀燈造型，較不明
總務處

5.路燈維修，車棚的遮雨棚可否延
長，可否使愛心腳踏車增加？
【生科一，A1056112，陳琮諺】

亮，欲趁本次災損復建一併改善為較明亮
之 LED 路燈，礙於申請補助經費未奉核定
暫無法執行，待經費有著落後會辦理發包
改善。
【總務處】
1.校園路燈受 9 月份二次風災侵襲毀損近
20%，因舊有高燈為景觀燈造型，較不明
亮，欲趁本次災損復建一併改善為較明亮
之 LED 路燈，礙於申請補助經費未奉核定
暫無法執行，待經費有著落後會辦理發包
改善。
2.車棚(應為機車停車場)之遮雨棚長度未
全部加蓋係於建造時考量節省消防排煙設

總務處

備、主機房(含發電機)及泡沬撒水等建置
成本(目前之型式僅設簡易滅火器即可)，
以及日後設備之維護(修)經費，而採用足
夠開口面積之經濟作法，加長遮雨棚長度
將會有違建問題。
3.本校愛心腳踏車，近年每學期可提供約
70 台，以利師生緊急或臨時需要時騎乘。
因愛心腳踏車非供使用者經常性使用，且
愛心腳踏車因無特定使用者，損壞率極
高，囿於人力限制，每學期維護約 70 台已
為上限。

6.學校空地有那麼多有打算做一點
建設嗎？可以增加通識課程的數量。
【資工二，A1045513，江陳建鏵】

環安衛
中心(校
園規劃
小組)、
通識教
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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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中心】答覆空地建設部分
學校建設均是依照校務發展進行規劃，並
需要經過教育部核准，且籌措足夠建設經
費才能進行建設，目前學校已獲教育部同
意興建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除了教育部
補助之 1.5 億元，學校仍須自籌 7 仟 4 佰
多萬元才足以興建。學校未來仍會依據實
際需求爭取其他建設興建之可能，且不排
除相關之產學合作建設，然本校為公立學
校，過程均需符合公有土地之法令規範，
建設之自由度仍較私校受限。

【通識教育中心】答覆通識課程部分
本中心刻正研議「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學生自主開課辦法」
，以學生自主募集
課程的概念，自行申請開設通識課程，經
相關程序審核通過後始得開課，期能培養
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亦可增加通識
課程數量滿足選課需求。
本辦法已於 105.10.11 通過本中心會議，
待提送 105.11.22 本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施行。
7.
(1)請問可以增加創建系的設備資源
嗎？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感謝同學提問！
(1)本系目前管轄有一般教室 1 間，專業討

(2)創設的系上資源分配，空間需要
望被重視，尤其是工作室。
(3)師資不足。

論教室 4 間，專業工作室 10 間，精密加工
機 1 間，傳統加工機具 1 間，藝文空間 1
間。傳統加工設備不論是木材加工或是金

(4)有沒有幫助外籍生(非中文使用
者)融入台灣生活環境措施。
【創建三】

屬加工雖不完備，但應足以滿足基本學習
需求。精密加工機如雷射系統一組，3D 列
印四台，電腦割字機 2 台。尚能滿足專業
技術操作之學習。
(2)如上題所述，本系目前所轄空間皆依據
各專業需求規劃，亦經各專業教師討論後
分配使用。系上理解每個年級都殷切期盼
擁有個人工作空間之需求，但依據目前各

創意設
計與建
築學系

專業教室狀況，除非縮小各專業教室空
間，否則只能期待校方支援。
(3)本系依據校方提供之資料，原大學部傳
設系為 10 位教師，建築研究所為 5 位教
師。經系上老師爭取，自 2017 年 2 月起增
補兩位專案教師。因此校方核給之可聘任
師資已經額滿。
(4)由於系上目前外籍生為少數，系助理及
主任皆有掌握名單，若有任何問題，系助
理以及主任的聯絡電話 24 小時暢通，亦有
請導師多加關心。由於本系系內相關會
議，以及系學會，皆無反應其他需求，因
此目前延續之前做法。若有進一步的生
活，課業上的需求，亦歡迎提供具體作法，
在系內資源允許的範圍內，必盡力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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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可不可以把運健休大樓後方的小
道開通？這樣去運健休大樓會很方

