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文學院院長/副院長與師生午餐會
意見彙整與回應
研究：
一、建議學校購買 CNKI 系列資料庫中「博碩士論文全文」以及「1979-1993
期刊全文」在文史哲方面之下載權。
（一）96 年 12 月 24 日臺大電子報總圖報導：已「增購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全文數
據庫(2000-2007)-文史哲、農業」。
（二）經詢圖書館，答覆如下：圖書館原已與 CNKI 資料庫代理商議，擬增購下列資
料庫：
(1)世紀期刊-文史哲，農業專輯(買斷)：即包括 1979-1993 年份。
(2)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全部專輯(買斷)。
然而自 10 月起，CNKI 平台上其他已採購的資料庫，即經常因系統不穩而斷
線，幾經向代理商反應仍無法有效改善其連線情形，致使我們經常花時間向代
理商反應及回覆讀者的詢問，故暫停此一平台上資料庫的採購，希望迫使大陸
出版商及代理商有效的解決系統不穩定情形，並避免後續處理其連線不穩的人
力時間花費及讀者的質疑，待此一問題獲得改善，圖書館將重新展開議價。

二、文學院是否可成立參考室，放置可供入內參考但不可外借之書籍？
短期內，文學院因缺乏公共空間，難以設置。即使勉強將之設於舊總圖，亦因環境差，
利用率必極低。俟人文大樓完工後，可考慮於新大樓及院本部內開闢此一專門空間。

三、據觀察，目前總圖書館擁有之大型套書有的有許多版本，日後若文學院
有空間，是否可向總圖書館建議，一些有重複的、較次要的套書可置於
文學院？
若文學院有空間，將向總圖書館提議，相信圖書館會樂意的。

四、在學術研究上，院裡每個系所都是本位主義，各系所之間沒有協調，學
院內各系所之間的學術交流應該以發展整合型計畫為主，以利同仁彼此
之間的認知與互補。院應主導提出跨系所計畫去申請高研院之五年五百
億經費。
院長可以提倡整合型計畫，但很難去扮演主導的角色。目前院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每年約 130 件，連同文建會、教育部研究案，每年總研究經費約 1.2 億~1.5 億之譜。
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的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本院經費每年約有 3000 萬，院方
只接受整合型研究計畫，因為個別型的應向國科會申請，院方鼓勵跨系整合，目前歷
史系將與哲學系 2 位教師共同進行研究。又，本院佛學研究中心、性別研究亦有數系
教師參加，即整合之實例。另外，黃俊傑教授主持的東亞經典研究計畫（現在為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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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高等研究院計畫）中也邀集中文、歷史、哲學、日文系等多位教師共同參與研究。
至於院方則透過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譬如即將在明年 3 月舉辦之第五屆日本漢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邀集文學、思想、中日交流相關研究之數系教師共同參與，這些都是
往整合方向進行的。

五、有關教師申請五年五百億研究計畫經費，除鼓勵原有之整合型計畫外，
希望能夠增加「計畫是否具有國際性」之評鑑指標，以鼓勵某些由個人
擔任代表之跨國研究計畫。
將提本院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可行性。

六、關於哲學系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請院長多幫忙。
依國科會體制，學門不同，無置喙餘地。而且院長的中文學門召集人職務已於 96 年
12 月 31 日卸任。

七、受到國籍資格限制，非本國籍教師缺乏申請計畫之管道，請問有何解決
之道？。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申請者均未限本國籍教師，請專任教師不
論國籍均踴躍申請，以符合本院教師升等資格。

