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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長與學生有約」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回覆說明 

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6.05.18會前書面提問) 

生管碩一

蔡 同 學 

一、為什麼學校裡要有兩間全家?同一 

  個企業有需要兩間嗎? 

 

 

 

 

 

 

二、校內設了一個南向辦公室,請問會 

  以何種方式推動培育人才的政策 

  ?是會以台灣學生為主要栽培對 

  象,例如說南向辦公室會提供台 

  灣學生未來到東南亞的工作機 

  會，還是要協助東南亞學生媒合 

  台灣企業? 

總務處 

 

 

 

 

 

 

 

創 產 

學 院 
（南向 

辦公室） 

一、總務處： 

    學校招商皆採公開方式辦理，每一家廠 

    商都會考量相關成本及營運績效，如營 

    運佳表示校內仍有需求，反之，則由市 

    場機制汰除。學校將盡可能提供不同性 

    質之商家，目前學生活動中心 B1~2F 已 

    完成招商作業，未來將可提供校內教職 

    員生優質複合式餐飲。 

二、南向辦公室： 

   南向辦公室是以台灣學生為主要栽培對 

  象，目的在擴大台灣學生國際視野。未 

  來將協助台灣學生媒合東南亞之台商企 

  業，並促進本校與東南亞台商之產學交 

  流與合作。 

台文碩一 

劉 同 學 
圖書館再充實書量及面向豐富。 圖書館 

謝謝您寶貴的建議。 

本館依據本校校務發展、館藏現況、資源內

容及經費等進行圖書資料採購，因本館為大

學圖書館，圖書資源以支援學術研究與教學

為主，而具知識性、文化性及休閒性圖書則

酌量徵集。 

本校各系所單位亦有圖書專款經費，除了本

館「書刊薦購系統」外，歡迎全校師生向各

院系所踴躍推薦圖書。 

此外，本館除了以有限的圖書經費購置圖書

外，每年另積極協同系所教師申請科技部人

社圖書補助計畫，以期豐富本校圖書資源之

質與量。 

若您有任何與圖書資源採購的問題，歡迎與

圖書館採編組聯繫。 

聯絡電話：22840290轉 121。 

歷 史 一 

秦 同 學 

學校有提升社團資源與品質的相關策 

略嗎(比較好的社辦或活動經費提升) 
學務處
（課指組） 

一、社團硬體設備改善： 

  目前刻正規劃雲平樓地下室學生課外活 

  動空間設置，擬設置五大主題區，提供 

  自主學習、團體討論、藝文欣賞、國際 

  交流、及諮詢協助等功能，打造利於學 

  生多元、彈性發展的學習空間，讓學生 

  勤於專業學習之外，也發展課外活動的 

  創意，落實培育兼具專業、創意及國際 

  觀的「興」人才。 

二、社團軟實力擴展： 

（一）特色活動補助：除了每學期補助學生 

   社團部分活動經費，大型特色活動或 

   聯合活動亦補助部分經費，以鼓勵學 



2 
 

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6.05.18會前書面提問) 

   生社團表現。 

（二）校外經費爭取：每年寒、暑假社團服 

   務隊除爭取教育部補助經費外，並積 

   極向外界各民間基金會爭取經費，補    

   助學生至偏鄉服務，擴展視野。此外 

   於本年度爭取到教育部輔導弱勢學生 

   之起飛計畫提供各社團辦理健康、保 

   育講座、簡報及溝通講座工作坊、大 

   師系列講座，提升社團品質；品德教 

   育計畫使學生有機會至校外為年長者 

      提供服務；林務局結盟大學登山社團 

      攜手守護山林。 

（三）未來預計爭取：年度創意活動補助計 

   劃及年度在地關懷活動補助計劃，培 

   養全人社團新鮮人。 

國 政 所 

碩 專 一 

黃 同 學 

建議校內各項建設，應配合環境，不

應該輕易改變原有的自然樣態。例如 

校門口的「智慧交通服務系統」－車

牌辨識管理系統及新設備悠遊卡機建

置，也可以採用不破壞式建設，出校

門汽車道是一道，機車和腳踏車一道， 

不須另外施作機踏車道，如此既可智

慧化又不破壞校門的結構。 

總務處 

本校因車流量大，為避免汽、機車爭道，故

改善交通安全並疏導車流，並於大門兩側增

設機踏車道。 

歷史碩一 

陳 同 學 

一、跨年晚會為何取消呢? 

