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 105 學年度大學部暨研究所學校師生座談會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3 月 22 日(三) 12：00 – 13：20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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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總務長信二、林研發長峻立（駱
組長俊良代理）
、蔚國際長順華（施副國際長怡芬代理）、圖書館吳館長肖琪、
圖書館江組長秀愛、體育室黃主任志成（林組長昭光代理）、軍訓室盛總教官
文、資通中心楊主任永正（林組長宗輝代理）、心理諮商中心蘇主任東平、醫學
院陳院長維熊、牙醫學院許院長明倫（黎老師萬君代理）、護理學院于院長潄、
醫工學院吳院長俊忠（請假）、生科院陳院長鴻震、藥科院康院長照洲、人社院
鄭院長凱元、醫學系王主任署君、牙醫系張主任國威（黎老師萬君代理）、護理
系李主任亭亭、醫工系李主任泉（請假）、醫技系蔡主任有光、醫放系劉主任仁
賢（請假）、物治系蔡主任美文、生科暨不分系林主任照雄、藥學系林主任滿
玉、光電學程吳主任育德、課輔組翁組長芬華、營繕組鍾組長偉逞、事務組陳
組長娟惠、學生會代表張修寧、各系所導師及學生等共 157 名。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座談討論及意見整理
總務處
Q1： 為何頂尖大樓學生沒有個人休息室？（生理所 周濂宇／張佑廷）
A1： 總務長說明：頂尖大樓當時設計時，有請各個單位提出其需求，並依需
求完成大樓設計與建置。如果發現當時的需求考量上有遺漏，請同學把
它彙整後提出，然由於這部分的狀況是需要各單位協調調配的，並非總
務處可以直接獨斷的方式幫同學解決，會再針對這樣的問題去謀求解決
之道。
陳維熊院長補充：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所有同學的自習空間，包括實驗
的空間都是開放的，感謝校方在將使用的單位老師、同學的反應之下，
給予我們配合。在初步規劃下，約有 100 多個自習空間，考慮到同學來
來去去，若固定一個位子，以有限的空間來講，可能會造成一些浪費。
醫學院會再提供多一點資源，讓大家在搬遷的時候順暢。
Q2： 關於校車路線的調整及收費？（醫學系
學系

詹佳育／物治系

張修寧／醫

劉宇翔）

A2： 校車包括藍線、綠線、紅線等三條路線；「藍線」即原校車路線，「綠

線」是服務男女五舍、榮總院區、捷運站與校內接駁，「紅線」是服務男
女五舍上課需求。自這學期開始「藍線」換成 559 路公車服務，每日自
早上 7 點到晚上 11 點共 65 個班次，假日也有 20 個班次，行車路線從綜
合市場經義理街口到校門口，再到實驗大樓、行政大樓，經校門口再到
永明派出所，回到綜合市場，其中「永明派出所站」已經相當接近榮總
與石牌商場，「綜合市場站」接近捷運石牌站，所以應該是比以前更方
便，而且班次也更多了。有關於「紅線」的調整相對少，搭乘的費用是 3
元，只要有同學因滿車無法搭上車，就會機動加開班次，惟開始營運至
今尚無發生類似情況。「綠線」班次係配合學生實習及上下課時間，每日
14 班次。大都會公車招標沒有很順利，真正交車要到四月底、五月初，
到時候就有餘裕的資源去適度增加綠線班次，每個小時至少會有一班綠
線。關於本校接駁車費用的部分都跟以前一樣，但大都會公車收費依交
通部規定收費，如果是公車轉捷運就會有轉乘優惠，學生是 6 元、成人
是 7 元，無轉乘捷運每次學生為 12 元，成人是 15 元。至於免費接駁
車，是由校友總會捐助租賃車輛，提供服務。如不計算公車成本，校車
一個人次的成本是 18 點多元，現在我們一個人只收 3 元、6 元，都是拿
學校的校務基金補貼，事實上是不符成本的。
校長補充：大都會公司完全接手以後，會在尖峰時刻時段提供綠線服
務；免費接駁車將與校友總會研議做一些調整跟安排。
Q3： 外車入校是 30 分鐘內免費，但對於宿舍搬遷時間是不夠的。請問可否查
驗學生證，開放學生每月一次的一小時免費？（醫學系

邱子容）

A3： 每學期學務處都會通知總務處搬宿舍或清宿的時期，家長進校幫學生搬
宿舍可享全天免費。非前述時間，家長進校門的時候，跟票亭警衛說明
來意即以免費處理，但需提供學生證影本。至於說要每位同學每個月一
次一小時免費，這在門禁管理上比較複雜，窒礙難行。
Q4： 近年來校園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但學校網站交通車訊息似乎並未同步
更新英文資訊。校園地圖亦為中文版本。（環衛所

