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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與校長有約 

會議日期： 11月 20日 

會議時間： 12:10-13:20 

會議地點： 行政大樓三樓階梯教室 

會議主席： 陳霈瑀 

會議記錄： 曾如薰 

出席簽到 

職位 班級 座號 姓名 電話 簽到 簽退 

會長  視光二甲 19 陳霈瑀 0906354202   

副祕書長 醫管一甲 27 王澺媗 0963915776   

財務長 視光二甲 41 陳羿璇 0968710687   

副財務長 視光二甲 23 陳盈蓁 0963811162   

副公關長 視光二甲 40 許佩容 0916556711   

學權長 護理二乙 43 蔡京霖 0932373752   

副學權長 寵護二甲 58 丁于宸 0906687690   

新宣長 視光二甲 14 蘇郁庭 0968975965   

副新宣長 視光二甲 17 黃文秀 0976179947   

活動長 視光二甲 33 劉雅倫 0919115785   

副活動長 長照一 A 2 李子為 090355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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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一、 主席報告：宣布開會 
 

會議議題： 
 

校長： 

我們簡單講 4...4 件事啦齁，我們華醫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勒，是淹水齁大家知

道，那我來針對這個問題，現在這個營建組齁利用了翻局在三爺溪現在正在施

工，已經圍起來齁，大家有空從另外走...過去看，呃…已經開挖了，現在枯水期

了我們開挖，那個工程是 7億，為了解決這個淹水值 7億齁，整...整條啦齁，然

後第二個，我們學校還要設一個抽水站齁抽水站，1.1億，那這是 8cms，就是像

那個你們在路旁看很大的抽水機，那一種很大臺的抽水機，那一臺是 0.3，等於

有 27臺的...抽水機那個量，將近 27臺，那另外華醫湖齁後面洪...滯洪池，雖

然會淹水，我們還...還是努力齁，現在已經 11月會花包出去齁，不知道發包成

了沒，4千 7百萬那裡會美化，齁還會弄花，然後會有那個呃...那個植物的迷

宮，齁有一些地方植物迷宮我們可以去那邊玩，所以大家下課我們就去玩，把那

裡佔領起來，那就是我們的，齁那裡的地方就我們的齁，另外還有一個，我們學

校還有一個最重嚴重的問題就是，進出，馬路，其實那個不是馬路你知道嗎，那

個是繼承巷道，不能種水溝，因為那是農地，私人的農地，那但是我們爭取有一

條路，其實爭取了應該有 2..1、2十年了，1、2十年了，就在那個...呃…欸...

那..那家叫什麼，現在腦筋打結，萬國，萬國製藥的右邊，我們旁邊有萬國製

藥，萬國製藥的旁邊有一條路齁，呃…從文華...文華一街齁，文華...路文華路

直接通道，要跨過高速公路喔，跨過滯洪池，跨過高速公路到到仁德的勝利路

齁，那一條在勝利路那邊我看是很大條齁，呃…那...現在我們經過好多的努力，

現在至少已經啟動有 500萬的規劃費齁，雖然那個路早就已經設計著，但是一直

都市計畫沒有完成，後來我們把都市計畫努力也完成了，然後現在編預算是最重

要的，已經編預算了，開始要規劃，啊規劃好就要再去爭取經費了齁，大概為了

這個馬路跟淹水的問題齁，呃...我們做了這些努力，我想我就做這樣子的報告啦

齁，這樣簡短啦齁。 

 

司儀： 

謝謝校長，那我們請大家往中央集合，我們拍個大頭照 。 

接下來請長官回答疑問單上的問題。 

教務長： 

好那個...校長還有各位呃...學生會長，學務長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好那

呃…有關同學在回應同學的問題之前，利用這個時間先...先讓同學知道學校呃…

最近一直在投入齁，校長一直在很...很替同學在投入的一件事情，除了剛剛講的

提制水的部分齁，呃…我們學校從幾年前拿到教卓到現在高教深耕來我問大家有

沒有去過哈佛教室，有去過的舉個手，喔 還不多呵呵呵，我們學校其實入入續續

齁我們做了很多的基礎建設齁那...呃…同學只要有機會齁我們...一些課程其實

都會用得到齁，包括考照各方面我們大哈佛、小哈佛、自主學習中心齁，那...我

們從去年我們也建置了數位攝影棚，所以我們很多老師的課齁這個...可能有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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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上就會上到有趣課程，就會...就會接觸到這樣的一個學習齁，那...呃…所

