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學104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會場紀錄暨答覆情形
時間：104 年 9 月 8 日 1340 時至 1540 時

題號
1

問題與建議
(1) 我很想知道，我們在網路
上或是影片上看到在圖書
館拿著厚厚的原文書一大
疊，然後要踩上去拿。我
的小孩已經搬進來，我不

地點: 資訊館二樓國際會議廳

答覆意見及辦理情形
圖書館館長：
大家好，我想這位媽媽的擔心是怕學生沒
有專心看書，整天在看他的手機。如果大
家連到我們的首頁就會知道圖書館有很多

知道該如何把他的網路關
起來然後進去圖書館，或
許他要跟老師學習或是其

的電子資源。交大大多以理工科為主，所
以大部分的書籍會用到的東西其實有電子
檔，他都可以下載到他的手機或是筆電裡

他方式，還有原文書那麼
厚，他要如何從他的手機
轉換到這裡?

面看。那社會學科相關的，我們就儘量以
實體的書。最近這幾年我們觀察到的也大
概是這樣，人社學院跟客家學院的學生比
較會去使用圖書館，因為他們比較有一些
紙本書的需求。理工科系學生的使用就比
較少一點，這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但這
並不表示他們沒在看書，而是我們的電子
資源相對方便，他在寢室就可以讀書。
校長：

(2)我的孩子也不算著迷，但早
上起來就會找手機，我希望他
到外界到處學習，成為一個大
人，給他自己學習成長。學校
資源很多，但我還是不能想像

新同學到學校後，最重要的就是和別人在
一起，和教授、同學接觸，而現代的
(modern)圖書館是沒有書的，都是存放在
書庫裡面，真的要找書，是要到書庫去找，
而你們想像很多書疊起來的樣子是無法在
現在的情況看到，大部分的時間到圖書館
去都是大家互相接觸，最重要的是培養人

他能從手機上得到書本的東
際關係，不管是念理科、工科還是文科，
西，現在的孩子都不聽我們的 人際關係是無可取代，是大學裡面最重要
反而都聽同學說的。
的資產，如何與人相處、互相鼓勵、互相
學習，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您的子女應該
花更多的時間跟同學們討論、跟老師討
論、跟助教討論，您多鼓勵他，您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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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就是鼓勵他跟同學、老師接觸，讓
孩子的學習更加完全。學習很大的部份是
跟人學來的，書本上的知識不過是印出來
很死的東西。我們說一個人活到老學到
老，所有的學問都是互相學來的，不是您
想像的在厚厚的書本中得到，所以不需要
太擔心。還有一件事，不要常常鼓勵他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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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各位主管、各位家長 事務組組長:
好，今天幫小朋友帶一台腳踏
車，然後就看看停車位夠不 基本上我們學校每學年的第一個月，有關
夠，看到有非常多的腳踏車，
有些腳踏車應該沒有在使
用，因為墊子不見，很多東西
也鏽蝕了，應該是長久沒有使
用。所以建議學校稍微看一
下，請同學清一下早就廢棄，
成為骨董的腳踏車，讓整個校
容更好，讓騎腳踏車的同學有
車位可以停。

學校的廢棄腳踏車會貼一個公告，我們請
同仁在有破損或是鏽蝕跡象的腳踏車上面
填回收的字條。在回收後，我們也會公告
全校學生，如果有需要可以來認領。學校
在每一年都會清理一次腳踏車。不過學校
因為地勢關係，上下高差大約 30 幾米，
我們發現很多學生騎一下就把腳踏車放在
那邊不騎了。每年都有檢討這個部分，也
和學生議會談過這個問題，而我們很難克
服的是財產權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強烈執
行，將廢棄腳踏車回收，很多學生是持反
對意見。所以我們每一學期在執行腳踏車
回收時，都會和學生議會達成一些共識，
然後再公告、集中，到認領完畢後，不需
要的腳踏車再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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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大學之前我有兩個疑問：
(1)他們辦迎新要三天，而且要
到南部，我覺得很奇怪，為什
麼要三天還要到南部。因為我
看行程全部都在玩。而孩子告

