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全校二、三年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5 月 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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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張校長家宜

紀錄：辛淑儀

出席：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葛學術副校長煥昭、胡行政副校長宜仁、蘭陽校園林主任志鴻、各位同仁與今日與會的
二、三年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午安。
本次參加座談會的對象，是熟悉學校環境及規定的班代表。大學四年期間，大一有「大
學學習」及「社團必修」課程的洗禮；大二及大三進入專業課程；大四則準備就業、出國或
報考研究所等，所以大二及大三是與學校互動的黃金時期。
班代表應於本會議前召開班會蒐集同學建議事項，如資管系 3 年級班代就是很好的模
範，事先整理班級意見提供生活輔導組，才能讓與會人員清楚了解同學想法。學校溝通管道
很多，平日同學可與導師、系主任互動；行政相關問題亦可即時向承辦單位反映。這次提問
中部分與學習相關的問題，例如，有班代表示教授年事已高，教學熱誠低落。雖然每學期固
定填報教學評量問卷，也不能完全呈現實際教學狀況，若同學已表達某位教師教學不認真，
但每年仍繼續授課，系主任及院長應進一步了解狀況，並請多傾聽學生意見，立即進行改善。
貳、 介紹師長（略）
參、 自由發言及問題答復
編 學 年
號 系 級
1

2

意見與建議

回復
單位

紹謨活動中心建設才 2 年，為
何外面下大雨，室內下小雨，
總務處
運動容易受傷。
蘭陽校園學生需填外出單才
能外出，而外出單只是讓警衛
觀
看。是否能讓學生使用學生證
光 二 感應外出。
系
蘭陽校
園軍訓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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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意見
紹謨活動中心採綠建築設計，屋頂溝
槽不夠深，若遇暴雨，水容易溢出而
造成滴水，已要求營造廠於 6 月底前
改善完成。
蘭陽校園三全教育特色之一全住宿書
院，是一種以品德教育為內涵，進而
培養學生重視倫理、發揮互助關懷的
全人教育。平時師生除課堂上授課教
學之外，生活上亦緊密連結，關懷學
生沒有時差。所以在維護學生安全的
前提下，當學生需離校外出時設計有
請假報備機制，藉此學校師長可利用
機會與學生閒話家常提醒路況安全
外，若同學有額外需求，如疾病、糾
紛等，亦可從旁協助同學，解決其難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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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校園過警衛室後，往大彎 蘭陽校
道路有破損，對於騎車的同學 園主任
有安全疑慮。
室
紹謨活動中心器材損壞卻沒
維修，例如網球拍、啞鈴等。
體育處

請在紹謨活動中心或平面場
體育處
地設立單槓。
觀
拳擊社提議將放置已久倉庫
光 二
中的沙包放置紹謨活動中心
系
體育處
給與同學使用，避免資源浪
費。
室外體育場都無人使用，是否
能改成體育館或多功能教室，
許多社團不夠場地練習。
體育處

希望在校園中設置單槓，同學
可以訓練體魄。
政
經 二 關於蘭陽校區，希望學校可以
在大階梯旁的停車場新增照
9 系
明設備，以免同學發生危險。
因教師考試未必只有期中及
期末考，是否廢除二一預警制
度，或者是必修學分才要預
數
警。家長看到預警單常因過度
10 學 三 擔心而造成學生困擾。
系
8

