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年寒假各類研習營暨系學生會主辦全國性跨校交流活動 

檢討會會議記錄 

開會時間：99 年 2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0 分 

開會地點：勵學大樓 2F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楊學務長美賞 

聯絡人及電話：葉筱微小姐                   TEL：2114 

出席者：曾總務長誠齊、蔡組長麗桐、賴組長富彬、陳朝政秘書、王俊傑總幹事、

運動醫學系陳勝凱主任（林槐庭老師代）、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黃友利

主任（李正發老師代）、楊秋蓮小姐、葉筱微小姐、林博智先生、運醫營

尤柏鈞總召、後醫營林子宇總召、葉真宜副召、體驗營陳儀芳總召、全

國醫技盃林聖儒總召、學生會權益部。 

請假者：熊組長仁先、醫學系林志隆主任、學士後醫學系田英俊主任、體驗營輔

導老師蔡嘉駿醫師、全國醫學生年會吳柏宣總召。 

 

會議議程： 

一、主持人致詞(略) 

二、報告事項： 

（一）99 年寒假各類研習營已圓滿結束，各類研習營一覽表如下： 
※寒假營隊 

營隊名稱 主辦單位 營期時間 招收人數 工作人員 收費標準 活動聯絡人

運醫營 
運動醫學系 

學生會 
1/23-1/27 63 50 4500 

尤柏鈞 

0912-812459

後醫營 
後醫學系 

學生會 
1/26~1/28 60 30 3600 

林子宇 

0933-579181

體驗營 
欣欣康輔 

青年服務社 
2/1-2/5 120 20 5300 

陳儀芳 

0912-969627

 

※系學生會主辦全國性跨校交流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時間 
招收人

數 
工作人員 活動聯絡人 

第八屆 

全國醫技盃 

醫技系學生

會 
1/29-1/31 894 98 林聖儒 0932-721459 

2010 全國醫

學生年會 

醫學系學生

會 
2/6-2/9 150 20 吳柏宣 0937-339472 



（二）寒假各營隊場地收費標準比照 98 年暑期各類研習營協調會議決議收費。為

建立使用者付費觀念並因應場地成本上漲，99 年寒假營隊仍需徵收場地維

護費，但基於照顧學生之立場，特予優待 6折收費。 

※98 年度起收費標準如后： 

項目 收費標準 

一般教室及特

殊場地 

採一時段 4小時收費方式，再打 6折核算。 
營本部 

營隊期間之始

業式、結業式及

用餐時間 

行前訓練時間 

1/18 前 免收場地維護費  

1/18-各營

隊營期前 

每一營隊免費三時段場

地及空調使用（演藝廳、

大講堂除外） 

 

1/18-1/31 各場地、教室免費提供場

地及燈光，不提供空調 

若需使用空

調，以每一時段

依定價打6折計

費 

1/18-各營

隊營期前 

由總務處列出濟世大樓

可供使用之教室清單(共

10 間)，免費提供場地及

燈光，不提供空調。 

其餘教室，每一

時段依定價打 6

折（提供空調）

計費 

宿舍新館4人房 不提供新館住宿 

三、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寒假各營隊場地收費，請討論。 

說明： 

（一）各類營隊借用場地收費部份，依協調會議決議，收費以 6 折核計，各營隊

收費金額詳如借用場地收費一覽表（附件一），核定後轉知各營隊於 3 月 31

日前往總務處出納組辦理繳費事宜。 

（二）檢附本校各類場所收費標準表如附件二。 



決議：依各營隊場地借用情形計算收費金額，核定後轉知各營隊於 3 月 31 日前往

總務處出納組辦理繳費事宜。 

營隊名稱 主辦單位 營期時間 收費金額 活動聯絡人

運醫營 運動醫學系學生會 1/23-1/27 52,800 
尤柏鈞 

0912-812459

後醫營 後醫學系學生會 1/26~1/28 27,000 
林子宇 

0933-579181

體驗營 欣欣康輔青年服務社 2/1-2/5 77,400 
陳儀芳 

0912-969627

合計 157,200  

 