八、文學院同仁升等、評估要求 3 年內主要著作、5 年內參考著作，此規定不
符合人文研究之實際現況，顯欠公允。人文研究乃長期研究，出版專書
及期刊論文更是耗日費時，需數年才能出版。人文研究不似理工科學論
文具有急迫性與時效性，品質應重於年限。請問文學院能否提出更合理
之升等制度？
本校教師升等代表作須為 3 年內，參考著作須為 5 年內，係校方規定，並非文學院獨
有之法規。院長亦曾建請校評會，放寬參考著作期限之規定，迄無效果。但院長將於
97 年 1 月第二屆全國人文學院院長會議時再次向教育部、國科會呼籲，要求對人文
學科應有不同的標準（曾於第一屆會議呼籲過）。
至於本院評估辦法對於著作之規定，並無代表作或參考著作之區別，但一級與二級著
作計分有差別，評估著作等級標準則依各系所規定。出版期限則為自前一次評估後至
該次評估期間，所出版之著作皆可採計。

九、非英語系教師之升等著作依規定需以其專業之語言發表，但非英語系之
期刊為數不多，發表空間有限，等於箝制此類教師升等，請問有何改善
之道？
依教育部規定：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者，論文應以所授語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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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表示：此規定不太合乎實際，將在人文學院院長會議中向教育部表達。惟本院教
師升等著作並不限定只用期刊，除一級期刊論文（或系所辦理教師評審暨評估優良學
術期刊等級名錄所列，經教評會認定視同一級期刊論文之專書論文）外，亦得以論文
集或專書為代表作，其內容必須為同一主題或環繞同一主題立論之著作，且其中須有
一篇以上或一部分曾於三年內發表於二級以上期刊。上開專書論文、論文集或專書均
以已出版者為限，並應附專業審查證明、出版公司編輯委員名單，及出版之專家學術
審查書面意見。

十、文學院可否辦理院內碩博士生交流之研討會？
文學院各系所領域差異性頗大，研究生研討會之辦理須性質相關之系所有意願合辦乃
較可行，院方站在鼓勵立場，但各系應主動聯繫，而非等他人辦理。學術上的事情不
宜樣樣等別人發動。

課程：
一、建議由院提出全校性外語教學提昇計畫，提昇臺大學生整體語文水準，
並可引進非歐美系語言教學。希望在語言教學上，院能夠扮演主動積極
協調角色，而非依靠單一系所的力量。
請主張者擬具方案向院務會議提案。

二、教師每學期授課時數，建議能夠在更彈性的方式下進行調整。例如，上
學期多授一門課，下學期能少開一堂課。
目前本校已准各系所可依需要於一學年內彈性調整授課時數,經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即可。

三、目前認知科學愈來愈熱門，學校應該建立認知科學學程，提供不同領域
不同系所的學生來選修。
目前學校在認知心理學已有一個研究中心，有語言所安可思老師及哲學系老師參加，
由於我們只在其中佔一小部分，如果要辦學程應該由其他主要的學院來辦較為妥當。
（語言所同學補充：本學期已有認知科學學程，但申請門檻高，必須先修一些專門科
目。）

四、日文選課時，因為優先順序是從研究所高年級開始，因此同學們常選不
上，也因修課人數限制，老師無法加簽，對同學造成困擾。
日文系已開了幾十個班的日文一、日文二，但還有選不上的問題，最大原因除了人數
限制以確保教學品質外，可能還有些是因為衝堂，這個問題請日文系研究，是否多開
班次且開在不同時段，以因應同學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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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文系為何無相關學程？
日文系開的課程以日文課程為主，而學程則是由不同領域的課程所組成。因教師不
足，日文系目前似難與他系所合辦關於日本的學程，但也參加了經典人文學程。建議
同學可申請日文系為輔系或雙學位。

六、日文系師資不足，且為外系開設日文課程甚多，以致大學部基礎課程人
數過多，選修課程種類較少，研究所的課程也大受影響，特別是文學類
選修課程。
這個問題將請日文系注意。但這兩年已額外增聘兼任日語教師十餘名，降低日文系專
任教師的負擔，情況應可改善。此外，日本教授至日文系密集講學也有文學類課程，
並非都是語言方面。

