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校長有約」座談會提問答覆意見
項
次

問題與建議

答覆意見或辦理情形

業管
單位

校長答覆：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在宜蘭，比較偏遠。陽明過
去是跟台北榮總合作，所以我們這個醫院是兩
個學校，搭配著三個地方共同來經營。本校估
計大約1 00 位老師做的研究是跟生醫相關的，
未來都可以在此醫院中進行，這個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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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在有蓋醫院，我
們之後不是會跟陽明合
併嗎，跟陽明合併之
後，我們是不是也有陽
明醫院的資源，我們這
樣蓋醫院是不是有點多
餘？

智慧醫療推動中心答覆意見：
將籌設具標竿性之智慧醫院，配合Bi oI CT® 計畫
與兩校生醫資電之優勢研究能量，以此醫院作
為智慧醫療研發應用場域，發展前瞻性智慧醫
療技術。

智慧醫
療推動
中心

藉由元件設備、通訊系統、影像資訊、雲端數
據、應用管理五大領域之前瞻研究，結合未來
智慧醫院在腫瘤、神經、樂齡醫學三大主軸之
臨床試驗，共同推廣智慧基礎建設、人工智慧
醫療、行動醫材與系統、高階醫材與設備等四
大面向應用，明確落實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之
共同目標，使其成為國內智慧醫院之標竿，帶
領我國醫療產業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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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沒有機車位這件事
情，雖然有聽到學校的
立意是要讓我們先熟悉

副校長答覆：
這位同學講的沒有錯，基本上我們要先釐清一
件事情，我們只是沒有給大一在學校裡面的機

學校的環境，再開始騎
車，就是基於交通安全
的理由。可是，如果我
們大一沒有實際的機會
有上路經驗的話，我們
大二騎車，就算給我們
機車位，這樣真的有安
全嗎？這樣真的有達到

車位，但是我們沒有反對你騎機車，這兩件事
情是不一樣的哦，這兩件事情不要搞混。你有
駕照，你當然可以去騎機車，只是我們不給大
一學生在學校裡面的停車位，我這樣講應該沒
錯吧？因為我是交通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運管系的教授常常都被請出去鑑定交通事故，
他發覺太多大一的新生出事情。我跟你們家長
也報告過很多大一出事的真實狀況，我們去年

學校為了交通安全不給
機車位的這個立意嗎？

大一就有兩位新生在寶山路撞到，過世，這兩
位還是運管系的，我不知道是個案還是怎樣。
但是我們要先講清楚，我們只是沒有給大一新
生的停車位，但是我們沒有阻止你去騎機車，

總務處

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學校
流浪犬，學校是怎麼管
理？因為我自己有養動
物，首先我要說我不是
對動物沒有愛心，可是
我覺得交大的流浪犬好
像有很多都是有皮膚
病，然後有衛生問題，

事務組戴組長答覆：
各位同學大家好，事務組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
下，就是關於流浪犬的問題，我們在西區的垃
圾回收場那邊有設一個流浪犬的家，學校有一
個學生組成的汪汪社，他們會去照顧那些流浪
犬，我們事務組有提供工讀金給汪汪社的同
學。汪汪社的同學也會定期帶狗去做相關的健
康檢查及看病，也有給它們飼料，並且還買一

健康問題，如何進行管
理，我想請教一下，學
校有關的老師。

個冰箱儲存食物，所以我們有定期在做那個照
顧流浪犬的工作，這樣的回應不知道同學可以
滿意嗎？
副總務長答覆：
我們學校流浪犬是跟社團合作，我們學校的流
浪犬管理在新竹市機構評價其實是蠻高的，你
剛剛講到那個生病的問題，我相信應該是沒
有，我們對流浪犬不能說呵護有加，但是我們
還是有一些比較人道的一些管理機制，及一些
其他的病蟲害防治，我們都會定期跟學生社團
共同處理，我們這邊有經費補助，然後由學生
社團的力量來協助，單靠學校教職員事務組的
能力其實沒有辦法。我們學校的每一隻犬都有
列管造冊，每個月都有時間定期來處理。我們
跟清大相較之下，我們跟汪汪社的合作是比他
們好很多，我相信這部份我們應該做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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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管理機制，狗的問題我們都是蠻完備
的，如果還有其他什麼沒注意到的地方，只要
跟我們反映，我們馬上會做一些了解跟處理。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車位
的問題，學校規定車子

副總務長答覆：
學校對於停車位的申請是有一些管制，學校教

的所有權人必需是學
生，因為我的車是領了
這個臺灣的補助的，所

職員加起來大概將近一萬六千多人，以光復校
區為主的話，我們學校能夠容納停車位不過
1000 個而已，我們對停車位的管制基本上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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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那個名字和我不

