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長與學生有約」活動會議紀錄

壹、活動時間：106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 分
貳、活動地點：雲平樓一樓 F12 楷梯教室。
參、主 持 人：薛校長富盛
肆、出席人員：本校學生
伍、列席主管：黃副校長振文、陳主任秘書德𤏩、吳教務長宗明、蘇學務長武昌、廖組長
炳雄、魯國際長真、黃院長宗成、蘇館長小鳳、陳主任明坤、謝副學務長
禮丞、林秘書秀芬、于主任力真、劉組長國宗、吳組長嘉哲、陳主任志銘、
蔡主任文榮、楊組長竣貴
陸、主席致詞：
校長致詞：
謝謝各位師長、各位同學出席本次活動，很抱歉，我因為感冒沒什麼聲音，但
我還是想親自過來聽聽同學的意見，所以，由黃副校長致詞，我來聽。其他相關問題
我會後再回答給各位同學，抱歉。
黃副校長致詞：
校長為了學校赴美洽公，為了校務發展每天接待賓客，我想校長因為時差及過
度勞累，聲帶無法出聲，不過校長今天很有誠意，坐在這邊聽各位同學意見，希望同
學能把意見表達出來，我們會交由承辦單位研議辦理，現在就開始問題討論。
柒、意見交流：
學
回覆
5 月 18 日現場主管回覆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生
單位
及業管單位會後補充
國 建 議 校 內 各 項 建 設 ， 應 配 合 環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務 境，不應該輕易改變原有的自然 總 務 處 同學所提的問題，總務處已於會前提問中
所 樣態。例如校門口的「智慧交通
回覆。本校因配合智慧型校園，所以設置
黃 服務系統」。另校門口新設置的
了「智慧交通服務系統」
，同仁一開始可能
同 「智慧交通服務系統」，智慧化後
不習慣，運作上一直在改進，我們希望在
學 車輛進出校園速度變快，在校內
0700 至 0930 時開啟大門的柵門使交通能
車速也有點快，感覺有點危險。
順暢，為了解決交通問題也一直在修正相
關作法，這部分請總務處補充說明。
總務處廖組長：
謝謝同學的提問，目前總務處在上下班時
間會有值班同仁協助管制車輛進出速度。
目前發現有時會有柵門無法打開狀況，總
務處駐警隊同仁會協助啟動柵門，目前運
作狀況已愈來愈順暢，但系統還有一些問
題，目前有請系統公司每天持續調整修
正，相信會愈來愈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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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校長：
一個制度改變，常會帶來衝擊，不過智慧
型校園應該是中興大學首創，我們是不是
看看運作上雙方有什麼困難再重新去調
整，駐警隊同仁也很辛苦，遇到柵門無法
打開狀況，也都立即協助同仁處理，總務
處會持續改進，系統也會持續調整修正。
一、 據我所知操場跑道是一百年 體 育 室 體育室陳主任：
辦百年大運時維修，距今已
一、99 年操場跑道係採環保材質施作，勘
六年，操場年久失修，PU 跑
用年限 7 年左右，但施作時因受限施
道失去彈性，對膝蓋會造成
工期程且施作期間適逢天氣不穩定影
傷害，是否可以更換？
響，所以，體育室目前幾乎每年都有
在做補修，但若使用期限到期，操場
跑道要整個重新施作，經費需 3 仟萬，
這幾年陸續在規劃操場跑道翻修事宜
，目前因經費不足，體育室只能每年
在校運會前 1 個月施作操場跑道補修。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回覆
單位

二、操場壘球擋球網防護度不佳 體 育 室 二、操場壘球擋球網因已設置十幾年，網
，可否維修擋球網，以維同
都有破掉了，我們目前已準備將擋球
學運動安全。
網全部換新，也計畫將擋球網鏈結起
來，因同學都會隨便移動，主結構採
固定式，部份可移動，最主要還是希
望能保障使用田徑場跑步同學的安全
，最徹底的辦法還是要有壘球專用場
，最近在辦理壘球系際盃比賽，所以，
可能壘球練習的情況會比較多，基本
上都是有申請我們才開放，體育室會
定期督導，若有違規使用情形我們會
取締。
由於本身參與壘球系隊，在練習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與比賽的過程中有感受到操場草 體 育 室 都是體育室業管的問題，但我想我們共同
皮區的泥土地凹凸不平，以及土
努力，中興大學後年就成立一百年，所以，
質過於鬆軟或乾硬而導致球容易
有很多設施老舊，我們一起努力，希望同
形成不規則彈跳，並造成運動傷
學愛護學校設備及場地，請體育室將重點
害的風險，想詢問校方是否針對
紀錄一下，我們明、後年去募款，好好把
操場草皮區有整土的規劃？以增
它做好。
加運動時安全性。
體育室陳主任：
基本上我們的田徑場設計是給足球及田徑