【總務處】答覆(1)
因所指位置不甚明確，無法評估可行性；
如有設置必要性本處會會同環安衛中心

便。
(校規小組)實地會勘後，估算建置所需經
總務處、
(2)洪四川運動場希望可以有飲水機
費並編列預算執行。
環安衛
供同學使用。
【環安衛中心】答覆(2)
中心
【西語一，A1051117，康迦智】
因洪四川運動廣場原先設計時並無規劃飲
用水設備放置空間，且此地點為開放式空
間，設置飲水機管理困難且易有飲水衛生
安全之疑慮。
9.
(1)有沒有辦法可以讓系上的必修課
更有連貫性？例如:大一作文跟大二

【西洋語文學系】
(1)上學年因有位外籍老師退休，新聘老師
尚未就職前，系上老師人手不足，只好聘

作文老師不一樣，但是感覺大二作文
又再把大一作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
再教一次。

用兼任教師教作文，雖有開過作文老師協
調會，但可能溝通的機會不多。新聘教師
莫艾倫老師有發現這個問題，最近擬開協

(2)既然大小英劇和畢業公演必須存
在，那有沒有辦法請系上的老師協助
指導或監督英語發音、英文劇本、整
個劇場形式，不然有錯誤的話頗丟
臉。
【西語二，A1041113，施宣妃】

調會和所有作文老師討論。
(2)畢業公演有正式課程，授課老師和大三
四學生ㄧ起研讀劇本，翻譯台詞字幕，指
導發音排演，安排到燈光音效道具公司、
劇場實習，聘請業界教師（劇場導演）協
同教學。
大小英劇由大一大二學生演出，原來目的

西洋語
文學系

是要驗收語言課程（英文聽力與會話、英
文作文，必修課）的學習成果，學生有英
文語言問題可以請教各個任課教師，或跟
導師約時間面談，或預約
本系免費提供的英文寫作諮詢，請教負責
的外籍老師。上次小英劇的劇本是我課外
時間修改的，雖然我沒教大一的課。上次
大英劇的劇本是 Aaron 老師修改的，他教
大二作文，學生跟他預約 office hours。
10.
(1)東語系出國留學之紛爭與問題。

【東亞語文學系】
(1)這些問題跟越南留學有關，系主任已跟

(2)留學期間校方收取不合理之學
費。
(3)本系學生被國外學校詐欺。
【東語四，A1021712，張瑀君】

提出的同學聯繫確認問題。這兩三年我們
東語系越語組的學生都去「越南河內大學」
短期留學；這些問題是在「越南河內大學」
短期留學期間，學生感到疑惑的。
(2)越南河內大學短期留學時，要交學費。
往年我們學生交的學費的金額不太一樣。
不過，這件事情是過去的事情。2015 年、

東亞語
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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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學生交的學費都是一個月 90 元美
金，而且 2016 年－2017 年跟河內大學的協
議書上都寫得清楚：包括學費和住宿費每
人每月 200 美元。所以這個問題目前應是
沒問題的！
(3)第三個問題是跟住宿費有關。我們學生
在河內大學住宿舍，兩個人住一個房間，
一個人付 110 美金。可是我們同學發現從
日本、斯里蘭卡來的交換生一個人住一個
房間，他們也付 110 美金。同樣大小的房
間不管住一個人或是兩個人都付 110 美
金。所以我們同學無法了解，因此在越南
河內大學去詢問過總務處、國際處，可是
還沒得到明確的回覆。本系系主任知道這
個問題後，通過越語組老師正在調查中。
第一個問題是第二、第三問題的歸納，還
有因為越南的大學的系統和台灣的大學不
一樣，比如說不太公開學校的資訊，因此
我們同學針對越南的大學的做法不習慣，
所以我們學生覺得權益沒有受到保障。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