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 104 學年度大學部暨研究所全校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18 日（三）12：00－13：20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 211 教室
主席：梁校長賡義
出席人員：李教務長士元、林學務長姝君（林秘書惠理代理）、王總務長信二、
林研發長峻立（陳組長念榮代理）、李國際長泉、盛總教官文、資通中心楊主任
永正（林組長宗輝代理）、心理諮商中心黃主任素菲、圖書館吳館長肖琪、體育
室黃主任志成、醫學院陳院長維熊、牙醫學院許院長明倫、護理學院于院長
潄、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吳院長俊忠（劉主任仁賢代理）、生命科學院范院長明
基（鄭所長子豪代理）、藥物科學院許院長萬枝（黃所長奇英代理）、人文與社
會科學院鄭院長凱元、王主任署君、蔡主任美文、蔡主任有光、林主任照雄
（翁副教授芬華代理）、吳主任育德、課輔組王組長子娟、生僑組鄭組長瓊娟、
事務組陳組長娟惠、營繕組鐘組長偉逞、學生會陳會長佳菁、各系導師及學生
等共 175 名。
壹、主席致詞【略】
貳、座談討論及意見處理

總務處
Q1： 之前全家便利商店有增設洗手台，堵塞後同學不能使用，要怎麼報修？
（醫學四

趙芸）

A1： 經查，全家便利商店洗手台並未故障，係因超商為了省卻清潔維護工作而
關閉使用。營繕組已告知超商不可如此行事。倘日後洗手台堵住或修繕需
要，同學除了向超商反映外，亦可直接通知總務處營繕組，一定會盡快處
理。
Q2： 為了鼓勵全校師生培養運動習慣，能否讓校園內校車採取免費搭乘，這樣
可增加大家由捷運站步行往返校門口的意願，也可和目前校友會提供的校
園巡迴接駁車同步。（物輔系

陳文英老師）

A2：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提議，在可能的情況下也希望接駁車能免費，但需考量
校務基金狀況。接駁車本來是不收費的，因校務基金吃緊，民國 97 年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秉持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建議接駁車收費，經過一連串
的校內討論，最後經擴大行政會議決議，每趟收費 2 元，同年 10 月 1 日
實施。接駁車逐年老舊，為了維護行車安全及乘客的舒適感，103 年規劃
逐年汰換接駁車，但囿於法規限制，政府預算不能購買接駁車，只能自籌

經費，以接駁車收入購置新車，但以每趟收費 2 元計算，約需 4 年接駁收
費才能汰換 1 部車，緩不濟急，雖然接駁車行駛一個人次的成本是 18.8
元，但學校考量使用者負擔與感受，精算汰換接駁車所需費用，提出調高
為每趟收費 6 元之方案，經過校內多次的溝通討論，包括由學生會做的問
卷調查，其中認為調漲合理的有 74%，同意調漲為 6 元的有 55%，經擴大
行政會議通過調漲為每趟 6 元，103 年 8 月 1 日實施。自 103 年調漲後，
學校分別於 104 年及 105 年汰換 2 部接駁車，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而且
目前校務基金並不寬裕的情況下，接駁車完全免費有困難，但為了鼓勵大
家能在校內多多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校長也多次指示，研擬接駁車的優惠
措施，下學期新增校內接駁車新路線收費將會有優惠。
Q3： 可否 24 小時開通活動中心電梯？（護理一

李哲寬）

A3： 活動中心配置 B1 是社團辦公室，1 樓是是校內各式各樣的會議廳，2、3
樓是體育活動空間，4 樓是學生活動場所及心諮商中心的辦公室，5 樓是
布查餐廳、6 樓是心諮商中心。6 樓出口是心諮商中心辦公室，因為曾經
發生過竊案，5 樓布查餐廳夜間會有校外人士進出，為了管理安全以及節
能減碳，在非上班時間就關閉電梯，只有 4 樓到 5 樓提供行動不便的人士
使用電梯，並由布查餐廳的人員陪同進出。學生若需要從 B1 搬東西到 4
樓的活動場所，請提前洽事務組協助。
Q4： 請問關於牙醫系系館日前失火的問題，是否能有公開的說明及確切的檢
討？系館的安全防火設施是正常運作的嗎？攸關安全，且許多營隊、活動
器材或是個人用具都在系館，實在經不起燒，且失火當時隔壁教室就有學
生實在滿危險的，不免有些擔心。（牙醫二