七、希望日文系能開設大學部三、四年級與教授的小型研究課程。
這個問題將請日文系研究。

資源：
一、對於人類學系洞洞館拆遷的問題，是否能夠讓人類系師生有實際表達意
見機會。尤其對於未來新的教學研究，以及博物館典藏展示空間規劃，
在不同階段能夠提出需求與看法。拆遷大事，對於不同專業的老師有不
同的考慮，希望能讓大家充分溝通後行動，而不僅是行政考量與少數人
決定。
校方已開過說明會、公聽會好幾次，將來也會繼續開，歡迎人類學系師生以及其他系
所多多參加。

二、關於人文大樓籌建事宜，未來請考慮設立專門的管道來討論，如每學期
一或二次。
好的。本院有空間規劃小組，各系都有代表，希望代表參加以後要回系報告。人文大
樓也有籌建委員會，若有所規劃，還要提校規小組、校園發展委員會討論。中間還要
開說明會、公聽會，希望大家參加。

三、關於人文大樓籌建遙遙無期，實際情況如何？是否有需要哲學系教師幫
忙促成的地方，請院長說明。
正在逐步進行中，不是遙遙無期。除了上題所答的相關會議外，院長在主管會議、院
務會議都有報告，請各系主管、院務代表會後要向師生說明。

四、關於遷移我比較沒有疑慮，但是搬回來時，恐怕會有別的系所也想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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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哲學系是否可以有某種優先權？
關校遷移，彭院長的時代就有規劃，都有會議紀錄，不是那一系所想進去或不想進去
可以來去自由的。哲學系和人類系當然有優先權。

五、有關哲學系系館遷移重建一事，希望本院同仁能夠體諒哲學系與人類學
系同仁預先響應文學院人文大樓改建計畫，日後大樓一旦建成，賦予上
述兩系原有已列會議紀錄中之空間優先分配之原則。
本院空間規畫小組的會議紀錄中報告一項，已明確記錄對哲學系及人類學系會有優
待，請各位放心。
人文大樓籌建的簡略流程如下：
【拆】遷→都管會/文化局→拆
【建】文學院（含相關系所）、總務處、捐贈者協商→←校規小組→←校發會→←文
化局/都發會→建照→發包→建
每一階段都需要經過多次磋商、協調與開會。此前文化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已通過
我們拆 2 棟留 1 棟，中間研究討論期間長達 11 個月，因此我們也無法預知將來實際
的時程，但已按流程一步步進行，如人類系收藏標本之搬遷事宜，已在建設展示室與
收藏室中。

六、文學院可否設置交誼廳，提供師生交流空間？
人文大樓規劃有交誼廳。

七、人文大樓蓋好後，是給所有的系所使用嗎？
不是的。原先本院的規劃是人類系、哲學系、日文系、外文系、語言所、臺文所六個
系所使用，但因為現在只能拆 2 館，基地縮小，所以原始構想也許不能都達到，但絕
對有改善的。

八、人文大樓教師研究室是否僅有 3 坪大？
人文大樓教師研究室每間規劃為 20 ㎡（約 6 坪），僅有 3 坪，係屬傳謠。

九、建議文學院演講廳除週五不排課外，希望能有更多的空堂時段，以供
舉辦演講之用。
因本校大教室不足，演講廳只好當教室使用。校方已規劃於普通教室後方，拆除舊地
理系館興建教學大樓，以解決大、小教室短少的問題。如果聽眾在五六十人以下，建
議借用本院會議室。當然，本校其他場地也可以去借，但需繳費给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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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究生是否可以有單獨的研究空間？
文學院的空間有限，有的老師還兩人共用一間研究室，本院研究生多達數百人，所以
研究生每人有自己的研究室很難，必須要共用。

十一、葉院長任內辦理多項整修工程，是否已將彭前院長所留下之經費用盡？
葉院長上任迄今尚未用到前任院長留下來的錢，而且整修工程費大部分都是校方提供
的，本院所出的不到五分之一，可參考下表：
文學院 94 年 9 月至 96 年 12 月大型整修工程分攤經費一覽表 96.12.28
工程名稱