望本身配偶或直系親屬，以這個為原則。如果

一樣，所以我就辦法使
用學校的車位，造成比
較大的困擾，因為我住
的離學校比較遠，我每
次停車都要停到外面，
這方面沒有辦法給我解
決。然後我有諮詢過駐
警隊，他們要求必須是

開放只要取得車主同意的授權書就可以來申請
車證的話，目前程序上面是有一些管制，憑良
心講我們是有這個規定沒有錯，目前除非是有
什麼特例我不知道等一下駐警隊補充一下，有
沒有什麼特例，不過我們是有這個規定，因為
沒辦法，學校教職員人數太多，光復校區才一
千多個車位，所以這個部分不好意思是有這個
規定。

直系親屬所進行的授
權，我在臺灣沒有直系
親屬，沒有辦法授權，
但是我可以拿到所有權
人的授權書，但是他們
跟我說這樣也沒有辦
法，我認為在性質上是
一樣的，但是這方面沒
有能得到解決，我不太

副校長答覆：
我以前也在國外工作過，一樣啊，我們也不
能，車子也是，不是這個單位的人就當然不能
得到車位，國內外都一樣，並不是臺灣的獨
有。我們當然是優先維護我們自己本校的學
生，假如說你是用所有權人授權來申請車位，
是不符合學校的規定。直系親屬所有權人授
權，和車子所有權人授權，兩者是不一樣的。

知道為什麼。

如果開放的話，任何一位同學開別人的車子，
也得到那個人的授權，都可以來停我們校區
嗎？這是不合學校規定的，各國有各國的法
律，我們尊重臺灣的法律，我剛也講了我在國
外，我也尊重美國的法律，雖然我不是美國
人，我也一樣要尊重美國的法律，尊重法律和
學校規定都是同樣的。

我是大陸交換生，我想

校長答覆：

提的問題是1 2 舍地下改
造的工程。這一學期的
大陸交換生是安排在1 2
舍一樓，我們深受裝修
工程的噪音公害污染的
影響，而且1 2 舍一樓，
除了大陸交換生是沒有
安排其他學生去住的，
想了解一下為什麼是這

宿舍並不是刻意安排，亦無歧視，而是剛好就
安排在那邊。因為宿舍的公共空間要整修，為
了這個裝修，生活是會受影響，除非我們有另
外空間把大家移開，不然很難避免造成影響。
另任何工程都可能因不同因素造成延宕，我們
無法把工期全部壓縮在寒暑假，這幾乎是做不
到的，所以會有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樣的一個安排，既然知
道施工造成的公害會影
響到其他的學生，為什

學校安排交換生的住宿其實沒有特別將什麼樣
子的學生安排住到什麼樣子的位子，在之前我
們學校的宿舍工程都一直在進行，只是正好說

國際長答覆：

總務處
國際處
住宿組

麼會把大陸的交換生安

排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造成在1 2 舍進行工程

排在一樓的宿舍呢？

的時候，正好來自大陸的交換生剛好安排到這
邊。在之前也有其他的學生安排到正好遇到宿
舍在整修，這個情形我們的確有收到反映，但
是這個因為是安排好了，所以只能請各位同學
多體諒，之後我們針對這樣的一個情形，我們
可以再進行一些調整，但是就如同剛剛校長所
說，我們學校的住宿空間有限，交換學生也有
固定的一些名額，在安排宿舍上面的確是沒有

我個人也覺得我搬到研
三舍，但是我的問題就
是我在搬之前的話，我
沒有得知任何會受到嚴
重的噪音污染，就您可
能沒有待過那種環境，
如果您知道的話，他們
早上八點之後開始施
工，然後下午一點多開
始施工，基本上想稍微
起晚一點或者是中午想
睡個午覺是完全不可能
的，我可以理解你要施
工，但是在入住之前我
沒有得到任何相關方面

任何所謂喜好或者特別安排，如果您這邊有另
外的問題的話，可以來國服組這邊，我們來做
個討論這樣子。

的通知，就是我對這個
是不可以接受的，同時
我搬個宿舍也挺麻煩
的。
我非常好奇為什麼不把
這個造成巨大影響的工
程移到暑假呢？現在剛
好造成巨大的工程是在

繕組就這部分再努力。工期大概是兩三個月，
我們希望儘快把它做完，在技術上盡量降低噪
音，並沒有刻意說把交換生安排在那邊。像當
初1 3 舍在施工，1 3 舍同學也有點受到影響，
我們回去交代營繕組施工部分，盡量把噪音降
低減少影響，爾後施工的資訊會儘量提早揭
露，讓同學知道。