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多多應用學校的一些資源齁多多應用學校資源

齁，那第二個部分，也利用這個機會讓大家知道我們學校是全國技專校院喔，雙

主修前三名的學校齁，雙主修那呃…學校齁校長很重視這一塊齁，現在除了大學

部齁，我們學校的專科部也都訂定了雙主修的辦法，你在大學，在你畢業之前，

或是不管是專科，你都是修 40學分 30學分，在你的畢業證書上多駐記一個學

位，不用多繳 1塊錢齁，我們曾經有同學雙修護理、食營，雙修醫技食營或是視

光、護理，護理、幼保等等...齁，就是讓同學加值齁，各位都是幹部齁，要傳達

給學校的同學齁，好那針對的問題比較重要的有兩項齁，第一個是 8個齁，大家

可以看一下齁，平時要跟換，希望學校排固定的教室齁，這...可能跟同學提一下

齁，現在學校固定教室只有專科 1、2年級固定教室，其他年紀全部都跑教室齁，

我跟大家提一下，其實在其他學校一般大學本來也是這樣，大學本來就跑教室，

而且以班的概念越來越模糊，基本上你的課都是個人化的齁，幾乎沒有什麼太多

是班級課表，因為你每個同學修課的方式不太一樣齁，所以好像是常態，讓同學

了解，但是我們也會衡量齁，呃…低年級或是一些比較必要特定的考照需要的，

會在做一些協助，那還有一個事情是有...也是有關寵美考照，寵美的主任呃…好

他有回應這件事情，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齁，呃…這邊同學的問題是有關，呃…

跟就是畢業寵美設立一個畢業的證照的考試齁，那...我有稍微問一下齁，就是不

見得這個系畢業不見得是這個系的專業，但是系上會特別要求，如果能夠優先考

上系上的專業證照，這是各位的就業證照，原則上以系上的專業證照為主齁，那

但是...還是有一些條例齁，系上還是有一些條例，如果專業證照沒考上，系上有

一些其他的輔導方式，同學不用太緊張，只要問一下系上，都會有一些輔導的部

分齁，我們按照往例，因為證照沒辦法如期畢業的應該是很少數齁，這邊做這樣

的說明以上。 

 

學務長： 

齁校長、會長，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有關學生提出的問題齁，針對

學務處的部分齁，我在這邊做簡齁…我在這邊做回話，關於第 7 點 B棟後方經常

出現學生吸菸，希望教官能每天巡視無菸校園，我想這個已經同學已經反應很

多，幾乎每學期都有反應的但是這個要…這個要讓大家一起來，一起來…來那

個…推動，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無煙校園，也沒有設置吸煙機齁，那規定是不

能吸煙的，要吸煙一定要到校外去，但是呢…目前呢，好像…同學齁不會主動

齁…都不會到校外，讓同學發現，尤其是進修部的同學可能會比較多，那如果說

我們…師生只要呢發現這個問題，應該呢大家一起來主動…來跟他規勸，或是請

他要抽煙的話到校外去齁，大家一起來齁，我想這樣呢學校有…學校的那個…那

個環境齁，才會…不會因為吸煙受…不會吸煙呢受到影響，這個可能要大家…大

家一起來啦齁，那校…校官行事項餒，這個…行使已經好多年了，教官最主要

的…那個他的任務是要維護校園安全，齁他每天都會…都有固定的執行場，那若

是發現曾有抽煙，當然啦我們就教官一定會馬上處理，齁一校規的規定來處理，

或是用規勸的方式，但是就是光靠先…教官已經不夠，一定要大家啊學校的師生

一起來努力，還有辦法，我們上個禮拜五才…也是菸害防治，教育部來防治，那

個對我們學校實施的評價還不錯，齁那針對 11點有買車棚的車位被停走，導致有

買車棚的同學要停在無棚的地方，好我想學校的車位，數量就是大概就是…看到

的就是…A棟 A區還有 C區那邊，那我們看到的話，因為學校規劃我們也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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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有限的車位內讓同學都能用到車位但是因為還是…還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給各

