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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校長有約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 5月 15日 

會議時間： 12: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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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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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致詞: 

各位有沒有感覺校園比較漂亮了我們有大概將近600盆的蘭花把它綁樹上花謝了也不

會死行政大樓旁邊花謝了綁在樹上所有的樹會長出蘭花很漂亮 

後門即將動工爭取了16億來整理後門高速公路交流道到橋要加高在加抽水馬達今年

來不及做好明年將全部做好,明年一起永絕水患花了16億大家今年要辛苦一點,如果

加防水閘門要自己移動車子 

跟各位報告學校形象越來越好校友會勃絡起來了.現在的校友會很熱絡,在大億麗緻

舉辦聚會.一個學校如果不好不會有畢業生敢講在哪裡畢業的今年校友會很熱絡看了

很感動中山大學校友會沒有我們熱絡 

我們是台灣最好的醫事大學喊了五年終於越來越像了學生對我們學校好像很有意見

我們的校友曾培雅第一高票仁德杜素吟第一高票校友出來參選第一高票,大家要努力

學習以後靠看你們的表現我就講到這裡 

圖資處： 

有關於第二點跟第七點我一併回答 

第2點:學校網路學校(宿舍、B棟)數位講桌的網路及網路訊號不好，導致教學無法用

其他網路教材(影片)上課、學生無法順暢使用翻轉教室學習 

地7點:學校B棟資訊講桌容易故障，能否請學校固定時間檢查學校教學設備 

B棟的部分講桌和無線網路是共用的K.J棟都是分開的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所以B棟

網路比較差一點，如果老師想要用網路教課盡量去借電腦教室因為教室只是提供授

課的部分如果需要使用影片的話那學校會儘量維持 

第8點:學校學校圖書館地下室演藝廳應增設網路供數位講桌做使用，不然導致辦理

活動需要用到電腦的講師只能將檔案存到隨身碟無法增加額外題材本生有網路同仁

有做試用了都可以，如果沒有要跟同仁回報 

講桌報修的部分麥克風沒聲音處理過後可以正常使用 

學校圖書館地下室演藝廳本來就有網路可能網路ip位置跑掉已經有處理過都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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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如果有問題希望學生跟場地的人反應在報修 

增強圖書館的隔音效果會加強宣傳小聲一點如果屢勸不聽的話請到2樓反映那邊的管

理員會處理 

總務處： 

第1點:學校公車公車班次太少(例如 放學時間，若5:40未搭到公車的同學就必須等

待至20:00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放學時間都多增加一台大公車) 

公車班次先清楚一點什麼是公車就是每天都會開不管有沒有人搭如果是每天都會開

就要考慮到營運,本來只有紅四但早上上學人較多所以加開紅二,放學只有禮拜一禮

拜四較多人會搭學校想到營運問題所以無法加開 

第3點:學校飲水機學校舊型飲水機按鍵不靈活(如k棟4樓、J棟1樓) 

K.J都是新的飲水機都有通知廠商進行修復隨時都能通報不用等到會議提出來隨時都

可以提 

第4點:學校廁所K棟、B棟廁所女廁(4、5樓/1、2樓)打掃時地板太過濕滑，可能導致

學生容易跌倒 

廁所濕滑有請廠商更嚴厲督察告訴外包商注意一點 

第六題跟第一題一樣 

第16點: 

(1)學餐能多一些選擇 

學餐多一點選擇有更多異國料理部分 

全家6月會做意見調查問學生喜歡什麼樣的餐點麻煩同學多多反應喜歡什麼餐點會改

善 

(2)增加課桌椅數量 k棟都偏少 

依班級人數給課桌椅會給足夠的數量課桌椅不夠可以隨時跟總務處反應不用等到這

個會議總務處會馬上補足 

(3)強烈宣導洗手檯勿到食物殘渣 

K棟洗手台有殘渣（泡麵較多）很多時候都卡住 

加強宣導學生也是不聽還是照做 

第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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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室內窗簾嚴重破損(k408)可否換新 

窗簾破損會交代馬上更換 

第18點: 

(1)宿舍(二宿)淋浴間的洗澡水忽冷忽熱 

 