體育處
蘭陽校
園主任
室

教務處

上學期住宿生設置第 2 道門禁
問卷調查結果僅 2.16 分，且於
文
12 月 16 日住輔組網站上公告
議
「不執行松濤館第 2 道門禁草 學務處
11 學
員
院
案」
。但卻於 5 月 3 日網站上
公告強制執行第 2 道門禁的建
設，請問 2 份聲明是否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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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填寫外出單並非僅止於讓保
全辨識，更充滿師長們對同學們的關
愛。
將納入 106 學年度專案改修編列預算
優先辦理。
網球拍斷線都會累積一定數量，於寒
暑假期處理；啞鈴部分，已有通知廠
商維修，廠商表示塑膠部分破損是因
同學使用後重摔地上所致，未來擬張
貼公告請同學愛惜使用。
針對單槓設立部分，會先找尋合適地
點進行評估後再做設置。
沙包為課外活動業務財產，會協同拳
擊社社長及承辦人員溝通協調沙包使
用問題。
室外球場仍有體育課程教學需求，並
提供同學們舉辦體育競賽及其他休閒
活動之用，針對社團使用問題會商請
課外活動承辦人員研議場地使用時間
及順序。
針對單槓設立部分，會先找尋合適地
點進行評估後再做設置。
檢討相關經費後，增加裝設照明設備。

學生學習部分必須有輔導機制，不能
等到同學已被二一退學才執行，故有
預警制度。本校為連續二一退學制，
學生前學期若有發生二一狀況，本學
期期中考後又發生全部科目有二分之
一不及格，則會發函通知家長，並通
知系上及導師進行輔導。若只有本學
期期中考全部科目有二分之一不及格
則只會通知系上及導師進行輔導。
一、目前進入住宿區的模式，沒法有
效管制「非住宿生」進入，即使
進出者是女性，也無法分辨是否
為住宿生；進入住宿區雖設置男
賓止步告示牌，但服務台值守工
讀生的視線角度，很難進行異性
管制；而且，松二館大廳係開放

經向學務長及住輔組組長詢
問，組長答復為：因同學意願
不高，且可替學校節省近 200
萬元的經費，日後不會再提此
事。學務長也回復：考量安全
問題，火災逃生不易，因此決
定不建設。關於此事，是否互
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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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設置有男女廁所，如廁後
的人員亦有逕自進入宿舍區的疑
慮。住輔組始終有著「擔憂」
，也
一直在思考精進方案。上學期，
剛有個初步的想法，考量是否採
行類似捷運進出刷卡閘門模式，
管制非住宿生進入住宿區，也恰
逢有室長大會，因此，提出初步
的想法，聽聽大家的意見，以利
後續規劃較佳的門禁措施。室長
大會當天因是口說方式，而同學
又想再多瞭解口說的部分，因此
才將會中的初步想法以紙本方式
進行意見調查，當時初步的規劃
草案（類似捷運進出刷卡閘門模
式草案）
，並未正式詢價，但初估
可能超出 100 萬元，由於該草案
經費初估高且同學們頗多不支
持，所以，我們當下表示，針對
該草案緩議，不再討論該草案。
但是，住輔組仍舊持續思考管制
非住宿生進入住宿區的措施。
二、住輔組一心想著學生的安全問題，
如何增加安全措施等等。之前某
日，有個婦人背著一支棒球棒(上
面有釘子)要進入住宿區，我們小
心安撫請她出來；日前，有位失控
的女生在松濤館前持刀傷人，如
果衝進住宿區傷到同學呢？我們
不得不擔憂，因此，才會規劃增加
一道安全措施，將危險因素降低，
讓大家住的安心。
三、三館的大門自本學年度改為刷卡
進出的模式，同學們也已適應帶
著學生證由此門進出。因此，我
們參考三館的大門方式設置二館
的安全設施，同學們仍可 24 小時
進出，只是必須帶著「學生證」
刷進；剛開始是會不習慣，但會
適應的，就如住在家裏，出門帶
鑰匙一般；還有例如有些人住在
社區，為了全社區的安全，也是
會有社區的大門刷卡機制的。

