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醫學大學 師生座談會 
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師生座談會 

會議時間 102/05/15(三) 19:15~21:30 

會議類型 全校性活動會議 

會議地點 正心樓 0211 演講廳 

主席 校長  賴德仁教授 

指導人員 課外活動組組長 沈祐成 老師 

紀錄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會-學權部長 林振益同學 

全體人數 150 

出席人員 150 

列席人員 150 

請假人員 0 

缺席人員 0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校長致詞: 

各位長官、系學會長、學生議員及社會長大家好，很感謝各位參與這次的師生座談會，為了營造一個

友善優質的環境，做為一個校長秉持的「人在做天在看的精神」與各位共勉之，請各位秉持著友善優

質和和平的精神，心平氣和地來問問題，也預祝今天的師生座談會順利成功，謝謝。 

 

三、 報告及詢答事項： 

學務長致詞: 

很感謝各位長官以及學生會舉辦這樣的師生座談會，來營造友善和優質的環境。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並藉由這個場合來向各位宣導一些學務處的相關業務，來讓各位學生了解學校各處室負責之業務，如

課外活動組主要為負責社團等相關業務範圍，其中在各社團中也有其優異的成績表現；例如學生聯合

選舉，本投票率高達 23%，表現出學生的選舉素養；例如正心之聲、合唱團、師生感恩會等等活動，

都營造出優質環境。而近期也有許多社團活動來讓大家共同參與，另於六月學務處這邊也有舉辦領導

學習營；七月本校為今年舉辦中區文化活動；另外學務處這邊也有許多的助學金可供大家申請，而今

年也約有大約三百位同學領助學金。也請各位系學會長以及社會長忙宣導某些尚未完成學習服務的同

學，請盡早完成，學務處這邊也為同學爭取大約八十萬的校外獎學金，其詳細內容如學校網頁所公告。

課外活動組這邊也將於六月八日舉辦小型的畢業典禮。在生活就業輔導組，主要藉由許多老師來供同

學們做某些問題的諮詢；學生事務委員會，目前有十位委員，其中有兩位為學生代表，提供學生們問

題的申訴管道。並藉由課外百分百來提供職場能力的鑑定。學務處這邊也有舉辦甄試生的說明會，其

錄取率可達 90%上，其表示大多甄試生都以第一自願來就讀本校。而今年學校也有品德模範的推舉。

最後學務處也舉辦多項活動來增進學生的品德教育，學校也每年ˊ舉辦校園徵才活動，來提供一些職

場上之資訊。而身心健康組，其主要利用心理健康受測篩選來關懷需要關懷之人，目前有心理諮詢師

和數名老師來提供資源與關懷的服務，另外也要求各系選出輔導股長並接受訓練來提供一個管道來關

懷需要關懷之人。軍訓校安中心，舉辦防火防震研習，交通服務隊，機車排放減測，考軍官等相關資

訊諮詢，校園巡邏隊，失物招領。以上都是為了建立一個友善、優質且令人尊敬的環境。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訂案 

無任何人提問 

 



師生意見交流 

1    正心樓飲水機仍時常缺水，而上次座談會臨時動議有人提出，但是不知道學校的改善方案和進   

度到哪裡了?尤其夏天將近,飲水需求大增，只要多人裝水溫度就會缺水或超過 50 度而不出水常

常裝個水跑好幾層樓，希望能盡快改善，另外提出中餐前面的飲水機種類好像不會缺水，是否

能改裝此種飲水機？ 

 

    (總務處) 

    這個現象總務處這邊也有觀察到，也有部分同學一次提取很大量的水，進而導致飲水機很快沒   

    水，這個部分總務處會加強宣導並尋找造水系統較佳之飲水機來解決此問題。 

 

    (醫管系) 

    我想學生會大桶的提水，是由於學校球場附近沒有飲水機供大家裝水。 

 

    (總務處) 

    目前總務處也將考慮於球場附近裝飲水機來解決此問題的發生。 

 

    (視光系) 

    學校可將飲水機裝置於研究大樓，其離球場也較近。 

 

2 205 教室外面的洗手台，出水是黃的，很髒。連帶懷疑旁邊的飲水機品質是否有異常，除了正心

樓以外的飲水機有定時做水質檢測嗎?(因為有些飲水機有看到水質檢測單，有些沒有) 

 

   (總務處) 

   本校之飲水機其品質是沒有問題的，總務處這邊每季都會抽檢其水質品質，且每年至少每   

   台飲水機都會輪到一次，而洗手台的水黃黃的這可能是因為水管導致，而在飲水機的水質上，目  

   前檢測數據指出是沒有問題的，而總務處也將請營繕組檢測洗手台的水是否有問題。 

 

   (醫技系) 

   可不可以於圖書館內加裝飲水機。 

   (圖書館) 

   考慮到圖書的防潮上，故於圖書館中沒有其飲水機的設計，請麻煩各位同學走一小段路去取水。 

 

   (醫技系) 

   學校某些較老舊之飲水機無法裝水，那學校這邊是否有因應措施? 