使用的，因為我們學校也有球隊的比賽，
基本上是維持有棒、壘球的活動，球在草
地上常會有不規則的跳動很危險。另外，
我本身也是教職員球隊，我們在練習時也
常發生不規則彈跳，如果你有注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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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開始寒、暑假都有定期維修跟保養
，暑假應該從 7 月中旬我們會開始 2 個月
的保養期，如果大家有注意，今年的草皮
應該比往年濃密一點，保養的過程除了補
沙之外，我們還會植草，所以，在暑假大
概會有 2 個月的保養期，請同學儘量配合
不要到操場打球，讓草皮有 2 個月的休養
時間，未來同學在使用時，場地會比較平
整。我們每年都會做補沙的動作，因為，
最主要是下雨時如果踢足球會造成場地凹
凸狀況，等土地乾燥後會造成場地凹凸不
平，我們會儘量利用寒、暑假將地整平，
謝謝。

黃副校長：
學校都有聽到同學的聲音，盡力在做，體
育室主任是非常認真又負責盡職的。
一、摩斯案的始末不明確，學校 秘 書 室 陳主任秘書：
無公開平台可瞭解事件始末
有關摩斯案協調過程中，學校提供好幾個
，易至造成同學對學校的誤
營業點供摩斯選擇，包括人文大樓環境如
解甚至是不諒解，學校可盡
此優美的環境，都遭摩斯拒絕，連目前規
可能公開資訊，不管是透過
劃興建的第二餐廳，摩斯都還在考慮中，
學校的官網或粉絲專頁均可
從一開始到現在，學校都沒有排除過摩斯
，可立即以學校官方立場做
留在學校的可能性。且摩斯與學校的合
事項的宣導說明，可有效彌
約，就好比同學在校外租屋與房東的合約
平同學的誤解。
到期，你不續租或房東房子要改建，並不
是我們不租給你，要留著自己用；摩斯要
求在現址旁邊另建一個營業點，我們學校
的地，學校有整體規劃考量，盡量找學生
方便進出，且不影響學校動線及整體規
劃，無法依摩斯意願指定他的營業點，目
前為止，學校未排除與摩斯合作的可能
性，且摩斯中興店業績排名全臺灣第二，
整個合約案處理雙方亦無任何不愉快，另
合約到期前 4 個月與摩斯溝通，校內有無
較適宜地點，摩斯均不置可否，未來第二
餐廳興建完工後，若摩斯願意，學校也很
樂意邀請摩斯進駐，沒有在官網說明摩斯
要離開，主要是因為學校也不確定摩斯是
否真的要離開，因為一直問到最後一天，
除了摩斯官網發佈結束營業訊息，學校都
沒有得到正面答覆，而摩斯在官網發佈惜
別宴，只是商業經營的方式，提高營業額，
同學在校務方面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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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溝通，爾後類似事件，不管是全家、丹
堤，學校會更審慎處理合約問題，謝謝。

二、學校第二餐廳自 102 年即辦 副 校 長 室 二、
理第一次招標說明會，請問 總 務 處 黃副校長：
目前的進度為何？
謝謝同學的提問，本案你在校務會議也質
詢過。我想最主要是 102 年規劃興建第二
餐廳的時候，本校傑出校友經營的團隊來
參與投標，經過 BOT 的流程後，該校友突
然來信告知不再投資本案，造成學校困
擾，只好重新啟動招標案。另有關第二餐
廳案同學於會前提問，總務處已答覆，請
參閱各處室答覆情形第 3 頁。第二餐廳案
校長很積極用校務基金規劃相關事宜，請
總務處補充說明。
總務處廖組長：
第二餐廳目前進度為細部設計規劃中，6
月 9 日建築師會提出整個案子的細部設
計。關於第二餐廳，總務處在 5 月 10 日有
請建築師到校務協調會報告，會中責成建
築師在 6 月 9 日提出整個案子的細部設
計，整個案子的工期是 360 天，本案要申
請市政府的都市審查，要申請建照、執照，
預估整個案子在 107 年 2 月 1 日開工，大
約在 108 年 4 月 1 日落成啟用，興建過程
總務處會辦理招商動作，俾利配合建築執
照申請時，內部裝修可配合廠商需求做整
體規劃。
三、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及一、 副 校 長 室 三、
二樓要調整成複合式餐廳， 總 務 處 總務處廖組長：
聽說已經有廠商得標，請問
關於活動中心部份，目前招商採複合式餐
工程上的處理，廠商又會招
飲，會像美食街，而且這廠商也是台科大
進來更多廠商為同學服務。
他們的營業廠商，在評比方面，我們有責
但之前政大及清大的案例，
成廠商每年 10 月針對學校餐廳廠商辦理問
學校招進來的廠商是一種二
卷調查，所以，不會是廠商自評，而是由
房東的概念，例如廠商招來
學校來實施評比，哪項餐點較優，折扣較
麥當勞或周氏蝦捲，在美食
優惠，所以，不會有同學所提情況，由廠
街開設攤位，但有些廠商會
商自評，而剔除同學喜歡的廠商，且學校
