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校長有約
各系提問與單位答覆情形
受會單位

項次

學生問題

業管單位回覆

發言單位

建議圖書館恢復愛讀書區
域只能是在校生才能進
入。

1

圖資館

圖書資訊館服務組
1.因應防疫措施，圖書館目前暫
不提供臨時閱覽證換證服務；
考量人流管制、體溫量測等，
開放樓層之座位均採梅花座，
i 讀書中心統一由 2 樓進出。
2.為提供足夠的館內閱覽座位
數，並考量容留人數限制，且
電機四乙
參考開放入館時間之統計，i
讀書中心每日平均使用人數
約為 40 人左右，不致影響在
校生的使用權益。
3.另於考試週的前一週開始啟
動 i 讀書中心刷卡服務，暫停
校外持証人士使用，以維護學
生專心溫書備考的需求。
圖資館可否改為 24 小時 校長：
制。
近 6 年的期間，進館的人數和書
籍的流通量是逐年遞減，但校外
人士的使用率卻逐年上升。
本校也通過校務會議，將進行圖
資館空間活化及樓層翻轉，三樓
閱覽空間將改為學習共享空間，
希望使更多學生使用圖書館資
源。
圖資館館長：
1.根據日前進館統計，以 3 月份
為例，每日每層樓約有 30 人
使用（非同時間）
，使用的同學
並不多，而 i 讀書中心每日平
均使用人數約為 40 人左右，
不致影響在校生的使用權益。
2.考量電力、人力以及夜間人身
安全問題，並不建議 24 小時
開放。
3.圖書館在考試週及前一週，亦
已配合開放到晚上 12 點。

2

1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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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題

1

目前僅星期三、四校外足
球社付費開燈才使用，建
議學校能多開幾天燈，提
供學生晚上運動之照明。

業管單位回覆

沒有風雨球場。

2
3

4

運動教育
中心

建議學校的籃球場加裝天
棚防雨。
體育館的廁所多半過於老
舊，觀察過其他大樓的廁
所後，發現多半都是重新
整修過的，希望體育館的
廁所也能進行整修。
校慶的運動項目的個人賽，
學生參與度不高，觀察原因
為校慶與專題演講活動時
間相撞，希望校方讓學生那
三天專注於體育競賽。

5

6

運動教育中心紀錄牆上面
的某些運動項目，沒有每個
項目都可以讓學生參與；去
年有人打破紀錄，仍未更新
紀錄，希望校方辦理更多項
目，讓學生參與。

2

發言單位

中心主任：
學校現已每日開燈，一方面於每
星期三、四開啟大燈照明，每星
期一、二、五開啟司令台燈光，
森資四
另一方面亦已在田徑場周邊路
燈加裝照明系統，應能達到同學
夜間運動之需求。
中心主任：
目前已建置中，預計今年可完成 生動一甲
並開放使用。
中心主任：
目前已建置風雨球場中，預計今 生資原三
年可完成並開放使用。
中心主任：
目前體育館已著手翻新計畫，計
畫涵蓋廁所的整修。
經管一乙
校長：
以校慶週的方式執行，再協商分
散活動時間，並避免安排在週
一、週五，以致造成學生放連假
的情形。
中心主任：
去年在校慶前一天舉辦個人賽，
學生參與度是不高，但如果整週
放假，學生也會直接放連假，以
致無人參加校慶的情形。中心會
再重新規劃要用何種方式，讓這
個問題儘量減少。
中心主任：
未來會在校慶週辦理更多不同
種類的運動項目，也請同學踴躍
多多參與。

學生會

7

8

希望體育館平日下午五點 中心主任：
過後，可以不用收取 20 元 1.收費的目的為環境場地的清
的入場費。
潔維護，並亦可提供學生工讀
的機會。
2.當前體育館在平日上午 8 點到
下午 5 點時段已開放免費使
用，下午 5 點後則須收費。主
要原因在於該時間點與假日
非為一般上課與上班時段，非
旦負荷量較大，同時亦對外開
放，故仍有必要收取入場費以
支應場館管理與環境清潔維
護所需。
羽毛球系隊練習的時間和 校長：
場地有限，需要跟別系的系 1.建議運動中心，對於風雨球場
隊喬時間，沒有管道可以和
是否有空間規劃為羽球場，再
其他系溝通，希望學校可以
做整體考慮與協商。
給我們意見。
2.運動中心有 2 位組長與行政同
仁，同學倘有協調或溝通的需
要，可直接至辦公室反映意見
並請其協助。
中心主任：
1.運動教育中心場地活動組可
以作為溝通橋樑與管道。
2.當前做法為開放 4 場地予時段
租用或一般入場者付費使用，
其餘提供系隊使用。

3

環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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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男生宿舍加裝坐式馬
桶。

