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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22 日(星期二) 12：10 - 12：55 

開會地點：CS201 教室（濟世大樓 2F） 

主席：劉景寬 校長 

出席人員：楊俊毓副校長、羅怡卿學務長、洪純正總務長、張志仲圖資長、鍾飲文教務長(葉

竹來組長代)、鄭添祿產學長、蔡旻恭組長、辛錫璋研發長(田育彰老師代)、鄭丞

傑國際長(楊品珍老師代)、林志隆主任秘書(陳正生秘書代)、王秀紅院長、王麗芳

院長、顏正賢院長(蔡哲嘉老師代)、李志恒院長(馮嘉嫻老師代)、周逸衡院長(李惠

珠秘書代)、軍訓室黃仲強主任、體育中心陳昭彥主任、生輔組陳朝政組長、學生

會會長、宿委會代表及 122 位同學參加。 

記錄人員：王繼國先生 

 

壹、 頒獎： 

  一、頒發 103 年全國大專優秀青年獲選同學 

      心理系四年級阮敬瑩同學、醫學系四年級梁心柔同學、藥學系三年級陳長立同學 

  二、頒發「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績優獲獎社團」 

      聲樂社榮獲大專團體 B 組男聲合唱特優獎、混音合唱及女聲合唱優等獎、弦樂社榮獲   

      大專團體 B 組弦樂四重奏榮獲優等獎、管樂社榮獲大專團體 B 組管樂合奏優等獎 

  三、頒發 103 年度全校性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學生會榮獲特優獎、運動醫學系學 

      生會榮獲優等獎、坩堝社榮獲優等獎 
 

貳、 學生於會前之建議事項處理情形說明：如附錄一 

 

參、 與校長有約 Q & A 

  一、主席報告 

為使同學有足夠時間提問，同學報名時所提意見與業管處理情形，先公告讓提問

同學了解，若回答的不盡完善之處，可提出來讓我們再進一步說明。書院是大家非常

關心的，經過三年的試辦，希望能夠把書院課程融入我們的通識教育的重點、特色、

社團活動及生活；大一同學因為這些規定所以較不習慣，同學比較在意的是選擇與時

間自由度的問題，這些規定我們會逐步檢討改善，希望將來會有更多的選擇項目。 

      大學能給學生甚麼？有二點是很重要的： 

      第一是培養成熟的人格與團隊訓練，也就是領導力的培養，這不是在虛擬的網際

網路就能夠做得很好，這素養要從通識教育中培養；本校是以醫學為主的大學，大約

七成科系的同學將來是在醫療的工作崗位上；所以，專業素養養成的基礎便來自於通

識教育，職涯發展也絕不是讓大家就業而已，這只是其中一部份。就業的意願、自我

實踐的要求也是很重要的，專業素養會使你在這個領域、行業中受到重視與尊重。 

      第二是重視操作性教學，這也無法透過虛擬的學習環境獲得，必須透過實體。所

以，希望能增加醫院實習的課程與職場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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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的調整與如何接續未來的發展，今年度在教卓計畫中已規劃將社會人文的知

識運用於專業領域發展。另外，我們理想的希望一年級都有宿舍住，很遺憾只有高雄

市以外一年級的同學可以分配到宿舍，醫護大樓準備歸還本校，屆時會多一些宿舍給

同學，但今年因為其他因素可能沒有辦法；希望明年至少能夠讓一年級新生有意願住

宿的均能夠住宿，當然有些同學雖然不住高雄市選擇不住校，也會騰出一些給其他年

級的同學住宿；所以在學校目前的財務、空間狀況下，宿舍不足是無法解決的。以上

補充說明，各位同學若有什麼建議，於現場可提出來。 

  二、學生提案與師長回覆(意見彙整表如附錄二) 