位滿足需求，我們校長也…也這個一直在努力跟董事會說爭取說看看 B去那邊能

不能一樣啊蓋成那個…那個有棚的，齁那我想啊只要你們有發現的話馬上教官室

來反應我們教官一定會馬上去…馬上會去處理，齁那我們最近也在想一個方式，

不然就是有無棚那個收費標準都一樣，那先到的，就是先停到呃…反正看你要停

在哪裡，我們就不限制齁，這種方式是不是…是不是可以這個問題，我們還要跟

校方再…再討論齁，盡量讓學生那個…那個進來就…就有要每一個都有有棚的有

困難嗎…目前是有困難，那再來就是 B棟洗手台，有很多廚餘有很多不明物體，

希望校務，學校比照外掃區的納入評分，那洗手台有很多廚餘不明物一定是有同

學放在那邊，齁那大家因為我校長不可能每個都去巡到，而且又剛好我他在倒的

時候，所以還是希望…希望同學看到了話就跟他規勸、勸導他齁不要…不要那個

倒在那邊，因為那邊也有廚餘的…的那個桶子讓他來倒齁 

共同維護洗手台的安全，啊啊清潔啦，那同學提到的這個問題說他希望比照納入

外掃區來評分，這個我們會…我們會納入齁，那感謝這位同學的那個提醒，再來

就是暑先…寒暑假代表學校去偏鄉學校帶隊，在培訓期間希望學校可以開放宿

舍，那我們宿舍原則上寒暑假是開放一宿，那開放給短期住宿生，一天是 150

元，齁那同學是代表學校啦，我們這還要問校方，建議看看啦，你在還沒有的

話，也可以申請，住短期住宿那有必要的話我們會開放對面行三的對面那邊，如

果你…在那邊說一兩…一兩天的話那我們會開放那邊讓同學來住，然後宿舍呢開

放盥洗，齁讓同學可以在那邊盥洗，因為你們有時候活動時間會到半夜，那半夜

的話宿舍是 11點關…關門，那可能會影響到住宿生的…那個安靜的問題，所以我

們開放這邊可以讓你們有更充裕的時間去來辦、來準備活動，再來第 5點就是ㄧ

宿開… 11 點就關門了，那二宿我不曉得，應該是統一吧，是不是這個同學會後

來找我一下，應該是同一怎麼會二宿沒有咧，二宿沒有 11點就…就關門了，好不

好這…我也想知道一下為什麼二宿沒有比照，好那以上。 

 