 

 

 

 

 

 

 

 

 

 

 

 

 

 

 

 

 

 

 

 

 

學務處
（課指組） 
 

 

 

 

 

 

 

 

 

 

 

 

 

 

 

 

 

 

 

 

 

一、學務處（課指組）： 

（一）由於各縣市均有辦理跨年晚會，相對 

   的表演藝人費用較高，本校經費有限 

   ，為提供更好卡司，須提供較多攤位 

   供得標廠商招商以換取活動卡司陣容 

   較佳。但由於攤商增多，導致本校校 

   內交通不便及垃圾量大增。 

（二）活動日期常為平日上課日，循往例本 

   活動場佈及試音，亦必須於平日進行， 

   往年均有教師或學生抗議，但為使活 

      動順利，不論於白天或晚間試音、場 

      佈，均會影響本校日或夜間上課之學 

      生及老師。 

（三）為因應眾多人潮，各大樓配合本活動 

   開放廁所供參與活動人員使用，因經 

   費有限，無法提供人力至各大樓安全 

   巡邏，易造成本校各大樓之安全漏洞。 

（四）邇來國內大型活動常有意外發生，本 

   校跨年活動於前年起改在行政大樓頂    

   樓施放煙火，效果雖好但離參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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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6.05.18會前書面提問) 

 

 

 

 

 

 

 

 

 

 

 

 

 

 

二、學校是否能規劃更多餐廳? 

 

 

 

 

 

 

 

 

 

 

 

 

 

 

 

 

總務處 

   太近，鑑於八仙樂園粉塵暴燃導致重 

   大意外事件，曾有校內人員反應希望 

   辦理大型活動時能讓與會人員知道相 

   關消防設備位置及緊急疏散路線，以 

   利災害發生第一時間能迅速避難及自   

   救，惟跨年活動屬戶外空間，參與民 

   眾太多，對象不確定又流動性相當高 

   ，無法讓所有人員均知悉滅火器及緊 

   急疏散路線，若有重大意外發生，災 

   難處理困難度相當高。  

（五）綜合上開考量，於本校第 394次行政 

   會議決議停辦跨年晚會，並自 105年   

   起規劃辦理學校特色活動(興大春蟄     

   及湖畔音樂季)。 

二、總務處： 

    食安問題發生以來，學校希望在食的方 

    面能夠讓教職員生吃的安全，亦評估校 

    內餐廳不足之問題，故於今(106)年 4 月 

    已完成學生活動中心 B1~2F 招商作業， 

    將陸續完成裝修工程，屆時可提供嶄新 

    複合式餐飲空間。另本校規劃於原摩斯 

    漢堡位置，建置學生第二餐廳，現已執 

    行設計中，期望儘快呈現各式面貌之餐 

    飲服務予教職員生。 

歷史碩二 

張 同 學 

隨著兩岸關係趨於緊張，中興大學會

不會較少對大陸學生的招收力度？或

者會不會提出吸引大陸學生的優惠政

策？ 

國際處 

一、隨著兩岸關係趨於緊張，大陸地區學生 

    來校交換意願確實略受影響。本校受理 

    大陸地區學生申請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 

    期來校交換人數為 121人(實際錄取報到 

    114 人)，申請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來 

    校交換人數則減少為 109 人。據瞭解， 

    臺灣其他大學校院亦有類似情況。 

二、本校在交換學生計畫之外，積極發展與 

    大陸地區一流高校之實質交流關係，創 

    新規劃教學研究之合作方案。本校訂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接受北京航空航天 

    大學推薦 2 名博士班學生來校攻讀雙聯 

    學位，並接受福建農林大學推薦 46 名學 

    士班學生來校研修一年，藉由相關學術 

    網絡持續招募大陸地區學生來校就讀。 

行 銷 一 

周 同 學 

想請問校長先前在個人臉書上發文表

示想移除校園樹木的事情，即便公關

組出面澄清依然是不清不楚，讓愛樹

愛中興的師生們感到惶恐不安，想請

問您對於這件事情的解釋。 

秘書室 

一、學校僅移除黑板樹跟調整綠籬笆。 

二、移除黑板樹，除配合政府防治有害樹種 

  政策之外，同時也因黑板樹已造成校內 

  人員受傷，設施嚴重損壞，因此列為移 

  除對象。移除後會以台灣原生樹種為配 

  套措施，移除之黑板樹將由專業處理， 

  轉化為有機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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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6.05.18會前書面提問) 