為了權利金，而剔除原本已
對廠商的評比是由學生來實施評比。
合作的廠商；比如說麥當勞
黃副校長：
給的權利金較其它有進駐意
學校處理任何事，都會以同學為中心，所
願攤商少，則二房東就會把
以，同學不必擔心。
麥當勞踢走，又或者二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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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自辦評鑑將分數較低的
攤商趕走，易造成學生喜歡
的攤商因廠商個人利益被趕
走而怪罪學校情事，請問學
校有無因應措施，預防類案
發生。
一、我 3 月時在學校網站上看到 副 校 長 室 一、
學校成立了「南向辦公室」， 南
向 黃副校長：
個人在未來就業，對這一塊 辦 公 室 國 中興大學因為最近政府在推動南向的業務
蠻有興趣的，可是在網路上 際
處 蠻多的，不同的單位都有新政策公布，校
找不到這部份的相關資訊，
長希望成立一個「南向辦公室」統合這方
想知道學生在這部份可獲得
面的業務，這項業務學校目前是責由「創
什麼資源？例如交換學生嗎
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黃院長負責，所以，
？其實交換學生國際處目前
我們請黃院長說明學校如何推動南向業務
已在做了，或者是語言上的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黃院長（南向辦公室
資源？或者說就業上的一些
主任）：
資訊？因為在網路上找不到
基本上，這是學校配合國家政策執行南向
專屬網站，所以，想請問學
計畫，立法院蔡副院長也是相當支持，教
校會如何推動「南向辦公室
育部也有代表到學校來跟我們討論，最主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機會
要，學校是要爭取政府的資源，然後，結
可與中區其他學校分享資源
合產業界的力量，加上學校的力量來推動
南向政策。同學有問到，這是為了臺灣學
生還是為東南亞的學生？其實都有，我們
是希望能促進雙方的交流，因為成立的時
間比較倉促，關於網站，目前尚在設計階
段，詳細的資訊俟網站設計完成，會置放
在網站上，南向政策推動，其實政府以前
就在做，我們農學院等幾個學院及幾個單
位，其實都有在執行，只是未來學校會更
聚焦，引進政府資源，就企業界來說，包
含我們學校校友在越南都有設廠，他也是
希望透過「南向辦公室」，能找到畢業的
校友到越南去服務，我會往這方向再去詢
問，謝謝。
黃副校長：
我想辦公室剛成立，先做二方面，一方面
要撮合東南亞的學生給台商使用，建立媒
合平台，同時要介紹我們學生，一起到那
邊去幫助他們，也就是說這幾年有很多的
媒合工作。像今年 6 月印尼有一些學生想
要來我們學校接受教育訓練。其實我們學
校很早就在做南向政策，比如說我們的頂
尖研究中心就選越南、泰國做為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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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國家；目前，像園藝系就有許多泰
國學生。所以，未來我們期待同學也一起
投入。至於語言方面，我們希望「創新產
業暨國際學院」開一些東南亞語言課程，
同學有想法可告訴校方，黃院長在規劃時
可納入考量，對我們學生、國家、產業會
有幫助，中興大學是臺灣的大學首創成立
南向辦公室的，學校很積極在執行南向政
策。
魯國際長：
校長、各位主管及各位同學大家好，國際
處回應一下。畢竟國際處這麼長的時間在
協助學生及各個學院進行國際姊妹校及學
術上的活動，同學對目前成立的「創新產
業暨國際學院」及「南向辦公室」，可能
會有一些疑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分立
的單位來進行國際化的工作。目前學生的
部份，包括交換生，學生申請國外的雙聯
學位學程等等，國際處義不容辭還是會盡
力服務各位同學。我們這個學期，不管是
申請進中興大學當學位生、交換生或出國
當交換生人數，都破過去所有的紀錄，人
數非常踴躍，國際處也很感謝同學們對這
些活動的支持。「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目前比較重要在推廣的部份，要借重黃院
長在業界很好的關係及人脈。這是目前在
組織內希望能夠借助他去做一個延伸的部
份。至於「南向辦公室」，實際上在現階
段還很多事要推動，中央會有交辦下來的
工作項目，需要由「南向辦公室」來統整。
這些單位，跟同學比較相關性高的，當然
還是國際處，如果同學有疑慮的部份到國
際處來詢問，我們都會很樂意為同學服務
