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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三化教育理念
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

淡江大學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校一、四年級及研究所
班代表座談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3年12月2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2時
活動地點：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蘭陽校園CL506會議室同步視訊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會議議程：
時間

分鐘數

議程

12:10-12:30

20分

報到及用餐

12:30-12:40

10分

頒獎：頒發103學年度優秀青年獎牌

12:40-12:45

5分

主席致詞

12:45-12:50

5分

介紹師長

12:50-13:55

65分

自由發言及問題答復

13:55-14:00

5分

主席結語

14:00

散會

附註：
一、發言時請先報告系級、姓名，並將內容書寫於發言條，以便記錄。
二、請把握簡明扼要原則，每次發言以 2 分鐘為限。

1
三環：專業課程、通識課程、課外活動
五育：德、智、體、群、美

淡江大學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校一、四年級及研究所
代表座談會建議與回復
淡江大學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校一、四年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會建議與回復
編
號

系組
年班

1

觀光 因週五課程至下午 6 時，建議 蘭陽校園 蘭陽校園主任室(交通車派用業務)
每週五已排定 18:10 及 18:50 兩班交通車，惟總合
一 當日下午交通車能增加班次。 主任室
運量未滿 8 成，鼓勵同學盡量搭乘。

2

夏天時活動中心內部過熱，希 蘭陽校園 蘭陽校園主任室(總務業務)
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不宜開空調運動，除非舉辦
主任室
望運動時段可以開空調。
大型活動，且申請通過，方可開啟。

3

蘭陽校園主任室(總務業務)
返校山道坑洞不平(養猪寮路
段)，校內山路彎道水溝蓋過 蘭陽校園 一、校內水溝蓋皆依道路施工標準安裝，請同學騎
車時應依規定行駛於柏油路面。
多，下雨天水溝蓋非常滑，易 主任室
二、校外道路屬於鄉公所維護範圍，已向鄉公所反
造成騎車駕駛危險。
映。

4

意見與建議

回復單
位

回復意見

蘭陽校園主任室(生活輔導、宿舍輔導、清潔業務)
一、為營造健康優質生活環境，本校自100年8月1
日起，無論室內、室外全面禁菸。
二、本校為無菸校園，學生除假日外，皆留校學習
、住宿。宿舍輔導員每日均利用巡視宿舍時，
持續加強稽查，本學期迄今已查獲4件違規，
皆已懲處並追蹤輔導，宿舍公共區域違規次數
觀光
現已大幅降低；然寢室空間，考量為學生生活
四 男生宿舍 8 樓、女生宿舍 9 樓 蘭陽校園
私領域，非重大違規情節，不宜貿然進入。針
煙味很重，且一樓平臺常見有
主任室
對上述區域查察不易，將加強教育及宣導作為
菸蒂，希望學校能開設吸菸
環安中心
防治。
區。
三、校區為師生同仁共同的學習、生活的場域，雖
有清潔人員及校安人員，但環境的潔淨、安全
、安寧仍需要大家一起努力維護。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因本校為教育部認可之無菸校園，依規定校園內全
面禁菸，故無法指定吸菸場所，若從權處理，仍會
有同學檢舉抽菸情事發生，徒增困擾。

5

蘭陽校園主任室(資訊業務)
學校宿舍網路偶有斷線情
蘭陽校園 本學年開始，淡水校園松濤館及蘭陽校園宿舍與中
形，且網速常變慢，希望能查
華電信簽訂合約，除改變以往 ADSL 網路架構為光
主任室
清原因。
纖共用上網，大部分房間均已重新拉設網路線，因
建構初期，機器設備需要依使用情況調校，所以造
2

八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全球視野、資訊運用、洞悉未來、品德倫理
獨立思考、樂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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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意見
成連線品質不佳，目前已有明顯改善，將持續觀察
並反映問題，也籲請同學珍惜網路資源，不要任意
上網下載影片或檔案，以維持良好的網路品質。

6

蘭陽校園主任室(福利部門業務)
蘭陽校園現有販賣機共計 8 臺，分別為麵包機、泡
增加設置不同種類販賣機於
蘭陽校園 麵機、零食機各 1 臺，咖啡機 2 臺及飲料機 3 臺，
教學區及宿舍區，便利學生使
主任室
分別置放於學生活動範圍較廣如：學生宿舍地下 1
用。
樓、蘭陽網咖及活動中心等處，且飲料機及零食機
每臺均有 5-10 種品項可供選擇。