 

   (總務處) 

   目前總務處也會安排修繕組再檢修一次，避免有疏忽之處。 

 

3 椰子樹枯枝的處理辦法，今日看到椰子樹的枯枝掉落，幸好沒有砸到人。總務處能否定時請人拔

除枯枝，以免掉落砸傷路人。 

 

   (總務處) 



   目前環工組部分都會定期去巡檢。 

 

4 很多同學幾乎都沒有將垃圾分類後再丟入垃圾筒，導致垃圾桶常常爆滿且十分不環保，希望學校

能加強觀念宣導或是說可以用班級認養的方式，讓大家能體會打掃阿姨的辛苦。 

   (例如:常在教室看到宣傳單,希望學校加強取締,因為這些單子往往隨意丟在地上或塞進抽屜內。 

 

   (總務處) 

   這部分還需各位同學的配合，而學校目前這邊已設置有個垃圾分類之垃圾桶，目前也會請學校環    

   安組來加強宣導。 

 

   (校長) 

   目前許多新進的老師對學校學生之印象都非常好，也很感謝各位處室以及各系學會和社會長的努   

   力，而目前也會請學務處來加強宣導。 

 

   (學生議會) 

   常常在教室看到有宣傳單，學校這邊是否有措施來管制。 

 

   (總務處) 

   學校是一個開放空間，要限制其發傳單還是有些困難，會請警衛室多加注意。 

 

5 女廁衛生紙目前只有一樓是在外面裝兩捲衛生紙，希望其他樓層也能有兩捲衛生紙。 

 

   (總務處)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學校也將於暑假進行工程來加裝衛生紙。 

 

6 體育場地不足，僅有籃、排球場，建議學校增設游泳池及羽球場等，增加運動多元及便利性。 

 

   (總務處) 

   這在工程上有些困難，目前在學校校園規畫上是有些困難的。 

 

   (校長) 

   目前游泳池上其經費和場地上是有困難的，而學校未來將會新增運動場地來供同學使用(目前暫定   

   文心橋下的空地以及目前的校內停車場)。 

 

7-1 機車停車場的柏油路,路面十分不平有許多凹洞，下雨天常常積水加上原本路面就有許多小石子，   

   容易造成同學騎車打滑造成危險，是否可以藉由假日同學較少時進行整修？ 

7-2 立體機車場二樓往三樓的樓梯有生鏽破洞,許多同學表示很怕走樓梯的時候整個損壞造成危險是   

   否能先行整修，以防意外的發生？ 

7-3 立體機車場旁有一塊小空地，常常有病患或家屬甚至是學生在那抽菸，學校是醫學大學，應該朝    

   無菸校園的目標努力，是否可以問那一塊空地的用處？以及給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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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學校這邊由於工程的時間限制以及考量施工上造成同學安全有餘慮之處，其目前規畫於暑假動工。 

   (學務處) 

   目前學校會先行貼禁菸標誌，以及請環安中心來做巡檢。 

 

8-1 這學期有同學反映，風雨球場假日晚上不開燈，能否詢問為什麼會有這項決定？ 

8-2 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畢典在哪裡辦，想問校方為什麼不能在風雨球場辦學校這麼大型的活動？ 

   (學校一直希望我們能保護球場，所以辦活動要有防護措施，大型的活動還要租借地墊，但這樣真   

   的有治本嗎?租借地墊需要大量的成本，為什麼不定時的維修場地呢？除了人為的破壞，下大雨天   

   花板會漏水，跑道淹水會往球場內延伸，這些長久累積下來還是會傷害到球場，同學的權益沒有    

   被保護到，想辦大型活動也沒辦法，這樣不是造成雙輸嗎?) 

 

   (總務處) 

   學校礙於國家與教育部的節能減碳規定，所以假日將不提供電燈，若同學有舉辦活動所需，可提    

   前申請，學校這邊是可以提供電燈的，其申請單位為體育中心。 

 

   (學務處) 

   由於學校場地限定，無法容納所有人，而目前學校也有規畫部分名額於各系做安排，而在各系上    

   也有舉辦小畢典，學校這邊會全力支持的。 

 

   (校長) 

   在這部分學校也盡力向董事會申請經費以及場地規劃，而學校這邊怕於室外舉辦畢業典禮可能其  

   天氣會使部分同學無法承受，因此才改用派各系代表的方式來舉辦，目前關於畢業典禮其改由     

   各系舉辦，學校這邊也有提供場地給各系做使用。 

 

   (畢業生) 

   學生也很認同學校的考量，但學生仍覺得一起舉辦畢業典禮是很感人的，但在學校派代表方面，    

   其在選擇代表名單上是否會有些不公平?另外在風雨球場上其醫院再辦親子園遊會時，其在場地保   

   護上並沒有很完善，是否學校可以考慮於風雨球場上舉辦大畢業典禮? 