林立）

A4： 這次消防隊來滅火同時也做了很審慎的火場調查，整個調查過程中營繕組
鐘組長全程陪同，在第一線直接瞭解狀況。火警的原因，消防單位鑑識結
果主因是電線走火，系辦公室天花板 T8 燈具故障以後，不知情的同學開
燈，發現燈沒有亮，未關閉電源就離開了，雖然燈具壞了，但線路持續的
供電，導致天花板輕鋼架感電受熱造成火災。火災當下消防系統正常，警
鈴及通報的訊號都迅速運作，因此，警衛室跟總務處值班人員才能在第一
時間通知消防隊。當天晚上來了十幾部的消防車，也配合進行人員疏散、
大樓斷電等必要處置。若是當時有正確的關閉電源，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
生，僅需更換燈具即可。有關用電安全、消防安全的防護觀念，總務處責
無旁貸，會持續加強宣導，也請同學對消防警鈴保持警覺性。所幸當天在

場的同學都很機警，迅速疏散，才沒發生狀況，請大家保持正確消防防災
概念。
Q5： 針對剛剛說的活動中心裡面的電梯問題，失竊的部分是六樓，但大部分學
生會使用的是 B1 到 4 樓，未來是否可能在某個時間點之後，限制電梯只
開放 1 樓到 5 樓，或用感應裝置（門禁卡）的方式限制搭乘？（醫技二
林天財）
A5： 這部電梯的原始設計無法做這樣的調整，之前曾詢問廠商若要做那樣的設
定，需要更換電路版，費用大概需 8 萬多元，雖然價格不是非常高，但活
動中心從 1 樓到 6 樓開放以後，每 1 層樓都是相通的，考量到管理上的安
全，同學若是有這樣的需要，只要事前跟事務組提出，事務組一定會協
助。
Q6： （接續上一問題）如果辦活動要使用電梯，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申請呢？
（醫技二

林天財）

A6： 打電話或 E-MAIL，並留下聯絡方式，就會回復。
事務組組長補充：只要有借場地的話，基本上那天都會有留守的管理員，
就可以請管理員協助做開啟動作，如果是在沒有借場地而沒有管理員留守
的情況下，就必須要事先與事務組聯繫，事務組會把鑰匙放在警衛那裡，
請駐衛警協助。但請注意，半夜是不能開放的。
Q7： 校園內的狗有點多，之前有同學將車停在女一、女二舍的停車棚，隔天就
被狗占據，一靠近要去取車就被狗吠，導致這位同學很多天都不敢去騎
車。再來，有認識的同學在環山道路經過游泳池也被狗追，再上去到靠近
女三的車棚也是有很多狗聚集，一經過就一直吠或靠近，感覺也不太安
全，不知這問題該向誰反映？（牙醫三

潘長榮）

A7： 請教過本校懷生社，狗在車棚占據或盤據的情況要如何改善，懷生社的指
導老師及同學樂觀的告知，人如果聚集了，狗自然就會避開，以後男五
舍、女五舍開始使用後，環山的停車場就會開始有較多的同學經過。總務
處也覺得應該要找別的方式來引導狗兒到別的地方去，例如用餵食引導，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總務處會跟懷生社密切合作。並且也會密集的去
那些地方看，如果有狗盤據就會努力把狗引導到別的地方。
事務組組長補充：流浪狗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學校已經成立了校園
犬貓管理小組，所以同學如果看到小貓也會打電話來，告知兩天沒看到母

