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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班 1、2年級暨日間部大學部班代表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年 4月 15日(星期三) 13:30-15:30 

開會地點：利瑪竇地下一樓演講廳 

主    席：王英洲學務長                                              記  錄：陳秋媛 

出    席：碩士班班代表應出席人數 104人   出席人數：48人     出席率：46.15 % 

         大學部班代表應出席人數 299人   出席人數：136 人    出席率：45.48 %  

會前禱：略 
壹、 學務長致詞： 

1. 謝謝校牧的代禱。在座的師長、班代表同學午安，我在這邊代表學校謝謝大家的出席，下個禮

拜就是期中考了，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各位還願意代表同學到這來出席這個會議，和我們做一

個很好的交流，再次代表學校謝謝大家。 

2. 這個學期，學校有非常多的活動，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覺得學校裡的氣氛和氛圍有點不一樣，有

比較熱鬧一點，很多大型的活動正在進行，最重要的就是 104年全國大專院校的運動會，從 5

月 2日至 6日，因為輔仁大學的空間沒有那麼的足夠，所以我們和新北市有很好的合作，在賽

事期間，因為是期中考過後，大家可以輕鬆一點。輔仁大學的體育系同學本來就是很有名很強

的運動選手，從過去很輝煌的歷史，到中間稍微沉寂了一段時間，我們希望逐年再提升，今天

期望能拿到 30面金牌，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目標。我們有場地、有選手，總是需要觀眾為他

們加油打氣，鼓勵同學多參與。 

3. 第二件事情，老師每次都強調，學務工作的根本就是同學們的安全，現在很多突發事件，我們

學校的教官、系所的師長、組長等等，大家都非常關心同學的安全，很多的案例我們都會透過

國防教育的課程跟大家做一個宣導，但是，我們看起來還是不夠，因為同學的警覺心還是不足，

我們做了很多危機處理發覺都還是法治教育的問題，所以在這邊提醒同學要隨時戰戰兢兢的，

特別是透過網路，最近又有同學被詐騙，老師很少在網路上買東西，但同學好像常常透過網路

購物，同學辛苦打工賺的錢一下就被歹徒騙走了。還有一些案例，例如網路上常有那種釣魚的，

諸如此類的，我們不是要教同學和人隨時保持冷漠，而是隨時要有警覺心，再來很多新聞媒體

的推波助瀾，同學可能不曉得學校做了甚麼事情，像前陣子有一個討論度很高的房東，事實上，

事情一出來的時候，我們的軍訓教官、學務處師長已經在副校長的指導下開了一個緊急應變的

會議，做了很好的防備，我們學校的同學是有人和他們租房子，但沒有發生任何的糾紛。我們

不可能整天敲鑼打鼓告訴大家我們做了甚麼，但是大家知道，網軍和鄉民的力量很大，很多人

也很熱情，劈哩啪啦寫信來說你們輔仁大學附近一定也有受害的同學，你們怎麼甚麼事都沒

做，我們做了很多預防和宣導，不可能掛在學校首頁，所以我常常告訴同學，你們要相信學校，

相信師長，我們這麼多師長共同守護這個校園，絕對不是雜牌軍，我們有很多的經驗，也都做

了充分的規劃，很多事情不是你們看到的表象，所以拜託同學，事情不要在網路上以訛傳訛。

待會有甚麼事情、提案，我們希望是通案，有一些個案，待會會後可以交提案單過來。 

4.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共體時艱，學校有些建設在進行，我們的田徑場變得很漂亮，這都是我們和

教育部爭取的經費，有同學很不高興說沒辦法慢跑，但是建設總是要實踐，我們盡量用最快的

時間，像總務處的師長都利用春假的時間，天天來監督工程，學校很多空間我們會漸漸把它活

化，但就是需要時間，希望同學不要太急躁，學校現在在蛻變的過程中，請你們期待我們將來

有很好的場地，這點和同學做分享。最後，還是非常謝謝大家，我們預祝同學期中考非常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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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結束，我們共同為輔大的選手加油，讓輔仁大學重返榮耀，謝謝大家。 