 

   (總務處) 

   在風雨球場上其主要目的為提供球類運動，而非供其他活動做使用。 

 



   (校長) 

   為了顧慮同學可能會破壞 PU 跑道以及考量六月天氣的炎熱，可能導致否些同學無法負荷，而學    

   校未來也會思考這個問題。 

 

   (台文系) 

   之前醫院在風雨球場內辦舉辦園遊會，這樣是否有差別待遇? 

 

   (總務處) 

   之前醫院園遊會上在申請上，其園遊會是辦在風雨球場旁邊而不是在內部。 

 

   (台文系) 

   我們有拍到當天其園遊會舞台是建在風雨球場內。 

 

   (總務處) 

   總務處這邊會再向醫院這邊請教以及警惕。 

 

   (學生) 

   畢業典禮訂在國際會議廳這是什麼時候訂的?其公布管道? 

 

   (學務處) 

   於 4/9 召開的畢業典禮籌備會決議並公布在學務處檔案櫃中，目前是以各系勤學獎同學作為代表。 

 

   (學生) 

   其整個討論過程是否有學生在場? 

 

   (總務處) 

   其討論過程無學生代表參與。 

 

   (校長) 

   學校這邊也沒也想到這麼周到，那如果同學有意願參與，往後學校將會請兩位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過程。 

 

   (學生) 

   由於本系學生今天才得知這件事情，而且之後在畢業當天才會進到學校，那爾後是否可以提早討   

   論或公布給大家知道呢? 

 

   (總務處) 

   目前整個討論過程為學校一級主管討論，但由於沒有想的這麼周到，對同學很感到抱歉。 

 

   (校長) 

   那未來學校這邊也會請兩位學生代表來參與整個討論過程。 

 



   (牙四同學) 

   我印象中之前在風雨球場舉辦活動時，總務處的人在事前以其事後都一直用相機收證，而這樣   

   是否與醫院舉辦活動時，其在態度上是否會有差別待遇呢?另外在場地維護上，學校是否可以定   

   期維護場地呢? 

 

   (學務處) 

   學校這邊估計若要鋪半邊風雨球場其成本一次就需要十萬，礙於花費過於昂貴，學校這邊仍在   

   想辦法。 

 

   (學生) 

   學生建議學校可以定期做風雨球場定期維修，這樣成本可能會比較低。 

 

   (校長) 

   那這部分學校會再進一步研擬。 

 

   (學生) 

   學生覺得未來規劃其畢業典禮的規畫討論派兩名代表會太少，以及是否可以加強宣導風雨球  

   場的使用。 

 

   (學生) 

   剛剛校長有提到校長會再進一步研擬，大概什麼時候會好。 

 

   (校長) 

   在這個部分會請總務處盡快研擬。 

 

   (新任學生會長) 

   以前很多活動都是在風雨球場那邊辦活動，但是現在興建風雨球場後卻不能舉辦活動? 

 

   (學務長) 

   那目前學校這部分會再和總務處和學生會進行討論。 

 

9  暑假接近，迎新活動也要展開，社團、系學會教室用量將大幅提升，想請問總務處、學務處課外 

   組有沒有進行協調，希望能有個明確答案！ 

 

   (總務處、學務處課外組) 

   目前在場地使用上是與課外活動組這邊借用，那會在與課外活動組討論。 

 

   (校長) 

   也將這個議題列入考量與各部門與學生會進一步討論。 

 

10 希望學校舉辦的演講建議可像台大演講網一樣全程錄影，以讓有興趣聽講但時間配合不了之師生   

   能有學習的機會，另外關於學校演講講者請審慎邀請，舉辦更有內容的演講。 



 

   (課外活動組) 

   學校這邊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要避免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另外在畢業典禮的程序上在此向各   

   位致歉一下，其畢業典禮的擬定過程是由各系主管所召開。 

 

   (課外活動組) 

   目前在錄影上會涉及到著作財產權以及個資法的問題，請各位同學與舉辦活動時若要錄影，請   

   事先徵求講師的同意並簽結同意書避免法律上之問題，請各位同學多加注意。 

 