。如果是「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或「南
向辦公室」和同學有互動的一些機會，也
希望同學們踴躍支持，謝謝。

二、延續新南向的議題，建議如 副 校 長 室 二、
下：
國 際 處 黃副校長：
(一)南向國家很多，建議加強學 南
向 謝謝同學的建議，其實農資學院每年都有
生了解南向國家文化，例如 辦 公 室 辦理到泰國實習十幾天的活動。我們的畢
人文風情、宗教或農產品。
業校友，在菲律賓、泰國、越南非常多，
(二)學校是否可提供南向國家，
所以，可以採用同學的建議，媒合同學去
例如泰國及菲律賓媒合短期
實習；但在語言上要加強，尤其大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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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語言訓練，其實東南亞學生到我們學校
比較多，我們同學去的比較少，期待同學
多到不同國度去看看世界有多大，這建議
請黃院長記下來。
魯國際長：
謝謝同學的提問，我們這學期在申請交換
生的時候，已經有同學申請到泰國的
Kasetsart U、Chulalongkorn U 作交換生，
這幾個同學有意願去做先鋒，我們好不容
易開下來的名額，就不會浪費掉了。目前
應該已經有一個風氣，就是同學願意在第
二次交換的時候選擇到東南亞國家或大陸
體驗一下，未來職場上可能會面對的挑戰
，也建立一下未來可能會用到的人脈。我
們這次申請到大陸去交換的同學也創了新
高。除此之外，國際處今年暑假有辦一個
實習的營隊，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參與培
訓及企業實習訓練營。亞利桑那大學的創
業領域在美國名列第一，營隊學費大約
2,700 元美金（不含機票），目前暫定由我
親自帶隊過去，開放給台綜大四個學校的
學生申請。實際有很多機會是可以掌握的
，也歡迎同學到國際處瞭解，如何可以到
東南亞國家去做實際的交流，他們也會非
常歡迎同學過去，謝謝。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黃院長（南向辦公室
主任）：
這邊跟同學補充說明一下，今天下午教育
部國際司有下來台中開會，蔡副院長當場
指示說，我們學校要多辦幾場不難，初步
規劃會找東南亞台商來台中開會，主要目
的是由台商發聲，然後政府聽見了，由我
們學校來執行，陸續會辦理不同的論壇，
蔡副院長說，下週會有印尼中學三十幾位
校長到臺灣，國際司會送他們到學校與校
長見面，一切都從互動開始，同學的寶貴
意見很重要，論壇，我們需要有人發聲，
發聲後政府就會去辦，我們才有機會去執
行，執行很容易，但要資源很難，所以，
我們陸續會爭取一些計畫，我們在執行這
些計畫的時候，也是希望同學真的有收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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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宿新大樓誠軒是否會分配 學 務 處 三、
床位給研究生？
( 住 輔 組 ) 學務處楊組長：
謝謝同學的意見。因為誠軒床位有 1,004
床，女生宿舍現有床位為 1,260 床，誠軒
落成啟用後，對同學住宿需求，有相當疏
解效果，住輔組會分配適量誠軒床位給研
究生使用。
植 請問應用科技大樓的詳細進度、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病 規劃。
總 務 處 應用科技大樓一、二樓空間，其實最主要
四
是奈米中心進駐並服務全校，亦即全校共
吳
同使用空間規劃在第一、二樓，樓上有工
同
學院及生命科學院，詳細規劃請總務處說
學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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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廖組長：
目前還有機械系會進駐，主要是各系所、
工學院、生科院，目前整個進度是變頻冷
氣已完成在實施測試，分離式冷氣於 5 月
5 日已決標，工期是 2 個月，按進度在 7
月左右可完成，暑假期間各相關單位可完
成進駐。
一、
國 際 處 一、
Sorry, I have to speak in English. 教 務 處 魯國際長：
I’m the student of Tri-continental
Thank you for inquiring. We are presently
Master Program in Global Studies.
