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10 時
開會地點：寶山校區機械大樓一樓演講廳
主持人：郭校長艶光(李副校長清和代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錄：柯銘勳

壹、副校長致詞
各位師長、同學大家早，非常歡迎、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師生座談，學校每一學
期會輪流於寶山及進德校區舉辦一次師生座談，希望建構師生之間的交流平台，聽取
同學們在學習及生活中的問題或建言。
寶山校區這邊是風光明媚的，但在生活機能上比不上進德校區方便，最近一兩年
寶山校區陸續有一些建設在進行，包括校門口改建工程，本來應該在去年十月份就要
完工，但因有地下纜線問題，在處理開挖申請許可作業，就耽擱了一點時間，很希望
校門口建設能盡快完成，在安全及景觀上都會有所改善，可避免一出校門就是馬路的
危險，未來校門口會內縮 10 公尺左右，就有一個緩衝區，同學在進出會比較方便、安
全。
寶山校區還有一些重要的建設譬如第十學生宿舍，已經開始細部設計，非常期望
十舍能盡快蓋好，住宿的學生多了，十舍會有一個小型商店街，會使寶山校區的生活
方便很多。
而在校本部也有一些建設要開始進行，如游泳池的興建，去年 12 月非常感謝同學
尤其是學務處、學務長還有同仁幫學校募得了 3 億元的款項，來興建游泳池及新的學
生活動中心，讓學生活動的空間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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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裡同學皆有切身碰到的各種大大小小問題，非常希望藉由師生座談來了解，
各位同學反映的問題，學校能夠解決的，會很快地去解決，昨天我也看了同學先行提
出的問題及學校的回覆，待會也有現場提問時間，總之，今天非常感謝師長、同學來
參加，再次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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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書面問題與建議回覆
編
號

1

2

3

4

5

問題反映

回覆
單位

學校照明路燈太少，建議熄燈後以紅外 總務處回覆：
線偵測方式起動路燈。(工二乙)
1.寶山校區路燈照明 4/29 已完成廠商線路更新
維護招標。進德校區路燈照明，已針對線路老 總務處
舊部份線路增設探照燈。
營繕組
2.目前校內路燈於夜間整夜點亮，故不適用紅外
線偵測方式起動。
寶山九舍門口通路凹凸不平。(工二乙) 總務處回覆：
寶山工學院大樓停車區(從校門進來左
寶山道路的全線整修已開始進行，教學區已
轉一直到教學二館)路很爛，拜託重鋪， 修繕一大半，剩下待修繕之道路(包含九舍區門口 總務處
現在坑坑巴巴的。(電子二)

附近道路)已納入目前發包中之「寶山校區校門主 營繕組
體及周邊環境工程」內，但因招標 4 次均流標，
目前正研議調整後，即進行再次發包。

希望增加校車班次 or 運載量在尖峰時
段。
EX:某週四的早上 9:00 課，8:40 的班
車，因雨，人數爆滿，學校加開班車時，
同學們已緊張的叫計程車上山，是否加
開班車之判斷時間應更即時? (資管一)

總務處回覆：
經瞭解，兩校區接駁交通車部分班次時有爆
滿情事，一般發生於開學後 5~6 週內早上時段 總務處
（8:40）或因天氣狀況變化所致，此車輛管理單 事務組
位已提醒司機在人力及不影響學生上課時間之情
形下，以大巴及中巴同時行使或加開一班次。

八舍 B 棟廁所清潔不夠完善。(工一乙) 總務處回覆：

總務處

已請外包清潔公司加強清潔，違者依約罰款。 事務組
八舍垃圾場能否加個護欄，避免流浪狗 總務處回覆：
將垃圾亂翻，破壞校園環境。(工一乙)
六舍和八舍垃圾場經場勘後了解皆有單面沒 總務處
有護欄，本組將請廠商規畫並加裝約 100cm-120cm 事務組
的護欄。
建議餐車巡迴。(機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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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情形