 
貳、報告前次會議執行狀況：(依決議事項執行，略) 
 
參、處(組)、室、中心業務補充報告：如前發之會議資料 
一、生輔組組長：如前會議 PPT播放檔資料。 

二、職輔組：如前會議 PPT播放檔資料。 

三、總務處：如前會議 PPT播放檔資料。 

肆、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企管一乙黃宇陽 

案  由：希望學校能夠在星期日維持醫療單位運作。 

說  明：學校有許多住宿生以及校外的賃居生，若是在星期日遇到傷病，則會遇到健康中心與輔大診

所皆未營業，因而求助無門，輕則影響需每日復健或換藥的同學，重則可能造成日後無法

痊癒之後遺症。 

  辦  法：為了避免延誤治療以及維護學生權益，建請學校正視此問題，希望在星期日也能設置有營運

的醫療單位。 

權責單位：衛保組、輔大診所 

回覆內容： 

衛生保健組： 

        1.健康中心本著照顧全校二萬餘名教職員工生，平日(非含假日)開放服務時間：自上午八時

延至晚間六時三十分，期間遇有師生因突發緊急傷病狀況，當即為其處理或協助轉介就

醫服務。就目前衛保人力編制配置已盡其發揮至最大安排。健康中心前方設置簡易傷口

DIY護理區，主要提供有需求者在傷勢較不嚴重情況下可初步先行處理，如為較嚴重外傷

建議仍需至醫療院所尋求醫師診治為宜。 

        2.本校野聲樓二樓之軍訓室暨校安中心 24小時全年提供服務，如有發生緊急意外事故等狀

況可電洽：29052885、29023419請求協助。 

        3.學校已成立「宿舍服務中心」轄下之男、女生宿舍服務台均備有保健箱供同學免費使用，

可提供一般外傷基本救護設備；宿舍保健箱內護理保健用品如有不足或需汰舊換新，管理

單位可將保健箱攜至衛保組進行補充醫療耗材，以備不時之需。若傷勢屬較為嚴重，宿舍

輔導人員亦會全力協助安排就醫相關事宜。 

4.若傷口需要每天換藥情形，歡迎同學於健康中心服務時間前來更換，本組同仁皆會全力照

顧。謝謝同學熱心，為謀求同學健康促進而提出建言! 

輔大診所： 

        1.輔大診所周六營業至中午 12點整，每週一亦於早上 9點提供門診服務，同學可多利用該

門診時段復健及換藥。 

       2.本校於 98年 6月 24日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協調會訂定「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請

參酌附件。 

       3.基層診所假日門診開診需求性及效益需再作評估，請同學見諒。 

 決   議：依回覆內容持續追蹤執行，並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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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法律碩一徐明豪 

案  由：理園相關規劃由學生參與之可能性。 

 說  明：文園已整修完成，成果可圈可點，惟仍有可以讓餐廳更美好的可能性，為了讓餐廳成為一個

學生都滿意的優質餐廳，希望理園的相關規劃能有學生參與的可能性。 

 辦  法：希望學校和學生團體能夠通力合作，於投標相關會議提出學生參與的要求，希望得標廠商可

以邀請約莫20家餐飲業者，舉辦園遊會性質之活動，供同學嘗試其食品，並於最後投票統

計最滿意的數家餐廳進駐理園。 

權責單位：總務處 

回覆內容：本校文園舉辦招商評選會議，已邀請學生代表擔任評選委員參與評分，日後相關招商評選

擬比照辦理；學生意見可交由學務處學生相關代表會議彙整後，轉交擔任評選委員之學生

代表。第一個，文園和理園這兩個都是被教育局盯上的餐廳，他們都在學校營業超過 25

年，我想大家也都看過前面的文園和後面的理園，那實際上狀況真的也很不好，但老闆也

都真的很不願意離開，他們一直強調和學校的感情已經很久了，問題是衛生狀況實在不

行，文園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學校餐廳經營是有它的困難性的，普通外面的餐廳可以