working on English taught courses and
This is a very good program.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faculty, especially
Southern policy is very good as
those who are freshly graduated from their
well. However, something really
Ph.D. programs, to come back to teach in
worries me because It seems the
English. We are still trying hard on the issue.
lecture in NCHU in English is
We can encourage our faculty members to
getting less and less. I am very
either teach in English or at least provide
surprised and very disappointed
certain materials in English and help students
that I did in the 科管所 as a
to learn not just in the traditional way but
doctor degree program. They make
more technology advanced way.For example,
announcement that it’s not a
today we have four faculty members and 26
compulsory requirement to do the
students from Robert Morris University in
lecture in English. Since you are
the United States on our campus to
going to go to the Southern policy,
experience our classes. They came in and
and I think it’s too late for us to
they stayed in classroom for few days. They
learn so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learn how our students learn. The mission of
in south Asia. But now I think the
that university is to change the lives of
lecture here in NCHU in English is
students and to send the students to the world
getting less and less. I don’t know
to change the lives of others. So we can
how we could go to that direction if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learn to use the
all students here don’t speak
language.We believe that gradually we will
English. That is an issue you have
provide more courses in English at NCHU. I
to solve the problem first. And, of
do feel sorry to know that the Progra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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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I like to ask the professor
Lu about the English program in
United State. How long is it?
Immediately?

二、
I’m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very
serious. I don’t know whether
NCHU has many reasons to revalue
the quality of the lectur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fessors. Because
you know this program we have.
Our first semester in Germany, our
second semester here, and next
semester will be Mexico. I feel that
the most students in Taiwan are
very conservative, and the students
in Taichung are more conservative
than in Taipei. So I do like to know
is any main reasons for the
university to make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for quality of the
lectures. It is not very appropriate
for the students to do the
assessment, because they are young
kids. They do know nothing. I
mean they also on the pressure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their
presents. So, I don’t think the
assessment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 will be appropriate. But
what other professors I mean on the
main reasons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 lecture. NCHU want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 think this might be a good
duration to think of because we are
impossible to attract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ere. But I
really suggest that we sh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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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Management switches from
English taught program back to partially
English taught program. Originally, we have
six English taught programs from
undergraduate to Ph.D. level. Now we have
five. In the peak, we have about 200 English
taught courses each year, and now we have
about 150. I see the point, I see the challenge
and I know there is a problem. Please give us
some time.So we can work on it.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t’s
government-funded, not like a private
university.I believe we can make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k you.
二、
魯國際長：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question. We
had a chance last Friday to host vice
president (Prof. Dieter Höpfel), international
director (Dr. Joachim Lembach) and director
of TRIM program (Prof. Stefan Bleiweis)
from Karlsru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on campus. We discussed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what we can do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gram. Your
question includes actually several different
aspects: regard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urses
that instructors deliver in this tri-continental
program of global studies, overall how we
asses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NCHU and
also how we improve the quality, in the long
run,for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is
university. I think there are several parts
included in your question. We have talked in
the meeting. So I realized that there is a
concern and the demand from the student
side to push this program to be a better one.
The way the program is designed is to let
students stay for the first semester in
Germany, in NCHU for second semester, and
in Mexico for the third semester. They can
choose the place to stay for research. And by
the end of their studies, they are entitled to
hopefully, three degrees. It was actually very
hard to start the program. Currently, there are
a lot of places we can help to improve. So
from my side, we work closely with the
administrators. I can feel how you feel in this
program. I believe professors are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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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r assessment. Because
you know we all said 教育是良心
事業. So we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time. The students are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wo years,
three years or four years. We have
to teach them something.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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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 on that. We hope to provide better
facilities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n also
recruit more faculties who can teach good
quality courses in English so the program can
gradually be improved. We understand and
we will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Even this
morning I send out an e-mail to thank them
for visiting our campus.We showed them our
research labs. And we even took them to
our riverside. They get to see us, and they get
to see how you students stay and how you
suffer. You deserve a better program here. We
have the discussion. I think it is much better
than last year but still we believe there is a
huge potential for us to improve Regarding
your opinion, we will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e next year and the year
after, we will see more students, we will see
better quality courses, and we will see better
facilities for students.For your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summer program i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we have registration site
open.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register. It
is on the websi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Thank
you.