貓餵食了，希望事務組趕快派人去餵食，生命教育在陽明是很大的優點。
不過，要驅離流浪狗並沒有那麼容易，因為狗有地域性，若驅離了這批，
又會有其他沒有被節育、打預防針的狗進來，造成狗羣相對不穩定。因
此，我們要針對校內的狗做行為訓練，讓他們不要干涉到車道及人活動的
地方。我們知道女一、女三舍的問題比較嚴重，我們一開始請警衛每兩小
時巡邏時，把狗趕離人活動的地方，但因為人力吃緊，也嘗試買驅狗器，
大家可以看到有個綠綠的，很像信箱的東西裝在那裡，驅狗器的理論是發
出狗不喜歡的頻率而使狗離開那個區域，但後來發現效用不大。現在事務
組和懷生社合作，告知哪些地方不能餵食，當時就是發現因為有人在那裡
餵食，所以狗兒才會到那裡聚集。因此，事務組請懷生社跟所有志工媽媽
聯繫，要求他們餵食的地點由事務組指定，一定要遠離人群；同時責成駐
衛警在巡邏時，把牠們驅離到不靠近人的區域。女三舍旁邊的狗是懷生社
照顧的，目前也在進行行為訓練，希望讓牠們能遠離車棚，回到中途站。
事務組也曾和懷生社討論，是否可以把狗關在圍籬，限制狗的活動範圍，
但懷生社認為那樣的話狗兒還是會鑽出來，反而造成突發狀況，對交通安
全並沒有幫助，只要做好行為訓練即可。懷生社也表示，那群狗對女三舍
舍區的安全其實有相當的幫助。現在大家只要看到狗狗的耳朵有剪耳的，
就是有打過預防針，也定期經過狗醫師評估，牠的性情是溫馴的，適合回
置校園的，在去年 104 年捕狗時，有兩三隻比較兇猛的狗，都沒有放回校
園。現在是執行 TNVR 的政策。
Q8： 針對流浪狗的部分，目前環山道路上常常有狗趴在那裡睡覺或走動，有些
同學在經過環山時為了閃避狗而摔車，但現在這隻狗還在校內，造成機車
族的問題。請問對道路上的校狗有什麼解決方案？（醫技二

林天財）

A8： 事務組組長：現在已經在進行調整餵食的區域，盡量往山坡的區域餵
食，也會對狗兒做行為訓練，這是獸醫師跟懷生社提出的想法。這個問題
在第一次開校園犬貓小組會議已經有充分討論，懷生社會結合志工媽媽一
起來做這件事。懷生社也很樂觀的認為說，現在是因為環山道路人潮較
少，狗兒才會在那邊聚集，當那個區域人活動頻繁的時候，以狗的特性就
會遠離那個區域。學生在說明會的時候也提出，希望在學生活動頻繁的時
間，駐衛警可以去協助，事務組會配合調整駐衛警勤務，雖然無法長期的
執行，但可以在人潮較多的尖峰時間派駐衛警協助交通安全，尤其是機車
棚出來的那個點。

Q9： 想請問關宿舍回收還有電力需求的問題，前幾年慈青社有針對公共空間做
回收垃圾桶的反應，很多人用完餐沒有分類垃圾的習慣，把廚餘等直接丟
到一般垃圾，不知道這幾年是否有改善的比較好？就我所知，慈青社現在
有貼更多的資源回收的標誌，輔助大家回收。再來，是關於電力問題，學
校很多地方都很耗電，教室及宿舍都沒有換成 LED 燈，宿舍年底要繳電
費也發現很多同學用電需求滿兇的。希望學校可以從這方面去輔導他們，
之前曾聽聞教育部有漲學校的電費，導致校內電費多了很多，或許可以從
學生面及公共面著手，說不定可以從公佈全寢宿舍電費，看哪一寢最高，
甚至可以有獎勵或處罰機制，希望可以從節電的長程計劃去規範，達到節
電的目標。(醫學四

陳同學)