總務長： 

齁校長、會長齁大家午安齁，呃…在做回應之前我先跟大家在…宣導一件事啦

齁，呃…各位有去過美食街嗎，好那麼各位知道美食街在 10月 1號開始到有一些

呃…政策在推行，齁配合台南市政府的政策，齁你就是你從 10 月 1號以後，你拿

著免洗餐具就是環保餐具啦齁環保餐具拿到各個單位去用餐可以少幾塊錢，齁它

可以少兩塊錢，齁可以少兩塊錢，那如果你覺得兩塊錢太少了你還有一個方式可

以來節省你的餐費，就是什麼，我們在 K 棟全家的前面你有一台資源回收機，資

源回收機各位有使用過嗎，都沒有，齁你只要有四隻的寶特瓶裡或者是四隻的鋁

罐，齁那麼後來勒我們發現同學比較常用的是…手搖杯，齁手搖杯，所以我們在

今年的 11月開始齁也開放手搖杯，所以一樣四隻手搖杯你投進去他就會說…他就

會產生一塊錢的折價卷，這個一塊錢的折價卷在我們美食街每一家攤位包括自助

餐都可以使用齁，所以你平常比如說有喝飲料的習慣，你把它累積起來，其實這

樣丟其實可以產生蠻多折價卷的，當然這是誰的折價卷，是家樂福的折價卷，只

是我們請那個美食街的也可以讓學生們也可以使用，換句話說你拿著這張折價卷

也可以到我們仁德的家樂福也可以使用，等同現金齁，他是等同現金的齁，所有

呃…在坐各位出席的都是班上的幹部還有社團的代表，齁所以希望你們回去能夠

多多宣導，齁多多宣導，那我們這邊來回答幾個問題，齁那我回應之前呢，我必

須跟各位講呃…反應的管道呢不是只有你與校長有約了這個管道，很多東西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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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就有我們總要建立起可以反應的這些管道，像呃…像各位你可以看到呃…像 

