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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次「校長室下午茶」紀錄 
 

時    間:99 年 6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3時正 

地    點:校本部行政大樓 1 樓接待室 

參加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    席：張校長國恩                               記錄：劉靜華 

 

一、發言記要（參加者發言暨校長答覆內容）： 

序次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一 希望學校能增加學生活動空間 學校正規劃於本校各校區興建數

棟新大樓，其中包含學生活動中

心，如得順利興建，將可增加學生

活動空間。 

二 請問林口校車收費問題 林口至校本部之校車將採上學收

費，上課免費之原則。 

三 建議圖書館 24 小時開放，並採刷

卡進出之門禁管理。 

（1）本校數年前曾開放圖書館供學

生 24 小時使用，因學生使用率

極低，不符合成本效益原則而

取消。 
（2）將請圖書館評估在學生安全無

虞之前提下，24 小時開放之可

行性。 

四 圖傳所在職專班學生建議下列事

項： 
1.我們可選擇的課程不多，教育

部又有限制，因學制不同，我們

只能選在職專班的課，不能選一

般研究所的課。不知在技術上是

否能有克服的方式，例如在職專

班與一般研究所開同一科目，但

一起上課?  

將請教務處瞭解學校相關規定及系

所實際開課情形，再研議修改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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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2.讀在職班常覺學校把我們當另

類的學生，與一般校內學生待遇

不太一樣，如體檢就不能參加一

般校內生的體檢，必須到校外花

一千多元自己去體檢。是否可予

平衡化呢? 
3.在職專班上課時間與一般學生

不同，跟校方接觸的時間較少，

很多資訊會有所隔閡，如我這學

期選修外所的課，每一學分要六

千元，但卻無人告知，一直到學

期中交學費時自己發現，向推廣

教務處查詢很久才知，就連教務

處的人員也不知何以如此，但學

期已過半，教務處拒絕學生改選

課。類似事情實在不應發生。但，

環節出在那裡呢?結果卻是學生

自負責任。 
4.學則規定學生跨系所選修不得

超過八學分，這是依過去每學科

兩學分的規定而設立的，但目前

有系所採每科三學分制，如此一

來，學生就只能跨系所選兩科，

學生的選課權益因此受到影響。 

五 英語系常紹如老師：今年因獲得

學校經費贊助，英語系第一次舉

辦全校英語辯論比賽，從各方〈如

參賽者、裁判及觀眾〉反應看來，

這次的比賽規模雖小，但仍辦得

相當成功，比賽亦有非常不錯的

水準。希望學校能繼續支持贊助

該比賽，並從而突顯批判性思考

與口語能力結合之重要性。 

英語辯論比賽可提升學生的語言能

力及國際觀，是項很好的活動，將

與英語系主任討論日後舉辦之經

費事宜，並建議以後與學生會及相

關社團合作推廣，讓更多學生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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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六 希望放寬宿舍門禁規定，即使超

過門禁時間也不要禁止學生進

出，不要扣點。 

將請學務處進行住宿學生意見調查

後再議。 

七 希望得由各宿舍自治管理委員會

各自訂定住宿規則。 
將請學務處研議。 

八 工業教育系室內設計組碩一學生

表示： 
1. 目前面臨到關於指導教授一

事的困難，很高興系上願意讓

我們跨組選擇指導教授，但系

上另一條規定，導致學生們目

前遇到無法共同指導之困難。 
2. 畢業證書僅註明為工業教育

系，無室內設計字眼，不利於

未來求職。 

將與工業教育系系主任討論師資及

其他相關問題，共商解決之道。 

九 資教所黃信智同學書面建議： 
我在師大生活將近三年，每次總

覺得師大路與和平東路口的人行

道總是人滿為患，加上車輛繁

多，行人等待綠燈通行時，人車

混在一起，很危險，建議調整路

線。 
 

本件為書面提交，總務處回復如

下： 

有關師大路與和平東路口的人行道

問題，本處近 2 年相關努力如下：

（1）師大路與和平東路口行人穿越

馬路不易又危險 97.4.17 發文向台北

市政府交工處申請，人、車紅綠燈

號誌分別管制亮號誌燈，經交工處

現場會勘後，認為與疏通台北市交

通流量衝突，主要是秒差不足問

題，一經調整影響層面很大，交工

處希望維持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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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2）本校認為師大路口與和平東路