總務處回覆：
餐車巡迴涉及廠商承攬意願、校內租金收入
標準、環境衛生等眾多因素，且兩校區餐飲廠商
招商已屬不易，此建議恐須再加以評估其可行
總務處
性。除此之外，該名同學建議之餐車巡迴，是下
事務組
午茶或夜市模式的市場聚集，抑或是針對校內現
階段無提供的餐飲選擇所做出的建議，建議請該
名同學到事務組洽談，以利了解更多想法，並作
為本組評估或未來之招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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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德西側校門內後面的路(從西側 總務處回覆：
到圖書館)路況很爛，希望可以重 1.為改善進德校區排水，於西側門機車停車場至圖書館
鋪，現在坑坑巴巴的。(電子二)
間 之 道路 須再 重新 埋設 排 水管 ( 南 側邊 坡工 程範
東西側道路凹凸不平，是否可以重
圍)，因尚未完工，該道路重鋪時間，預計 105 年 6
新鋪上柏油，以免影響騎士與行人
月底前完成。
用路安全(學生會)
2.東側機車停車場道路不平部分，已請廠商進行估價，
西側道路不平照片如下：
以利辦理後續事宜。

總務處
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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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道路不平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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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的磁磚多處坑坑洞洞，而且下 總務處回覆：
雨天濕滑難行走，好幾次都差點滑 1.地磚破損，學校會盡力進行巡檢及修補，至於建議改
倒，建議全面改鋪柏油。(電子一)
鋪柏油，因涉及大量經費改建問題，學校會將此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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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多處地板磁磚破裂，何時整
考量納入未來的校園建設規劃。
修? (學生會)
2.校園內人行步道地磚每月已請廠商進行巡檢及修
總務處
圖書館前磁磚： 八舍 4A 曬衣場：
補，目前已完成多處區域整修，但因有時公務車(如
營繕組
郵務車、校車及臨時出入車輛)出入造成擠壓破損，
學務處
如師生即時發現破損區域，可通報營繕組進行處理。
住宿組
3.八舍 4A 曬衣場地磚修繕，可請業管單位學務處住宿
組協助申請修繕。
學務處回覆：
八舍 4A 曬衣場地磚破裂，已通知廠商修繕。
八舍外圍環境應定期清理，尤其是 總務處回覆：
靠山壁腳踏車棚處，雜草叢生，導 1.八舍外圍腳踏車棚清潔，已請外包清潔公司加強清
致小黑蚊多，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理，違者依約罰款。
(電子一)
2.今年全校性消毒擬訂於 5/7、5/8 進行，原則上，每
夏日將至，是否進行全校性消毒?
年春天會進行全校性消毒，今年適逢雨季較長且須配
最快何時? 幾次? (學生會)
合校園除草作業，以致延宕至 5 月才進行消毒。宿舍
部分是由學務處於每學期開學前進行消毒。
總務處
學務處回覆：
事務組
配合每學期入宿時間，於入住前完成各宿舍內部
學務處
消毒。
住宿組

西側的道路工程何時完工?是否有 總務處回覆：
一個完整的工程進度表? (學生會)
為改善進德校區排水，於西側門機車停車場至圖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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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間之道路須再重新埋設排水管(南側邊坡工程範
營繕組
圍)，因尚未完工，該道路重鋪時間，預計 105 年 6 月
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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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館排水系統每次一下大雨就 總務處回覆：
會像瀑布一樣，經過的學生都要特
為改善體育館天溝排水問題，目前正在施作引流
別小心，是否可以增加水流導引管 排水系統，依契約圖說確實有要安裝水流導引管線，謝
線。(學生會)
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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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同學關心校園設施。
體育室回覆：
近期因體育館頂樓天溝之引流配管工程施工，待
總務處
完工後即能改善。
營繕組
體育室