12 個月經營，但是在輔大，只有 9 個月，所以餐廳老闆在輔大經營的意願本身就不高，

因為它實際上經營的時間不長，剩下都沒有人。學校一直在鼓勵，餐廳徵選的過程中我們

也很掙扎，我們邀請很多廠商進來，讓他們知道學校利益真的很好，希望大家能選擇到我

們學校裡面。學校第一個要求的是衛生，廚房和餐廳的環境都必須要得到學校和教育局的

認可，第二個，食品安全的認證。如果今天進行百家海選，小夜市的那些餐廳進來，一定

就把很多餐廳打垮了，因為價格很便宜，但是你們都不知道他的麵粉從哪來、魚從哪來、

雞肉從哪來，你們也不會去問，但是學校的餐廳我們一定會要求。這一次停水，我們都還

是會要求定期檢測，坦白和你們說，外面很多餐廳，像小夜市，都進來學校取水，但我們

願不願意，我們也願意了，因為都是做給你們吃的，但問題是他們的食材我們沒辦法把關。

那理園那邊的評估，應該是可以再多一家便利商店，這邊我們會盡快把商店做出來，因為

附近的理工學院、法學院和管理學院還是有它的需要。理園這邊，經由文園的經驗，我們

也會好好評選，也會邀請很多學生來參加評選的過程，大家可以好好期待，那文園這邊邀

請廠商的意願都不是很好，主要是因為一年只有九個月在做生意，所以大家不太願意，不

是學校沒有積極去做，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很多法律的問題，簽約之前都要有很謹慎的

評審，文園外面學校做了很多設計，同學可以多接觸這個環境，不是只有吃飯的時候過去，

那裡有咖啡吧、樹蔭夠的話，也都是一個很棒的活動場所。理園我們希望能在五月初公告，

五月底評選，在暑假期間，盡量不要吵到同學的情況下去做裝修，在下學期能夠趕快再開

始，便利商店的部分我們會先做處理，以上報告。 

學務長補充：學生會辦這個活動的時候，當初文園遴選，學生會會長也都有進來，我們會要求廠商異

質性要高，二十家廠商幾乎都是同一類的，但我們希望多元、互補，考慮到中西式、素

食、麵點等等。 

決   議：日後學校餐廳相關招商評選，擬比照文園方式辦理。 

 

《第三案》 

提 案 人：法律碩一徐明豪 

案  由：圖書館噪音問題處理之可能性。 

說  明：國璽樓長期以來有嚴重噪音問題，應盡速解決。 

辦  法：如果學校不打算真正的面對問題，那麼可以採行互相妥協的方式解決， 將國璽樓的開館

時間和環境安靜的濟時樓對換，達成實質層面上解決噪音困擾之問題之結果，同時應於側

門安排警衛保護夜歸同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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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圖書館 