校長:

訴我，上次北友會的學長姐說
一定要參加因為可以認識很
多人。不錯，現在就開始教育
人際關係，很好。
(2)我的小孩念生命科技系，他
上網查發現大家都說以後畢

校。你看最近的雜誌和評鑑，看哪個國內
大學學生在就業表現最為優秀，那我可以
很驕傲的向您報告，交大超越台大、清華
和成大。交通大學在就業方面應該是第
一。有機會讓年輕人可以就業，我敢保證
交通大學不會輸給任何一所大學。那麼生

在請生科院長回答前，我先講幾句話。如
果你覺得你的子女將來就業可能會有困
難，那你的子女是到了就業成績最佳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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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找不到工作，該怎麼辦。有 科本身的訓練時間，相對來講可能會比較
個生命科技的高峰論壇，裡面 長，詳細請生科院長答覆。
很多教授說未來五年生命科
技系將高於資訊、資工。在未 生科院長：
來生命科技這個部分，關於畢
業生未來的發展是如何？
生物科技其實是未來的新興產業，因為我
們是以創新，就是如何跟我們的強項—電
子、電機、資訊做聯結。國家未來需要培
養跨領域的人才，所以在生物科技的教
學，除了本身的生命科學、生物科技以外，
裡面的老師和我們的課程都是有橫跨不同
領域。甚至我們今年也有選修法律科技，
讓學生具備更多樣化的能力，提升他的競
爭力。以學生來講，去年我有個好朋友他
的兒子也是考上我們生科系。他兒子進來
後非常喜歡參加實作課程，上了一年的課
程後，跟同學一起去 MIT 參加 iGEM 比賽。
我們去年在 MIT 那個世界大賽得到全世界
第三名。跨領域的學習，跟不同系的學生
一起參加比賽，共同做一個題目。我們不
是只有理論，我們也有實作課程。我們的
老師跟不同的產業，像製藥、影像、個人
化醫療，都有不同的連結。希望貴子弟進
入生物科技學院能夠找到他的所愛，發揮
他的所長，謝謝。
校長：
可能會有人誤解，以為我們的生科學院是
一般的生科學院，其實交大的生科學院有
電腦、電機和電子工程在旁邊，所以我們
的課程是交叉的。每個子弟進來，即使是
客家學院，也要給他最好的電腦訓練。因
為現今的世界沒辦法說大學畢業就真的是
完成學業。我們的訓練最注重終身學習，
訓練學生用各種工具，處處可以學，時時
可以學，永遠不會落在時代的後面。而你
所聽到的科系名稱是為了教學上和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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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便，並不是我們教育終極的理想或作
法。我們不會限制他的學習。他能多學，
我們就讓他多學；他能多問，我們就讓他
盡量問，多預備才是我們教育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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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子今年就讀材料系，希望 校長：
老師，特別在大一的時候可以
嚴格一點，難一點，當的兇一 有沒有反對意見?
點，是為了材料系和貴校的未 (台下拍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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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 初 與 UCLA 有 交 換 學 校長：
生，這幾年沒別的管道，
這 管 道 是 否 繼 續 銜 接 上 首先，交換學生的計畫，一直以來最成功
去?
的就是香檳伊利諾大學。香檳伊利諾大學
(2) 回應剛剛的爸爸，孩子進 是美國非常好的大學，我們與香檳伊利諾
來交大都是優秀的，而教
授應該要適才適性，不一
定嚴格就好。
(3) 宿舍部分，為何床頭要設
計書桌?現在小孩身高較
高，會影響小孩生長，孩
子睡覺會不會感到不適，
校長對宿舍的改進有更新

大學是因為他們學校非常慷慨，知道我們
學生過去是很好的激勵來源，要讓美國的
學生知道台灣的學生是很棒的，是來競爭
的。因為我們學生優良，對方校長跟院長
特別代繳我們的學費差額。我們跟加州大
學之前一位院長在任時進行得還不錯，但
新院長來後表示現在付不起，所以只好停
止。我們跟香檳伊利諾的關係是因為人家

的建議？
(4) 如果要有床桌的設計，在
牆壁能有個靠背的會更舒
服?