A9： 總務處：資源回收部分，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每個家庭也都在這樣子
做，如果是硬體上的資源回收裝置不夠，比如說垃圾桶設置不足，請告知
總務處，總務處一定會補充。但如果是同學習慣不好，就要在不同的場合
從生活教育或公民道德教育來著手。另外，現在已經有很多電燈換成 T5
燈泡，T5 已經是省電燈具，雖然 LED 更省電，但全面更換需要一大筆
錢。學校已逐步的從 T8、T9 汰換到 T5 燈泡，若在很短的時間內又更換
成 LED，這樣的花費很龐大，因此總務處營繕組都是採逐步的汰換的方
式辦理。
事務組組長：垃圾的部分，我們這兩年來每一學期都會跟慈青社開一次
討論會議、檢討會議，大家在會議裡也覺得很奇怪，國小、國中、高中垃
圾分類都很確實，到大學的時候大家好像突然之間都不會分類了。因為校
內空間很有限，所以我們會在有限的空間做二分類或四分類。我們使用者
做第一次分類，而清潔阿姨在收垃圾的時候必須到特定的空間，比如說樓
梯間或垃圾場做第二次分類，清潔廠商會做第三次分類。因為我們跟慈青
社合作，所以有一些堪用的物品，我們會集合起來送給需要的福利單位，
但是發現現在的社福機構不使用二手用品，因此派專車分送，但兩次都被
拒絕，最後還是拿回來當垃圾處理。不過，我們還是會持續做這件事。
護理系老師：清潔的阿姨說過，即使我們分類了，但因為學校沒有地方
分類，所以最後還是包一包就一起丟掉，連廚餘也是一樣。
事務組組長：各種回收物品變賣後繳交校務基金，這部分事務組會再跟
清潔廠商了解，並督導廠商協調處理，因為這跟檢討會議的要求是不一樣
的。事務組在跟慈青社開會時，清潔公司的老闆與領班都出席。事實上，
我們的廚餘垃圾收集場是可以做分類的，事務組會再與清潔公司的老闆聯
繫，協調處理。我們之後也會在垃圾收集場多放一個廚餘桶，讓阿姨從各

舍管收回來就可以放在那裏。
護理系老師：我們要強調一點，其實我們不是怪阿姨，阿姨們都很認真
的分類，但如果我們的說法說的不好，這群領低薪的阿姨，明明很認真最
後被怪罪。我們要強調的是，應該要提供一個場地，讓阿姨做完分類後，
有場地可以放。
事務組組長：我們會再跟清潔公司老闆聯繫一下，因為在開會的時候，
老闆都告訴我們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不會怪罪這群工作者，會再督促清潔
廠商，下午就會立刻找他們來談，詢問廚餘處理事宜。
校長補充：關於更換省電燈泡的部分，雖然沒有辦法一次做到，但同學
提議的點很好，宿舍節電比賽，看哪一寢用的電比較少，這部分是可以去
做的，可以請總務處或學務處規劃一個方式，讓大家一起參與，這也是教
育的一環，表示我們對節能減碳與省電的重視。
Q10： 校長家到活動中心前面道路甚至是郵局前面的道路，雖然已經畫紅線
了，但可能是因為比較近的關係，常會有紅線停車的狀況，這對行人及車
輛來說都是滿危險的一件事，想請問學校對於這方面，會有什麼樣的處理
方法？（生光所）
A10： 事務組組長：違規停車問題，在這次交通精進計畫的說明會也有提到，
上班時段事務組要求組內同仁進行取締，非上班時段則要求駐衛警執行巡
邏任務時進行取締，也發現大部分是為了到活動中心參加活動的同學或布
查餐廳的客人。因為那裡是危險路段，上學期在那兒連續發生好幾次的車
禍，後來請交通專家來現勘指導，取消了一些汽車停車格，並畫上禁停紅
線，若違規停車，就喪失了提升交通安全系數的目的，這部分事務組會再
加強勸導加取締。
校長補充：這件事是在上學期交通委員會通過的事，個人支持這件事，
如果大家瞭解校長的家前面道路，以前門口路邊是可以停汽車的，但現在
把他畫上紅線，目的是為了讓從宿舍下來的人車視線好一點。衍伸出的問
題，也有學生在臉書上反映過，寄給我一些照片，有人白天會停在那個地
方，雖然那裡本來是可以停汽車，但現在規定不能停，我會請總務處取締
違停不要只針對機車，汽車違停也要比照辦理，畢竟汽車造成的危險性可
能更大。順便跟各位講一下，上禮拜周末有加袍典禮，那天有很多的同
學，機車都停到紅線上去了，但所有事情一定有個例外，或許那天因為這
樣造成了一些交通上的不便，但總要有一個彈性，也因此那天就沒有嚴格
的執行取締，並且有教官引導大家，在此也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Q11： 男三舍之前常常半夜發生火警的警示，但後來都發現不是真正的火災，
這樣的情況如果太過頻繁，同學會麻痺，如果哪天真的發生火災，同學就
會連逃的意願都沒有。（醫技二