學期期間。

住服組蔣組長答覆：
宿舍的安排，都是按正常程序，我們大學部新
生宿舍，女生們通通都住在竹軒。

副總務長答覆：
學生宿舍我們是分階段、期程逐步改造維護，
剛講過竹軒、九舍、十，舍然後今年十二舍。
這是一個短期的工程，現場施工難免有一些噪
音，我們會想辦法把噪音影響降到最低，請營

校長答覆：
我想沒關係，如果還有其他空房間、其他區域
的話，把那個一樓的或者相關的，就把他整個
移開來好不好？
住服組蔣組長答覆：
有受干擾的同學我們都已經有做安排了，但是
因為1 2 舍的工期是到明年的3 月14 號，我們

11 月11 號開工，初期是有敲打工程，這部分
已經結束了，到後面制造噪音的工程會比較
少，同學應該最近有感受到，下面施工噪音應
該少了很多，後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校長答覆：
如果目前有空間可調整的話，就讓學生申請辦
理，日後再調整回來。
副總務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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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機車H 棚的木棧
道，因為那邊比較潮
濕，然後又很舊了，有
些木頭已經毀損，容易
造成危險，因為這次剛
好修1 2 舍，看能不能順
便有些地方修一下？然
後還有是H 棚的監視器
非常的少，停放的機
車，有時候會被動到什
麼的比較不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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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棚是離我們主校區稍微遠點，在新安路邊，
是不需要車證就可以停的機車棚，有一個木棧
道可以通到1 2 舍，你是講那個木棧道嗎？新安
路邊的那個木棧道嗎？我會請人去了解，該維
修的就會去維修，有安全疑慮一定是趕快去
修。機車H 棚那邊的攝影機比較少，攝影機部
總務處
份我們會逐步建置，因為它系統越來越大，學
校一兩百支的攝影機是一個很龐大系統，後面
的建置是以交通安全考量的路口為主，機車棚
的部份我們會視狀況逐步建置。
事務組戴組長補充答覆：
事務組已經於1 1 月底修復完成。

我想請教竹北客家校區
的問題，我這兩三個月
搭車的經驗是，就是有
的時候校車只有一台，

副總務長答覆：
這個問題的其實不只是客家學院，博愛校區也
有這個問題。交通車不會因為什麼經費不夠就
不派，一定是觀察一段時間，固定時間觀察學

有時候兩三台，有些同
學會搭不到校車只能搭
下一班，我想請問可不
可以就是說多派幾輛
車？當然我知道這個可
能有經費還有人數的問
題，但是其實校區附近
有1 82 公車可以搭，可

生的人數之後，需要加開的我們一定加開，因
為博愛校區到光復校區、或客家校區到光復校
區沒有交通車是非常不恰當的，但是我們因為
學校的車子畢竟有限。同學講的狀況在某個時
段，如果說一兩次的話，我們未必都會在這個
時間固定加開。固定加開班次，在某個時段有
這個需求的話，我們一定會加派。我們學校雖
然公車只有兩三輛，但是我們會有委外的車

是我大概觀察一下就是
離校車時間最近的那班
182 大概會比校車早大
概十分鐘，如果再晚一

子，重點是有確定的時段，有這個需求，不會
因為偶爾的一兩次人多一點或者怎麼樣而調
整。我們可能再了解一下客家學院的上課時
間，可能因為排課的關係，以前沒有這個課，

總務處

班的1 82 公車的話，就

現在是有課的話，造成這段時間的人數較多，

要多個1 5 到20 分鐘，
從客家學院搭車到過溝
站，再走回光復校區的
話其實到的時間，跟再
多等一班校車時間是差
不多的。

請事務組再了解一下，原則上我們還是希望以
一個固定的長期的需求為主。臨時性的，我們
可能會再研議一下。我們學校現在跟市政府洽
談市區公車進校園，我大概下禮拜就會去跟他
們開會，原則上進來的時候就會到高鐵站、客
家學院，會分擔我們學校交通車的負擔。清大
是沒有，我們交大因為有不同校區，該加開的
我們就會加開，這個可能要觀察比較長一點的
時間，配合排課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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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世界都在推動食用
本土蔬菜，樣可以減少

副校長答覆：
這個問題其實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提過，但是
我們還是堅決反對酒進校園，大家都認為美國
是最自由的國家對不對，是不可否認的。美國
的大學裡面酒是絕對禁止，你在外面買酒，必
須要用紙袋包起來，不能赤裸裸地拿著酒出
去。在這邊最主要跟大家說，我們過去有同學
喝醉酒，在寢室裡面發酒瘋，到大家都不能睡