替我們付錢，給我們機會。每年有四十位
學生，假使一年付了五萬台幣，算下來香
檳伊利諾幫我們每一位學生付了一百二十
萬台幣，相信大家非常感恩，必須要穩定
住。第二個，如果學生沒過，老實說重修
不是壞事。以我自己經驗，當時某位大學
同學基本科目念不過，後來反而變成大學
教授，就是因為被死當後重唸，才真正懂
了，沒有浪費時間、天分。如果真的過不
了，要給他時間，讓他重修，讓他有第二
個機會好好準備自己，並不是恥辱。可能
第一次沒過、第二次就 A+，不要過分擔
心、不要勉強學生，給他機會來準備。
住服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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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床位上的小桌子，我們學校七千六百
多張床，只有十舍跟十二舍有，大概九百
六十幾張，本來全部沒有。大概五年前這
個會議有家長希望小孩在床上也能看書，
所以我們加了這小書桌。如果現在說不要
有，我們也很為難，因為拆也需要一筆錢。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保留下去，但到二年級
就不會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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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沒唸過普通高中、大學， 校長：
對小孩是完全開放，所以我只
能透過學校給的訊息知道小 你們的子女到學校很難聯絡上，依照我個
孩的狀況。現在大學成績單不
會寄出，要自己上網看？因為
小孩不會告訴我，關於學生狀
況完全無法掌握，只能偷偷看
他的書包。大學如果不回家，
是完全失聯的，在這四年內，
我們該如何得知小孩學習的
態度和狀況?只是想知道四年
的學習家長該如何得知？

人經驗，學生只是暫時忘記家庭，而享受
在學校這個新家庭，將來還是會回去，您
可以放心。但如果他常常打電話給你，吱
唔其詞，一問他卻甚麼事情都不講時，就
該跟學務長聯絡。你要給孩子一個機會，
讓他正式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年輕人。可能
您只是想偷查一下，但被他們發現的後果
似乎不太好。要改變習慣需要一些時間，
勉強自己一下。等到他之後帶著笑容回家
時，對父母親很有禮貌，對鄰居的態度也
改變了，你會感到非常的安慰，因此，要
給他機會。
如果他告訴你，你能幫助甚麼？他這個年
紀，不會的題目可能你們也不會做。他需
要幫助的時候，會來找您的，到時候請不
要責怪他，這是沒有幫助的，應該反過來
鼓勵他。
學務長：
聽完各種問題，之前看天下雜誌，調查過
大學生最痛苦的事是甚麼？有四成大學生
回答“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所以當孩
子進到大學後，他開始成為一個成年人，
開始探索、摸索的階段。家長在放手的時
候，又覺得不捨和擔心。孩子從父母的舒
適圈進到學校，要開始進行成長、啟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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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讓他自己去探索，從舒適圈進入到一
個安全圈。如果在這個安全圈有任何他想
做的事情就讓他去探索，讓他去成長。學
校也會幫助他們，有一層一層安全網，怕
他們出狀況。我自己的孩子也告訴我，24
小時都可以打教官連絡電話讓他覺得是可
能求救的途徑，但還是希望孩子自己解決
問題、人際的問題也是，這態度是非常重
要的。在交大有個特色，有個類似雙導師
制，系所有導師，諮商中心也有導師到各
系去開生涯規劃的課程，在大一就會告知
他們會面對甚麼問題，如何調適，學習方
面要注意什麼，在未來如何探索自己想要
的東西等。另外，大一進來一個多月後也
會有身心量表，會顯示他是否有學習問
題、心理問題、各種焦慮問題，這時諮商
老師就會介入輔導。除了導師和諮商老
師，我們各系也會安排輔導學生去關心學
生，有問題也會通報諮商中心。學校相對
來講是個較安全的地方，也會盡力協助學
生，是個大家庭，希望家長放心，讓他自
己去探索。我覺得學生雖然是鴿子或風
箏，他的線還在，他們還會回來，就讓他
的天空大一點，讓他自己飛吧!飛了以後他
會更健壯，讓你覺得他不一樣，他長大了。
校長：
與其他學校不同，我們知道學生在成長階
段會遇到不少困難，我們是有一層一層的
安全網，要對學校有信心。另一方面，如
果真的察覺到有異樣，也盡快跟學務長聯
絡，不用過度憂慮。學校希望第一時間了
解狀況，但有時候家長進來，會變得更難
處理，因為家長會被過去的包袱所限制，
沒有受過專業的諮商訓練，又因為感情顧
慮，無法做到職業性的水準，要相信學校
有專業的人士來協助。家長也要給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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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方面大家都要一起來同工(co-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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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以理工聞名的優質大
學，小孩念外文系，對於性質
不同的少數科系，資源跟一般
大學會不會有落差，也想知道
外文系畢業生職場狀況？