7

蘭陽校園主任室(交通車派用業務)
星期日晚上 7 時 30 分後，建 蘭陽校園 學校交通車僅有 1 輛且往返路程需時 40 分鐘；週
日自晚間 8 時後，已以最大運量連續發車，無法再
主任室
議增加返校交通車班次。
增加班次。經查 11 月份週日返校班次均未坐滿，
語言
請同學依接駁時間搭乘。
一

8

9

建議便利商店增加牛奶的進 蘭陽校園 蘭陽校園主任室(福利部門業務)
經瞭解先前因食品安全問題，造成奶製品進貨量不
貨量，有時候同學會搶不到。 主任室
足（甚至缺貨），於 11 月初已正常供應。
建議在教學區加設置物櫃，可
蘭陽校園主任室(總務業務)
蘭陽校園
以存放私人物品（如參考
蘭陽校園為住宿校園，教學大樓與宿舍大樓相鄰，
主任室
書）。
走路約 3 分鐘，不宜於教學區再設置物櫃。

10

蘭陽校園主任室(福利部門業務)
希望學校便利商店可以延長 蘭陽校園 淡大便利商店營業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8 時 30
政經 營業時間。
主任室
分，營業時間為 9.5 小時，因人力成本考量無法再
一
增聘人員，因此暫不考慮延長營業時間。

11

蘭陽校園主任室(福利部門業務)
建議學校能增加洗衣機以及 蘭陽校園 蘭陽校園現有住宿生約 715 人，設備 14 臺（洗衣
主任室
烘乾機的數量。
機 8 臺、烘衣機 6 臺），平均每臺機器服務 90~120
人，為洗滌時間充足不阻塞，建請分散使用時間。

12

在職專班生為何沒有校內 TA
日文
權利及學校交換生權利，同為
一碩
正式學籍學生，為何有此差別
專班
待遇，敬請說明。

學生事務
處
國際暨兩
岸事務處

3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回復：
教學助理須負責協助各系（所）之有固定時間、地
點上課、實驗或實習（演習）之課程，若在職專班
學生欲申請教學助理，請至系所辦公室詢問。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依交換生甄選作業辦法，碩士班申請者須為碩士
一、二年級在學學生，並未規定在職專班生不可申
請交換生。
本校三化教育理念
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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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提高研究生借閱書籍冊
數。舉例：東吳大學大學部可
以借閱 30 冊、研究生 50 冊；
臺灣大學大學部 30 冊、碩士
60 冊，輔仁大學大學部 20 覺生紀念
冊，研究生 40 冊。而淡江大 圖書館
學部只能借閱 15 冊、研究生
20 冊，借閱天數也只有 30
天，目前只好把看了一半的書
先還了之後才能再借。
能否有機會把日文類的書本
定期撥一些放到城區部，讓在
職學生也有機會可以借到熱
門好書。放在城區部的書籍，
前一次借閱日期可能是民國
99 年之前的舊書，感覺上是沒
覺生紀念
人借才放到城區部。在職生很
圖書館
少有機會能回到學校，雖然系
統也可以找書，但有許多書是
看到內容才能決定是否適合
借閱，是否可多放些和語言學
相關的書，一定可以獲得迴
響。
城區部上課一次五小時停車
費用 120 元，雖然學校已經與
總務處
停車場合作打折，但還是希望
有更優惠辦法。
同學反應城區部圖書館的桌
子，每次下午使用時都要再沾
水擦拭一次，不知是風沙太
覺生紀念
大，還是打掃時間錯過，剛好 圖書館
都遇到此情況，希望能加強清
潔。
圖書館影印機陳舊速度不
快，希望能夠在城區部買到影
印卡，機器只有兩臺，其中一
臺要使用影印卡才能操作，著
實不方便。

覺生紀念
圖書館

4

回復意見
一、已納入未來法規修改之項目。
二、另外，研究生於撰寫論文期間可申請提 升借
閱權限，可借閱25冊，期限30天，可續借1次
。相關說明可參閱本館《研究生撰寫論文期間
提 升 借 閱 權 限 政 策 》
(http://www.lib.tku.edu.tw/libintro/pograd.htm)。

自 102 學年第 2 學期起，即開始著手進行臺北分館
館藏淘汰作業；第二階段會針對典藏圖書主題進行
規劃，期以提供更適合臺北校園師生所需之閱覽環
境。

已洽詢金山停車場負責人，表示對本校及政
大公企中心師生的停車收費已是最優惠。

清潔工作係由總務組工友協助，近期適逢新舊人員
交接，新進人員尚未熟悉所負責事項，已提醒其應
納入圖書館部分；本館同時業已安排週末工讀生協
助清潔閱覽桌及電腦桌面。