回覆內容： 

      1.謝謝同學的建議！當國璽樓一樓有噪音時，圖書館會主動向總務處反映，同時也告知警

衛協助處理。為測量實際噪音狀況，圖書館目前已於每天早中午三時段及音量較大時皆

以分貝機測量分貝數，作為校方考量依據。 

       2.圖書館使用與開放時間的調整，乃依據多數讀者的使用需求、行政人力需求，以及使用成

本的考量而制定。 

目前圖書館整體開放時間為早上 8:00至晚上 11:00，從進出口門禁管制系統統計顯示，非

考試期間，每天晚上 10:00以後，在館使用的讀者更已不到 150人，為節能省碳、愛護地

球，僅開放館舍面積較小的國璽樓圖書館提供讀者使用。此外，由於晚上 10:00以後，校

園內人員較為稀少，國璽樓一樓有警衛夜間駐守，對晚上 10:00-11:00仍在館內閱覽的讀

者安全較有保障，因此，開放國璽樓圖書館提供讀者使用。 

          3.您的需求，我們了解，圖書館也會隨時針對這些需求與成本進行分析。但是依據現階段

全面性的分析，以實際使用狀況而言，維持現階段的作法仍是多數需求所反映。造成不

便之處，敬請見諒。 

總務長補充：國璽樓主要的問題是人數 150人，還有同學要求 24小時念書，國璽樓外面也都有警衛，  

晚上警衛都在那邊，同學可以安心，但使用率每天不超過 10個人。但學校也都盡量去安

排，如果真的需要很安靜，我們開放國璽樓後面那段，離前面比較遠，那前面同學在跳

舞，學務長也特別說明了，同學希望能夠讓別人欣賞，做的過程中也是很困擾的，我們

在外面放的分貝計，大概一個禮拜就會壞掉，故障率真的很高。同學很活潑，給他們的

空間很有限，中美堂目前來講還是體育系的老師們在使用，外面的空間我們盡量清出來，

做的過程中，我們也盡量和體育系的老師溝通，能讓同學到裡面去跳舞，但是我不曉得

同學願不願意進去，還是喜歡在外面做，我也同意圖書館是一個安全安靜的地方提供同

學念書，那我們再跟濟時樓圖書館做後續的接洽，因為濟時樓很大，我們再跟館長做細

節的商量。 

決   議：後續追蹤研議。 

 

《第四案》 

提案人：法律系四年級林柏丞 

案  由：建請廢除電子投票制。 

說  明：選舉人於投票時須先登入輔仁大學 LDAP帳號，確認身分後再行投票。此舉已違反選舉權之普

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原則。 

辦  法：建請廢除電子投票制。 

權責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回覆內容： 

1.有關選舉人執行投票行為時，本應有一確認是否具備投票權力的程序，實質投票時，投票

人亦須出示證件並簽領選票，再進行投票行為，登入輔仁大學 LDAP帳號，確認身分即網路

投票與實質投票間之對等行為。 

2.科技與時俱進，同學思維亦須隨之調整，該投票系統開發過程，已對投票人個資、選舉作

業等保密需求做過考量，請同學放心。 

學務長補充：坦白說，現在說要廢除，之前說要電子投票的也是同學。我們是想，印那麼多選票，

有些同學有時候要校外實習，或者是當天空堂沒課，那只有當天紙本投票，同學覺得

不環保，我們才撥了一些經費做電子投票，也把時間拉長，希望同學透過網路，今年

手機也可以投票了，就是符合現代的潮流。我們聽了之前同學的建議，之前的同學畢

業了，現在的同學說要廢除。但是大家可以放心，沒有人會去看你的 LDAP投給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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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個管制的機制，怕有人重複投票等等，這絕對是保密的。 

課指組補充：在我們有效的法律素質下，應該是沒有違反的疑慮。希望同學不是因為小贈品來投票，

而是真的在關心學校，期望同學能好好選出議員、學生會代表。 

金神父補充：我想這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學校一直站在一個很為難的角度，當初的提案，現在