紀凱獻老師）

A4： 總務處交通車英文資訊日前已上網修正完成。至於校園地圖的部分，也
會持續與秘書室合作儘速更新。
Q5： 對於校園設立 Ubike 之事宜，104 年校園規劃委員第 4 次委員會議決議暫
緩申請，原因為「等臺北市政府公共自行車政策更明朗後再行提案討

論」，想請問現在是否有進一步討論？（醫學系

洪邦喻／醫工三

王政

憲）
A5： 102 年第 4 次的校園規劃委員會決議暫緩申請 Ubike，俟台北市政府公共
自行車政策明朗，相關配套措施完備後，再進一步討論。從石牌捷運
站、唭哩岸捷運站到本校校門口均無自行車專用道，對於學生騎自行車
的風險是相當大的，由於目前現況並無改變，基於對學生安全上的考
量，並無進一步討論。U-Bike 的硬體由總務處與交通局配合建置，而軟
體部份就要依照各委員會的決議來處理，如果要新提案的話，請向校園
規劃委員會提出需求，決議後總務處配合辦理重新申請的程序。
Q6： 有關一年級學生開放機車通行證的問題。（醫學系 羅祥）
A6： 由於大一新生對於學校高坡度的環境可能沒這麼熟悉，基於學生人身安
全考量，無法開放大一申請通行證。總務處也非常努力推廣交通精進計
畫，譬如在公車入校這件事上非常用心安排，就是希望學生減少對機車
的依賴；事實上，在學校裡如果可以減少機車的使用，校內的教職員生
步行的安全，都是好的。
Q7： 男二、女三洗衣間該側僅一樓可以進出，其他樓層都是只出不進，是否
可以在各樓層設門禁，讓舍民可以由其他樓層進出？（醫學一

李威

廷）
A7： 硬體方面沒問題，主要跟消防安全逃生上做連動而已，實際要再看學務
處住輔組的意見，應該是看住輔組確定，硬體上總務處都可以配合建
置。
學務長補充：宿舍樓梯是逃生用的消防梯，進到消防梯後就只能往下
走，不能再進到建築內，住宿組會再跟住宿的同學討論、溝通。
Q8： 學校宿舍的熱水供應問題？（醫技系

林承右）

A8： 總務長說明：鍋爐的容量有限，若數個同學在同一時間大量使用熱水，
鍋爐內的熱水加熱速度無法及時供給需要的熱度，因此接續洗澡的同學
就會覺得水溫溫的、沒有那麼熱。請住宿同學調整錯開使用頻率，同時
節約用水。
Q9： 女一、女二、男三等宿舍頂樓的曬衣場皆無遮棚，下雨時使用不便，在
房間內又無法晾衣物，每層的曬衣空間也很小，能否在頂樓搭棚子以提

供足夠的曬衣空間？（醫技系

何晏寧）

A9： 在頂樓空間搭設簡易的棚架，必須考量強風、不良天候(颱風)時會衍生的
公共危險，倘若是設置固定式又堅固的棚架，又必須考慮法令違建的問
題，這是公有建築管理必須要有的責任思維。總務處有確實做過詳細評
估，基於頂樓開放空間的使用，在法令上是屬於緊急避難空間，增設有
遮棚式的曬衣場用途，則不符合法規；若以無遮棚的曬衣空間設置，亦
無法滿足同學的需求，且屋頂風大又無完整防護措施，考量同學們上到
頂樓的安全性，因此評估設置可行性較低。
Q10： 男五、女五舍柵欄設置問題？（醫放系

蔡閎聿）

A10： 男五、女五設置柵欄是因為有宿舍分區停車問題，五舍法定的停車格有
限，起初有限定機車通行證申請的數量，但在今年申請完的結果，只比
原定核發的數量多了 20 多人申請，因此，總務處與學生會共同決定全部
發放，柵欄機的存在與否是為了管制非五舍舍民不得進入，是一個行政
管理措施，安全及管制的需求，是否開放要由舍民及學務處討論。地下
室上來的斜坡基於交通安全因素無法設置柵欄。現況而言，申請環山的
機車還是會停到宿舍區。
Q11： 為什麼住宿生的機車不能停在研究大樓等其他非住宿區停車場？是否可
以開放呢？（醫技所

陳儒怡）

A11： 依本校停車規定，由於教學區停車位有限，故僅限於非住宿生停放，住
宿生除了停放於住宿區外，另可停放於共同停車區，包括圖資北側、四
活後方及致和園區。
Q12： 實驗大樓前的大階梯很寬闊，是拍畢業照的好地方，但有時走在階梯
時，會感到有些危險，特別是雨天時，是否可以在樓梯中央加裝扶手？
（物輔所

