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 次「校長室下午茶」紀錄 
時    間:96 年 6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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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校長義雄 （15:30-18:00 陳副校長瓊花暫代）    記錄：黃紫雲秘書  

一、主席致詞（陳副校長瓊花暫代）： 

校長因赴教育部開會，由本人先代為主持，請各位以輕鬆的心情，大

家交換意見，校長會議結束後再與各位茶敘。 

                

二、發言記要（參加者發言暨校長答覆內容）： 

 

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一 美術系  
63 級 
陳湖皋

（師大兒童

教育研究社

指導） 

 

 

 

 

 

 
 
 
資工系  
97 級  
陳奕庄 
 
 
 
 

一、多鼓勵學生參加社團，並

多提供資源支持社團。 
二、各科系多開放選修課程給

有興趣的同學（儘量開放

給別科系同學）培養以興

趣為取向的人才。 
三、請校方多照顧清寒學生，

使其專心求學。（最好能

提出具體之幫助） 
 

 
 
 
 
為什麼今年新社團是以 5 取 2
（也就是當年幾個社團被廢社

的數目）來作為成立的標準？

以佛朗明哥舞蹈社為例，其有

別於其它社團，涵蓋舞蹈、音

樂、語言、美術，為一推廣人

文參與的社團，新的社團注入

陳副校長瓊花： 

本校通識教育講座及大

師講座，包括人文、科

技及藝術；文學院的人

文季、藝術學院的藝術

節及運休學院的體育

季，結合生活與藝術、

休閒與健康，與社團相

輔，同學可以積極參

與。 

有關清寒學生，本校已

有相關法規持別照顧與

關懷弱勢（如清寒獎學

金及貸款等）。 
陳副校長瓊花： 

社團的成立與經營，與

學校經費、社團老師的

聘用及場地等皆有關

係，本案請學務處了解

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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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人文中

心主任 
潘麗珠 
 
 
 
 
 
 
 
英語系 
98 級 
林家綺 
 

新血必帶來新的衝擊，既已通

過評審半數通過的標準，但學

校卻以未明文規定的條件而不

同意成立，實為遺憾。在此代

表佛朗明哥舞蹈社，由衷的希

望校方能夠重新評估考量，並

鼓勵協助，讓佛朗明哥舞蹈社

在新的學期，有機會用較為動

態的方式結合靜態的藝文與其

它社團在人文參與教育推廣上

共同努力。 
 
原人文中心的功能，因與進修

推廣部部分業務重疊，目前正

進行新規劃，以期發揮最大功

能。 
學生如無法以選修方式學習藝

文相關興趣，可經由中心或社

團學習，以人文護照等鼓勵同

學參加社團，學務處亦可加強

對人文性的社團的運作。 
 
一、目前我們的社團－國際事

務 研 習 社 （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y Club）已經通

過社團評鑑，成為正式社

團，並且將在今年 9 月正式

營運。 
二、我們社團有幾項大活動也

希望學校可以撥經費，而且

支持學生參與國際事務，討

論國際議題，活動分述如

 

 

 

 

 

 

 

 

 

 

 

 

 

 

 

 

 

 

 

 

 

 

陳副校長瓊花： 

這是非常好的構思、值

得支持的新社團，本校

將設國際事務處掌理國

際學生招生宣傳、輔導

及國際學術交流合作等

事項，本社團未來可與

該處結合發揮更大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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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下： 
（一）模擬聯合國－辦理在校

內的模聯（MUN），增加

師大學生國際議題認識。 
（二）模擬募款餐會－以

NGO/NPO 為 了 解 的 議

題，因應國際社會趨勢。 

二 公領系  
98 級  
劉靖縈   

 

 

 

 

 

 

 

國文系  
95 級  
周晏生 

 

 