三、有關中興湖的事情，因為我 副 校 長 室 三、黃副校長：
自己有一個生態湖，歡迎到 總 務 處 謝謝。請總務處到同學家參觀、瞭解。
我家參觀生態湖，多方比較，
我就是給學校一個解決方案
針 對 政 府 所 提 倡 的 新 南 向 政 策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因東南亞現正掘起，大家都想 南
向 謝謝你，期待我們開東南亞語言課程，請
跟他們有一些交流或接觸，校方 辦 公 室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規劃。剛才提過
是否能對東南亞（例如新加坡、
泰國好幾個學生，像泰國芒果學校校長就
印尼）方面開設相關課程（包括
是我們學校園藝系畢業的；其實語言是必
語言、文化及政經等）與國際接
要的，之前我們在農推中心也有請一些泰
軌，像我本身是歷史系，據我所
語師資到中心上課，這個建議非常好，請
知，像政大就有開東南亞史相關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針對各種不同語
課程，不一定是要在歷史系開課
言統整規劃。
，在通識也可以，讓大家能對這
地方有更多瞭解；而語言的滿足
是最重要的，因我父親在新加坡
工作，所以，要求我一定要會第
二外語，像我本身還會印尼話，
而學校目前第二外語較偏重歐美
（西班牙、德文、法文），我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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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越南文教學，但越南文好
像是要額外付費上課，如果學校
能有更多課程會對同學較有幫助
，像政大今年就有招東南亞學士
學位學程，像這方面學校是不是
可以有更多的課程。
一、我是博班學生，需開車到校 副 校 長 室 一、
上課，但我常找不到停車位 總 務 處 黃副校長：
，我的車常被貼單，想請問
我在中興大學四十年好像都有位置停車，
學校哪裡可停車？我知道要
校內停車空間是夠的。請總務處廖組長補
停停車格，但我覺得學校停
充說明。
車位不足，車子太多。
總務處廖組長：
校內停車當然要停在有停車格的地方，同
學可能是因為要就近在系館附近，所以找
不到停車位，只要稍微繞一下應該是有停
車位的。
黃副校長：
我認為中興大學校園車位是夠的，同學稍
微停遠一點，應該就會有車位；像我在農
環大樓有時沒有停車位，我就停到生機系
再走回農環大樓，原則上校內停車位是夠
的，沒有問題。因部份系館停車位有限，
同學若想停在系館附近，建議提早到校，
若無法提早到校，稍微停遠一點，應該都
有停車位，若還有停車問題，也可直接找
總務處帶同學看看哪裡可停車。
二、校門口已設置「智慧交通服 副 校 長 室 二、
務系統」，為什麼仍需於擋風 總 務 處 黃副校長：
玻璃右上角黏貼「汽車識別
於擋風玻璃右上角黏貼「汽車識別通行證」
通行證」？
是因應週六（農夫市集）
、日進出學校車輛
採人工收費作業，為使收費人員辨識是否
為校內車輛故製發「汽車識別通行證」
，施
行一項新的作業方式時難免遇到問題，請
同學與學校合作，中興大學行政團隊會持
續協助解決問題。
總務處廖組長：
因週六、日採人工收費作業，為辨識是否
為校內已繳費同仁，故製發「汽車識別通
行證」
，同仁可憑證直接進入學校不用再繳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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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宿腳踏車店失火燒毀，校方未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公開說明失火原所以，學生間流 學 務 處 腳踏車店失火係因蚊香使用不慎造成，本
傳著二種說法，其一是因學校線
案請學務長補充說明。
路老舊，其二是腳踏車店老闆個
蘇學務長：
人疏失。因同學腳踏車故障率高
男宿腳踏車店失火那天大家都很緊張，後
，所以，腳踏車店生意很好，老
來確定沒有人受傷，我們心裏就比較放心
闆對同學很照顧，想知道是不是
，隔天主秘就帶我們去勘察現場，確定是
會找新的腳踏車合作廠商進駐？
蚊香使用不慎造成的，老闆也很自責，同