紅圈處(熱音社社辦出口處)
建議體育館重訓設備增加，因為 5 體育室回覆：
到 7 點人非常多(機電二)
本校每年均持續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充實運動設
12
備補助，自 103 年起已購入腿部伸展訓練機、腿部彎曲 體育室
機、大腿推蹬機等多部設備，惟重訓室空間有限，未來
將逐步優化設施以因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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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辦在寶山的系，因為班代一個禮 文書組回覆：
拜可能只上山一次，常錯失繳回文
文書組收發每天上午、下午各會有一次送公文至
件的時間，造成班代及各處室的不 寶山校區。至於公文通常都送交給系辦，宜請系辦轉知
便，而且常會有漏公文的情形，等 班代以符行政作業程序。
到處室追繳的時候才知道有該項
活動，未來希望有公文或重要文件
要給班上時，可直接 e-mail 給班
代，請相關人員多注意。(電子一)

文書組

希 望 改 善 八 舍 宿 舍 網 路 頻 寬 不 圖資處回覆：
足，時常壅塞之問題。(資管一)
這學期開始，學生宿舍個別 IP 對外總流量由原本
的 5 GB/天，提升至台中區網所規範的最高限度 8 GB/
天，因此導致本校對台中區網流量頻寬由原本 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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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s，變為 700~920 Mbps，其中學生宿舍對外總頻寬 圖資處
於晚間曾高達 800 Mbps，占全校對外總頻寬 86%。圖資
處有鑑於此近期將另外租用 ISP 對外線路，並購置網路
頻寬負載平衡設備，來配合擴充本校對外頻寬，藉此滿
足全校師生之對外網路頻寬需求。
希望可以增加無線網路使用綁定 圖資處回覆：
mac 的連線。(電子二)
一、使用綁定 mac 連線，為既有無線網路認證設備之額
15
圖資處
外附加功能，所以受限於既有無線認證設備之負
載能力，目前僅能提供給教職員每人一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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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在 android、iOS 系統上均提供彰化師大行動
APP 程式，其程式內容包含可透過已儲存的帳號及
密碼來完成無線網路的認證，藉此達到快速登入
無線網路之目的。
希望學校可以授權軟體的部分多
加油，matlab、photoshop 等只能
在線上使用，希望上述這些比較高
端的軟體，學生可以抓到個人的電
16
腦裡面使用，而不是每次使用都得
連線到電算中心。(電子二)

圖資處回覆：
因經費限制，學校目前提供之 matlab 只採購 50
套授權數，無法提供全校師生個人安裝使用，若開放個
人下載安裝使用，會占用到原有授權數量，亦可能影響
圖資處
到師長課程教學使用，故將軟體放至數位資源共享平台
供師生線上使用，以達到有效控制授權使用；
photoshop、SPSS 軟體也是受限於授權數量有限，無法
開放個人下載使用，只限於數位資源共享平台上使用。

學校網路常常斷線，在上學期開會 圖資處回覆：
時曾說到會更換廠商請問有更換?
經與網路公司洽談，若本校宿舍網路外包營運所
(學生會)
需經費高於自行維運甚多，為不增加同學住宿負擔，經
17
圖資處
圖資處內部討論後仍維持使用學術網路(TANet)對外連
線。唯圖資處已積極設法增加本校對外連線頻寬，待拓
寬完成後應對宿舍網路穩定性有所提升。
九舍的住宿費比八舍貴，但品質卻 學務處回覆：
比八舍差，多項設備不優，例：寢
九舍自 84 年啟用，室內空間坪數近 7 坪，有電梯，
室的門老舊、多餘的洗手台發出惡 收費 8330 元(含網路費)，104 年浴廁整修，住宿費並
臭的排水孔(電子一)
未調整。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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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舍自 73 年啟用，坪數近 6 坪，原收費 6100 元，
住宿組
99 年全棟整修，住宿費小幅調整至 6930 元(含網路
費)，101 年增設電梯，住宿費並未調整。
宿舍整修均依序列入計畫，目前九舍已優先整修
浴廁，未來將規劃內部整修。
建議能在宿舍走廊加裝監視器，最
近偷竊案頻傳，卻無有力證據可以
抓到竊賊。(電子一)
宿舍監視系統有死角，可否在每樓
19
層皆裝設監視錄影機，並確認目前
現有攝影機能正常運作，如礙於經