1

2

3

4

學務處

5

6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宿舍：
目前男生宿舍坐式馬桶每層樓
計有 2 座，一樓身障廁所內另加
裝 1 座(1 樓計有 3 座)，整棟五
層樓總計 11 座，因考量衛生問
題，所提建議將納入整體修繕計
畫進行妥善評估。
男生宿舍樓梯及正門口外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宿舍：
面路面積水。
已清理完畢，並將該項列入管理
員每日注意事項。
男生宿舍電梯時好時壞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宿舍：
（關不起來），有時候語音 經管理員現場測試，暫無出現該
系統還會報錯樓層，
狀況，如果之後遇使用異常，請
例:31-36 層。
立即向管理員反映。同時本項已
列入 11 月份電梯保養重點檢修
項目。
男宿廁所太臭。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宿舍：
已要求清潔公司人員加強浴廁
清掃，也籲請同學們維持良好衛
生習慣，共同維護浴廁整潔。
男宿隔音效果太差。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宿舍：
生輔組將進行「宿舍為共同生活
區域，請同學彼此尊重、發揮公
德」之相關宣導。倘若發現附近
寢室同學音量過大，亦請協助隨
時通報管理員進行規勸。
加強校園安全管理，上下 學務處生輔組：
課及課堂期間校外人士進 生輔組校安中心每日皆有進行
入校園應加強身分識別， 不定時之校園巡視，另亦考量校
降低校園周邊不安全性。 地廣大，期初均成立班長群組回
報校園即時訊息，以掌握處理效
率。生輔組亦會強化所建議事項
之業務，以加強校園安全管理。

發言單位

食品一乙

機械一乙

機械一乙

生動一甲

生動一甲

化材二甲

總務處事務組：
校園為開放空間，校外人士可進
入校園活動及洽公，對於可疑人
士，由警衛室巡邏通報警察局協
助處理。同學若有發現可疑狀
況，可隨時向警衛室反映。
希望學校能更加重視夜間
校安。

總務處：
本處相當重視學生校園安全問
題，於去年底與學務處合提「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
備計畫」，獲得教育部 170 萬餘
元補助款，於今年陸續增設校園

7

4

休健三

監視及照明設備，目的即在於消
弭危安死角，讓各位同學能在更
安心的校園環境中就學。惟本校
校園為開放空間，校外人士可進
入校園活動及洽公，對於可疑人
士，由警衛室巡邏通報警察局協
助處理。同學若有發現可疑狀
況，可隨時向警衛室反映。警衛
室亦設有相關監視攝影監看及
記錄校園狀況，隨時與校安人員
聯繫。
學務處生輔組：
除總務處之上述回應外，本校 22
處緊急求救鈴設置處，以及校園
安全地圖，已置於校園網站提供
查詢，同時，為能強化校園即時
訊息的掌握，生輔組亦已於每學
期初，均成立班長群組回報，以
提高反應與處理效率。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為落實校園公共場合禁菸，衛保
組已於本學期迄今（10 月底）辦
理 3 場次菸害教育宣導活動，並
持續結合校內外單位共同推動
校園菸害防制工作，亦積極利用
相關活動之機會、校園網頁及相
關電子媒介來加強宣導，強化全
校師生菸害防制知能。

落實校園公共場合禁菸，
包含學生及作業工人。

學務處生輔組：
生輔組校安中心每日皆有進行
不定時之校園巡視，惟校地廣大
及時發現學生抽菸行為確有困
難，請同學遇該行為時立即撥打
校安值勤專線 03-9364006，以利
值班人員到場。

8

總務處營繕組：
除衛保組之積極措施外，本校之
營繕工程契約亦均明訂校園禁
菸(契約第九條施工管理(廿
六 )-2. 施 工 人 員 於 校 內 抽
菸、……，經相關人員提出照片
等證據，機關得每次處以 2 千元
罰款)，並於開工前協調會再加
強宣導，施工過程責成監造單位
加強督導查察，輔以契約罰則，
持續要求廠商施工人員遵守。同
學倘於校園發現營建工地現場
作業人員有違反禁菸規定情形，
歡迎隨時向營繕組通報，以利即
時掌握事證依契約做適當處置。
5

化材二甲

9

10

建議衛保組把廁所裡的標
語改一下，「沒有健康 人
生就沒有光亮」之類的標
語，看在天生有疾病的人
眼裡也許會感到很扎心。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健康標語原意是用以提醒同
學在忙碌的課業生活中別忽
略了健康的重要性。
2.為使能儘速更換標語，學務處
將儘可能地進行察查，倘發現
仍有未更換者，亦請同學協助
告知張貼的明確位置，以利後
續相關作業。
系學會或自治組織的人員， 校長：
只有會長才能拿到證書，其 建議學務處建立線上平台，採用
他幹部皆無法申請，希望可 電子證書，匯入相關履歷，倘有
以讓幹部皆能取得證書。 紙本證書需求，可向課外組申
請。