林天財）

A11： 營繕組組長：男三舍這兩次的火警，經查有一次確實是偵煙器受潮濕而
發報，另一次是同學誤觸消防系統啟動的。火警系統發報，不外乎兩種狀
況，一是偵測器確實的接收到環境變化(煙、熱、光)；另一則是設備系統
的本身故障。後者狀況，總務處營繕組駐有消防設備士常設人員，每日針
對全校近 50 棟建物，採輪動式的例行檢查測試，目的是盡可能的排除設
備故障狀況，避免設備故障的發生，以保障全校師生消防安全。校內 50
棟的建物，每一棟都有消防系統，偵測器有溫差式及有感知式，這些都會
連通到總務處的營繕組，各位若有機會到營繕組的話就會看到有一顆紅色
的燈，只要他一亮，就表示某一棟的消防警示啟動，營繕組人員就要立即
上線去看監控系統。這樣統計下來，幾乎平均每兩、三天就會亮一次，只
要燈一亮，營繕組就要趕快去找是哪一棟哪逼樓哪一區有狀況。同學也許
會覺得男三舍的警報很頻繁，但事實上各個大樓都會有這樣的現象。尤其
在每年三至 5 月反潮的天候下，學校位於山區又潮濕，相當容易因潮濕而
發生警報的動作。另外，每次警報發生的時候，管理人員都會第一時間到
達現場，在確認無火警疑慮後，就會把警報系統復歸。
營繕組組長補充：火災的發覺，多是因為煙味或看到濃煙而警覺，而消防
設備系統最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實驗空間無人時發生火災意外，而未能即
時發現，造成其他空間人員避難逃生延誤。很感謝校園師生同仁們的諒解
與包容，全校消防設備保養及維護是總務處營繕組的責任，我們會盡可能
的排除有問題的設備，避免誤報造成各單位困擾。
Q12： 山上籃球場有部分籃框因地層下陷造成場地不平，容易造成學生受傷，
是否能盡速修繕？（光電所

蔡宗益）

A12： 體育室：山上籃球場地是屬於填充土方，較容易造成坍陷，這幾年來學
校已經進行幾次修補，因土石再度流失造成現有凹凸不平現象，地坪全面
整修需一筆龐大經費，但為了安全，本室會繼續與總務處研商，並盡快籌
籌措所需費用，早日完成籃球場地平整修。
總務處：有關山上籃球場地層不平的狀況，其實是一個大範圍的工程問
題，由於整個山頂運動場的原始設置，在工程技術上是採用挖填平衡的方
式進行，整個台地的南邊(朝市區方向)為填方邊坡，簡單說即填土築成，

於原大地地層之上再填築 10M 厚不等的土壤，相對的回填區地層就較為
鬆散脆弱。尤其在民國 90 年 9 月北市遭遇納莉風災的超大豪雨，造成整
個邊坡下陷約 90 公分，總務處除了進行邊坡加強保護外，對於下陷的地
層也持續進行監測及裂縫修補。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大地工程層面，且整體
改善經費龐大，現階段礙於校園維護經費限制，所以在維護上確實是無法
立即將球場修整至標準球場空間，而總務處也會持續監測、修補，在安全
使用考量下，盡可能的滿足使用需求，這個問題的難處，也請同學們諒
解。

Q13： 圖資大樓火警系統不明原因啟動會造成地下室動物房的實驗動物受到驚
嚇，尤其是晚上常是我們做動物行為實驗的時間，一受驚嚇就會影響實驗
結果，所以請務必減少這種 false alarm。（解剖所