學務處回覆：
宿舍各樓層監視器之裝設將大大影響同學之生活
隱私，且監視器攝錄之死角與清晰度亦會影響資訊判
讀，目前仍以加強宣導隨手關門、夜間鎖門及妥慎保管 學務處
個人財物為主，再與各相關單位考量監視器裝設暨維修 住宿組
經費之編列，評估裝設監視器之可行性。

費，可否先從女生宿舍先裝起。
(學生會)
寶山宿舍熱水器常忽冷忽熱。(電 學務處回覆：
機二)
4 月初，九舍熱水器忽冷忽熱情況，請廠商查修係
學務處
20
時間設定異常，經檢修已恢復正常供應熱水，接獲師生
住宿組
座談問題意見表，再度請宿舍幹部 4/29~5/1 三天各時
段(含半夜)至浴廁檢查熱水供應狀況均回報正常。建議
7

如發現熱水器異常，請立即上線報修，以爭取修繕時效。
八舍飲水機故障頻率太高。(電機 學務處回覆：
二)
經詢問飲水機廠商，八舍飲水機近來故障報修原
21

因，均以消耗性零件損耗為主，因時近夏日，飲用水量
學務處
增多，消耗型零件損耗率亦高，已建請廠商增加到校維
住宿組
護之頻率，保養時如發現耗損嚴重之零件，即可於保養
時即刻汰換，減少因機器故障無法使用，再經報修、檢
修、備料、汰換等繁瑣程序，影響飲用水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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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場問題與建議回覆
編
號

1

問題與建議

現場回覆

列管辦理情形

工教系一般教室使用的
電腦已過使用年限，大概
95 年到 97 年買的，現在
已經 105 年了都沒有更
換。時常會有電腦壞掉不
能使用，上課時同學都必
須帶自己的筆電去上
課，且有一些電腦已經沒
有辦法維修，建議一段時

李副校長：
工教系同學提到有關教室電腦的
問題，我會找工教系陳主任了解。工
教系應該是相當需要設備的一個科
系，去年 12 月我與校長有去教育部
申請經費，教育部原則同意撥補 800
萬元給技職學院，雖然我們申請的是
1500 萬元。去年拜訪時，教育部年度
經費金額都已編好，所以得在明年才

後續回覆：(工教系)
感謝李副校長及劉晉嘉老師
的現場釋義；本系在設備的補強上
常年來礙於每年經費有限，因此僅
能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改善各實
習工廠或實驗室的教學設施。同學
所提到的電腦繪圖 603 教室，係屬
本系精密製造技術學程中最為主
要的課程相關設備，舉凡電腦輔助

間做查修的動作，或希望 能補助本校。教育部也希望學校能自 製造技術、模具設計技術等相關技
短時間能趕快把電腦設 籌一部份錢做配合款，所以學校預計 術性課程皆須使用該教室，因此使
備更新。(工一甲)
有近千萬元的經費會給技職學院。工 用率極為頻繁。有鑑於此，本年度
教 系 教 室 的 電 腦 五 年 以 上 就 算 舊 已編列 76.8 萬採購該教室電腦，
了，在學校裡一般教學用還可以，但 冀能更新強化設備。另本系係屬中
已經 10 年以上的確算舊的，而且常 部地區主要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壞掉的話學校就應該要做更新，學校 之主要師培機構，因此在技職教育
會再跟工教系陳主任討論目前有什 的人才訓練中，實需更多設備方面
麼方式可以解決問題。
的資源挹注，因此除了有限經費妥
工教系劉晉嘉老師：
善運用外，期望透過學校的支持向
工教系未來有規畫新的專用電腦教 教育部積極爭取更多教學資源的
室，舊電腦的事，我會議結束後會把 投入，方能讓學生學習環境更加提
訊息轉達給陳主任。
升。
八舍清潔須加強，地板都
沒有刷乾淨這一點我要
特別講清楚因為下雨天
我看到很多人都滑倒。
(工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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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英總務長：
關於八舍清潔方面，昨天事務組
根據八舍及教學大樓清潔的不完善
已經向廠商罰鍰，希望能讓廠商要求
他們在學校進行清潔工作的同仁。另
外在這邊呼籲各位同學及老師，只要
對學校的清潔工作覺得有任何不周
全，尤其是你們有看到的話，能向總
務處事務組聯絡，雖然事務組的人常
常會去巡視，但校園很大可能沒辦法
任何地方隨時都能看到，所以各位同
學、師長如果有任何覺得清潔不完善
的地方請把資料傳給總務處事務
組，如有收到訊息總務處就會過去看
9