    ※總務長說明有關國研大樓女生一樓廁所的安全措施： 

      學校每一棟大樓所有緊急系統均連接到警衛，因國研大樓剛剛整建好，按規定都有架

設緊急系統，但尚未連結至警衛室，五月初才會開標處理這個案子，請大家諒解。另

在廁所的入口處加裝監視器，及女生廁所墊高縮小門與地面之縫隙，目前在一二樓在

做，三四樓以上我們會陸續施工，讓學生在上廁所時會比較安全、放心一點。 

      學務長補充說明： 

      總務長講的也是最近同學們所反映的事，facebook 也有反應國研大樓一樓女廁發生過

好幾次遭偷窺事件，不過同學至少知道要到學務處這邊求救，這幾次同學們反應都很

快就直接衝我們學務處找校安教官處理，所以，建議在警鈴還沒有完成連線之前同學

盡量到濟世大樓一樓來使用廁所，尤其是五點半下課之後，不要去用國研大樓一樓的

廁所，等大樓都規劃完善之後再使用。 

    ※校長補充說明有關學生游泳池優惠建議(現場提問第 3 題)： 

      三個醫院目前已經在協商中央廚房事宜，亦會將師生的需求列入，讓大家都有比較好

的選擇，由營養師去做食材的分析與控管，這些都是我們應該要做的。所以，同學提

出來的建議會由總務處與廠商洽談。高醫是一個很重視體育活動的學校，如何在校地

有限的情況下，與廠商合作讓同學能以優惠的價格去使用學校沒有的設施，我們會請

總務長幫忙。 

    ※學務長補充說明學務處對反服貿等活動的做法: 

      最近同學經過一場活動之後可能有點累，不論是反或者是不反，有些同學反映在場地

申請上有些許不滿意；學務處重申，不論你是反服貿、反反服貿立場，只要符合申請

場地的程序，我們一律都配合，申請場地、請人演講只要符合申請程序我們就提供經

費，沒有任何預設立場！同學不要再誤會或在網路上謾罵，甚或直接到學務處來對師

長大聲說話，這樣不太理智；重申一次，只要符合程序我們一律都可以開放。 

 

肆、 主席結論：略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2：55 分整。 

 

附錄：學生現場提問意見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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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學生提問事項彙整表 

題
號 提問事項 提問 

學生 
承辦 
單位 具體處理情形 

處理進度 
己
完
成

執
行
中

規
劃
中

1 

學生這屆並未強迫加入書
院，但卻時常聽到關於書院
的種種問題，例如時間不彈
性等，我覺得書院應自由參
加，如果是因為教卓而強迫
加入書院，雖可學習許多課
外知識，然書院的規定會使
學生的發展受限，無法針對
自己的興趣做更進一步的
探討! 

醫化二 
邱○○ 人社院

一、目前台灣已有 21 所大學推動書院
教育，本校是唯一全面推動者。書
院教育乃因應整體環境改變，提升
學生競爭力的策略，並非為了應付
教卓計畫；本校的書院計畫深受教
育部肯定，才能獲得教卓經費的挹
注。 

二、書院教育是學生的權益而非義
務，並非強迫，許多配套措施都為
了維護學生主動學習與自由選擇
權而設計。 

三、目前共學日一學期以 4 次為原
則，時間排定依各主題書院的規
劃。 

四、書院活動為了協助學生探索個人
的興趣，以不特別增加學習負擔為
原則，將原來較零碎化、缺乏具體
性的學習轉化為更有效的學習動
能。 

ˇ   

2 
請教校長因何要實施書院
及活動？ 

護理一 
翁○○ 秘書室

    「書院」並不是新名詞，它在東、
西方都有長遠的歷史；書院教育也不是
新的策略，它的推動只是讓理想更落
實。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黌宮、知識的
殿堂，應該承載多元的學習效能：除了
專業知識與技能學習外，職場軟實力的
培育不可或缺；但若作為關懷社會、奉
獻己力的知識份子（大學教育原有的理
想、也是不同於技職教育的關鍵），則
人文涵養、公民素養更需要長時間的薰
習、內化，所謂「十年樹木，百年樹人」，
正點出其間的不易。若以上述目標檢視
現行教育內涵、便可發現：專業知識與
技能在學系、學分、證照輔導的規劃上
確實已趨縝密、落實，至於軟實力、人
文涵養、公民素養的規劃主要依賴通識
教育，則顯得相對不足：其一、學系學
分數約為通識學分數的 4-5 倍。其二、
通識教育仍偏重課堂上「專業」知識的
傳授（通識教師本質是更多不同專業背
景的學者所組成）。其三、即使推動多
元化的教學與評量方式，但仍是在固定
課室、時間內激盪，學習效能有限，而
團隊、溝通等軟實力與公民素養的培育
需要群體互動，人文涵養需要更長時間
的激盪、反省、內化。在諸多現實困境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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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學生提問事項彙整表 