蘇泰德）

A12： 謝謝同學建議，實驗大樓前的大階梯為陽明同學拍攝畢業照與集會的場
地，基於使用性及法令規範的考量下，總務處已經在評估設置方案了。
Q13： 近日轉型正義議題火紅，校內行政大樓上的銅像是否有拆除必要？若改
建成校友、台灣文學／醫學學者是否較恰當？若無拆除打算，理由為
何？（物治系

張修寧）

A13： 本校為規劃園整體發展及監督各項營建工程，設有校園規畫委員會，委

員會之主要任務為規劃及推動校園整體發展計畫以及推動及監督本校各
項營建工程。有關同學所提之校園環境硬體工程議題，建議可循程序提
案校園規畫委員會辦理。
Q14： 前些日子性平會上有做出在圖書館建造性別友善廁所之決定，想請問目
前規劃進度為何？（物治系

張修寧）

A14： 圖書館內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工作預計在今年暑假進行，在使用安全性的
考量下，將先行以無障礙廁所空間進行規劃設置。
教務處
Q1： 關於選課系統初選擋修、領域限制、加簽困難等問題，已反映多次未果，
教務處是否考慮召開相關會議收集各方意見，俾使未來選課與通識課設計
愈趨完善？另對於大一大二必修課程較重的系別（如醫學系 B 組、牙醫系
等）
，建議刪減其通識學分數，避免學生負擔過重，進而壓縮學生修習通識
課的機會。（醫學二

洪邦喻）

A1： 學校的證照系佔了八成以上，證照系有規定實習的時間點，大三前就要把
通識課修完，另為了讓同學在證照的訓練過程中不延緩畢業，在設計通識
課程中有許多困難，一個卡一個，選課就無法那麼彈性，雖然加簽部分比
較麻煩，還是鼓勵同學能重視通識，配合用加簽的方式達成願望。每個系
的通識課是不是可以做些改變，會在限制下再繼續努力，讓同學都可以修
到更好的通識課。刪掉通識課不太可行，至於是不是非要安排在大一大二，
或許可以安排到大三，讓大一學生有更多的自主學習空間是一個很好的建
議，我們強調同學自主學習，主動學習，通識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石，總括
前面的問題，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是以院為核心設計課程，也趁機會拜託各
位院長，在設計院核心課程時，也請一併考量系的課程，在通識和必修學
分，證照系都希望能夠趕快刪減，讓同學有喘息的空間以達到自主學習。
請各學院著手院的整合，也會和各院談談他們的課程地圖，看有沒有辦法
大一大二同學時間比較彈性。
Q2： 關於 E-campus 系統，本系 SCOME 調查同學意見後，有下列建議：下載
檔案的彈出式視窗過多，程序可再簡化或新增自動關閉功能；應允許一次
進入多門課程，不須一直登出；增加下載所有檔案的選項；考試作業成績、
出缺席紀錄等應確實記錄於系統中，以利成績核對與期中預警等。建請相
關單位向廠商反映！（醫學二

洪邦喻）

A2： E-campus 的缺點是一次只能選一門課，不能同時選好課，以前也曾發生
過類似狀況，但因電腦效能不足及頻寬限制而當機，所以無法同步更新，
因此太彈性開放課程會導致主機無法承受，因為選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保障順暢執行是第一優先，將來在效率上做得更友善一點，還有努力空間。
Q3： 核心通識或博雅可以多開放一些選課名額，讓真心想選但運氣不好的同學
能夠修，而不是把大家往中研院趕。（醫工一

劉健彬）

A3： 課程無法滿足所有人，教務處會盡力去做，會再朝這方面去努力。
Q4： 研究生修課時間相對的少，為何學費非依學分費計算？（口生所

林依寧）

A4： 為鼓勵研究生多修習相關專業領域課程，提升未來發展競爭力，同時考量
研究所教學成本，本校比照台大收費制度，97 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改採前
二年收取學雜費(含基本學分費)，第三年起則僅收學雜費基數，不另收學
分費，至其畢業止之方式辦理。至於碩士在職專班則需繳學雜費基數及學
分費，至其畢業為止。其學分費依所屬專班之標準收取，較一般碩博士班
高。
資通中心
Q1： 學校能不能提供 Adobe Acrobat 大量授權版給學生使用呢？（不分系
江冠億）
A1： 因為 Acrobat 授權昂貴，所以在 102 年第 2 次的管理委員會決議不採購。
學校有提供兩套正式版在圖書館請同學多加利用，另外，OFFICE 也有
提供 PDF 的存檔。
圖書館補充：多媒體的部分在幾年前，管理委員會提出希望圖書館配
合，也申請兩台新的電腦，放在影印機和主題書展正對面、一樓北側的
地方，供大家使用。
Q2： 陽明入口網目前還是可以向下兼併 SSLv3，但 SSLv3 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
被認定具有重大資安漏洞，測試結果顯示現在的網頁還是可以被 Poodle
attack。（醫學系