後續回覆：(總務處事務組)
關於八舍清潔，在今年 2~4 月份的
清潔境查核中，地板確實不乾淨，
對此本校已處以罰款，並請廠商立
即改善。後續本校將繼續加強督導
並請廠商逐一改善。

並做個依據來向清潔公司要求。
李副校長：
地板汙漬並非一天兩天造成的，我曾
經請事務組組長去看，地板上很多的
青苔最後都變成黑色，可能外包的清
潔同仁認為他每天就是弄水下去給
它清一清，清不乾淨就以為本來就不
乾淨了，這個是觀念上不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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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要在進德開會，且
在進德也有非常多的
課，所以常兩校區跑，感
受到從進德到寶山交通
確實不方便，而同學大概

李奇英總務長：
後續回覆：(總務處事務組)
公車接駁這個事情已進行一陣 1.有關本校進德往返寶山校區交
子。一開始學校是和台中市政府談，
通車問題，自 103 學年第 1 學期
因為台中市公車是延伸過來彰化，且
開始，本校校車即巳增加多個班
是外縣市，到這邊後它不能做其他延
次(每週約 52~56)來回，以供需

都是用摩托車來代步，其
實個人不是太鼓勵同學
去騎摩托車，因為安全性
的問題，但是又因為交通
不方便所以同學只好這
樣子，尤其是大一的同學
也跟我們反應過，他們要
往返進德與寶山辦事情
都非常的不方便，交通車
也不是很多，所以是不是

伸，所以現在我們正跟彰化縣公車做
求。
協議當中。學校希望是進德、寶山加 2.另本校於 105 年 3 月 9 日台中市
上車站三個站點能有接駁，因為覺得
政府辦理之與中彰投各大學工
學生是兩個校區的交通方式可以到
作會議中亦建議增闢寶山校區
車站。
→進德校區→烏日高鐵站→台
李副校長：
中市之公車路線，經台中市政府
公車發車率不高所以班次就非常
交通局於 105 年 4 月 19 日就本
少，如果都是空車來來去去的話是惡
案再次討論後決議：
性循環，因為班次低，學生會覺得不 （1）本校二校區之接駁，請轄管
方便，還是必須要有機車，而有機車
彰化縣政府及彰化客運研議

可以請校方聯合建國科
大跟彰化客運接洽，一路
上從進德到建國科大再
到寶山再繞回市區，因為
這個成功例子其實也不
是沒有。大葉大學早期也
是非常不方便，一開始靠
自己的校車，但是後來他
們跟員林客運還是彰化
客運合作，現在以一個小
時一班車循環。事實上這

後大概也不會有人要坐公車，到最後
公車搭乘率就越來越低。我們也在
想，也許校車是可行的，這很早就在
講了，但是這個會牽涉到很多的問
題，包括經費及其他方面，也牽涉到
搭乘率的問題，但是因為牽涉面廣，
所以請總務處再研究。不過非常感謝
鍾主任，因為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很
好的解決。
李奇英總務長：
剛才李副校長提到一個重點，公