外文系主任:
外文系是大家的寵兒，不用擔心資源問
題。舉個例子，我們有全國大學非電影科
系唯一有的，華納威秀級的人文電影館，
這是上一屆校長特別撥三百多萬給我們
的。外文系是小而美的系，不會因為非理
工就得不到資源的挹注。大部分家長都會
關心就業問題，通常外文系的畢業生都會
有好幾個工作等他，不會找不到工作。同
時因為交大優質網路的環境，比其他學校
出來的人文科系的學生更具有就業的競爭
力。課程設計上，我們給外文系學生很大
的空間發展個人專長，每個學生畢業都能
發揮他的創意和批判思考。我們外文系有
個畢業生和他資工系的室友共同創立了痞
客邦，PIXNET，後來他們被城邦集團併購，
所以他們還沒三十歲就已經是數億身價。
另外還有一個電影導演在大陸拍攝微型電
影。說到一般就業，我們外文系的同學 39%
是在教育界，又因為他們有發展第二專
長，所以有 15%在科技業，12%在服務業，
請家長不要擔心。
校長:
我想君子不器，不要被系所的名字給束
縛，我們訓練學生的方法是以終身都能夠
學習，學習使用各種工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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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交換學生的計畫，我想請 副國際長張家靖:
問一下有哪些學校，是在幾年
級交換?
本校與 100 多所學校簽有校級交換合約，
在亞洲有 40 餘所，歐洲約 50 所，美洲 5
所，大陸 30 多所，每年進行 2 梯次之校
內甄選，相關資料都可以在國際處網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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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學生需符合欲選填學校之交換資格
及語言能力門檻，本處會根據學生的審查
成績排序、志願以及名額進行篩選，若通
過姊妹校審查，就能獲得錄取通知並進行
交換。一般來說大學部交換生以大三、大
四為主，研究所則以碩二、碩三為主。如
果我們的學生符合出國交換獎學金辦法，
可於出國前申請獎學金，本處將依每年申
請人數及預算，核定適當之獎學金金額。
電機學院院長:
電機有七、八十位交換學生，獎學金有兩
個方式，一部份是入學時的特殊班級，入
學即有交換生獎學金，像電資學士班、電
子甲、電機甲。如果學生進來後，在交大
成績優秀，也可以申請系所或是學校獎學
金的贊助，這是在獎學金方面的資源。因
為現在歐美學校，特別是美國，學費昂貴，
對於收費非常高的學校，還是希望家長能
自行出一部份學費。以電機學院來說，有
頗多學生去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在
計算機電腦科技方面有 CMU。此外，我們
也有許多歐洲和日本的學校。歐洲的學
校，雖然是德語學校或是法語學校，仍然
提供英語課程，尤其是高年級或研究所，
所以我們學生通常不需要學習他們的語言
就可以去修課。比利時魯汶大學是歐洲知
名的大學，每年有五、六位我們的交換學
生，德國最好的理工大學，慕尼黑工業大
學，我們每個學期也固定有幾個學生過
去，英國也有。日本的交換學生比較會要
求語言。我們的交換學生主要是大三到大
四，以大四學生居多，以上簡單補充。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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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個國際的大學，所以我們也有許多
外國學生，各色人種都有。
9