李威廷）

A2： 學校每年都有請資安廠商協助掃描並做滲透測試，我們知道有這樣的問
題存在，但因為舊系統的包袱，必須逐步在解決這樣的問題。系統更新
以後，就能解決問題。
Q3： 可否更新程式語言的軟體版本？例如：Labview（醫放一

林若瑜）

A3： 目前已經在採購中，但軟體授權在生醫工程學院，資通中心在採購完成
後會在網路上公告消息，預計五月就會完成。
Q4： 為甚麼不以學校名義申請 g suite for education？（醫學系

蔡宗名）

A4： Google 不限制容量的擴接網路硬碟，看起來省了很多自己買硬碟與管理
硬體的錢。但有那麼多的資料要傳輸到 Google 去，由誰來付網路傳輸
費？目前學校每年要付 300 多萬線路的錢，平均每一師生要分攤 500 元
以上才能有現在的傳輸品質，這尚未包括管理設備的投資，與管理人員
的薪資，一起考量時要分攤的錢會更多。若開放無限制的傳輸除了要增
加對外頻寬，還需要管理，避免搶頻寬造成大家的傳輸品質都下降。管
理設備的價格與使用頻寬的大小有關，學校若決定開放申請 Google 的資
源，除增加學校聯外頻寬每年約 90 萬外，必須增加 370 萬左右的設備才
能管理流量，確保傳輸的品質。因為牽涉到相當大的投資，同學們交的
電腦網路使用費不夠支應，所以中心必須研議更好的解決方案，希望能
用較少的經費達到目標。在未能全面開放前，可試驗性地由系所申請給
同學使用，但系所必須負責管理，而且要同意在使用頻寬過高時，接受
中心無預警立即降速，避免影響到其他人的權益。試驗階段開放一個系
所申請，先申請者先贏，同學可以請科所向資通中心系統組提出申請。
圖書館
Q1： 關於星期六下午五點閉館的事項，是否能改成只開放一樓供大家溫書使
用？否則還要另尋他處讀書實在不便，且 K 書中心的設備環境相較於圖
書館還是不可比擬的，不知是否能比照其他學校開放圖書館 24 小時使
用？（醫學系

陳智翔）

A1： 感謝對圖書館環境之肯定，本館每兩個小時巡館一次，盡可能讓館內維
持安靜乾淨。由於建築設計為三層樓開放空間，無法只開一層樓。讀者
若是查資料，本館網站的功能在線上就可以查詢，但若是溫書的功能，
目前除了男二舍沒有外，其他各宿舍都已有自習區，人社院 101 教室也
會改建成自習教室。至於本館開放時間已是全國最長的圖書館之一，最
近配合勞基法修法有很多學校在縮短開館時間，陽明目前還是維持原定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開館到晚上十一點，週六及週日開到下午五點；
每年四月一日及十一月一日開始因應期中考，週日就會開放到晚上十
點，考前一個週六也會開到晚上十點。
營繕組補充：各宿舍區目前自習室都建置完成，人社 101 空間目前規劃

暑假建置完成至少 30 個以上的座位。
學務處
Q1： 學餐問題、希望能開放多一點餐廳進駐陽明。（醫學一

羅祥／謝易耕）

A1： 有關學生餐廳目前兩家餐廳的衛生檢查都是由學務處所負責，會盡量在
餐具、用餐環境、廚房等方面做衛生的把關。六月時學餐會重新公開招
標，希望透過評選過程選到優良的廠商入駐，也希望新廠商能在營養、
衛生、價格上能符合大家的需求。之後會有新的廠商進駐，現在博雅中
心還有惠蓀咖啡，將來在男二舍旁也會有新的供餐點，請同學多多在校
內捧場。
校長補充：男二舍外空地目前已招標完畢，會有餐車進來提供學生更多
選擇。
Q2： 就業博覽會是否能提前辦理？有些學校在 3 月已辦完。（生藥所

吳宣

慧）
A2： 1.全國各校舉辦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活動大約都在 3-5 月辦理，且多集
中於 4-5 月，本校則規劃於 4 月下旬辦理。2.本校不考慮於 3 月舉辦的
主要原因係同時考量本校畢業生課程狀況及企業屬性因素。過早辦理活
動不僅是應屆畢業生還處於實習、課程、寫論文中，尚無求職意願與動
力；對生醫科技廠商來說，年度所需職缺無法空窗過長，若於 3 月就選
定人選卻要等到 6 或 7 月才能到職，恐不符企業所需。3.本校亦不考量於
5 月份辦理則是因為多數學校的校徵從 3 月開始，部分企業如已參加過多
場次校園徵才，在人力時間成本考量下，恐會放棄參加較晚辦理的學校
場次。4.基於上述考量，故本校的生醫科技就業博覽會活動多規劃於 4 月
下旬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