樣對校方或是學生來講 車業者要不要開這種路線，一定會計
是非常方便，謝謝。(電 算市場，所以最近公車業者要求學校
機系鍾主任)
要調查會有多少人搭車？什麼時間
點？各位同學還有師長如果覺得公
車對大家很重要，請一定要認真回
答。如果統計出來搭車的人數不多，
10

辦理。
（2）路線調整為寶山校區→進德
校區→烏日高鐵站。
（3）請本校研究促進學生搭乘大
眾運輸之意願?
3.就以上決議，本校目前業請學務
處生輔組調查學生搭乘(1)寶山至
進德路線(2)進德至烏日高鐵站路
線之公車需求，俾憑後續研議公車
路線方案之依據(辦理中)。

業者就會說沒有辦法，因為他們要考
量成本。
八舍飲水機財產標籤已 高淑貞學務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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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回覆：(總務處事務組)

過使用年限，但剛才在會
前回覆時說到時常更換
耗材，其實它裡面的管路
應該都出現劣化所以常
常出現問題，而出問題後
做保養的錢其實都可以
買一台新飲水機了，另外
本校飲水機裡面的濾心
是初級濾心而不是 RO 逆
滲透，這一點我要特別強

學生住宿向來是學務處非常關心 飲水機回覆如下：
的重點，我們也希望能提供同學們好 1.飲水機財產年限係依據國有財
的居住品質，所以學校每年都有編列
產相關規定給予最低年限規
經費更新宿舍設備，但因宿舍有很多
定，即至少需達該使用年限，而
棟，所以只能以輪流的方式，今年 5
非僅能使用之年限。
舍內部將進行整體更新。宿舍內部裝 2.全校飲水機皆與廠商簽訂定期
修更新其實是大的工程，經費都動輒
保養及 3 個月定期更換濾心之
上千萬，如果同學覺得住的宿舍環境
合約，其飲用之水質，另依規定
品質不夠滿意，還請多多包涵，因為
由本校環安中心定期安排檢
相對學校宿舍的收費，為了照顧同學
驗，結果皆合格，請安心飲用。

調清楚，這事我已經問過
廠商，我是希望能把一些
飲水設備更新汰舊。(工
一甲)
八舍衛浴設備隔板它已
經都爛掉了，而且浴室內
的鐵片已經掉下來，有可
能會造成學生割到腳的
狀況，請更換。(工一甲)

權益也都盡量微調或者幾乎沒有調
整。所以本校的住宿費用在全國來說
是比較優惠的，所以請同學多多體
諒。
不過同學提到與日常生活和健康
直接相關的飲水機及冷氣，這部份的
確應該要積極的再做更新，會後會再
做全面的了解。

3.至於管路是否劣化，已請廠商逐
一檢測，若有不符使用或使用堪
慮之情形，將與予汰換。
後續回覆：(學務處住宿組)
一、經全面清查宿舍飲水機均為
2005 年 11 月出廠，已另案專簽建
議事務組斟酌逐年汰換。
二、八舍衛浴設備隔板損壞，已通
知廠商全面檢修，俟廠商估價後，
將依規定完成申請程序。

有同學反應住九舍，宿舍
的冷氣已經報修了一段
日子可是修繕單位回覆
是我們要看看其他同學
有沒有相同狀況才能進
行維修(工二乙)

李副校長：
冷氣如果是故障，以目前天氣漸
漸變熱，我們會找宿舍管理同仁儘速
查看。不會等到有好幾個的冷氣都故
障才去修，若有這樣的情況我再了解
是何因素。
高淑貞學務長：
冷氣的部分是因為學校多棟宿舍
冷氣比較老舊，很多零件都不易找
到，甚至已經停產，需要拜託廠商幫

後續回覆：(學務處住宿組)
本組接獲線上報修就立即通知廠
商，因時至夏日，廠商手邊案件相
當多，必須由廠商排入其檢修期
程，才會有這麼久的待工時間，目
前如有檢修時間較長，將視同學意
願，為同學暫時調整至其他空床
位。