廠商

院經費 校補助經費

會議室杯子

振大

6240

文 16-19 冷氣機

展得

244800

掃具間,門禁入口,油漆防水

泗維

99120

合計

備註

6240 per 20 元
244800
99120 94.9

一樓中路女生廁所(含水電,土木,合計 493754 元)
一樓中路女生廁所水電

大士

一樓中路女生廁所土木

泗維

50000

教師休息室整修

寶強

87300

155109

155109 94.9

288645

338645 94.9
87300 94.11

文 20 教室整修工程（含網路，視聽，土木合計 674100）
文 20 教室網路

聖佳

16000

文 20 教室視聽設備

新藝

166900

文 20 教室土木

寶強

331200

331200 94.11

大廳公告欄

寶強

111300

111300 94.11

演講廳男女生廁所

泗維

490000

院長室露台

寶強

96000

96000 95.2

文 16-19 教室紗門

寶強

110180

110180 95.4

新研大樓一樓增設鋁格窗

盈發

39759

39759 95.9

中信局標

28800

28800 95.9

學生置物櫃
東側一二樓廁所

宇昌

文學院大廳清洗

欣聯

276000

院辦公室及中路 2 樓廁所封閉整修

泗維

400000

舊總圖二樓東西側整修

元泰

文學院大堂油漆

坤寶

演講廳整修
文學院一,二樓走廊油漆

16000 94.11
160000

490000

10604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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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00

上網招標
95.12

336055

736055

上網招標
96.2

4736250

4736250

上網招標
96.2

238000

上網招標
96.2

10234382

巨冠

980000 95.2

276000 96.1

238000

建都營造

326900 教務處 94.11

400000

10234382 教務處 96.2
800000

上網招標
96.9

文 16-19 及研討室整修 e 化
(邁向頂尖大學)

寶強,浩伸 1056033

文 16-19 桌椅更新

台裕

西側天井景觀改善工程

和信

舊總圖一樓男女生廁所整修

泗維

東側天井景觀改善工程

台盛

合

2106033

810338

810338

2022044

2822044

上網招標
96.9

1138598

1138598

上網招標
96.11

900000

2579000

3,479,000

上網招標
96.12

5947632

25460821

31408453

800000

計

限制性招標
96.9

1050000

教務處
96.9

十二、人類學系在與文學院做一些事物的溝通時，往往有溝通的困境，有許
多同仁對人類學系學科的特質並不清楚。例如：經費、空間的分配規
劃，往往是以「人數」作為準則，以求公平，但這對一些狀況的問題
並不能有意義的處理、解決。
年度經費之分配，確實由校方依師生人數比例分配，本院再經主管會議決議。總
經費每年不足兩千萬，卻有 12 系所要用，還要補助視聽教育館，院方留下的只有
一百餘萬。人類系及圖資系，另有專案材料費。國科會管理費、代收款管理費，
則以 2:8 比例分配給院/系所。僧多粥少，沒有一個系所是足夠的。

十三、有關教師出國開會申請經費補助，若系主任不願補助，院級僅補助從
未出國或只出國一次者，校級又僅補助助理教授，會造成副教授以上
出國開會卻需自費之變相懲罰性情形出現。希望院能夠重新整合資
源，設計更變通合理之補助方式。
「邁向頂尖大學」計劃中的「國際學術交流」經費，過去兩年，一年是 500 萬多
一些，分給 12 個系所，院方只留了一點點。該款並未規定不能讓教師出國開會，
系主任即可做主，但教師要體諒各系所分配的並不多，系所主管也有難處。最好
的辦法是向國科會申請。

十四、院內近年硬體改善甚多，頗受學生好評。未來是否可將資源轉移到軟
體，添購書籍，或補助學生讀書會？強烈希望能有支持、補助讀書會
的辦法。如果讀書會的補助須由老師提出，看可否納入教師評鑑計點。
有此構想。政府及學術界一直都在鼓勵讀書會，譬如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就提
供經費，鼓勵跨校、跨領域的申請，本院的老師也都積極參與。另外，教育部也
有經費可供申請。一個讀書會大概 10 萬元。而本校教務處也訂有辦法，但主要是
針對大學部學生。如果讀書會由院來主導成立，很可能會失焦，最好是由學生去
請一位老師來主導或主持，比較能夠促成。本院能夠辦的大概就是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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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明年三月即將舉辦「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要有中文、歷史、
哲學、日文的師生參加，因為文學院有 12 個系所，領域不同，很難全部邀集，但
我們一直努力在做，促成局部的跨系所合作，風氣也在形成中。