題
號 提問事項 提問 

學生 
承辦 
單位 具體處理情形 

處理進度 
己
完
成

執
行
中

規
劃
中

中，書院教育的推動也只是希望突破上
述客觀限制，讓教育目標更能達成而
已。 
    目前台灣已有 21 所大學推動書院
教育，本校是唯一全面推動者。書院教
育乃因應整體環境改變，提升學生競爭
力的策略，並非為了應付教卓計畫；本
校的書院計畫深受教育部肯定，才能獲
得教卓經費的挹注。 
    書院教育是學生的權益而非義務 
，並非強迫，許多配套措施都為了維 
護學生主動學習與自由選擇權而設計 
。書院活動為了協助學生探索個人的 
興趣，以不特別增加學習負擔為原則 
，將原來較零碎化、缺乏具體性的學 
習轉化為更有效的學習動能。 

3 

國際志工雖沒有科系上的
限制，但對於一些專業技能
的應用上，如果是相關科系
的是否較有優勢？要如何
自行補強？建議能對於國
際志工多做些說明？ 

生物一 
初○○ 國際處

針對服務計畫辦理相關培訓課程，並開
放給全校有興趣的同學參加，本校國
際志工係經面試遴選出(時間約在每年
年底)，參加培訓課程為自行補強的方
式之一，建議可於申請時加注於參與
國際志工培訓課程，另外，參加校外
各相關單位所舉辦之志工相關教育課
程訓練(基礎訓練及特殊訓練)也可提
升國際志工遴選優勢。 

ˇ   

4 
未來學校是否會投資並成

立管理與商學院（MBA)? 

香粧三 
陳○○ 

秘書室
本校設有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培
育醫務管理及資訊人才，目前暫無投資
並成立管理與商學院(MBA)之規劃。 

ˇ   

5 

高醫畢業校友是否可投資
學校並成立公司/工廠生產
商品？ 

產學中心

一、校友及任何人皆可針對學校之研
究成果進行投資、產學合作及技轉
授權，並無任何資格上的限制；而
且本校已訂定相關的辦法與程序 
，同時有專責單位負責相關業務 
，凡對本校成果或標的有興趣者 
皆可進行合作或授權。所以，若有
任何問題或需要服務之處，皆可與
本校產學營運處接洽，分機 2360。 

二、產學處於日前已就成立投資基金
議題與本校校友會進行討論，已有
校友表達意願可出面主持成立及
籌募的事宜。若畢業校友有投資的
意願或需求，可與校友會聯繫。 

三、目前本校積極鼓勵全校師生參與
校內外的創新創業活動與課程，且
已展現相當不錯的創意與成績，產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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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學生提問事項彙整表 

題
號 提問事項 提問 

學生 
承辦 
單位 具體處理情形 

處理進度 
己
完
成

執
行
中

規
劃
中

學處也進一步輔導以協助其成立
公司。若對這些創業個案有興趣
者，亦可與產學處聯絡。 

6 

建議學校能興建羽球場。 

藥學二 
陳○○ 
王○○ 

體育中心

一、目前學校尚無適當場地可增設羽
球場，請同學利用空地練習。 

二、為增加體育課程的多樣性選擇，對
外商借羽球館供修課使用，採自由
選修，使用者付費。 

三、來學校如有新建大樓，建議增設羽 
    球場地。 

ˇ   

7 

因何學校無法保障住宿？ 

護理一 
黃○○ 生輔組

一、本校宿舍床位共 1444 床，床位不
足故無法保障所有有住宿需求的
同學住宿。 

二、床位不足乃各校均有之現象，均僅
針對弱勢學生給予優先住宿權，其
餘學生亦以抽籤分配。 

ˇ   

8 

上學期間車位不足，有時甚
至因為找不到車位而遲到 
，建議於和川停車場加蓋成
停車塔，不但能舒緩學生老
師及醫院民眾的停車問題 
，亦能解決多處違規紅線停
車問題！ 

藥學一 
許○○ 

 
醫化三 
陳○○ 

總務處

和川停車場是本校向和川公司承租的
場地，僅開放給教職員工生與部份臨近
居民停放，因此停車塔搭建與否，需經
和川公司同意；但在詢問過後，和川公
司並不同意搭建停車塔。 