圖書館設置影印機與數位列印機各一供讀者使
用，說明如下：
一、影印機：提供影印資料用，於103年9月25日更
換為目前這部機器(型號: Teco DOCUJET 4321
，102年9月生產)，反應良好，採悠遊卡付費
，不需另外購置卡片。
二、網路印表機：供查找電子資源需列印輸出用，
103年5月27日更換機型(型號: RICOH Aficio
三環：專業課程、通識課程、課外活動
五育：德、智、體、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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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系組
年班

意見與建議

同學們想了解學費中的雜費
使用途逕。
城區部與淡江校園連繫上通
常只靠班代，除了上課與老師
互動，感受不到學校這端在城
區部做了什麼宣傳。只是張貼
海報，要學生主動去看的消極
方式，期望學校辦的學生活動
能多點宣傳。
同學反應在職專班學分費太
貴。例如：本學期修習課程並
無使用到電腦教室，卻要補繳
電腦與網路使用費 1030 元，
教政
在職專班僅晚上在臺北校園
一碩
上課，並無太多機會使用電腦
專班
資源，為何還需補繳此費用?
另為何不含在註冊學雜費中
一併收取，另外補繳費造成學
生困擾。

回復單
位

財務處

學生事務
處

回復意見
MP3350B)，為提供讀者一更為優惠的列印費用
，服務廠商不同於影印機，須購置網路列印 卡
方得使用，流通櫃臺提供代售服務，面額有50
元(200張)及100元(500張)。
雜費係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費用，舉凡教室、教
學設備、電梯及大樓等之維護費；水、電費；校園
環境安全設施及維持、課業及生活輔導；行政業務
之支援等皆屬之。
本處辦理之相關活動均會以 OA 發送全校各一、二
級單位協助轉知學生；另同步以 email 發送全校學
生信箱，請同學留意信箱。

一、碩專班係按科收費。每學年度本處均函請各系
所回復「電腦與網路使用費」收費科目是否異
動。
二、本處於每年8月底彙整各系所資料，作為收費
依據，其時繳費單作業已結束，故於加退選截
止確認修習學分數後方進行補繳、退費作業。