也希望新的廠商能像現在的老闆
學提到老闆人很好，我也很喜歡他，也希
一樣體恤同學。
望他願意繼續留下來。不過，因學校屬公
務體系，這類案件，均需依照法定程序進
行，我很同情老闆也很希望能讓他重新開
業，但程序上需完成受損程度勘驗與鑑定
，近期可能還無法重新營業；老闆很有心，
學校也希望他能繼續為同學服務，不過，
還是要等整個程序完成，並將受損部份修
復，因學校是公務體系，無法法外開恩，
一切還是必須照程序辦理。
曾有一位台大的朋友到學校來找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我，在校門口拍了一張照片上傳 總 務 處 謝謝同學的提問，我想你真的很愛我們學
Facebook，標註全臺灣最漂亮的
校。其實，國外一般停車都是在校園外。
大門，各個學校的學生都回應，
學校已經有在規劃立體停車場；目前，學
真的很漂亮；但這位同學私下問
務處也在規劃步道，因為考量學生安全，
我，為什麼你們學校會有這麼多
學校有在準備做，將來希望規劃一些立體
車在校園內行駛？這是我很關心
停車場，慢慢減少校園內的車流量，因為
的問題，個人覺得一個美麗、舒
臺灣的地比較狹窄，學校也思考在不同的
服的校園，同學們在校園內行走
地方規劃立體停車場。
時是不會有任何風險的，不用擔
心會不會被撞，請問學校是否有
規劃進行無車校園？無法一步到
位，但是否先從增加徒步區開
始，慢慢拓展成無車校園，不知
學校是否有這類規劃，謝謝。
一、女生宿舍可否比照男生宿舍 副 校 長 室 一、
有餐廳及腳踏車店，增加生 學 務 處 黃副校長：
活便利性？另我認為學生宿 ( 住 輔 組 ) 關於宿舍問題，我想女生宿舍新大樓明年
舍有一些規定達不到所謂的
落成後，應該就可以解決，因為中興大學
公平性，我認識一些有隱性
學生目前住宿率才二十幾，新宿舍落成後
疾病（癲癇或慢性疾病）的
，住宿率可達到五十，問題就可解決。
朋友，但在申請宿舍時，他
業管單位（學務處住輔組）補充說明：
們竟然沒有優先的權利，但
(一)目前女宿公共空間有限，無法再提供
宿舍有一些同學家就住學校
廠商進駐之空間，且女宿鄰近南門路
附近且身體健康，卻可以住
，整條路上有許多餐廳可供同學選擇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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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107 年誠軒落成後，會由資產經
營組對外招商，邀請廠商進駐，屆時
必能增加同學更多選擇及生活便利性
(二)有關於隱性疾病同學問題，教育部來
文明定給予低收入學生保障床位及優
先候補中低收入同學床位，對於健諮
中心轉介之身障同學，宿舍也優先安
排床位。隱性疾病同學如至服務中心
詢問，經查證屬實，也會安排較單純
之服務工作而給予床位。

二、之前進出校門好好的，但學 副 校 長 室 二、
校設置「智慧交通服務系統」總 務 處 黃副校長：
後，校門口的柵欄一直有很
校門口「智慧交通服務系統」學校已經逐
大的問題，那桿子聽說很貴
步在改善中，很多學校也慢慢走向智慧型
，而且還撞壞好幾支，我覺
校園，一個新的改變，一定會遇到一些困
得造成浪費的問題。
難，學校會持續改善，請同學諒解。

財
金
三
李
同
學

三、農推中心 2 樓的飲水機為何 副 校 長 室 三、
上鎖？學生有繳費，不是應 農 推 中 心 黃副校長：
該可以使用校內資源，我連
農推中心因係自給自足單位，為節省資
水都不能喝嗎？
源，所以上鎖，同學可下樓就近至植病系
使用飲水機。
中興湖只要下雨或天氣較炎熱， 副 校 長 室 黃副校長：
就會散發出非常可怕的味道，關 總 務 處 目前有幾家廠商與學校接洽，希望透過改
於中興湖惡臭的問題，有什麼改
變水質進而改善此一問題，目前尚在洽談
善措施？
中。中興湖惡臭的問題，最主要是水的流
動性不足導致，請總務處補充說明。

土 一、男宿無限期鎖車已侵犯財產
木
權，若同學不去解鎖，就會
二
鎖車至廢棄，感覺這樣不太
莊
好，應與校內鎖車制度一致
同
。通常沒抽到車位的同學晚
學
上會將車子停在臨停區，且
臨停區有很多車子看起來就
像廢棄車輛都沒在使用，導
致晚間臨停區沒有停車位。

總務處廖組長：
總務處目前在晚上有做補水動作，讓水流
動，降低臭味，總務處會持續尋找更好的
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副 校 長 室 一、