三、綠籬笆部分，主因為校園交通安全考量 

  ，因視覺死角容易造成教職員生意外事 

  件，同時社區民眾屢有反映綠籬笆危及   

  幼兒與嬰兒車。目前相對配套措施，已 

  規劃為定點式的多元植栽花圃。 

四、日後校園植栽調整變更，將會更留意決 

  策程序、擴大校園參與以及落實施作細 

  節。 

物 理 三 

呂 同 學 

請教校長對於一個從中興大學畢業的

孩子，你期許他從中獲得最大的成長

會是什麼? 跟目前國際社會有怎麼樣

的連結? 

秘書室 

教務處 

國際處 

研發處 

秘書室： 

期許學生畢業後具有一種態度、高度與廣

度，而此三面向的排列與組合，將決定你個

人專屬的中興人特質。態度指的是與人互

動、高度指的是專業判斷、廣度指的是包容

與廣寬的視野。 

教務處： 

【校長治校理念】期許本校能培育具人文素

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現代青年，並為將

來進入社會做好準備，成為具有影響力的領

導者與世界公民。對人才培育之內涵包含如

下： 

一、強化本校自然科學領域學生的藝術人文 

  內涵及人文社科領域學生的科普知識，  

  以培育出具備邏輯思維、論述能力與器 

  度恢弘的未來領導者。 

二、透過整合性專題研究課程，培養學生獨 

  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另方面透過 

  實習、實務課程、鼓勵學生團隊參與競  

  賽或創新創業，以培養跨領域、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能力，發揮學以致用之精   

  神。 

國際處： 

希望學生能夠積極參加境外交換學生計畫及

寒(暑)期營隊，親身體驗境外學習環境，同

時鼓勵學生主動認識、與校內外籍學生互動

交流，有效刺激在專業領域之精進，並創造

國際連結學習的氛圍，相信未來生涯規劃會

有更高的可塑性。 

研發處： 

本校以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

的現代青年為目標，強化本校自然科學領域

學生的藝術人文內涵及人文社科領域學生的

科普知識，以培育出具備邏輯思維、論述能

力與器度恢弘的未來領導者。 

在國際觀的建立上，除了強化外語能力之

外，更要加強國際文化的認識與國外大學或

研究機構交換學生及實習計畫的推動，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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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6.05.18會前書面提問) 

學生參與不同層次的國際事務。 

物 理 二 

龍 同 學 

關於年金改革在校園舉辦，校方似乎

沒有給出相對應的回復，想要詢問校

方對於接受此事的態度。 

秘書室 

一、有關場地外借，學校曾多次建議另覓其 

  他地點，明確表達拒絕借用，但教育部 

  考量動線、交通等因素，指定本校辦理。 

  中興大學為教育部所屬單位，在公務程 

  序上實在無法拒絕。 

二、對於會議期間所造成的各種不便，感謝 

  全校教職員生的體諒與包容。 

農 藝 一 

羅 同 學 
我愛校長。 秘書室 謝謝。 

植 病 四 

吳 同 學 

一、可不可以把操場外牆拆掉，真的 

  是不美觀又很阻礙交通，而且男 

  宿連通操場的門從來沒發揮過功 

  能。 

 

 

 

 

 

 

 

 

 

 

 

 

 

 

 

二、可不可以把男生宿舍的流刺網拆 

  掉或是改成彽牆，也是不美觀又 

  很阻礙交通，而且宿舍本身已經 

  有門禁卡的裝置了，外牆的功能 

  實在不顯著。 

 

 

 

 

 

 

 

 

 

 

 

 

體育室 

學務處
（住輔組） 
 

 

 

 

 

 

 

 

 

 

 

 

 

 

 

 

 

 

學務處
（住輔組） 

 

 

 

 

 

 

 

 

 

 

 

 

 

 

 

 

 

一、 體育室、學務處（住輔組）：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一）田徑場外牆屬於田徑場的設備一部分， 