K棟飲水機的水有異味，你一發現有異味其實就可以馬上跟你附近的系辦啊，或

者是你們老師來反應，齁透過管道他就會跟學校的營繕組這邊來反應齁，難道你

們一喝到有異味，都是撐撐撐到跟校長有約到時候才來解決這個問題嗎，應該不

會啦齁，所以平常就可以來反應這個問題，來解決喔，好那麼早上那個飲水機的

廠商呢也有來回報，因為你們其實這邊只寫 K棟的飲水機，齁那 K棟的飲水機從

1樓到整個 10樓有太多飲水機了，齁那因為我是看這是二技護理系所反應的所以

我猜測可能在 4樓 5樓，所以我請廠商針對 4樓跟 5樓的飲水機每一台都去巡

齁，那巡完就發現沒有什麼異狀，因為他是呃…一段時間大概三個月就會…會去

做水質檢測也會去更換濾芯，齁所以這些問題可能在一段時間前都會獲得一些解

決，再來就是 K棟的洗手乳後 K棟洗手乳那…我昨天也有跟學校的事務組進行討

論齁，現在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裝洗手乳的機器，按壓的機器經常學生很

快就會把按壞了，所以這個機器呢我們如果沒有去把它修復，那光有洗手乳也沒

有辦法讓你們使用，齁所以我現在在想辦法這個按壓的機器呢看要怎麼樣能夠忍

受破壞齁，要不然這個破壞的頻率非常的高，啊再來就是一宿的…這個…淋浴間

的蓮蓬頭會漏水，那在座各位如果你們有住宿的話，或是宿舍有任何需求，需要

修繕的問題，麻煩跟舍監老師反應，跟舍監老師反應，要不然我們營繕組會有兩

個同仁是呃…常住喔是…寄住在宿舍的，所以只要跟舍監老師反應我們的同仁們

就會立刻去處理，喔立刻去處理，所以這個不需要了等到在這個場合才來反應，

再來就是呃…呃…同學希望學校能夠賣普拿疼，這個學校真的有困難，因為學校

不是藥局，那我們沒有一個團體有辦法來看賣這樣子的藥品，因為他是藥品嘛

齁，所以這個是真的沒辦法做到，再來就是 H棟 5樓的地板隆起啊那這是勁舞

社，在坐有勁舞社的同學嗎，喔勁舞社，你們社團上的使用如果有問題一樣馬上

可以跟那個課指組這邊反應，那課指組這邊就會跟我們營繕組這邊來報修，就會

來這裡了，好不好，他昂你反應很多次了，都沒去修，哦那我回去趕快…哦修繕

費不喔，哦那我再去跟那個李組長這邊討論一下看怎麼樣可以補足這邊的經費，

哦那再來就是停車格喔停車格為什麼要用買的， 他說有些大學只有申請不用收

費，你可能要舉例哪些大學是不用收費的，但是就我所知都是有收費的，而且我

們學校的收費算是鄰近學校裡面是最低的了，好那再來為什麼要收費，使用者付

費啊，剛才學務長這邊有提到說，呃這個有些沒有買停車位的那就就進入到這個

收費停車場來停車，這就是…這就是問題了，哦他如果沒有收費大家都可以進來

停了話，我們有限的停車空間要容納這麼多的機車是不夠的，好那到時候會有很

大的一個分爭產生，所以收費是必要的，齁要有收費的人他會有停車格可以使

用，那再來同學提到外面的田能不能買下來當機車停車場，齁呃…這…這…這個

我…我們在跟再跟校長討論齁，基本上呃…是有困難啦，齁因為田地要當停車場

基本上是不太合適的，齁因為他是田地嘛，齁田地本來就是…那個做農業…農業

來使用，齁所以這個部分會有一些困難，齁呃再來就是一宿外籍生的友善廚房齁

環境管理環境管理齁這個部分我會跟那個國際宿的宿長在討論一下，我看一下要

怎麼再去加強外籍生的這個環境啦，齁讓他們能夠使用了這個空間就能夠去把它

打掃完畢，不要說他只是使用然後環境都不管，那這樣同學在那邊進進出出的時

候打掃完畢，不要說他只是使用然後環境都不管，那這樣同學在那邊進進出出的

時後呃會有不佳觀感，以上是總務處的回應。 

 

圖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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齁校長各位長官誒各位同學的大家午安齁，這邊的話，呃就針對問題的第九點齁

就是把圖書館在周日的開放時間齁， 那這邊反應的單位醫檢科，請問這邊有沒有

醫檢科的同學，好那跟大家也報告一下齁，其實我們以前呃…禮拜天室友開放半

天，那因為我們當時其實是因為有統計過，禮拜天絕大部分都是校外人士進來，

學生很少到學校來使用，齁所以我們做一些調整，齁那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假日

有閱讀的需求，那我們這邊有跟學校確認過，在…美食街其實六日都是有開放，

而且那一邊是蠻明亮的，誒…所以就是誒…可不可以就是讓我們觀察一下就是說

後續在禮拜天的假設那邊空間使用上看足不足夠，齁不足夠的話我們再來做一些

統計，那真的有需要我們再來評估禮拜天是不是真的要來開放時間，齁這邊的話

做一些簡單的回覆齁，謝謝大家。 

 