校外補習班進入校園發傳單，
造成學習環境髒亂及同學們
困擾，學校是否能針對發放單
位進行處置。
總務處

12

文
議
學
期中評量是否能完全評斷老
員
院
師優劣？因同學常為自身問
題卻在評量中給與老師不良
評價，希望能了解。
13

品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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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盼住宿生改變進出館習慣「刷
卡進入住宿區、按鈕出住宿區」
，
仍舊是 24 小時隨時進出，亦可管
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區，這樣的
安全措施，對住宿生是有益的。
住輔組並不是沒有站在住宿生的
立場想問題，只是權衡後，以安
全為重，增加安全措施，並需要
住宿生改變進出住宿區的習慣。
大家隨身帶著學生證，24 小時都
可進出住宿區，並不會被管制進
出時間的自由。
五、關於火災逃生不易疑問，除已請
總務處協助修繕松濤館消防廣播
系統外，加上本組每學年初均安
排的宿舍消防逃生演練，可加強
住宿生逃生觀念；另，本組業已
修正印製每間寢室「現在位置逃
生路線圖」
，將於暑期前全面張貼
於門板上，可利各寢住宿生遇緊
急事況，依指示方向疏散。如果
發生緊急狀況，刷卡門即會立即
開啟，相關人員會協助同學逃生
疏散。
一、補習班進入校內宣傳，本校訂有
規範，皆以收費方式借用教室、
海報欄及文宣櫃。
二、部分補習班不遵守規定，隨意發
放或張貼文宣，已施以罰款之處
置。若有屢勸不聽，則報請教育
局處理。
三、同學們若有發現隨意發放之情形，
請隨時通報事務組分機：2275。
一、期中教學意見調查目的主要是以
質性問題為主，是提供學生表達
教學意見的管道，期中學生回饋
意見不計入教師各項評比，僅做
為教師個人教學診斷參考。
二、現行期末教學評量調查為預防評
量結果受 少數學生 極端意見 影
響，已事先在計算評量結果時去
除極端值（即去除各題前後各 5%
意見）
，再與原分數相較後取較高

俄
14 文 二
系

15

航
太 二
系

16

17

大部分同學透由網路查詢考
試資訊，是否能廢除紙本考試
小表，以達環保及節能減碳效
益。有需要的同學再自行印
製。

教務處

針對 106 學年度增加選填志願
方式選課，請說明規劃流程及
細部規則。
舉例 1 種選課制度：同學選填
志願後，再以押點數高者有選
到課程的權力。舉例學生甲生
及乙生各有點數 100 點，同時
以第 1 志願選課，若甲生押了
90 點，乙生押了 50 點，則該
教務處
課由甲生選到。若點數沒用完
可累積至下學期使用。除此之 資訊處
外學校也可利用「點數」作為
期中、期末的教學意見調查獎
品，如此填答率絕對大為提
升。

校長有提及學校溝通管道暢
通，同學可以透過導師、學系
向學校反應，問題是透過導師
或學系意見是否原封不動傳
達到學校端？時間太久訊息 資訊處
會不會消失，造成無法立即處
理。能否另外建置系統讓同學
及時反應，學校端能立即處
理。
學校是否有超收學生，教師聘
雇不足的情形？常看到上課 教務處
人數過多，教學品質是否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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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避免分數受極端值影響。
一、謝謝同學的建議。
二、現今網路及智慧型手機普及，同
學可於網頁「校務行政資訊查詢
系統」及手機 APP「淡江 i 生活」
即時查詢考試資訊，同時課務組
亦會將考試時間表 E-mail 至學生
信箱，故自 106 學年度起，將不
再提供紙本考試小表，以達環保
及節能減碳效益，有需要紙本的
同學可自行印出。
教務處
這學期開始為了同學選課公平性，已
加入驗證碼，視障生則另外輔導選課。
已與資訊處研議，未來通識課程會加
入選填志願的方式，目前規劃開發預
選系統，以志願選填，讓同學可以選
到 1 科，若同學不滿意可退選，也有
第 2 次的志願選填，後續細節討論中。
資訊處
一、本學期學生網路選課加退選啟用
驗證碼登入，增加選課公平性。
視障生由教務處另外輔導選課，
預定 106 學年第 1 學期選課初選
時增加語音驗證碼，方便視障生
使用網路選課系統。
二、未來通識課程選課將加入選填志
願的作業方式，目前配合教務處
規劃，進行需求討論中。
本校溝通管道相當多元，同學除可透
過相關會議、導師及學系反映意見外，
各單位的電話、e-mail 信箱、校務行
政 BBS 網站等，隨時歡迎同學提供建
議與意見，並會立即處理。