一、學分限制太多，自由選修太

少。 
二、學程篩選以成績為標準，不

客觀，想修的同學修不到。

三、應該仔細思考 100 級後之畢

業生，其中 60％無法修教程

的問題，降低各系學分數，

讓學生能有多一點選擇。 
 
 
校內人文活動的推廣，大略可分

為二種： 
一、宣傳性活動：如人文季、藝

術節、各博覽會… 
二、研習性活動：社團、正式課

程、研習營… 
學校對於人文活動的推廣，

尚未有一個統整的規劃，亦

無專屬單位。學生在繽紛的

宣傳活動中獲得訊息，而想

進一步研習時，正式課程

中，通識課程有十八學分四

領域的限制，修滿就不能選

課；外系課程在各系有認定

陳副校長瓊花： 

本案轉請教務處研參。 

本校開放許多學程，希

望同學多加利用，因為

供不應求，篩選標準如

何再修正，亦請教務處

再研。 

有關教程的問題亦由教

務處一併卓研。 

陳副校長瓊花： 

本校的活動相當多，可

由公關室的網頁了解學

校的活動訊息。 
通識課程有十八學分四

領域的限制，修滿就不

能選課，其中牽涉公平

或其它事由，但仍應考

慮同學的建議，電腦選

課時可以第二順位為思

考方向，以不影響正常

選課公平性為原則，並

請教務處研議可行性。 
人文中心潘麗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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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問題，一方面不一定能修，

修了又不一定被承認。人文

中心近年來不斷萎縮，活動

越來越少，校長又有意裁

撤。藝術性、學術性社團屢

屢面臨運作困難。 
時下學生課業重，打工風氣

盛，學校在任由社團自生自

滅以外，是否有積極作為，

而不只是丟給課外活動組。

三、各社團在校外打拚出來的成

績，學校了解多少？ 
四、有多少人文活動、競賽，因

為社團資源不足而成效不

彰？例如全校板書比賽？凡

溪詩獎？美術比賽？ 
今年水上運動會，體育室實

施新的規定，各系參賽人數未逹

門檻者，下學期各系隊借用場地

的順位降級。 
其中有幾項問題： 
一、學生對水上運動不感興趣，

反而要限制他們陸上運動的

權益，不是教育者應有的態

度。 
二、師大未提供充足的水上運動

課程，卻要求學生參加，並

不合理。 
三、體育室拒絶與學生在網路上

溝通（包括 e-mail 回答），不

是一個行政人員應有的態

度。 

剛才已於會場發言，亦

對中心期許，對中心事

務亦會全力以赴。 
陳副校長瓊花： 
學務處對社團事務極為

重視，如有相關問題一

定會協助解決。 
 
 

 

 
 
 
 
 
 
（左列事項以發言單提

問）校長馬上辦中心日

前已即時回覆。以下再

簡略敘明： 
體育室活動策略經

過多次各系體育幹部及

許多專家教師努力結

果，是具代表性且為增

加師大運動人數，提升

全校運動風氣，並養成

運動習慣為目的，為鼓

勵同學報名及以運動場

地使用選擇先後順序作

為策略，鼓勵熱衷參與

運動的單位能以較優先

順位選擇時段及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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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應屬正面的策略。 

如有任何批評與指教，

請駕臨體育室，我們願

意以最理性最誠摯的溝

通態度為您說明。 

三 化學系  
98 級  
賴筱婷 

 

 

 

 

 

 

工教系 
97 級  
郭家豪 

一、就逐年增加住宿保證金的提

議，並非完善。 
 
二、分部停車位，尤其是機車校

內車位，規劃不足，且機踏

車停放證申請人數不多，卻

大量佔用校內停車位，影響

有申請停車證的同學之權

利。 
一、學一舍建築物之週邊為防火

巷，應該將所有機車移出宿

舍週圍。 
二、住宿保證金提高，並依年級

遞增。 
三、校本部系所大一住宿生移至

分部住宿，才能拉進本分部

之距離。 

陳副校長瓊花： 

住宿保證金請學務處回

覆。 

陳副校長瓊花： 

機車校內車位，校長已

請校園規劃小組詳為規

劃一併解決。 
 
 
 
 

 

 

 
 

四 工教系

碩一 
科管組   
吳瑞霖 
 
 
 
 
 

一、希望校長可以運用影響力，

加速工教系一系多所的推動。

二、希望工教系科技應用管理

“組＂改名為工教系科技

應用管理“所＂，以符一系

多所模式。理由如下： 
（一）校長一系多所的治校理

念。 
（二）產業界認為科技應用管理

陳副校長瓊花： 

科技學院的技職與工藝

教育等是本校的特色之

一，宜保留使其發展，

校長對一系多所的方向

也極為支持，因為系所

自主的方向使然，請同

學亦向系內師長反應，

並請提學術主管會報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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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工教系