ˇ   

9 

戶外舉辦分享會、演說等活
動，請注意音量；近期學運
討論甚烈，已打擾到圖書館
安寧。 

醫化三 
陳○○ 課外組

課外組未來會再加強宣導及提醒各社
團辦理戶外活動時之音量控制，尤其在
宿舍和圖書館周邊。 

 ˇ  

10 

此次太陽花學運學生會辦
理了許多的支持活動，適宜
嗎？因為也有不同的聲音 
，建議應處中立的立場，設
立平台大家抒發己見才是。 

醫化三 
陳○○ 

學生會

學生會至今因應太陽花學運僅辦理「設
置自由言論海報板」、「網路上公開徵件
針對學運之相關言論之蒐集和彙整」及
「線上調查校內教職員生對網路聯署
書內容的意見」，並無辦理其他活動，
所發表之公開聲明持中立立場，關心學
生安全為主。學生會公開徵件詳見學生
會官方網站： 
http://kmusa.pixnet.net/blog 

ˇ   

11 

加強圖書館輕聲細語之宣
導。有些人非常不禮貌地在
裡頭大聲討論、聊天，嚴重
影響館內閱讀氣氛。 

圖資處

將張貼海報宣導維護閱讀環境請輕聲
細語，並加強工作人員巡館時勸導，若
同學發現大聲討論者，也歡迎隨時通知
流通櫃台處理。 

 ˇ  

12 

建議將之前萊可仕簡餐、咖
啡類似的店能重回廣場。 

總務處

之前萊可仕庭園咖啡，因餐飲衛生經常
檢查結果不佳及有轉包之疑，故校方不
再續約。總務處經詢問其他廠商結果無
人有意願承包。基於衛生條件及管理，
本校國研大樓地下美食街已設有多家
櫃位及怡客咖啡廳等供應各類餐飲，能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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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提問事項 提問 

學生 
承辦 
單位 具體處理情形 

處理進度 
己
完
成

執
行
中

規
劃
中

夠滿足全校師生餐飲需求。該處另外用
途依據總務處 103 年 1 月 17 日簽呈經
裁示該空間從長計議，整體妥善規劃校
園空間。目前先裝設 10 張休閒椅供同
學可短暫休憩使用。 

13 

N 大樓與勵學大樓間廣場
的桌子高度不符合人體工
學，建議更換。 

總務處

該空間整體規劃尚未確定最後用途，該
處暫時擺設椅子供學生可短暫休憩及
聊天，桌子可供學生擺放手提包或飲料
等，其用途並非提供寫字或讀書之用。
在預算有限下，資源再利用採用原濟世
大樓全家交誼廳的桌子。待學期末總務
處如有多餘維護費或修繕費時，則將會
排定更換。 

  ˇ

14 

發現補習班人士隨意進入
教室或校園，造成困擾及亂
丟亂貼宣傳單。學校有具體
因應方法嗎？ 總務處

校警隊

校園乃開放場所，校園及教室如同學有
發現，請通知校警隊驅趕。平日校警隊
人員巡邏校園時有發現時亦會驅趕。有
亂貼的宣傳單，清潔人員會將其撕掉，
張貼量多的公司或機構，總務處人員會
打電話到該公司警示，必要時向環保局
舉發。 

 ˇ  

 