王先逸老師）

A13： 有關圖資大樓火警設備，是屬於智慧型火警警報系統(R 型-Honeywell
品牌)隨當初大樓建構建置的。它是一套極為靈敏、定址偵測發報的系
統，每只偵測器都有固定編碼，警報發報都可由中央監控系統明確找出是
哪個位置出現「火警風險」，以利警衛與值班人員抵達可以迅速釐清發報
位置並釐清原因。因此，是不會有原因不明的狀況。
火警系統發報，不外乎兩種狀況，一是偵測器確實的接收到環境變化
(煙、熱、光)；另一則是設備系統的本身故障。後者狀況，總務處營繕組
駐有消防設備士常設人員，每日針對全校近 50 棟建物，採輪動式的例行
檢查測試，目的是盡可能的排除設備故障狀況，避免 false alarm 發生，以
保障全校師生的生活中的消防安全。
圖資大樓發報狀況，以今年度累積案例而言，確實都是”偵測器正常作
動”(normal alarm) 而回饋系統；我們探究原因，在於圖資大樓確實是眾
多不同使用單位，從 B2 停車場、B1 動物中心、1~3F 是圖書館、4~9F 又
分屬不同學科研究單位，大樓使用狀況與本校研究、實驗大樓類似，相同
的，對於火警發生風險導致警報啟動機率就大為增加。分析本年度發生狀
況，有兩次是煙霧啟動、其餘為空間潮濕、儀器蒸氣及其他氣味；由於現
有的偵測器設備尚無法達到完整人工智慧來鑑別真實火警發生可能性，因
此，在有可能的風險下，我們就必須以審慎的方式來因應。
火災的發覺，多是因為煙味或看到濃煙而警覺，而消防設備系統最主要目
的就是避免在無人實驗空間發生火災意外，而未能即時發現，造成其他空

間人員避難逃生延誤。
感謝校園師生同仁們的諒解與包容，全校消防設備保養及維護是總務處營
繕組的責任，我們會盡可能的排除所有問題並維護設備的正常運作，以盡
量避免誤報造成各單位困擾。

圖書館
Q1： 圖書館時常發生警報而必須將人員疏散至館外，確定無礙後方能重新開放
入場。然而發生頻率實在太常，請問是否有可能找出原因並降低警報發生
的頻率呢？謝謝！（醫學三

何思凱）

A1： 圖資大樓已經十年邁向第十一年，第一年因為剛遷入，只要有粉塵就會警
鈴響，第二、三年開始穩定，差不多前四、五年大約一年發生一次，但從
一百年開始就變成五次到九次，去年最多達到十六次，今年已經累計六
次，4/12－5/14 就發生了五次，從九十八年到現在總共五十四次，這兩
年頻率比較高，可能跟機器老舊，只能壞哪裡修哪裡有關。而警報出現頻
率最高的地點是 B1(計 27 次)，若以發生原因分析，實際火警警報，譬如
電燈繼電器燒毀警鈴就會響，這種情況佔 9 分之 1；有 9 分之 3 是狀況不
明，最多發生也在 B1，其次是 4 樓，而非圖書館 1－3 樓。但只要警鈴一
響，圖書館一定要求大家疏散，因為每個人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而且希
望大家疏散後不要待在建築物裡，要到對街才安全。圖書館每個月都有抽
檢照明燈、逃生燈和滅火器，每年九月開學還會進行演習，演習目地是讓
大家熟悉有狀況發生，如何就近逃出去，這是第一個提醒；第二個提醒
是，曾經警鈴響了有學生仍在研究小間，一定要館員親自請他才出來，圖
書館員的職責是一定要清空所有人，自己才能出來，所以希望大家體諒館
員，配合早點疏散。之前曾發現有位研究生躲在裡面不出來，為保障大家
的安全，現在只要有這種情況都會記點，我們不敢說哪一次警報是真的哪
一次是假的，只好每次都落實執行。另外，晚上圖書館無法編列那麼多的
人力，只有一個館員，搭配學生館員 1、2 個，所以晚上如果碰到警鈴
響，一個館員就要疏散三層樓。每次警鈴發生，也要謝謝總務處及警衛室
的協助，圖書館須要確認裡面沒問題，所有的系統都復歸，才能再讓同學
進去。圖書館統計，白天人力多，每個樓層都有館員疏散約 3-5 分鐘可
清空讀者，但晚上就沒有辦法，可能需要 10 分鐘，甚至 15 分鐘。圖書館
有校內、校外讀者，有老人家也有年輕人，所以只要警鈴響，一定會落實
人員疏散，為了大家的安全，請大家配合。

Q2： 大部分的同學不知道逃生門的方向跟地理位置，未來可能需要多宣導。
（醫技二

林天財）

A2： 在 95 年圖書館開館時就已經把平面圖跟逃生路線圖結合成一張平面圖
了，請同學留意每個樓層的逃生路線圖。路線圖十分完整，除了平面位
置，還有最近逃生路線。此外，有關地震發生之防護，地震前 30 到 45 秒
要躲在桌子下，等震度較小時再往外跑，若地震強度大到書會掉下來、燈
會掉下來的程度，圖書館才會進行疏散，但如果有消防警報發生時，請大
家第一時間一定要跑，路線圖也請大家平常就要看。
Q3： 有同學反應最近天氣比較熱有些同學會流手汗，造成電腦用品會有衛生問
題。（醫技二