(1) 我的小孩住 12 舍，晾衣服
的地方是淋浴間，淋浴的
地方會有濕氣，所以他在
宿舍裡晾滿了衣服，我想
請問晾衣服是否有其他地
方？

住服組組長:
12 舍的結構是 Y 字型，有一邊是有比較小
的曬衣架，另一端是整間都是曬衣間，根
據過去曬衣的量這是沒有問題的。有些家
長擔心屋頂可否曬衣服，其實早期可以，
但因為一些負面新聞，考量安全問題，所
以現在在頂樓有安全管制，基本上不希望
學生到頂樓去。關於雨天等潮濕問題，我
們準備臨時的曬衣架，如果有需要我們可
以開放宿舍周邊或陽台曬衣服。

(2)校長希望學生多培養人際 住服組組長:
關係，所以我想請問宿舍是
否有交誼廳?廚房？
早期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所以設計並沒有
考量到交誼廳的問題，而現在陸續在現有
空間改良。像竹軒進去有個小圖書室，旁
邊是交誼廳，可以看電視。在 12 舍地下
室有很大的交誼廳，是一個小電影院，和
五六間的小研討室。比較有問題的是十
舍，因為它與九舍在一起，所以共用一個
小的交誼廳。未來我們希望在竹軒後面，
做一個小的庭院。未來我們也希望有簡單
的交誼廳和更大的讀書室。廚房的部分，
考量安全問題，宿舍裡面沒有廚房設計。
但這幾年我們在國際生用的宿舍有廚房設
計，但因為外籍生生活習慣不太一樣，讓
管理上出現許多問題，以致我們想將它關
掉又不太可能。我們在南區正在興建研究
所第三宿舍，將在 106 年蓋好，裡面導向
現代化設計，有很大的交誼廳，也會有廚
房設計。部分床位會提供給大學部學生使
用，到時會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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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交誼是大學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
把室外優化、美化，讓那也有交誼的地方。
新的宿舍甚至有公寓在其中，歡迎退休的
學長們回來住在裡面，和同學們在一起，
薪火相傳。現在我們在慢慢改進，很多宿
舍計畫都已經在進行。各方面都與時俱
進，也許還不夠，但各方面都已在營建之
中。因為過去的營建規定和現在都完全不
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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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前舊校區，五路公車星
期天晚上一小時三班次，
現在孩子住十二舍，離開
或是孩子走清交小徑都很
遠，二路班次為什麼那麼
少。
(2) 宿舍問題，旁邊有個地方
空空的，不知道要做什
麼。還有宿舍抽屜兩根木
頭卡住，一開通通斷掉，
這個設計有點怪怪的。

住服組組長:
12 舍早期規劃每層樓一邊放垃圾、一邊空
的，為辦活動的地方。六、七樓為規律寢，
有小讀書室，五、六、七樓都有，三、四
樓為空的，是學生辦活動的地方，另一邊
是垃圾放置地。空的地方大概五、六坪，
學生晚上要辦活動都可以使用。
抽屜壞掉，抱歉沒有檢查到，因為我們宿
舍幾乎 365 天都有人住，新生宿舍，竹軒、
十舍、十二舍，在寒暑假因為辦活動所以
還是會有人住，所以在準備給新生整理的
時間只有二十天。等等可以告訴我床位，
會幫您修。