又要改變了。隱密性的部分，一定不會有洩漏個資的問題，這個重點是在鼓勵大家安

心地來投票，大家的意見我們都會聽。 

 決   議：維持現有投票機制。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財法系三年級 詹庭琪 

案  由：學生租賃安全 

說  明：本校有多位學生與張姓房東簽訂福營路房屋，該屋係違建，該房東利用興訟手段詐財，侵

害學生權利。據我所知，有學生於去年六月時遇到糾紛，並通報教官室，但當時校方未重

視，以致學生陸續受害，也未提供實質協助。 

辦  法： 

  1.建立房東黑名單，定期更新租屋網資料，將明顯惡意侵害學生權益之房東公告並宣導。 

另外，學校雖有租屋網，但資訊老舊，參考性不高，希望能改進。 

     2.期望學校處理學生事務更積極，不要登上媒體才開始處理。 

權責單位：生輔組 

回覆內容：新聞爆發之後，我們有先做清查，有兩位同學當時已經跟這個房東簽約，後來說不簽了，

房東說要告他們，這個我們有掌握到，後續才有法律的問題出現，之前是沒有的。目前

我們掌握到還有五位的同學住在裡面，和房東沒有甚麼關係。同學剛剛提到的是外籍的

學生，我們也都掌握到了，剛剛時間的關係，沒有和大家說明，在這邊說聲抱歉。那同

學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們會再把相關的資訊放在網路上來提醒同學，每個學期會辦賃居

座談會，還有房東的座談會。我們也在這邊呼籲同學，外面賃居的人數目前是 1800 位，

但事實上應該不只 1800位，但因為有些同學在外賃居不願意把資料提供給我們建檔。我

們這邊有訪視小組定期會去做訪視，另外教官每個月也都有固定的責任額，要去訪視在

外賃居的同學，所以教官在這邊呼籲，有在外賃居的同學，資料有異動的話，要提供給

業管單位修正，讓我們來維護同學的安全，有發生任何問題，也可以到生活輔導組來尋

求協助。 

 

《第二案》 
提案人：兒家所碩一 曾玉如 

案  由：改善門禁晚歸之時間 

說  明：1.改善門禁晚歸之時間 2.冰箱管理 3.不合理之「洗廁所」及｢退宿」4.住宿生洗澡問題(熱

水忽冷忽熱) 

辦  法：研議門禁協調之空間 

權責單位：宿舍服務中心 

回覆內容： 

         1.對於「門禁」的問題，一定不是所謂廢除的問題，門禁不可能廢除，一旦廢除，各位住

宿生的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改善的問題。門禁也不是只有在 12點到 6點

的開門時間，還有其他各方面的問題。針對剛剛同學提到的問題，其實宿舍服務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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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已經開始面對這些問題，去年三月中心正式成立之後，我們才開始有正式的運

作。但是相信同學都能夠了解，很多事情不是說做就能去做，欲速則不達，而且我們不

能做了之後留下很多問題，然後又要再去處理這些問題，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事情我們