環境：
一、如果本院經費允許的話，應該有無障礙空間設施。
無障礙空間一直是學校重視的，本院也在積極進行，現在文學院大樓就有兩個殘障廁
所的位子，另外也在規劃電梯。又譬如樂學館一樓的男廁，這學期我們將重新整修，
規劃成男廁與一間殘障廁所。但由於我們文學院是古蹟，不能隨意破壞地貌與外觀，
所以做起來困難重重，譬如做坡道必須長且不能太陡，往往又要轉彎，所以規劃是很
困難的。光是文學院的電梯，我們進行好幾年，終於找到裝設位置，但要做的話還必
須向文化局申請，樂學館要做電梯的空間更是難找。

二、新研大樓地基淘空，建築傾斜，若發生地震，恐危及使用該大樓之教師
生命財產安全。請校方正視此問題，儘速設法解決。
已於 95 年 6 月正式簽文給校方，因涉及結構問題，所以進度較為緩慢，據我們所知，
建築師已就結構技師給的建議，正在構圖中。

三、新研大樓基本維修問題：2 樓網路分配器噪音太大，能否排除噪音音源或
將該設備移至室外？火警偵測系統有無作用？許多開關、電路老舊，常
會漏水漏電，需要全面性檢修。
（一）2 樓網路分配器噪音問題，已請廠商檢查，已將故障風扇更換，惟其音量係機
器本身發出，若將其封閉，將縮短機器使用期限。
（二）火警偵測系統及滅火器，合約廠商每月均固定協助偵測檢查。
（三）老舊開關及電路問題，俟新研大樓整修時，將一併解決。

四、請加強新研大樓走廊清潔工作。
已請工讀生加強清潔打掃，並請相關系所轉知所屬教師，勿於走廊堆置物品，以維
護公共安全及觀瞻。

五、請改善新研大樓廁所內管道間之安全。
已於門上張貼警示標語，並更換門鎖，避免有人誤入，而發生危險。

六、希望加強新研大樓及舊總圖四系系學會外的廁所清潔。
本校廁所清潔工作，係由學校委外處理，已請清潔人員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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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學院建築之基本安全規劃應全面重新考量，進出動線及門禁需要統一
思考，而非交由系所各自為政。以文學院後棟為例，在非上班時間內，
許多通道皆上鎖，教師進出不便，若不幸發生火災，恐怕逃生無門。另
外照明昏暗，女性教師夜間安全堪慮。建議於後棟增設滅火器、監視器、
自動感應式照明燈、煙霧偵測器。
（一）門禁系統若有故障時，基本上仍是由院辦公室統一處理。校方新門禁系統，係
切割成以各系為單位。
（二）以後棟門為例，並非院交由系所控管，係各系自行上鎖，因該區域為該系使用，
基於尊重，院方亦未加干涉。
（三）消防設備已備有滅火器，監視器。至自動感應式照明燈，係補足燈光不足用，
經現場勘查，後棟之走廊照明應足夠。

八、每逢中午用餐時間，文學院 1 樓側門的垃圾箱容量不夠，同學吃完便當
亂丟，造成工友清理不易，希望能改善，也請重新考量院內垃圾處理方
式。
文學院設有 2 處垃圾分類箱，一在門禁處，另一處在文 20 教室東側走廊，請大家多
多利用，並請確實垃圾分類。如有大量的資源回收物，請洽事務組協助或於每日上午
11 時逕送資源回收車（停在文學院與土木系大樓間）。