林天財）

A3： 圖書館的空調溫度反應要一個小時，所以若見下雨天冷或大太陽時，館員
就會調整館內空調溫度。關於同學提到手汗的問題，每天清潔人員會定時
擦拭電腦，實際上應該每一台都有清理乾淨的，如果有漏了沒擦到，同學
使用上感覺有問題，可立即告知櫃台館員。再次提醒有任何問題請第一時
間告知櫃台，櫃台同仁一定會第一時間處理。

資通中心
Q1： 宿舍網路明明有損壞，但是卻等到學生去反應才修，而且資通中心人員是
原本就知道的。（醫放三

梁聖安）

A1： 當時接到學務處提供的這個問題，有馬上和這位同學連繫了解情況。同學
告知是無線網路損壞不能用，我們去確認這個案子發現是無線基地台故
障，也立即到現場去處理，但因為設備壞掉了沒有辦法修理，只好連絡廠
商送修，之後我們會多採購無線基地台備品，機器故障的時候就馬上可以
替換。

學務處
Q1： 每年七八月很多研究生應老師的要求會來實驗室，在開學前先來實習，一
定會先來找宿舍，但學校要求要臨櫃繳交住宿費，學費既然可以用 ATM
轉帳的方式，為什麼宿舍費一定要臨櫃繳錢？對南部學生來說要花費金錢
及交通時間上來台北繳錢，之前在研究所所代開會時，住宿輔導組的回答
是可以當天來繳錢當天入住，但對南部的學生來說，要扛著行李去臨櫃繳
錢再到住宿的地方，真的非常不合理。除了住宿繳錢外，很多要繳錢的

事，人都要跑到現場繳，跑好幾個點才能完成所有程序，無法一氣呵成，
想知道這件事有沒有解決的方案？（臨醫所）
A1： 學務處秘書：這部分我們會再檢討，研擬看看是否有這個可能性。
總務長：新的學期開始，未來學費部分都可以到超商繳，出納組已經把
很多繳費變成這種方式，但新生可能還沒註冊還沒有學籍，可能因為這樣
使他們要現場繳費，總務處也會請出納組研議，盡量做到能直接在便利商
店或 ATM 繳款。
校長：我們也可以趁這個機會檢討一下收費情形，列一下清單哪些是要
作廢的、一定要修正的。也歡迎同學主動提出，因為各位是使用者反而更
清楚，提供給我們知道，現在不應該有這種不人性化的問題。或許是因為
還沒有學籍，但這應該都是可以克服的，聽起來並不難。
事務組組長：通行證下一學年也要結合一銀的繳費系統，那是兩個系統
的整合，以前申請通行證也必須要臨櫃繳費，所以在做新系統的時候就把
它寫入規範要跟學雜費一樣可以用 ATM、便利超商或匯款的方式完成。
相信住宿管理系統也必須要跟這套系統一樣做整合，整合之後就可以完成
這件事情。在開發的時候可以做一些系統上的合作，但可能還需要一些時
間。
課輔組組長補充：很歡迎同學如果有意見可以直接來參與及規劃這個系
統，看看今年是不是可以來得及。
住輔組補充：本組已與出納組、資通中心、第一銀行進一步確認，預計
今年暑假起研究所新生應可與本校舊生一樣，上第一銀行下載暑宿繳費
單。詳情請見：http://dorm.web.ym.edu.tw/files/14-1208-27123,r6-1.php

秘書室
Q1： 想請問為什麼不會主動提供甚至公布校務會議議程？在開會前即可匯集部
分意見，懇請回答，謝謝。（醫技系

蔡閎聿）

Q2： 關於校務會議議程，我們每次開會前一週，會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出席委
員並請其先行參閱。另外，自 94 學年度起，歷次會議紀錄均已置於祕書
室網頁，提供校內外人員自由查詢瀏覽。非常謝謝您的建議，我們自下學
期開始會將校務會議議程公布於秘書室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