有些熱門通識課程上課人數會比較
多，這幾年也持續改善學生選課及上
課環境。

權
學 益
18 生 部
會 部
長

權
學 益
19 生 部
會 部
長

在？
學校雖有請假系統，卻發生學
生依法請假但老師不認可的
情形。尤其是 1 天假，老師認
為學生只要在請假系統申請，
學務處
而未審閱即核可，這樣學生權
益就會受損。

老師可使用的教學平台有三
種系統，包括：教學支援平台、
Moodle 平台、iClass 平台，是
否能統一，否則會讓使用者產
生困擾。
資訊處
另 iClass 也有 APP，是否有安
全上的疑慮，會被手機系統判
別為有害程式。

請教住宿相關問題：
一、延伸松濤館第 2 道門禁問
題，工讀生處理郵件程序
非常繁複，應加強工讀生
訓練來強化宿舍人員進出
管制，而不是用處理郵件
來推托。
二、若有第 2 道門禁，男生一
樣可以借用住宿生學生證
進出，工讀生若無注意，問
題一樣發生。
工
三、不清楚坐在布告欄後工讀
議
生的工作，進出時工讀生 學務處
20 學
員
院
根本沒注意，站在工讀生
面前也沒注意。
四、住輔組長表示當初提案加
蓋捷運閘門，因滿意度低
而不再討論。不能代表新
提案可以直接不討論。
五、組長提到如果建設後有男
生進入可以依法處置，為
何現在無法依法辦理。住
輔組並未宣傳若有見到男
生進入宿舍該如何處理。
同時身分是否可以保密，
第6頁

學生透過電腦即可請一天的假，多天
數的請假需準備相關證明資料才可准
假。任課老師並不是對請假系統不信
任，而是對同學的請假不信任，但不
是所有任課老師對同學請假不信任。
請假系統主要是方便同學需求使用，
以列印書面證明提交老師。至於授課
老師是否採認皆由授課老師決定。
一、教學支援平台軟硬體已老舊，將
由 iClass 學習平台逐漸取代。
二、同學使用的 APP 應是舊版，手機
會要求安全確認，以致造成同學
的誤解。
三、目前 iClass APP 已改成官方 Store
版，並通過官方認證，請同學重
新安裝新版 APP，就不會再出現
要求認證訊息。
一、如有住宿生違反宿舍規定，私自
將學生證借予他人，一經查獲即
依「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學生宿舍
大門電腦門鎖使用管理要點」辦
理。
二、如有未依「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學
生宿舍訪客入館實施要點」
，進入
宿舍區，都可通報聯合服務台或
向輔導員反映，違反規定者，經
查證屬實，依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情節嚴重者，立即勒令退宿，且
不得退費（含住宿費、宿舍保證
金、網路暨電話使用費、管理費
等）
。
三、住輔組已多次就表達刷卡門意見
的學生進行說明。本學期規劃舉
辦的樓長談話會業於 5 月 16 日
中午辦理，除請樓長就一年來的
服務經驗進行交流及分享外，亦
針對新設安全措施進行溝通。住
輔組再次表達新增安全措施完全
是以住宿生的安全為出發點，當
然，針對尖峰時段的進出管理，
宿舍輔導員已在規劃配套模式，
新學年度進住後，就可實施，我

避免被報復或討厭等。
六、學務長承諾會再找住宿生
討論，那本學期是否還會
有室長大會？學務長是否
能出席？
七、強制執行的公告，是否可
以先緩議，待討論決議再
行公告。
八、希望可以簡化領取郵件流
程，急件還要等到公告出
來才能領取，會影響住宿
生權益。
通報軍訓室有同學在校內吸
菸，教官只是口頭勸導或宣
導，是否有其他校規處置或移
送衛生稽查單位處分。