希望新活動中心假日也可
以開放到晚上 10 點；新活
動中心平日 22 時一到大門
會完全鎖住，學生無法進
出，造成問題。

11

大麻盃是基於教學與闖關
用途，並無博弈行為，為何
今年不能辦理，想請校方解
釋何謂博弈活動。

課外組：
每學年課外組皆會印製會長或
社長的幹部證書，倘其他幹部有
需求可洽課外組申請幹部證書。
課外組：
1.學校常接獲農權路居民的檢
舉反映夜間 10 點後學生談話
或樂器演奏聲音過大，影響到
居民正常作息。
2.活動中心地下室一樓有部份
角落之監視系統建置仍未完
成，基於安全考量仍有管制之
必要。
3.新活動中心平日開放至晚上
10 點，假日會開放到下午 5
點，建議同學可於開放時段內
多加利用。
4.進出時間的管制措施將再與
管理人員討論，以讓學生能在
開放時段結束前安全地離開
活動中心。
校長：
需考慮社會觀感，顧及對學校名
譽的影響，避免學校遭受外界的
批評。
學務長：
1.博弈活動設計本質是以賭博
為出發，乃基於機率決定金錢
勝負，本即有賭博之形意。
2.去年大麻盃，實有民眾向教育
部申訴，課外組亦已回覆不再
舉辦此類型活動。請同學理解
並重新審視相關活動企劃。

12

6

機械二甲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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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所有男廁小便斗更換成
自動沖水，且修繕漏水問
題（經德五樓）。

2

3

業管單位回覆

總務處事務組：
有關小便斗更換成自動感應沖
水，將視需求及經費情形逐步辦 電機四乙
理，至漏水問題將勘查後循修繕
系統辦理。
教穡大樓一樓增設防滑設 總務處事務組：
施。
目前教穡大樓西側一樓樓梯已
設有止滑條及入口止滑墊，東側 電機四乙
階梯範圍較大，其石材較防滑，
將再評估設置。
落實督促清潔人員工作， 總務處事務組：
常見多處廁所只收垃圾並 謝謝提醒，將請廁所清潔人員加
無打掃環境，例如:經德大 強清掃。
電機四乙
樓五樓男廁、教穡大樓四
樓男廁…
1．增設農權路側的機車停
車場。
2．建議農權路旁機車停車
場擴大或增加車位。

總務處
4

5

發言單位

綜合大樓一樓的身障廁所
側邊門縫略大，建議可以
改善一下門鎖位置，使如
廁的同學不用擔心門縫問
題。
建議綜合大樓加裝雨具放
置處。

總務處事務組：
目前學校除了女中路運動場下
方之收費機車停車場外，亦已於
日前增設女生宿舍後方機車停
車場一處，11 月即將啟用。農權
路側的機車停車場，目前僅設置 電機四乙
於圖資館前，未來在第三學生宿
舍區(溫室現址)將有逾 180 個機
車停車位，農權路側其他區域尚 生資原三
無合適位置。請同學多利用校內
這三處停車場，新宿舍區之機車
停車場須待城南校區新溫室工
程完工、現有溫室始得搬遷，才
能進行後續工程，請同學體諒。
總務處事務組：
謝謝反映，本案將循校內修繕系
統請營繕組研議改善。
機械二甲
總務處事務組：
已於一樓窗台下設置雨傘掛勾
及掛桿，同學可多加利用。其他
樓層將視使用成效後，繼續爭取
經費裝置。

6

7

化材一乙

加強校園安全管理，上下
課及課堂期間校外人士進
入校園應加強身分識別，
降低校園周邊不安全性。

學務處生輔組：
生輔組校安中心每日皆有進行
不定時之校園巡視，另亦考量校
地廣大，期初均成立班長群組回
報校園即時訊息，以掌握處理效
率。生輔組亦會強化所建議事項
之業務，以加強校園安全管理。

7

化材二甲
總務處事務組：
校園為開放空間，校外人士可進
入校園活動及洽公，對於可疑人
士，由警衛室巡邏通報警察局協
助處理。同學若有發現可疑狀
況，可隨時向警衛室反映。