98 級 
林高遠 

組的學生，是工業教育專

長，而非科管。 
（三）網路的履歷系統，只能填

入畢業學校及畢業科系，而

不能顯示出科技管理。所

以，如果是要找科管工作，

在學歷與科系篩選時，工教

系的學位，完全會被淘汰。

科技學院的轉型與定位： 
一、工教系各組分出來成系，比

不過別人。 
二、工教系各組分出來成系，沒

有特色。 
三、工教系各組分出來成系，失

去技職（工藝）教育特色。

四、工學院成立的衡突： 
   機電系、應電系的定位幾乎

和他校的機械系、電機系的定

位相同。當中的利益衝突「非

常大」，理學院提出「工學院」

及科技學院的「工程科系」亦

衝突，教授、學生都有意識形

態對立，「工業」與「教育」的

結合，定位不明，利益分配，

和他校越來越相似。何不好好

延續原有特色。 

論。 

五 科技 97
級（管樂

隊隊長）  
尋歆德 

一、管樂隊參與眾多活動，擔任

典禮樂隊，扮演重大角色， 
配合學校活動頻繁，但學校配

套措施不足（練習場地不足，

樂器搬運不便），造成同學平

均練習時數增加，每週參與社

陳副校長瓊花： 

本案請學務處做專案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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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團次數增加，成為不少的負

擔。 
二、改進方法建議： 
（一）規劃管樂隊專屬練習場

地，社團辦公室（練習場所）

遷移至本部，解決樂器搬運

問題，以提升練習效率，進

而增進團員和諧及樂團水

準，永續經營。 
（二）從量來看，現今管樂隊已

經幾近一個月一次表演（支

援活動），在練習場地不足以

及練習時間增加的影響之

下，同學普遍反應吃不消，

連帶影響社團經營的困難。

同學的本質還是學生，不是

都以社團為主。 
三、練習場地不合適：綜合大樓

6A的缺點是場地設備回音太

大，長期練習有損聽力及練

習效率品質，進而連帶影響

大家的練習意願。 
改進方法建議： 
提供音樂性質社團團體（管樂

隊、國樂團、合唱團）更好的

練習場地音樂性質。 
（一）將綜 6A 場地作隔音設備

規劃，保障同學聽力及健康。

（二）修訂使用場地辦法，減輕

負擔。 
總結：盼望可從社團管理辦法來

著手，並將社團專屬場地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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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劃，列為學校重點工作，限期完

成。 

六 歷 史 三  
邱紹益 

一、校內單位工讀費 80 元/hr 太
少，有些同學因此找第二份或

第三份打工，使讀書時間嚴重

減少。校外打工多從 90～100
元/hr 起跳，甚至台大一些單

位的工讀金是 109 元/hr，希望

學校可以考慮提高。 
二、行政人員午休及寒暑假上班

時間（整天）既然規定有人輪

守，請確實監督。 
三、校園內抽煙問題很嚴重，根

據煙害防治法，校園內全部

都是禁煙區，希望學校能夠

訂定規則，並嚴格執行，並

請如校警等有執行力的人巡

守勸導。 

陳副校長瓊花： 

本案請學務處整體考

量，研議辦理。 

 

 

 

 

陳副校長瓊花： 

行政人員輪職已漸上

軌道，一般性的事

務，午休、寒暑假時

皆照常處理，會確實

監督。 
校園抽煙問題，再請

校警等有執行力的人

巡守勸導。 

七 國文系 
王珮珍 

因為擔任學校親善大使，於服務

的過程中，根據觀察外賓的需

求，結合一些校園記者撰寫出一

本雜誌，讓其可更了解學校相關

人文、藝術、地理、環境及飲食

等等特色，藉以行銷臺師大，但

因拘於經費，請學校酌予補助。

陳副校長瓊花： 

這是非常好的創意，

也感謝同學對學校的

行銷包裝，會特別向

校長推薦。 

   校長下午茶結束前勉

勵： 

教育是長遠的，不能

只看現在，臺師大要

勝出，教授帶學生做

研究是必要的，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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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要以一流大學期許，

目前學校開設許多學

程，雖然供不應求，

希望同學可以多所涉

獵專業領域，學校也

會逐步將好的環境建

立起來，希望大家一

起努力。 

 

散會（18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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