二宿的洗澡間洗澡人數如果太多會把某些冷水吸過來導致熱水會變少是否能分散洗

澡時間不要太集中 

(2)一宿4樓排水系統不好 

排水系統不好雖然是宿舍但學生一樣會到廚餘菜渣到導致排水系統不好 

第19點:宿舍隔音效果差，容易打擾到隔壁房的學生休息 

宿舍隔音效果差,所以請住宿生要降低音量 

-副校長：教務處 

第14點:為什麼學校五專制度控管變嚴格(按課表考試) 

第22點:為什麼要強迫住宿生參加學校國考晚自習 

宿舍本來就有晚自習但以前是在寢室內有些人玩手機效果不好視光考照率全國華醫

最高拿到國家證照可以考研究所學校非常注重這件事情所以會有一些彈性的作法不

一定要參加課程但一定要去上課讀書學校會引導學生 

教室人數太多，可否多增加課桌椅 可避免去別的班級搬桌椅的困擾 

 

教室人數太多,課桌椅不夠.教室容量多少才開放多少人選課,學校的加退選是按照教

室的空間來限制人數.會在加退選後再次確認 

-學務處： 

第5點: 

(1)舉辦校歌比賽意義為何? 

(2)為什麼強制學生參加? 

(3)若學生沒參加 竟需要記到大過? 

(4)學校是否能停止舉辦這種強迫性活動? 

校歌比賽90年代到100年左右校歌就沒有很重視曾校長來了之後每年都舉辦,歌曲也

有改變，差不多104年到現在成長很謝謝學生配合.沒有強制只有希望大家都參加沒

有說要記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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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點:學生宿舍學生的請假 

可改成線上請假，對於要打工的學生較於方便 

宿舍請假一定要家長同意可以找櫃檯或宿舍老師請假能否改線上請假會請工程師來

談 

第10點: 

(1)學校是禁菸場所 為什麼還是時常看到菸蒂 聞到煙味?(K棟樓梯間 B棟水溝小

巷、車棚) 

(2)教官處為何無法嚴加看管? 

(3)這樣校園的禁菸標誌的意義何在? 

抽煙只要離開學校不會管如果同學能自我要求這個問題比較好管教官也會利用時間

去看看校園是否有學生抽煙請同學配合如果看到有人抽煙馬上跟師長告知如果被抓

到直接送到監獄課現在是強迫 

第11點:放學時間(校車開車時間)交通太亂，單行道有進也有出 

放學時間交通太亂早上實施單向管制,放學警方不同意因為附近居民反彈教官會指揮

如果哪個點叫亂可以跟教官講再加派 

第13點:下雨天有棚的車子變很多，學校是否沒有嚴格管理有無車棚的停車位，導致

學生亂停 

下雨天車子較多學生機車停車場規定有多少在同學辦理車位有棚停有棚沒棚停沒棚

很多人沒有按照自己買的車位停會造成購買有棚位置的同學沒位置停,有棚的都夠也

會加強管理 

第15點:放學時間(校車開車時間)交通太亂，單行道有進也有出希望校車(茄萣線、

永康線)放學時段不要誤點 

希望校車不要遲到有跟車商反應如果當天下雨天車流量較大可能較慢如果因為這個

問題遲到學校不會讓學生被記曠課 

第20點:學校為什麼不保障本國住宿生的權利，要本國學生到一定時間搬出宿舍 

從下學期b棟會給外籍生住所以應該都夠本及生住（外籍生一間7位,本藉生4~6位） 

第23點:能否多增加CPR的考試名額?CPR名額很難搶 

人工呼吸列入入學門檻一年有八百個名額給同學參加但學生還是反應不夠,今年會算

看看明年的畢業生多少人沒拿到證照我們會請各系開證照班會讓同學畢業只要有參

加注意各系有沒有開班有的話趕快參加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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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一項學生會並沒有給我 

第12點: 