口行人等待紅綠燈區域太小，行人

站在路口很危險，於 97.11.10 向臺北

市政府交工處申請設立路口石柱，

也經交工處否決。 
（3）為疏解師大路行人穿越馬路人

數眾多困境，於 96 年起向台北市政

府申請師大路地下道老舊改善工程

及師大大門劃設斑馬線問題，臺北

市政府交工處於 97 年 11 月封道施

工，於 98.11 初完工，提供本校師生

通行。 
（4）本校向臺北市政府交工處申請

校本部大門劃設斑馬線，經兩年時

間並透過市議員協助於 97.09.01 同

意劃設，並於同（9）月 20 日劃設

完工。 
（5）另本校視障聽生頗多來往兩校

地，向臺北市政府交工處盲人專用

電子聲控系統，歷經兩次申請及會

勘，於 98 年 9 月 3 日設置完畢，以

配合本校開學學生使用。 
（6）97 年及 98 年前後兩次眼見和

平東路與師大路口紅綠燈上下課時

段來往師生眾多，再向台北市政交

通工程處申請行人專用燈，歷經兩

次申請於 97 年 10 月 30 日第一次會

勘完畢，98 年 6 月 8 日第二會勘完

畢，台北市政府交通工程處同意再

評估調整號誌燈及秒差問題，但遲

無下文。 
（7）99 年 3 月認為師大路宿舍學生

直接穿越馬路危險，再向臺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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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府交工處申請劃設行人穿越道或紅

綠燈號誌，99 年 4 月交工處函覆因

交通路口前後 50 公尺不宜再設紅綠

燈及行人穿越道，影響交通流量管

制問題，否決本校申請。 
以上，本處近期內將再行文交工處

積極處理有關（1）和平東路評估調

整號誌及秒差問題；（2）師大路上

設立禁止穿越馬路警告標誌並加強

取締等事宜，以維師生交通安全。

十 國文 100 丁林佩環書面建議如

下：我是馬來西亞僑生，有關僑

生外籍學生在校打工扣稅的事

情，希望校長能夠慎重考慮，看

是否能處理，因為正確的扣稅為

6%，但學校扣 18%，僑生居多生

活經濟吃緊，希望學校能慎重考

慮這個問題。 

本件為書面提交，出納組回復如

下： 

（1）僑生每月扣稅事宜是由出納組

辦理，而出納組是遵照國稅局規定

辦理。  
（2）依照財政部規定，外僑未滿 183
天者，即須按非居住者扣繳稅率扣

繳 20%(今年起扣繳稅率降為 18%)。
（3）林生為大學部國文系二年級學

生，98 年居留台灣應已超過 183 天，

但仍應依下列規定預扣稅額： 
國稅局於 98 年 3 月 19 日發佈新聞

稿外僑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行

政院核定 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

者，可按給付額 6%稅率課稅。因學

校無法預知外僑其他兼職所得，其

毎月之全月份薪資總額是否確為基

本工資 1.5 倍以下者，若自始即以

6%預扣稅款，若外僑某一月份其薪

資超過基本工資 1.5 倍時，仍有其差

額 14%之稅款及滞納金及滞納利息

之罰鍰風險，故無法以6%稅率扣繳。

（4）外僑（含僑生）得於離境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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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天或延期簽證或年度結束後 2 月中

旬至 5 月底，攜帶護照及扣繳憑單，

向居住地所轄稽徵所國稅局之服務

科（股）辦理退稅事宜 
（5）其他相關稅務事項請上本校總

務處網站-->出納組查詢「所得稅 Q 
& A」。 

 

二、散會（17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