   也屬於學校報部列管之財產。原則上 

   可待學校整體規劃重建時列入考量。 

（二）男宿連結田徑場的通道，由於先前曾 

   發生過吸食毒品者報警法辦外、流浪 

   漢夜宿田徑場，造成周遭環境汙穢及 

   廁所髒亂。況且場內偷竊事件頻傳， 

   若開放此通道勢必造成校園安全問 

   題，恐將會提高失竊率與維安事件， 

   甚且擴及田徑場與男宿。因此，目前   

   以落實校園安全問題為第一考量，暫 

   不開放男宿通往田徑場之通道。 

學務處（住輔組）： 

男生宿舍通往操場的門，其功能為通往避難   

處所(體育場)之緊急避難通道。故僅於發 

生緊急事故時，由警衛室值勤人員於第一 

時間開啟，供住宿生避難至操場空地時使用。 

二、學務處（住輔組）： 

(一)男生宿舍目前坐落於校園外圍，緊鄰民 

    舍及商店，白天已是車水馬龍，尤其於 

    深夜後出入份子更為複雜。故圍牆及流 

    刺網原先設置之功用，除為區隔住宿生 

    生活空間外，主要功能係為避免住宿生 

    被陌生人士干擾，提升住宿環境之安全 

    層級。 

(二)宿舍目前雖設有門禁，但仍無法全面防 

  範校外人士特意尾隨同學進入宿舍之問 

    題（此部份仍須依靠同學提高警覺性） 

(三)故住輔組在確保住宿生安全的考量上， 

    仍需要倚賴圍牆及相關保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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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6.05.18會前書面提問) 

三、可不可以讓校園的徒步區增加， 

    友善校園。 

總務處 三、 總務處： 

（一）本校日前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爭取經 

      費，辦理「106 年健康步道工程」改 

      善既有步道不足之情況，另新增碎木 

      穴步道區，以增加行進路線之明確性。 

（二）本案訂於 106 年 5 月 19 日開標，工期 

      約為 90 日曆天，預計暑假施工，希冀 

      竣工後達到健康樂活校園之效益。 

水 保 二 

唐 同 學 
只有想聽看看而已，校長還蠻棒的阿~ 秘書室 謝謝。 

景 觀 二 

王 同 學 

我有問過學校是如合分配個系所經

費，可是我怎麼想都覺得好像有哪裡

怪怪的，如果系上因為人數少就得到

比較少的經費，那像我們系一屆最多

就只有 20個人，那我們系不是就超窮

嗎？相形之下，有一百多人的系所就

超級富有，我有看過各系所學生所要

繳交的學費都不一樣，我無法理解，

我繳交的錢比別的學生多，但是卻享

有比較少的資源是為什麼，我覺得這

讓我很不能理解，學校分配經費的方

式是不是可以調整，我們系所就我所

知非常的貧困，之前甚至有交不出要

給老師的薪水的困境。拜託校長幫幫

我們了。 

主計室 

一、本校預算分配之原則係以預算內可分配
財源（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款、學雜費
收入）扣除人事費、水電費後匡列校務

運作所需之行政單位經費及教學單位經
費；行政單位經費執行旨在推展校務及
協助教學研究，每年均衡酌業務執行必

要需求及例年執行狀況核列，教學單位
總分配經費匡定後，依各院學生人數，
參照教育部各學制、類科經費標準權算
各學院經費。 

二、各學院 106年度分配經費係按上(105)
年度分配教學單位調整後之規模(加本
年度較上年度平均學生人數增加之影響
數)，計算各院之基本費用及分配權重後
分配至各院，例如︰105年度分配數 1

億 0,285萬 1千元，105年平均學生人
數 13,473人，106年平均學生人數
13,578人，淨增加 105人，調整後之分
配數為 1億 0,365萬 3千元。 

三、受限於國家財源窘迫，教育部補助款近
年來並無大幅變化，且學雜費凍漲，水 

  電、人事費用無法減縮，各學院要提高
分配額度實有困難，請各教學單位體察
本校資金現況，善用滾存經費及拓展校
外補助財源，共同為學校永續經營與發
展努力。 

四、預算分配方式係經校長召集各學院院 

  長開會之決議，若各單位有更周延、 

  創新之方案，建請由學院提案至校級 

  相關會議討論。 

化 學 二 

林 同 學 

雲平樓目前的社辦目前雖然有無線網

路，但速度和穩定度都不太好，且明

明有架設網路線插座，卻沒有有線網

路。是否能請學校幫雲平樓架設有線

網路? 

學務處
（課指組） 

目前刻正與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及創

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陸續整理及確認雲平樓有

線網路 IP 位置，預計於五月底前確認完畢

後，將與社團學生共同訂定相關網路使用規

範後，提供社團申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