校長： 

好有一題是要...要我那個說要弄連儂牆啊齁，阿事快…快就結束了要應該早一點

弄現在要（呵～ 

學生：呃校長您的意思是什麼，您知道前幾天校園發生的事嗎？ 

校長：呃我知道我知道 

學生：那您怎麼會說快結束了 

校長：呃ㄧ⋯一般就是到達頂點就是會快結束了 

學生：**抗爭，那麼多人上面有寫百萬，200多萬人上面有寫 

校長：我...我的意思是說要…要弄應該要早一點弄吶，怎麼會現在才提出來 

學生：呃...因為我之前還在...我之前不知道學校的立場，我考慮到很多，可能

因為學校不想碰政治，或是學生不能接受，然後我是這幾天去做一些表單，

然後發現絕大部分的學生們都是可以接受在學校弄連儂牆，我想先得到學校

民調的支持，所以才…做好才來跑來找校長您 

校長：嗯，呃...有...有什麼地方嗎，有什麼地方 

學生：板子我可以自己買，那種移動式的板子的滾輪 

校長：哦，幼保大樓那邊布告欄，現在沒有再用，幼保大樓的布告欄...幼保大樓

的布告欄好了啦，但是…我覺得要貼都可以啦，但是不要亂，齁只要不要

亂，不要那ㄧ貼那齁亂貼貼很多齁，那舉說如果是佈告欄就那個布告欄齁，

如果那兩個布告...那是有兩個嘛齁，我記得，幼保大樓的布告欄，靠近全

家...課指組...J棟...哦幼稚園對面 

學生會會長：對對對對對 

校長：幼稚園對面，哦幼稚園旁邊那裡有布告欄，誒...我覺得不要幼稚園，幼稚

園...幼稚園在出入齁，那連儂牆我怕在那邊會萬一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啊在

那邊鬧齁那幼稚園那…那小…小孩子會被踩到 

學生：還是校長有什麼就是…更好的地方推薦我去弄嗎 

校長：地方…好，E棟…幼保大樓的應該就電梯旁邊那…那那邊嗎⋯⋯對啊不然咧 

學生會長：A棟那裡 

校長：視光前 

同學：護理大樓前 1樓 

校長：我覺得那裡不好，那個…實驗大樓的穿堂啦，實驗大樓穿堂，呃…就行政

大樓後面就是…視光前面廣場啦齁，廣場接下來要穿過實驗大樓那裡…那裡

有一個穿堂，那兩邊…兩邊齁，對紀念標準就拿下來就給你們齁，那裡會也

安全一點 



                                                                                                                                                                 文件編號：       

開會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8 

同學：可是那裡平常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人走過去 

校長：啊不然你要貼到哪裡去 

同學：呃…我是希望可以擺在一個顯眼的地方讓大家看到去關注這些事情，順…

順便關注現在台灣的政治行事還有培養國際觀 

校長：你貼那邊大家就會去關注了，阿如果你沒有…沒有…沒有吸引力人家就不

會去關注，你貼就會關注，阿總不能在…在學校大門口啊，那…那中華醫事

那裡讓你貼啊，對不對齁，有…有地方給你們貼就好了啦，齁我…我是我是

沒有意見，那貼要有一點次序就是不要那一貼開始全校就一直貼齁，那還有

呃…還有一些貼了以後貼對社會的意見是兩面的，那有人會贊成阿有人會反

對，那我…我我是希望是這樣就是說可以貼，但是如果有人要貼喔支持什麼

有人要反對什麼，都不能去制止人家不能…比如說我跟你意見不一樣，我要

打你，齁不能這樣子，大家…大家就…就齁就民主牆民主牆就是任何人有意

見你都可以貼，齁那或許這邊要貼支持的這邊要貼反對的也都可以，阿盡量

不要造成分爭，齁不要去…不要去打人家，也不要去撕人家，把人家撕下來

齁，到別的學校也是，老實講站在校長的立場都不贊成啦，多困擾而已呀，

別的學校就有了這個，沒有這個學校蠻安靜的，有了這個哇，一下子…一下

子誰在那邊打架的，誰在那邊糾紛的，然後還好我們學校呃…我剛剛就在那

邊問有多少陸生，多少個什麼，齁那他…他們可能覺得他們要去誓死捍衛，

然後兩邊就開始有一些問題 

學生：呃…可是校長連儂牆本來就是讓大家發表意見，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如

果不支持不然你也可以再寫一張新的貼上去，這也是可以的 

校長：對對對，我要講這些事先要先明，齁然後我不要去制止，他可以貼，他要

貼不同議題的意見也要你也要讓他貼，然後…然後他…當然其實不要去貼在

別人的上面，把人家蓋掉，呃…那個先這樣子啦齁 

學生：但其實…校長其實連儂牆他本來就是可以用自己的留言去給過別人的留

言，因為這樣落實真正的民主，這些網路上其實都找得到，包括第一面的連

儂牆都是這樣的 

校長：啊蓋過別人的留言就會有紛爭，齁那你為什麼那…那個假設啦有陸生看到

你貼這個然後他就寫了 100張全部把你們貼起來，那一定紛爭 

同學：那也是他們的自由啊 

校長：不是，那一定會紛爭啦，我覺得不要去貼別人的，然後就貼在旁邊 

同學：那如果貼不夠了話，我可以在自己買一個那種移動式的牆壁讓大家繼續貼

嗎 

校長：呃… 

同學：放在那個位置 

：這位同學那個…校長剛剛已經講了已經同意了，但是剛剛學生會長說希望在那

個…那個全家的對面那邊有一個不要吸煙區的地方，不知道他講的地方啦，

我們會後再去看，齁我是要去確認那邊是幼稚園的地方還是不是，因為那邊

算是進進出出，到處發生問題，我們等一下再下去去看，好不好，那我會看

完之後再跟校長報告 

校長：那個…不要，他…他看完一定，如果是我選我我一定就學校門口，那…那

個… 

學生會長：等一下會後去看，啊我建議的是那個…影印店走出來面對全家的右手

邊，現在是貼戒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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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有啦太… 