8

1.南大路晚上路面昏暗，
多裝設路燈。
2.宿舍至時習大樓這一段
路偏暗，加上近期有蛇
出沒。

總務處營繕組：
1.南大路於半戶外廣場旁路段，
近期將加裝矮柱燈及高燈，改 電機一乙
善夜間照明。
休健三
2.宿舍到時習大樓路段，擬視狀
況更換景觀燈之光源亮度，或
加裝路燈。
總務處營繕組：
除衛保組之積極措施外，本校之
營繕工程契約亦均明訂校園禁
菸(契約第九條施工管理(廿
六 )-2. 施 工 人 員 於 校 內 抽
菸、……，經相關人員提出照片
等證據，機關得每次處以 2 千元
罰款)，並於開工前協調會再加
強宣導，施工過程責成監造單位
加強督導查察，輔以契約罰則，
持續要求廠商施工人員遵守。同
學倘於校園發現營建工地現場
作業人員有違反禁菸規定情形，
歡迎隨時向營繕組通報，以利即
化材二甲
時掌握事證依契約做適當處置。

落實校園公共場合禁菸，
包含學生及作業工人。

9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為落實校園公共場合禁菸，衛保
組已於本學期迄今（10 月底）辦
理 3 場次菸害教育宣導活動，並
持續結合校內外單位共同推動
校園菸害防制工作，亦積極利用
相關活動之機會、校園網頁及相
關電子媒介來加強宣導，強化全
校師生菸害防制知能。

8

學務處生輔組：
生輔組校安中心每日皆有進行
不定時之校園巡視，惟校地廣大
及時發現學生抽菸行為確有困
難，請同學遇該行為時立即撥打
校安值勤專線 03-9364006，以利
值班人員到場。
總務處經保組：
目前廠商於校內建置 20 部衛生
紙販賣機，分別位於教穡大樓(1
樓女廁、1~3 樓男廁)4 部，經德
大樓 2、3 樓北側廁所 2 部、體
育館 B1 走廊 1 部。綜合教學大
樓(南棟 1、3 樓及北棟 1、3 樓
化材二甲
廁所) 4 部、圖書館 2～6 樓 5
部，人管院 1 樓廁所 1 部、生資
大樓 1 樓 1 部，格致大樓 1 樓廁
所 1 部，時習大樓 1 樓廁所 1 部。
倘有未及處，尚請同學能直接向
經營保管組提供明確增設位置，
以利協調廠商增設。
總務處：
本處相當重視學生校園安全問
題，於去年底與學務處合提「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
備計畫」，獲得教育部 170 萬餘
元補助款，於今年陸續增設校園
監視及照明設備，目的即在於消
弭危安死角，讓各位同學能在更
安心的校園環境中就學。惟本校
校園為開放空間，校外人士可進
入校園活動及洽公，對於可疑人
士，由警衛室巡邏通報警察局協
助處理。同學若有發現可疑狀
況，可隨時向警衛室反映。警衛
休健三
室亦設有相關監視攝影監看及
記錄校園狀況，隨時與校安人員
聯繫。

增加廁所面紙及衛生用品
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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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校能更加重視夜間
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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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輔組：
除總務處之上述回應外，本校 22
處緊急求救鈴設置處，以及校園
安全地圖，已置於校園網站提供
查詢，同時，為能強化校園即時
訊息的掌握，生輔組亦已於每學
期初，均成立班長群組回報，以
提高反應與處理效率。

9

建議教穡一樓整個地板都 校長：
通鋪防滑或貼防滑條
請大樓管理員在下雨天時，多拖
地板，減少地板濕滑情況。

12

農權路上的機車停車場，車
位相對之前少，又會有工作
人員會停在那裡，造成車位
不足，以致側門和郵局前機
車違停，希望在校園多增設
停車位。

13

10

總務長：
去年教穡一樓已增設雨傘架，但
效果似乎不彰。基於經費考量，
本處會先行評估整個樓層施作
的可行性，儘可能的改善教穡一
樓濕滑狀況。
總務長：
1.本校空間有限，以農權路側而
言，要找出合適建置停車場的
空間實為不易。未來在宿舍新 電機四乙
建工程案，可考慮先建置新機
車停車場，但這部分仍得待溫
室遷移後始得進行。日前已在
女生宿舍後方增建機車停車
場，與地下機車停車場共用同
一套車牌辨識系統，目前為試
停階段，11 月 22 日當週會進
行驗收。本校地下機車停車場
車位是足夠的，請同學多加申
請使用。
2.圖資館前機車停車場僅開放
給校內師生使用，應不致有其
他之校外人員進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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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更換時習大樓飲水機濾
心，飲水時氯離子濃度過
高。

中心主任：
1.本校飲水機水源，皆接自自來
水公司，自來水其水質業經各
淨水廠處理，均能符合「飲用
水水質標準」。
2.本校飲水機因並無再行添加
氯除菌，應無氯離子過高情
形。
3.為維護校園飲水安全，除依法
規規定每季抽檢 20 台外飲水
機，更優於法規委請食品系每
月抽檢 20 台飲水機。
4.飲水機每月定期保養，自 110
年度開始，推行採原廠保養及
品質不良合約罰款機制，以確
保飲水機水質。

環工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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