其他：
一、請問院長的治院遠景為何？你期待哲學系在院發展上扮演何種角色？
我的治院遠景在競選的政見裡曾述及。因為院長的任期只有三年，不可能每任都換不
同的主張，實行起來也會沒有效果。大致上我是按本院中長程發展計畫執行，由於本
院包含 8 系 4 所，各種領域共處一院，差異性較大，制定法規常有顧此失彼之虞，對
本院的發展造成很大困擾，因此院方依中長程發展計畫推動外語學院及藝術學院的籌
設。在外語學院方面，將增加其他語種，如義大利文、葡萄牙文、韓文、泰文、越南
文、馬來文等的課程，以滿足外語教學的需求；在藝術學院方面，近兩年積極推廣藝
術活動，諸如戲劇公演、音樂會、收藏品展示，都有很好的成果。另外，院方每月發
行院務摘要以及即將完成之院史，還有近兩年舉辦之旅遊活動、歲末餐會及本次師生
餐會，目的都在促進本院各系所橫向的聯繫與向心力，這方面應是每任院長都該做
的。至於院方對哲學系的期待，希望哲學系較充裕的員額增聘優良師資，且多開些通
識課，對全校學生進行哲學教育。

二、近幾年哲學系退休教師很多，而新進教師往往被封殺不得聘任，院長是
不是可以幫忙？
系通過的徵聘案，在院教評會中卻不通過的例子，很多系都有，不是唯獨哲學系。這
兩年，哲學系似僅一件，有的系很多件。各系在教評會議上應儘量避免下列兩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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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可以順利聘進教師。
（一）在整個聘任過程中，系方自己在作業上犯錯，導致院教評會委員起疑。
（二）系的院教評委員在會議上發表不當意見，造成反效果。

三、本院研究生學術參與性普遍降低，又常在打工，如何改善？
這是年輕一輩研究生的普遍現象，我們會重視這個問題，思考如何加以改善，但各系
所老師的影響力應該比院長大，畢竟院長和兩位副院長無法接觸太多人。

四、請院長在適當機會與系評鑑委員溝通，儘量尊重各系所專業的需求與意
見。
這個院長恐怕無能為力，但是若有適當機會會注意。基本上評鑑意見是校方了解各系
的管道，也是希望各系改進的地方，希望各系能儘量針對評鑑意見加以改善，不要諱
疾忌醫。

五、希望代表本院之校務會議代表能真正為文學院發聲，爭取權益。
會轉知他們。更重要的是選民要督促代表們出席，本院的代表出席率不高，但代表若
不出席，如何發聲？

六、本次師生餐會應該具有繼續、跨系及發展性，因此聚會不一定以系來分，
可以按照主題或問題，如學術研究、國際化、設備等辦理。
院方希望這個師生餐會持續舉辦，未來也可以依照您的建議來舉辦，謝謝。

七、文學院是否可以辦理交換學生？
事涉資源是否足夠，若由院方自行辦理需自籌交換生住宿及中文學習等費用，文學院
經費向來較為缺乏，自行辦理恐有困難。建議可參加由校方辦理之姐妹校交換生徵
選。其實本院出國為交換生者越來越多，以日文系為最。而來院的交換生也不少，在
十一個學院中居第三名。

八、有些其他學院系所會有老師帶隊，老師和一群學生一起至國外考察觀摩，
文學院可否舉辦這類活動？
院方已將學校撥下經費分配給各系所，同學看到老師帶團出國，有可能是那位老師個
別申請來的研究計畫經費，應該僅有少數是用到校方的資源。另外，博士生或碩士生
若要至國外發表論文，是可以向校方或院方申請經費補助的，請參考本院「補助碩博
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暫行要點」。

九、院方可否提供企業實習的機會或辦理就業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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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不僅圖資系僅有約三分之一同學就業和所學有關聯，以日文系來說，情況也
是差不多的，所以希望同學不僅是本科要打好基礎，更要加強第二外語或加強本身有
興趣的領域，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至於企業實習或就業輔導，通常由各系所與熟識
的企業接觸，增加同學之實習機會及就業管道。校方每年都辦企業校園徵才活動，亦
有畢業生就業輔導組可徵詢。