財務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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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流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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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輔導組宣導資料
課外活動輔導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20、2224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大四學生修課公告
一、課程說明：本校自 100 學年度起開始推行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即社團學分化)，本課程包含
A-入門課程(於大一下學期依各系時間排課)、B-活動參與(單學期參加同一社團的活動 3 次以
上)及 C-活動執行(單學期執行社團活動 1 次，亦即擔任工作人員)，日間部學生須完成 A.B.C
三部份始修得 1 學分，進學班學生僅需完成 A 部分課程即可修得 1 學分。
二、本學期補救方案：為協助大四學生順利修得學分，本學期規劃社團課程補修方案，提供學生多
元管道，協助提早完成。
(一)入門課程：
1、因入門課程於第 2 學期開課，第一學期加開補修班提供大四學生選課，同學依學校規
定時間自行至系統加退選課。
2、加開班級：每周五下午 4 時至 6 時(於 10/3 開始)，專為大四學生開設班級。
(二)活動參與執行：即活動參與(B)及活動執行(C)，同學可於下列三種方式擇一認證。
1、校內社團：依各社團認證規定參與或執行活動(包含系學會、系隊)。
2、校內單位：依各單位認證規定參與或執行活動，例如：體育處校隊及運動志工、品保
處品管圈競賽活動、諮輔組社區志工方案、衛保組健康促進活動方案、招生組招生志
工、課外組淡海同舟服務員、課外組國際志工等。
3、自主團隊：自主團隊以興趣選班方式運作，開設平日小班及假日大班，由課程 TA 以主
題課程設計，於開學第一週公告選班。
(1)平日小班：每週三晚上 7 時至 9 時(自 10/15 開始)，每班 30-50 人，每學期參加 6
次，依班級規定完成即可同時進行 B.C 認證。
(2)假日大班：本學期預計開設一班(於 12/5 晚上、12/6 及 12/20 兩整天)，由課程 TA
依營隊模式，設計主題課程，全程參加，依活動規定完成即可同時進行 B.C 認證。
(三)本學期補修案入門課程及自主團隊平日小班均已開始上課，無法再加簽，同學可於第 2 學
期再選課。目前僅剩自主團隊假日大班可再報名參加(報名至期中考前截止)，同學可直接
至學校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或至課外組(SG315)洽業務承辦人辦理。
三、第二學期修課：
(一)入門課程：大一學生班級依各系時間排課，全校共 90 班，大二以上學生須自行至選課系
統加選。
(二)活動參與及活動執行認證：仍可選擇校內社團、校內單位或自主團隊進行活動認證。
校內社團及校內單位依各單位組織的規定由學生自行報名申請，自主團隊開班資訊則於開
學第一周於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公告選班。
四、相關資訊可至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網頁(http://lpcs.tku.edu.tw/LPCS/)查詢，或至課外
活動輔導組(SG315)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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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宣導資料
衛生保健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373、2822
提供各項健康服務：
一、學生健康管理及傳染病防治
(一)大一新生健康檢查，針對異常個案追蹤管理，促進身體健康。提供校園衛生、安全的學習
環境。103 學年度大一新生體檢報告已於 10 月 27 日前完成，並由負責醫院直接將「體檢
報告書」寄至家中。未收到報告書者，請上班時間親自携帶學生證或身分證至本組(海事
博物館地下一樓 M111) 辦理申請補發。
(二 )為 預 防 治 伊 波 拉 病 毒 感 染 謹記二不一要:
1.不接觸或食用果蝠、猿猴等野生動物。
2.不到醫院探病或接觸病人。
3.若有不適要就醫，並告知醫師旅遊史。
(三) 為防範 H7N9 流感之傳染:
1.前往中國大陸學術交流、旅遊等，應注意自我防護，如出現發燒或類似流感症狀，應
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訴醫師旅遊史，以利診斷治療。
2.應避免接觸禽鳥類，尤其切勿撿拾禽鳥屍體；食用雞、鴨、鵝（含蛋類）需注意完全
熟食。如需清洗飼養禽鳥排泄物時，一定要戴口罩、膠質手套及用肥皂洗淨雙手，以
避免感染。
(四)時序入冬，即將進入「季節性流感」好發季節，請多注意自我照護: 請落實正確且勤洗手
等個人衛生措施;雙手避免任意碰觸眼、鼻、口的黏膜；咳嗽、打噴嚏能遮掩口鼻，如有
類流感症狀，請即刻戴口罩及就醫。
二、醫療服務
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內科診治及外傷處理之醫療服務，並適時轉診提供學生妥當照顧。(請攜帶學
生證，完全免費，請多多利用！)
(一)如身體有不適情形可至衛生保健組就診:
醫師看診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 11:30
下午 1:30 至 4:40
晚上 7:00 至 9:00
三、辦理健康促進活動及衛生教育宣導
(一)健康促進活動：改善生活習慣及行為，預防及促進健康，創造更健康的未來。
(二)衛生教育宣導：提供正確與即時的健康資訊，進而提升同學對健康瞭解，營造促進健康生
活環境。
四、提供營養規劃及諮詢、校內餐飲衛生安全管理
(一)提供營養諮詢服務：提供正確飲食相關諮詢，以利提升自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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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膳食督導小組負責檢查校內餐廳飲食衛生：確保食品衛生安全，以預防食物中毒。