(1)學校行政流程複雜 處理速度緩慢 

(2)會計的學輔核銷內容一直做變更，讓學生無法清楚了解核銷所需的完整資料

(如：膳食名單需要學生簽名） 

學府內容複雜預算審核比較寬鬆，核銷照成比較大的困擾，預算審核改的比較嚴格

一點，花了憑證不合格，改成比較合格 

會議要召開要申請便當都要提供名單，盡量改成提早請假，不要報了50人，來的人

卻很少，要好好運用那比錢審到一個統測只有3個學生參加，這樣規劃不完整，要在

找人要改用在校內等等。補助金額不是很高希望同學可以配合，會計師會做比較完

整膳食名單要簽名學校所有的會議要提供名單與會的話會有誤差可以改成請假學生

我們也希望不要太失爭寫多少人參加結果實際的人很少應該要好好應用我們最近有

審到一個只有3個人參加然後還派一台車這樣規劃不完整要像其他的活動來應變 

所有審核較嚴苛會計室會做比較完整核銷需注意的事項如果有學生會的活動會安排

會計室的人做說明 

-校長： 

謝謝各處室的回應補充一些 

第10點: 

(1)學校是禁菸場所 為什麼還是時常看到菸蒂 聞到煙味?(K棟樓梯間、B棟水溝小

巷、車棚) 

(2)教官處為何無法嚴加看管? 

(3)這樣校園的禁菸標誌的意義何在? 

(1)禁菸確實是很嚴重的問題抓到要上戒菸的課要不要記小過有些學校是不用記但要

幫忙抓到最後沒人抓再被罰再研究一下 

第15點:放學時間(校車開車時間)交通太亂，單行道有進也有出希望校車(茄萣線、

永康線)放學時段不要誤點 

交通太亂我也有這種感覺明年以後或改善汽車從後面不要從前面這樣不會賭到 

第13點:下雨天有棚的車子變很多，學校是否沒有嚴格管理有無車棚的停車位，導致

學生亂停 

跟董事會爭取全部都有蓬這樣不會搶來搶去再來溝通那塊地不是學校的所以沒有加

蓬本來有想設計拉繩子不會曬太陽在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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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點:宿舍隔音效果差，容易打擾到隔壁房的學生休息 

隔音效果已經是磚頭了在隔音很難大家約速一點 

住宿生很多要上學期就租現在實習就退租保證金你租一年如果沒有到你要退租不會

退錢如果要租半年就到外面租 

整個跟各位幹部講整個學校勤管言教,大陸的大學生都收手機,從五專一二三年級開

始收然後四五年級收習慣了也跟著收 

-有一些外籍生同學都會覺得行政上因為外籍生的來臨並沒有不保障本國住宿生的權

益 

如果沒有床位優先讓改以現金的方式補助並不會因為外國生而影響學生的權益；公

車的問題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方便能否幫學校跟市政府申請這部分 

有跟公車反應市府反應他們的立場跟我們不一樣他們希望哪個時間有班它每天都要

開比如禮拜一禮拜四最多人就開兩班出來我們有反應請原諒我們公司不是我們開打

的可以照校友的議員，議員怕我們學生會我們一起拜訪議員他們會很怕如果幫我們

喬成功就公布持續努力 

飲水機案件不靈活麻煩廠商維修 

廠商時常換濾心可以讓我們喝到乾淨的水 

我們K棟廁所很乾淨 

校歌比賽如果學校提倡我們的校風這是好辦法但什麼辦法讓學生都能接受 

係學會的開放空間用的很好地下室國際會議廳希望學校可以做更多努力 

學餐美觀非常完善價格可能要再降低一些,對於學生來說價格算有點偏貴 

二宿的蟲很多有請衛生局進來 

還有小黑蚊的部分宿舍附近很難處理,全校的水溝我今天都有去尋一遍除了圖書館後

面還有前面那邊的水溝沒有魚,其他的水溝都有魚.以前B動的學生反應有很多蚊子現

在比較少在反應,因為水溝有魚,孑孓都被吃光了所以就沒有什麼蚊子了 

隱次蟲如果有遇到再反應 

當初說考試只能按表抄課,但是老師說有可能三四年級就能自己排考試考完就能放

假.一年級那邊說他們也是可以自己排那我暪這邊變成也要按表抄課. 

專科生等於跟高中生同年級,原本以前是可以自己排考試可是有學生家長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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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散會 

                                                               指導老師：李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