十、我的指導老師傅申老師即將退休，是否有什麼辦法或是有什麼基金可以
讓老師繼續留下來教書。
退休制度是台灣政府訂定的，規定 65 歲退休，可再申請延長服務 5 年，傅老師將屆
70 歲，是一定要退休的。至於基金或捐款辦法，學校是有的，譬如本院簡靜惠人文
講座，每年提供 100 萬元讓我們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到本院演講。院方建議各系向外尋
求捐款，設立基金給老師專門使用。

十一、我想瞭解本院每個系所的助學金是如何分配的？因為我們所的助學
金，只有三千多。
學校按學生比例給每個系所經費，再由系所決定如何使用，每人給多少錢。譬如中文
系的處理辦法是：先訂出工作項目，依困難程度算好點數，再開放同學申請，每人可
得的金額並不相同。

十二、上課期間，時有校內外人士於本院院內拍攝個人寫真輯之類，影響上
課品質，應如何解決？
已於本院大樓入口處張貼告示：「未經申請許可者，請勿擅自入內拍攝。」期收若干
勸阻效果。

十三、請文學院於館舍內增設飲水機。
本院曾請校方至後棟一樓走廊增設飲水機，經校方實地勘查，本院為古蹟且牆面厚度
太厚，認為水源係一問題，因而未在後棟一樓增設，其他地方則共設有 3 台。

十四、文學院 1 樓大廳飲水機每日凌晨 0 時會開始自動加熱，需時 2 小時，
其間學生必須繞遠道至 2 樓飲水機取水，對女同學而言，尤其不便。能
否請廠商設定將自動加熱時間延後？（但一旦文學院停電，機器就會恢
復初始設定時間。）
校方曾開會要求各館舍將飲水機電源設定成晚上 12 點至凌晨 5 點將電源關閉以節省
電費，本院因考量到飲水機開開關關，飲水易生細菌，再加上本棟大樓亦僅有 3 台飲
水機，故已向校方反應暫緩實施。

十五、請增置微波爐、烤箱設備，以利午餐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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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大堂後方已設有蒸飯箱。至微波爐及烤箱，基於安全考量，公共空間不宜設置微
波爐、烤箱，以免發生危險。

十六、樂學館一樓男廁可以提供衛生紙嗎？
近 2 年我們共整修 7 間廁所，也提供部分衛生紙及擦手紙，但用量實在很驚人。樂學
館的廁所整修好可以提供衛生紙，但建議是由樂學館的三個所提供，而且希望大家珍
惜使用。

十七、能否開放舊總圖四系系學會辦公室門禁，讓學生假日也能使用閱覽室？
建議木門長時間開放，電子門禁調整為自由進出，並將玻璃門改為安全
性較高的鐵門，內部物品的保管由同學自行負責，亦可加裝安全監視設
備。
同學如欲假日使用閱覽室，請至總圖 B1 自習室，學期中 24 小時開放（除國定假日
及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開放至下午 5 時外）。另系學會如需於假日使用辦公室，經該系
同意，將申請書送院核准後，亦得使用。經查舊總圖四系系學會辦公室刷卡門禁，同
學時常以物品阻隔，形同虛設，以致曾遭小偷入侵竊取財務，請同學務必共同維護公
共安全。

十八、可否重新設置意見信箱，或於網頁上公布各項業務承辦人的 e-mail？
如對本院有任何意見歡迎 e-mail 至 liberal@ntu.edu.tw，我們會有專人處理。

十九、能否加強宣導節省紙張，避免資源濫用？
為節省紙張，避免資源浪費，本院主管會議決議，自 93 年 9 月起，凡本校已發電子
公告之公文，本院則不再印送各單位，各單位需指派專人訂閱台大公文公告系統。且
本院亦利用 e-mail 傳達資訊，例如院務摘要，紙本僅發予無 e-mail 者。

歡迎師生參加下學期的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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