忙找舊零件，但是廠商不太願意為了
這樣非常小額的修繕來學校。所以本
月份開始住宿組為了冷氣維修，找了
很多廠商但一直請不來，且不僅只有
九舍，其他宿舍的冷氣也有同樣的問
題，此部份我們會繼續努力。如果同
學所住寢室冷氣真的不行的話，同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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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若有空房我們會幫同學調整，可
以免去廠商叫不來的困擾。
李副校長：
上一回住宿組有上簽要把舊冷氣都
換掉，總金額大概要六百多萬元。我
請住宿組再查看一下冷氣機，若可換
裝零件，就先換零件，如果真的不行
就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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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宣導事項
總務處宣導事項

李奇英總務長：
總務處這邊有一些事情要跟同學宣導，有一個跟大家生活環境清潔的相關問
題，就是垃圾分類的事，現在學校的教室跟各教學大樓，垃圾桶都有分類，請大家
要配合一下，丟垃圾的時候要根據上面的標示。
另外，在教室裡面，座位跟講桌不要留下垃圾。
因為垃圾沒有分類或留在教室裡面，清潔的阿姨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重新分類整
理，可能就會沒有多的時間去做走道或廁所的清潔，校園的清潔可能也要請各位多
幫忙。

圖資處宣導事項

蕭如淵圖資長：
圖資處這邊也有幾點要跟各位宣導，第一點，彰師大的行動 APP 已經開發完成，
這個 APP 我們把它定位成希望能夠服務同學的軟體。剛才同學的事前提問有說到可
不可以綁 MAC，授權設備現階段做不到，但現在可以利用 APP 登入一次後，未來用
APP 可以直接登入無線網路，非常方便。各位同學回去可以宣傳一下「行動彰師
APP」
，這是一個好用的工具，未來你可以用它來跟校務行政系統接軌，因為學校把
它定位成小型行動版的校務行政系統。學生可以用手機報名各種的活動，還可以查
詢成績等，它有很多功能，希望班代回去可以多宣導同學去下載。
第二點是關於網路頻寬的問題，校園網路對外頻寬在 91 年的時候從 100Mbps 升級
到 1Gbps，到現在為止都是 1 Gbps，另外為讓網路資源平衡使用我們有做一個措施，
對學生上下載流量加以限制，原本是 3GB/天，現在提升到 8GB/天，因為這個原因，
尖峰網路用量都會跑到 90%以上。所以預計在 6 月中，最晚下學期之前會投入 100
萬元，第一是購買網路負載平衡器，第二是租用商用網路連線，讓校園網路對外頻
寬增加至 2 Gbps，中期的階段希望在明年，寶山校區的頻寬做一個更適度的調整，
讓寶山校區在頻寬的使用會更順暢，現在我們也感受到學校網路的頻寬卡卡的，當
然大部分的流量都來自宿網，同學尖峰時間的使用量占全校的 80%左右。實際上在
學術還有教學上面的白天會比較多，晚上則集中在同學的使用，同學是付費來使用
這個頻寬，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讓同學來使用的時候網路非常順暢，所以近期會投入
100 萬的設備，去更新整個設備，對外網路也會提升到 2 Gbps，希望能舒緩學校對
網路的需求。

學務處宣導事項

生輔組林玲怜組長：
學務處有關預防偷拍宣導，請同學能多留意四周環境之可疑人士及不當擺設。
科技日新月異犯罪手法不斷更新，而新型常見的針孔設施：衣架掛勾型、火警警報
器型及電燈開關型等都已出現，且針孔攝影機裝設常「因地制宜」，由於地點的不
同，從空屋到設備齊全的套房，從飯店到溫泉，都是常遭歹徒架設「針孔」的地點，
故承租房屋時、外宿過夜、使用公共浴廁(含學校宿舍區浴廁區等)，請同學留意四
周環境之可疑人士及不當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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