可以用一個星期去處理，我們就不要拖到第八天，但是有些事情如果是需要一年去做

完，我們就不要趕在六個月內把它做完，然後留下一堆問題要用十年去面對。面對「門

禁」這個問題，過幾年，很可能我就調走了，同學們也要畢業了，可是沒有處理的問題，

留給後面的學弟學妹們，永遠都還是一個問題。所以最近我們都也在討論這些事情，我

們真的很用心地去看，我們不要急著一定要在這個時候達到甚麼結果，如果達到了，那

個後果可能會是未來的一個遺憾，我們一定要站在一個關心同學的立場。上次有一個同

學問我，可不可以不要管家長的看法，我們可能不管學生家長的看法嗎?如果今天有同

學出了事，家長有可能會說學校沒事，我們自己來處理嗎?不會的。所以我們基於關心、

負責，學務長、總務長、我們說了這麼多，其實都是一個「家」的概念，我們真的把學

校當成是我們的家，所以同學提到的門禁、冰箱問題，我們真的都會去面對，那些幾點

的問題，當初生活公約都是有的，至於說，符不符合現況，我們都有做評估、積極和學

生會做聯繫，學生會也都有在做問卷調查。關於男生宿舍的門禁，很多人說，為什麼我

們不能像男生宿舍一樣沒有門禁?男生宿舍一樣有門禁，只是方式不一樣，我們也希望

讓女生宿舍用刷卡的方式，我們盡量朝這個目標去做。做這個問卷調查，我很尊重也很

相信同學們的理性，不要一昧的只想到自己的喜好，要考慮到住宿是一個團體的生活，

這個也是需要被尊重的。一件事情不是我們願意就能做，而是要做整體性的考量。 

2.冰箱提供住宿學生暫存食物的空間，但應注意保存時限也不宜過多太大，各宿舍都有

管理規定請同學配合，至於冰箱數量宿舍中心會考量空間與預算做必要的調整。 

3.退宿時間會考慮考試結束時間，有特別情況應請系所開具證明並提前向宿舍中心申

請，宿舍服務中心都有相關作業規定。 

4.浴室洗澡熱水忽冷忽熱問題，應向宿舍櫃台轉知，各宿舍會請技工瞭解處理。 

《第三案》 
提案人：中文碩二 曾秀菊 

案  由：「道路凹凸不平」「導致師生發生跌倒事件」 

說  明：請學校檢測路面，特別是各學院使用頻繁之小路。 

辦  法：確保用路人之安全（野聲樓後面停車格、公博樓到教育學院等路段） 

權責單位：總務處  

回覆內容：道路需要定期的修補、維修，我們也都有持續在做。晚上我常常在巡視，輔幼到文學院

那邊我們已經慢慢在鋪磚塊，只要是次要道路，有鋪上磚塊，主要都是給行人走，有一

小段是宜聖宿舍的用地，所以現在鋪下去，幾個月又要拆掉了，圍起來同學又覺得怎麼

不讓人家走，所以做的過程中也很為難，因為女生宿舍也準備要興建了。但是我們也都

有在看校園中凹凸不平的地方，有些水溝常常損壞，可能有些時候大車後輪會壓到，那

我想之後就直接用鋼筋鋪設起來，因為水溝不需要每個地方都蓋，只要水能夠流進去、

能夠暢通就好了，我們總務處會盡量去做。同學有看到甚麼需要修補的地方，也可以上

愛校建言，我們會在學校經費允許的情況下盡量去維修。 

 

《第四案》 
提案人：金融所二 林妙珊 

案  由：供五停二，勵學宿舍供水不足，請求協助 

說  明：未配合供五停二，勵學宿舍與其他住戶分案用水，於停水第一天傍晚水已用完，且復水慢，

以致於多天不能洗澡。 

辦  法：1.提供校內開放洗澡 2.增設臨時飲用水機(換水桶的) 

權責單位：總務處、宿舍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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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內容： 

總務處：勵學是在校外，那邊的儲水塔可能跟一般的不太一樣，如果學校要去介入，其他住戶也不

見得會同意我們做，我們會再看怎麼樣提供你們協助。 

宿舍服務中心：校內宿舍的部份我們都已經做了因應的措施了，那勵學因為是管委會在管理，那邊

總共大概是有 61、62戶，學校學生總共 39戶，我們目前做的部分，就是知會同學他們必

須自行儲水，因為勵學是小套房，它不像學校的空間有大浴室，我們也不太可能在那邊找

一個空間幫大家儲水，所以目前宣導同學要自行做儲水，那校內的部分我們都已經做了處

理，已經買了很多水桶分散到各個浴室和廁所去了，這段時間，也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六只

做區域的供水，男女宿舍不是全面的開放，各宿舍已經有公告，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再問

問管委會能不能提供協助。學校這邊我們會再開會討論看看有沒有辦法協助這 39戶。 

 

《第五案》 
提案人：呼吸治療二 呂美瑩 

案  由：省水議題，全校馬桶改為兩段式沖水 

說  明：最近缺水問題,讓大家注意用水,宜真宿舍同學反映廁所沖水用水量極大,嘩啦啦的,但小便

不需用到如此大量的水。 

辦  法：建請學校馬桶沖水系統改為省水式兩段大小號沖水。 

權責單位： 總務處 

回覆內容：本校宿舍馬桶數量繁多，短期內全面性更換省水馬桶所費不貲，執行上確有困難；本處

目前處理方式為，針對各報修之馬桶設備，若有需更新者，原則以更換省水馬桶為原則。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15點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