事務組組長:
二路公車屬於新竹客運，溝通多次，因營
運情況無法增班。不過學校花一年一百萬
承租小紅巴，於高鐵站，小紅巴、一、二
號公車都有補助，學生前往學校可能要多
方選擇，相關資訊都在事務組網頁標註。
針對各校區聯絡，有安排各校區公車，也
會因課程需求臨時加開。關於一、二號公
車，每年都跟公司聯絡，答案都是因為載
客乘客率很低，所以尚待考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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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課系統不夠方便，選修 課務組組長:
和必修衝堂無法挑出來，
所以都要自己再對，是否
可以改進？
(2) 是否有長期選課的建議或
老師、學長是否可給予指
導？
(3) 剛剛說不會寄成績單，我
又不太會用電腦，學校有
哪些與家長的互動管道？

(1) 選課系統會配合學生需求不斷地改
善，將會請資訊中心協助，感謝建議。貴
子弟若有選課系統操作上的事宜，非常歡
迎他到我們辦公室，我們很樂意跟他一起
討論。
(2)每個學年在新生入學時，教務處都會印
發必修科目表等給學生，並放置於網頁供
大家查詢，以使學生有長期修課規劃之依
據與參考。每學系都有課程的整體規劃，
學系也都會進行選課輔導。選課期間若有
選課問題，學生可以詢問學系辦公室助
理、系上的學長姐、指導老師或課務組。
校長:
成績單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我
們不反對學生將成績向家長報告，但也希
望家長對他可以尊重。這也是對他一種鼓
勵，你如果是成人的話，就要對自己負責
任，在此年紀如果真的讀不好，老實講父
母能幫的忙不大，你可是多煩惱的，讓他
自己可以機會更正自己、改進他自己，我
想這更重要。
註冊組組長:
大學部學生依然會寄成績單，但 20 歲前
收件人是家長，20 歲後收件人是學生。收
件人是學生，要看他們願不願意給家長
看。對於學生成績，我們本來有個家長介
面，但由於個資法的問題，我們把它關掉。
另外，我們學校有退學制度，雙二一或累
計三個二一會被退學。如果學生二一會寄
給家長一個家長訪談單，和系上導師或系
主任討論該如何幫助學生。學期中也有預
警系統，老師可以登入了解期中前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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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是否會有不及格的危險，很嚴重的
話，系上會斟酌通知家長。
陳信宏副校長(兼任教務長):
學校預警制度是期中考考完以後如果落後
很多，基本上會通知導師及系所，這種預
警制度系所會注意，只有在有二一疑慮
時，才會通知家長。學生選課一定跟系所
有關，每個系所不同，而且每一屆都不一
樣，學生選課會在系所輔導時，會講清楚。
至於選課系統，針對選課以後衝堂的可能
性很高，所以，有些會再協調過，系統不
是馬上反應，馬上反應就註冊不上去，會
在第一、第二週時間去換個上課時間之
類，原則上系統是沒有問題。
校長：
我鼓勵大家態度要稍微變一變，以我教書
多年的經驗，我在美國教書 18 年，我個
人的經驗是如果這個學生不能夠 PASS 這
個課，通常是重選了以後會大大的不同，
你如果勉強他的話，D-PASS 以後去找工作
就很麻煩了，讓他再來，他可能是 A，這
對他而言是有很大的鼓勵，在那裡跌倒就
在原來的地方站起來，不是個壞事，讓他
能在這裡面學到教訓，能夠很負責任的把
這事情處理好，這對他將來是一個很大的
祝福。希望把這觀念建立起來，不要勉強，
尤其在學習方面，要注重學習的結果，而
不是學習的成績。父母給學生最大的鼓勵
是你們非常鎮靜，你們如果慌了手腳，給
他的影響會非常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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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建議學校家長進校 陳俊勳副校長(兼任總務長)：
園不用收停車費。我家長子就
讀中央大學，平常時間家長進 我們是前三十分鐘不收費。交大、清華、
出憑學生證影本就不用收錢。 還有台大都是國家土地，我們不收費可能
12