11 課外百分百對學生的意義如何？是否應聽聽學生的心聲？已經是大學生了，沒必要硬性規定課外  

   活動時數，大家自有安排，不要為了聽演講湊時數才去聽。 

   (另外部分學生認為應該減去百分百時數，因為百分百時數不是必需的，而且不應該用強制性，這   

   樣會使學生心身疲累而且學生不一定想參與可認證百分百時數的活動，鑑於其他學校並沒有這樣  

   強制性的畢業標準，十分強烈建議去除，可改由獎勵方式吸引學生自由參與活動，如參與活動有    

   可記優點，或集多少小時可記優點等，中山醫學大學本來場地就不多，我認為百多百時數強制性     

   實在太逼人，希望可以改善由學生有自由選擇的去參與。) 

 
   (課外活動組) 

   課外百分百的目的為培養學生基本能力，使其具備多元自主及終生學習之習慣，激發學生潛能並            

   完整記錄學習歷程，以達成本校教育目標所特訂的辦法。百分百辦法實施過程中，學校已經多次    

   與全校師生溝通，在不造成同學負擔的原則下實施。反過來看，有許多即將畢業要邁入社會工作 

   的學長姐，很羨慕學弟妹們有這樣的制度，當寫履歷的時候，學校系統會列出同學在學期間參與     

   的活動、社團，讓面試者了解你大學一路走來，是多麼充實精彩。另外，跟大家說明百分百的精 

   神並不是本校首創，在其他學校也都有類似的辦法來鼓勵學生多元學習。期望學生在學期間能培   

   養更多的軟實力。 

 

12 同學們一再的提及，為什麼假日圖書館沒有開？很多學生都是平常日忙著社團活動，假日好不容   

   易有時間可以讀書，圖書館卻沒有開，是否可以考慮正新樓假日的開放讀書的空間？ 

 

   (圖書館、總務處) 

   圖書館這邊目前星期六有開放半天，由於圖書館這邊職員其人數只有七人，在職班方面會也些 

   問題，而根據過去的經驗其假日也沒有開放，如果改成考試前兩周開放假日念書，其同學的意願      

   是如何?圖書館這邊會在調查並研擬對策來改善此問題，也請各位同學體諒。 

 

   (學生) 

   圖書館平日於晚上九點就關了，這樣是不是太早關了呢? 

 

   (圖書館) 

   目前礙於圖書館的人力資源上，故無法延至晚上十點關，目前圖書館也有在培養這樣的人力資   

   源，但目前只能開放至晚上九點，另外目前正心樓十樓開放至晚上十點，其地方可提供同學作為    

   使用。 

 

   (學生) 



   借書的時間是否可以拉長? 

 

   (圖書館) 

   目前這個部分會再提送圖書館委員會且有學生代表做為討論研擬對策，而圖委會一年召開兩   

   次會議，所以仍需一段時間。 

 

13 課外百分百系統已經製作超過半年，卻遲遲沒有上線，系學會卻常常得代替貴單位來接受同學的   

   詢問甚至是質疑，這讓人摸不透學校到底有沒有想要在這塊作努力,表面上要求同學，結果運作卻   

   不服合預期？ 

 

   (電算中心) 

   說明課外百分百系統已於 101下學期上線至今，但 102學年度課外百分百辦法修改配合六大核心   

   能力，異動幅度很大，須考慮不同學級適用版本與未來系統的彈性，故資料庫與程式有很大的修   

   改。上個月已將原始資料轉入測試資料庫並由課外活動組沈組長指定六大核心能力等資料整理與   

   調整，並進行測試與功能調整中，預定本週可更版新系統，請同學體諒。 

 

   (學生) 

   什麼時候會開放? 

 

   (電算中心) 

   目前是由課外活動組做測試，若測試完畢即可開放給大家使用。 

    

   (課外活動組) 

   目前系統測試已達 90%，而課外活動組這邊會盡快測試完成。 

 

   (職安系會長) 

   是否可以於六月底前上線或答覆呢? 

 

   (課外活動組) 

   在這邊六月底前會給各位答覆。 

 

四、 討論事項： 

臨時動議 

   (學生) 

   是否可以加強停車位的宣導? 

 

   (學務處、校長) 

   上次師生座談會已有提出來，目前學校這邊也只能加強宣導，因為學校這邊不能強制對學生的   

   機車上鎖，還是請各位同學要有公德心。 

 

   (學生會議員) 

   未來學校將新建停車場，而其地下停車場是供給誰? 

 

   (總務場) 

   目前會根據周邊環境以及相關政策做適當的調整。 

 



   (心理系) 

   暑假將會舉辦一些活動，那學校這邊其研究大樓是否可以使用? 

 

   (總務處) 

   目前暑假已表定對杏樓動工，而研究大樓是沒有要動工的。 

 

五、 主席結論： 

校長: 

很感謝各位同仁、系學會長、社會長及班代出席，也特別感謝學生會長舉辦這場師生座談會，提供這

次師生意見交流之機會，今天會議圓滿結束，謝謝各位的參與。 

 

六、散會 

紀錄簽章  指導老師簽章  主席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