學 務 處 黃副校長：
（住輔組）同學的車是不是因為停在不對的地方，所
以，才被上鎖？
同學回答：
對，男宿通常就不會解鎖。
黃副校長：
那請同學把車停到正確的位置就不會被鎖
了。
同學回答：
可是在校內，車被鎖的話，到下午就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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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管單位會後補充
鎖，可是男宿就不會解鎖，感覺有點侵犯
同學的個人財產權，連搬出宿舍後，男宿
也不會幫腳踏車解鎖。
黃副校長：
停不對的地方被上鎖，就打電話請他們過
來幫你解鎖；也有老師車子被上鎖，打電
話請他們幫忙，他們就會來解鎖；就像開
車違規會被開罰單，駕駛下次就會注意，
請住輔組補充說明。

學務處住輔組行政組員謝小姐：
基本上男宿今年鎖車執行率非常低，一定
是同學在停車時有重大違規（例如一停就
是三、四十台），造成同學進出嚴重受影
響，有同學舉報，我們服務員才會鎖車，
鎖完車後會貼公告，將車集中停好，並開
具違規單請同學來解鎖，但若同學沒有來
要求解鎖，到學期末時我們會張貼廢棄公
告，通知將於一個月後實施廢棄回收處
理，若同學仍未前來解鎖，將由學校統一
回收處理。另同學提到臨停區有腳踏車看
起來像廢棄車輛，但之前有類似情況，男
宿要將車移走時，會有同學反應，車子他
有在騎，只是沒整理看起來較舊，所以，
單從外觀很難判定，車子同學是否仍在使
用，因此，都會等期末時統一處理。同學
住宿申請車證時，我們會告知相關規定，
不要違規停車，另被鎖車同學，我們會請
樓長通知同學來解鎖，但若同學仍不願
意，只能依相關規定辦理。
園 一、跨領域學分學程常遇到許多 副 校 長 室 一、
藝
課程之選課問題，例如：擋 教 處 處 黃副校長：
四
外系修課造成選課上的困擾
其實這問題很簡單，我在農資院當院長
徐
時，規劃六個跨系學程，很多學程就是讓
同
同學跳躍在不同領域，像生技學程就有 67
學
位老師在協助學校開課；而擋修的課，基
本上可能是因為全班的必修課，就需尊重
原班同學的權益，這部份請教務處補充說
明。
吳教務長：
目前課程安排，原則上尊重原班同學優先
選修，跨系通常是原班不足額時，才會開
放外系申請選修；假設開班人數遠大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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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管單位會後補充
班人數時，外系申請選修沒有問題，可是
如果原班人數已到達開班人數，外系同學
就無法申請，這牽涉到老師開課權責，同
學有這方面問題可至教務處反映，教務處
可協助與外系老師溝通，增加 1 至 2 位外
系同學選課，應該沒有問題。

二、是否能降低系選修，增加院 副 校 長 室 二、
或外系選修？以免侷限於本 教 處 處 吳教務長：
系修課規定，另中興係以農
大一不分系目前還在努力，原則上教學還
立校，可否規劃不分系的農
是以院為教學重心，像農資院現在就有開
業專業課程。
一些跨領域學程。
黃副校長：
剛才提到降低系選修，我知道有些系要求
以系上課程為主，這方面，學校會持續與
系溝通。我當院長的時候，也是鼓勵學生
多元學習，但課程方面學校尊重由系主
導，未來學校會持續鼓勵系盡量能採納其
他系的相關課程，讓同學有機會多接觸不
同領域的課程，具備多元能力。
捌、結語：
今天的活動就到此結束，同學有任何問題，都歡迎隨時用書面提問，謝謝各位同學。我
相信行政團隊同仁對學校與同學的事，都是非常用心在做，也願意接受各位同學的建
議，我想中興大學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校園，一直不斷的在改進、成長，遇到很多問
題也是想辦法解決，不斷的修正，也希望同學持續加強自我語言能力，要到東南亞去發
展，一定要有很強的語言能力，要認識自己，現在開始就加強準備，提昇自我能力，謝
謝各位。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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