資
21 管 三
系

運
22 管 三
系

們會再加強宣導的。已懇請在場
人員協助為住宿生釋疑，同學們
如仍有困惑，亦歡迎到住輔組辦
公室進行意見交換。
四、郵件領件必須有一定的作業流程，
如同居住在社區大樓一般，才不
致發生郵件誤領或漏領的情況。
若住宿生急收包裹，亦可考量自
行向快遞公司聯繫取貨，即無需
由服務台代收代管。有關服務台
的服務流程，住輔組會持續檢討，
精進作業品質，感謝同學的建議。
軍訓室
一、持續於週會時加強禁菸宣導。
二、於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增加
教官與校安人員巡查，將持續實
施；無菸校園需要全校師生共同
維護，若有發現請立即通報軍訓
室或環安中心處理。

軍訓室
總務處

教室借用系統是否能開放當
日也可借用？當日要借用須
先印紙本，再依流程處理，手
教務處
續太過繁雜。

總務處
一、本校為無菸校園，所以無法設置
吸菸區。也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及
同理心，不要在廁所吸菸，亂丟
菸蒂導致小便斗表面塗層被熔
解，造成微生物滋生而無法排除
異味。
二、環安中心配合新北市衛生局不定
期進行稽查，違規者最高可處 1
萬元罰鍰。
三、翰林橋及力霸橋亦屬非吸菸區，
因非屬學校校園，僅能安排外勤
工友每日巡視及清掃菸蒂。
教務處
教室借用系統與總務處節能系統連
結。是否可當天開放系統借用會再與
總務處協商。

總務處
總務處
一、本處事務組於工作日 16:30 後至
教室借用系統列印隔天每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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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謨游泳館健身區設備損壞，
拖了 1 學期才修好，但這學期
又壞了，且部分器材款式老舊
外
都不更新。
體育處
23 交 二
伸展區空間狹小，女生只能擠
系
在角落拉筋，地板也不乾淨。
紹謨體育館的健身教室時常
空著，是否可以開放？
希望選課系統能立即改善，使
經
全體同學皆能選到通識課，以
濟
二
免造成延畢困擾。
教務處
24
系
工學院的 Wife 在白天連線狀
況十分不穩。

資
25 工 二
系

資訊處

之上課時間表，交由各樓館工友憑
以開關教室門。
二、若系統開放當天借用，每人借用
時間不一，地點不同，又需全部
列印各館之課表，相當不環保，
目前當天臨時借用教室則只需將
單一紙本送交各樓館工友開門。
三、請同學按規定時間上網申請，即
可避免繁雜之臨櫃申請手續。
一、健身區使用量非常大，有些器材
較為老舊，耗損率也比較高，廠
商需要另外訂購材料維修，所以
修復狀況較為緩慢。
二、因空間狹小，不適合在健身器材
旁作拉筋動作。空間是否能擴大
會議後再討論。
三、體育館健身區則為體育教學使用。
本處會持續改善選課系統，如 105 學
年度第 2 學期起已增加驗證碼以維護
選課公平性，並著手規劃通識課程自
106 學年度起增加選填志願方式選
課。
一、網路管理組已派員至工學大樓檢
測無線網路，Wifi 訊號正常，可
正常連線。
二、工學大樓白天上課人數較多，同
一無線基地台使用人數多時，容
易影響連線狀況，請同學移動至
其他基地台使用。
三、若發現訊號不良或斷訊情形，請
隨即通知網路管理組（驚聲大樓
T109，分機：2628）檢測，以儘
早改善或更新訊號不良無線基地
台。

肆、 主席結論
今天會議非常感謝同學們在會議中提出多項寶貴意見，尤其是學生會及學生議會，對學
校事務關心的態度，值得表揚。
謝謝各位同仁及同學們今日的參與，祝福同學們在淡江學習順利、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伍、 散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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