蔬菜的運送成本；酒類
產品也是一樣的道理，
校內有許多人會喝酒，
但是像境外酒並無法降
低他們對酒的渴望，導
致我們需要出去校外買
酒，然後無形中就增加
了社會成本，因此希望

覺，還要好幾個人把他壓制住，也是同學幫
忙，一個人發起酒瘋來那是不得了的。在這種
狀況之下的話，我們認為酒精還是不適合進到
校園來。剛剛我也看到很多男同學拍手，但是
各位要想想看，我們校園裡面還有一半是女同
學，並不是說喝酒錯了，但是我們的確看到很
多例子，而且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也有很多
學生在外面喝酒之後，附近的梅竹山莊早就有

校內可以官方成立菸酒
專賣局，降低社會成本
的同時，可以順便宣導
正確的飲酒觀念。

人來c o mpl ai n ，我們交大學生喝酒，然後把東
西都亂丟在他們那邊。我覺得喝酒並不是壞
事，但是要有酒品，只是在校園裡面，我們希
望這件事情還是不要發生，就我個人立場，是
絕對反對酒精進到校園裡面來，我也喜歡喝
酒，但是我是絕對反對，我剛講過，美國是最
開放最o pen 的國家，他們對酒類的管制可能比
全世界都還嚴格，可能跟這個阿拉伯國家一樣
嚴格，阿拉伯國家是絕對嚴禁酒，我覺得在這
個校園寧靜上面，我個人還是反對。

總務處

12 舍現在也有新的工
程，然後九、十舍之前
也蓋了新的交誼聽，我
想問一下，就是大家抽
宿舍的時候都有顧慮，
是我們籤王，七、八舍
偏舊，所以我想詢問有
沒有計畫改善一下。

校長答覆：
七、八舍的問題，請總務處評估拆除重建所需
之經費。或許也可考量比照研三舍模式，用貸
款改建辦理。但是我們當然也希望能募款由校
友或企業協助籌建宿舍，所以請總務處先評估
經費，再決定辦理方式。教育部今年度開始編
列經費5 0 億，且可能再增加經費，貸款給各學
校申請蓋新的宿舍，或整修宿舍。所以我們也
希望能爭取補助整修，但七、八舍較為老舊，
整修較不可行，可能要重新蓋，待評估後再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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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務長答覆：
七、八舍兩個宿舍加起來將近一千床，校長交
待的評估報告我一直還沒有交給他。七、八舍
拆除重建期間宿舍分配會少一千床，影響是很
大的。如果兩三年內沒有新建改善的計畫，學
務處住宿組有在評估短期的改善修繕計畫，短
期的話，我們事務組和營繕組也有在評估，用
最少的經費做最好的改善。
住宿組蔣組長答覆：
七、八舍長期的計畫是重建，短期改建有三個
方向，第一是把冷氣換掉，第二是把廁所浴室
更新，第三是床組更新。短期最快的是把冷氣
更新，七、八舍有兩百五十八間，如果冷氣更
新要七佰萬，衛浴更新要一千五佰萬，加起來
快兩仟伍佰萬。如果更新完三年後重建，這些
錢就不見了，目前已在評估規劃中。

總務處
住宿組

9

最近看到一些香港的問

校長答覆：

題，中文大學停課，有
些學生回來臺灣，看到
新聞有說要讓這些學生
可以進來我們學校就
讀，不曉得現在有沒有
真正有這樣的案例？然
後我也想看到，因為新
聞是說他們可以，就是

他們還有三個禮拜才學期結束，但是所有學校
都停課，因為我們學期要到一月，所以先讓他
們寄讀，沒有特別額外開課，所以目前是免
費，讓同學可以選相關的課旁聽。我們也歡迎
同學在這段時間做實驗專題，找老師做些實
驗，宿舍部分也讓他們暫時免費住。但是如果
是下學期開始，就必須依交換或轉學相關程序
申請。轉學的部分須向教育部申請，由教育部

選修學分，但是有一些
是可以甚至直接轉學，
但是轉學這部分就比較
關鍵，雖然說香港大學
的排名是在我們前面，
但是我們要怎麼確認他
的資格是同一個系所，
就是這些要怎麼審查，
有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分發予選填學校審查。香港有六個大學跟我們
為姊妹學校，基本上學分相當且互相承認，所
以這幾個學校只要科系是對的，他申請那一個
科系，學校還是會看一下他各個方面的表現，
基本上較沒問題；至於其他學校，當然都可以
申請，我們很歡迎。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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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答覆意見：
有關本校香港學生專案資訊，請詳參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