會被審計部糾正。我不知中央大學為什麼
可以不收費，或許中央因為地處偏僻，而
清大因為地點很好的關係，規費還比交大
貴，如果今天不收費，受害的會是學生，
園區大量的車子會進來，學生會抗議。現
在學生已經抗議車子很多，但現在已經是
有收費的情況，如果不管制，損害的還是
學生的權益，學生在校園時常跑步，有安
全的問題。而且不收費，我們很難對教職
員也不收費。而我們收取的經費是專門用
在交通建設上，例如環校道路，連清華都
想借，很多校友都想借，這只有交大師生
使用，而學生的摩托車也是有收費的，所
以很抱歉，無法滿足家長的,需求。
校長:
希望家長能體諒我們的苦處，主要我們在
園區具有戰略性地位，他們經過我們學校
是個捷徑(shortcut)，最重要是怕我們學校
變成一個大型的停車場，有進有出，到時
就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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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跟台灣有些不一樣，美國
的退學及成績考核機制進去
最後成績只有 50~40%，美國
的轉學都很方便，環境跟制度
是不太一樣。另外對個資法的
解釋好像有點誤解，家長要了
解學生的成績，家長應該是要
完全負責或是扶助他，為什麼
家長沒有權利知道他的成
績。在台灣轉學當然不是像美

校長:

國那麼方便，家長是要負全
責，他現在可能被退學，而家
長應該是要去輔導，是家長的
責任。之前有家長提到不會用
網路，學校沒寄成績單(後來瞭
解學校是有寄的)，家長不會用

絕對將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這個是台灣
跟美國都一樣的。現在的學生比較複雜，
我們希望給學生一個成長空間，希望學生
進到這個大家庭得到較好的照顧，他有空
間在這學會做大事，成為偉大的人，這是
我們最大的目標。我們不會放棄任何學

如果學生學習有困難，我們是有多層的安
全網，事實上我們是會通知，不會發生不
通知的情況。學生是 A+或 A 或是 A-，我
想我們還是要給學生一點成長的空間，這
是我們的意思。而學生要退學走路了，居
然我們不知會，這種事不會發生，學生二
一的時候就會通知。學生學習發生困難
時，我們會有導師、學務處及專業的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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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學生也不給看，這點 生，我們會觀察(monitor)他，但我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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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跟台灣是不太一樣。

會主動干預他、綁住他。

這兩次來學校，我覺得學校的
餐廳菜色不是很多，不是雞腿
就是排骨飯，是不是能夠讓餐
廳多樣化，便宜一點。學生都
跑到外面吃，希望在這方面能
夠改善？

陳俊勳副校長(兼任總務長):
學校的餐廳並不是不好吃，而是同樣的東
西吃了兩三年，再好吃都變不好吃。像是
清大會到交大，交大會到清大是一樣的。
在招商時我們盡量招非常好的餐廳。之前
漲了五塊錢，學生就把餐廳關掉，所以在
價錢上我們盡量平價。另外在食品安全與
食品衛生上，現在食品法規定食品都要上
網登記，但在執行上有很大困難，因為很
多餐通都是小販出生，不太會用電腦，而
我們會幫他，所以食品安全、衛生、營養。
所有菜色都是經過學生同意。因為交大不
如清大方便，外面有夜市，所以我們餐廳
盡量做得好，像第二餐廳就花了幾千萬。
我們的餐廳盡量做到衛生、安全，而口味，
因為學生要吃四年，就請各位多多擔待。
我們很多校友會從園區回來吃飯，因為便
宜，所以我們價錢絕對不會貴，比市價低。
而我們的店租也盡量壓低，讓廠商價格可
以低一點。學生帶學生證去吃飯會有折
扣，而下學期開始，我們的餐廳可能會是
全國第一個使用悠遊卡的學生餐廳，第一
個是方便，另外也是衛生，讓老闆不用手
碰到錢又去裝菜，這個我們都已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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