~為維護全校健康，如有呼吸道症狀者，

請務必戴上口罩並落實手部衛生及咳嗽禮節
八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全球視野、資訊運用、洞悉未來、品德倫理
獨立思考、樂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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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組宣導資料
諮商輔導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21、2491
1 問 2 應 3 轉介~你我都是珍愛生命自殺防治守門人：
多數欲自殺的學生常會透露自殺意念讓身邊的人知道，因此在學校內我們都有可
能遇到這些學生，成為自殺防治重要的把關者。近年來行政院衛生署推動「自殺
防治守門人」計畫，推出「1 問 2 應 3 轉介」的口訣，協助每個人能適當的回應
自殺意念者，透過簡單的口訣，便可挽救一條年輕的生命，讓你我都可成為自殺
防治守門人，使學校充滿溫馨及快樂。以下將簡介「1 問 2 應 3 轉介」的口訣：
一、「1 問」是指主動表達關心、專注傾聽、並詢問目前的生活情形。當懷疑學
生有自殺的可能性時，須主動表達關心的態度，多詢問學生目前的心情、想
法，毋須擔心多詢問會更引發自殺想法。常見問句包括：「最近的心情如
何？」
、
「看你狀況不太好，有沒有哪裡需要幫忙？」
、
「可以告訴我發生甚麼
事情嗎？」、「最近是不是感到不快樂？」、「會不會想睡著後就不要醒來」，
若與學生關係良好也可直接問「有沒有自殺的想法？」等。
二、「2 應」是指對有自殺意圖的學生給予適當回應，提供支持與陪伴。對學生
表達情緒的了解，協助學生釐清困擾，整理思緒，若能進一步提供「希望感」，
更能降低執行自殺的可能性。常見的回應方式包括：「如果是我，我也會很
痛苦」
、
「不管是誰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會難過」
、
「發生這樣的事讓你有什麼
感覺？」、「有沒有人是你比較信任且可以幫助你的人？」、「我知道你很痛
苦，讓我一起幫助你好嗎？」等。
三、
「3 轉介」是指讓學生接受專業資源的協助。由於自殺的意念並不容易消除，
且協助者往往會背負著壓力，因此勸導學生接受專業人員的幫忙，能有效減
緩自殺意念。可直接帶學生或介紹學生至校內外輔導資源，例如校內諮商輔
導組、醫院精神科、心理衛生中心等，讓更多的人幫助學生情緒趨向平穩、
降低自殺風險。可轉介或洽詢之輔導資源如下：
(一)諮輔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21、2491、2270
(二)諮商輔導組網路諮詢：淡江大學首頁行政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心理健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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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諮商輔導組轉介單：淡江大學首頁行政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表格下載淡江大學教職員生轉介申請表
(四)校外資源：
1.全省張老師：1980（依舊幫您）
2.全省生命線：1995（要救救我）
3.行政院衛生署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
4.馬偕醫院自殺防治中心（淡水院區）：02-28094661 分機 2726~2728
5.馬偕協談中心（淡水院區）：02-28094661 分機 2179
6.國軍北投醫院：02-28935869
7.台北市立關渡醫院：02-28587000
註：參考資料 自殺防治中心 http://tspc.tw/tspc/portal/index/

情感教育宣導：
一、何謂「過度追求」：雙方當事者對互動的感受落差極大，追求者的認知及手
段異於常態，而追求行為是長期持續，令被追求者不勝其擾，並影響其正常
生活之進行。
二、受到連續劇、電影的影響，不少男女在追求心儀的對象時，會認為只要持之
以恆，就能打動對方獲得芳心，因而不管對方感受與反應如何，運用以跟蹤、
站崗等不適當的追求方式，造成對方的困擾或不舒服的感覺。這些追求行為，
可能有構成性騷擾之虞，但卻常被忽略。面對無好感的追求，拒絕的態度要
委婉、說辭要明確，平時要蒐證、處理要小心，且勿收受對方贈禮，若遭遇
過度追求，切記蒐證與求助。
三、危險情人：可能會使用下列的行為來控制對方:(A)高控制、強烈佔有或多 疑
的傾向，例如私下查看對方手機、禁止約束；(B)情緒的起伏大，容易暴躁
易怒，衝突時習慣將所有過錯推到對方身上，較自我中心；(C)會利用使對
方害怕的方式來控制對方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做，可能是肢體、性的暴力，或
破壞東西、傷害寵物等等；(D)另外在面對壓力或挫折時，有自殘或成癮的
行為。這些狀態已經符合危險情人的高危險群，當面對可能被拋棄的情況時，
傷害自己或他人就成為可能的選項。
11

八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全球視野、資訊運用、洞悉未來、品德倫理
獨立思考、樂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

四、在校園中，若學生或同學疑似遭遇不尊重的相關言行舉止，而感到不舒服、
不自在、被冒犯、侮辱、威脅，需要找人協助澄清、申訴、提供諮詢等，請
同學轉介或請學生逕至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人協助。

性平教育宣導：
一、「霸凌」(bully)是指學生間欺凌與壓迫的校園暴力。其中「性霸凌」指以身
體、性別、性取向或性徵為題材，而加以譏笑、嘲諷、評論或侵犯。例如：
開性器官的玩笑、傳遞具有性意味的紙條或謠言、男生間的「刷卡」
、
「捉鳥」、
「脫褲子」、「阿魯巴」等涉及性器官的活動。
二、在校園中，若學生或同學疑似遭遇不尊重的相關言行舉止，而感到不舒服、
不自在、被冒犯、侮辱、威脅，需要找人協助澄清、申訴、提供諮詢等，請
同學轉介或請學生逕至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人協助。
三、本校性騷擾與性侵害諮詢與申訴管道：
★

性別平等委員會（行政大樓 A110）電話：02-2621-5656 轉 3056

★

性騷擾與性侵害諮詢與申訴信箱：help885@mail.tku.edu.tw

四、校安中心 24 小時緊急連絡電話 02-2622-2173。
~你的傾訴與申訴我們將以專業保密的態度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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