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現場提問意見彙整表 

提問事項 提問 
學生 

承辦 
單位 回覆意見 

處理進度
己
完
成

執
行
中

規
劃
中

1.學校操場為紅土跑道，學

校有沒有打算可以改為

PU 跑道？ 

香粧三

詹○○ 
體育教

學中心

體育教學中心陳主任：十幾年前就有同學提

過可不可以將紅土操場改為 PU 跑道，很多中

北部的學校到南部都覺得學校有紅土操場其

實非常好，紅土操場較不易產生運動傷害且

防滑，較不會有塑膠物質經曬過所產生那些

對人體有害的物質。紅土跑道對跑步時踝關

節、膝關節有吸震的效果，所以，很多學校

其實較希望有紅土跑道，本校紅土跑道有灑

水器，是非常好的設施。改成 PU 跑道有幾個

缺點：約三五年後就要汰舊換新，因需要膠

去黏著尤其它不能受熱，很多公立國中小

學，大概兩任校長就要重新做一次，所以，

在經費上及健康上紅土還是比較好。 

ˇ   

2.建請教務處考程表的考

試場地能早點排出來？

我是通識課的 TA，下週

考試，本週五才排出考

程表，於是需一個一個

通知同學，教務處亦要

我們自己排座位表，問

題是教室在新大樓地下

二樓空曠的教室，那間

教室根本沒有人去過。 

牙醫三

徐○○ 
教務處 教務處葉組長：考程表約在期中考前一週就

會公告了，不了解為什麼還要你自己排，因

為除非說是你們老師自己去跟你們約時間去

考試，不然的話如果由教務處來安排就會有

安排，甚至說考試的座位順序、甚至監考老

師；這部份我們都會再做規劃的。 

校長：同學應該是擔心各系考程會有衝突，

所以，我們盡量提早，跨系的能夠更早一點

比較好。 

  ˇ

3.因學校沒有游泳池，游泳 

  課是搭配對面的游泳池  

  在學期一開始購買游泳 

  票，一般沒有修游泳課的 

  同學想去游泳的話，好像 

  就沒有這個福利，建議可 

  不可以和對面的游泳池 

  協商一下，其他未選修學 

  生也有優惠。 

心理四

陳○○ 
體育教

學中心

校長：請總務處協助和廠商研商優惠的契約

，對教職員工生有所優惠。 

總務處：學校開設游泳課以合作方式與對面

的廠商提出只有游泳課的學生才享有 60 元

的福利，一般的學生去大概要收 110 元。 

校長：所以請總務處處理，體育組協助，與

廠商來議價。 

  ˇ

4.我是新館館長，新館往南 

  北館的走廊能不能加裝 

  日光燈？因為不屬於宿 

  舍範圍，所以我想說來這 

  這個場合提出。 

醫學四 
梅○○ 

總務處 學生:去年那邊加蓋了遮雨棚(原本是沒有

的)，建議加裝日光燈及管控。 

校長：請總務處加裝日光燈。  ˇ  

 



高雄醫學大學 102 年度第 2 學期 
「與校長有約」座談會滿意度調查問卷分析 

1.您對「學生問題即時反應系統」的滿意度為何? 95% 

 

2.您對本次活動的內容滿意度為何?  95% 

 

3.您對主題設定與內容的一致性滿意度為何?  100% 

 

4.您對此次活動時間的安排滿意度為何?  100% 

 

5.您對此次活動地點的安排滿意度為何?  98% 



 

6.此次活動對您本身有所助益的滿意度程度為何?  98% 

 

7.整體而言，本次活動的滿意度為 98% 

 

8.本次活動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1) 觀摩學校整體運作。 
(2) 便當。 
(3) 提問。 
(4) 午餐。 
(5) Q&A，讓學生有權利表達自我看法。 
(6) 不適一般單純聽校長說話。 
(7) 關於有同學詢問 PU 跑道的問題，可否詢問全校同學意見，而不是學校體育組覺得紅

土好就好，紅土跑道在風大的時候，紅土都飛起來了，很髒，對呼吸也不好。 

 

9.希望本座談會，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1) 事先讓學生看到回覆；這麼文不對題、打太極拳、官方的回覆，令人感覺校方根本無
心處理學生問題，毫無誠意，令人懷疑校方根本沒有了解學生想法，用自己的方式
理解錯誤。 

(2) 促進行政人員、老師學生互動。 

 



 

10. 其他意見: 

(1) 我希望回答問題能夠針對要點，要一針見血而不是官方統一回答，有些回答讓人覺得
沒有誠意或沒有意願用心處理，有問題出現表示有不好的地方需要改善，而回卻是
太制式，沒有針對要害下手，用一些我們已知的訊息回答很沒意義。 

(2) 可否以不記名方式進行。 
(3) 可否請教務處早點排出考程?有些跨系的通識課，一個月前已排出考程，教務處卻到

考前三天才說借不到教室，還沒有排出座位表，希望教務處可以處理這個狀況。 
(4) 香粧的"粧"字可以認真的全校正名嗎?每天都被別人寫錯名字您會開心嗎? 
(5) 提問不需要填名字。 
(6) 希望強化教學評量的作用，才不至於寫了卻沒改變。 
(7) 支持同學提的操場改成 PU 跑道，紅土跑起來鞋很髒。 
(8) 外面很吵，人數這樣就好不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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