同學：呃…我沒有反對學校任何的做法，我也沒有說我會去… 

：我知道，所以我們等一下去看，可以嗎 

同學：哦…好…那如果場地全家那邊場地真的太小，那就在校長原本講的地方就

是穿堂那邊…好謝謝 

校長：下次要建議或者是寫什麼的，盡量要寫...就注記哪一排、哪一間的蓮蓬頭

齁哪一排飲水機，我覺得這個…這個要要把它講清楚，那…誒被念濃牆打亂

了，我剛剛想要講一件事忘…忘了什麼事 

同學：在 B407前面的飲水機，從上次報修到現在壞掉很久了，上次報修了好幾

次，都已經壞一個禮拜了，有報修，也跟班導講了，都沒有來修 

校長：B407這其實都不是經費不足，我們本來就委托人要來把這些維護的，那…

應該是傳達的過程不確實啦 

同學：麥克風壞掉都有報修了都過了半個月了才來修，學校好像很常發生這種事* 

同學：我在提一點就是 K棟 3樓的飲水機很長沒有水 

校長：其實…其實大家提問題都是一些小問題，當校長…當校長沒有辦法管那麼

多你知道嗎，有些家長…有些家長會群組，你們可能會去告訴家長讓家長會

群組，就在那邊提出啦，當然…當然大家就疲於奔命啦齁，但是...對我來講

就多一點人當校長，幫忙監督這個學校啦，齁這樣會更那個… 

同學：並不是所有家長都有加入家長群組... 

校長：我知道我知道，如果全部的家長都加入群組那我們還是得了，最快的管道

就是跟老師啦 

同學：有啊跟班到講過很多次 

校長：阿…應該是班導他沒有確實去傳達，沒有確實去傳達，那或是呃…不然如

果…如果有問題比如說一直講然後一直不做，本來就有這個維修的廠商啊，

齁那不做到底是什麼問題我也想要知道，我跟你們一樣都想要知道齁，怎麼

會這樣子，不是經費的問題，這不是經費的問題，當然我跟你們一樣有一樣

的那個比如說什麼東西壞掉有時候我也要講很久，阿有時候如果大一點的就

不是那麼快，學校比如說誒...投影機壞掉，那我們要花包現在，我們的做法

你知道嗎，現在我們已經不這麼做了，投影機我們先買一堆，一堆投影機現

在有一個壞掉就馬上更換，才把這件事情解決 

同學：那還有一點就是 B棟 3樓跟 4樓廁所洗手間，是不是能把每一樓的個一間

都改成一間男廁一間女廁，這樣我們在 4樓上廁所必須跑到 2樓，1樓跟 2

樓都是男生女生各一間， 3樓 4樓都是男生女生各兩間，那這樣在 B棟上廁

所的男生其實沒有很方便 

總務長：教育部規定，希望學校能夠依照校園裡面男女生的比例去設置廁所，那

我們學校各位知道嗎，男女生的比例是（7成 3成）喔 7成 3成，女生 7成

男生 3成，所以我們依照教育部的指示，女生要設多男生設少一點，給我們

又要再改回來是很麻煩的 

同學：那我們可以不要把能男廁設在 1樓 2樓，設在 1樓跟 3樓呢 

總務長：1樓高 3 樓，呃…現在比較有點困難，為三樓的部分是用教育部的經費

去把他改成了無障礙廁所，教育部上禮拜來巡視過了，所以你用教育部的

錢，改了這間廁所，然後馬上又要把敲掉 

同學：我覺得就是不要改成 1樓跟 3樓 

總務長：3樓跟 4 樓，那個…B棟的廁所全部都是用教育部的錢，所以你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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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給我們的經費然後我們又馬上把它敲掉 

同學：那是否能跟教育部稍微反應一下，如果…老師今天是您在 4樓上課你突然

肚子痛你要跑到 2樓 

總務長：我在 4樓上課沒錯啊 

同學：對啊你要跑到 2樓 

總務長：為了一兩個同學的需求，* 

同學：所以我才說是否能跟教育部反應一下，就是把男廁改為 1樓跟 3樓或是 2

樓跟 4樓，就是去問一下教育部。 

                                                               指導老師：李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