提案三： 

案由：由各營隊提出 98 年寒假各營隊活動、場地及器材借用及宿舍等相關意見如

下表，請討論。 
編號 問題類別 反應營隊 說明 

1 

場地及器

材借用問

題 

醫技盃 

我們有向學校提出將教室當做各校休息室，1/30 早上六點

就要使用，1/31 早上七點使用，我們賽程都很緊湊才會向

學校提出申請此時間，但 1/30.31 值班人員都沒有準時開

門，1/30 當天到七點半才開完門，而 1/31 則是七點十幾

分開門，導致第二天全部賽程皆往後延，而第三天影響並

沒有很大。1/30 當天早上六點到學校，發現這個問題打電

話給當天值班先生一開始未接到電話，等到接到後還詢問

我們是否有申請，直到開完全部休息室的門後，時間是 7

點半左右，而我們賽程(男籃、壘球)是從當天早上七點開

始打，皆因此拖延到時間，使得我們賽程後的活動皆往後

延半個小時。在盃賽各校檢討會中，未準時開門是屬於各

校一致認同此次活動需要改進的地方。 

運醫營 

1. 1/23 新大樓川堂租借問題，我方已事先借用新大樓川

堂，但中午卻有其他團體在川堂進行午餐，導致我方

人員佈場困難，經學務處調解後改善。 

2. cs201 冷氣問題，因營隊人數較多，教室冷氣無法達

到理想狀態，1/23 及 1/24 教室過於悶熱空氣流通不

佳於 1/24 造成我方困擾營隊活動困難，在 1/25 早上

協調過後已解決。(借用時段：1/23-1/25 8:00-22:00)

3. cs201 單槍問題，操作說明較不清楚，且機器觸控面

板的校正有問題，導致操作上遭遇困難，1/24 早上單

槍無法開啟的情況，經工作人員與校方人員處理後改

善。 

4. 1/24 晚上遇 4樓借用教室 402、412 沒開啟的狀況，

經我方工作人員與校方人員處理後改善，但對我方活



動造成困擾。(借用時段：1/24 18:00-22:00) 

5. 1/27 早上 8點實驗大樓 304 尚未開啟的狀況，經學務

處處理後改善。 

2 
校園安全

問題 

醫技盃 

有位參賽同學的背包在綜合集會場被偷走，因活動當時人

數眾多，難以控管出入的人，希望以後也有要在綜合集會

場舉辦大型活動的社團，能夠向參加者提醒隨身物品需看

管好，以免小偷猖獗。 

運醫營 

1. 校園流浪狗問題，1/24 晚上學員於 cs201 用餐時，有

流浪狗直接進入教室。 

2. 校園夜間照明問題。 

3 其他問題 運醫營 

1. 我方有向社團借用音響設備，但該社團表明設備上有

損壞尚未修復，因該器材為校方財產，希望校方可以

盡快維修，讓社團營隊的活動都可以更添風采。 

決議： 

（一） 場地及器材借用問題： 

1. 有關於第一教學大樓川堂借用事宜： 

(1) 校外團體借用場地時，請總務處事務組加註相關警語，如需使用

第一教學大樓川堂，需另外登記借用，且須付費始可使用。 

(2) 由總務處與學務處課外組共同前往場地勘查，於適當地點（如柱

子）設置管理辦法及借用情形公布欄，以避免場地占用情形。 

(3) 擬召開跨處室協調會議（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及通識教育中心體育

組）研議管理辦法，於管理辦法中明訂上課時間內（週一至週五

8 時至 18 時），禁止於第一教學大樓川堂打排球，以維護週邊教

室上課師生之權益。 

2. 有關醫技盃已於活動事前提出延長借用時段申請，但因主管單位未注意

到欲自上午 6點使用，導致 7點上班之值班人員未能準時開門，未來若

營隊須於 7點以前借用場地，建議前一日先至總務處借用教室鑰匙，以

免影響活動進行。 

3. CS201 單槍問題，因該段時間正進行數位講桌更新與施工，相關器材恐

有青黃不接情形，待數位講桌全面完成後，未來將不會有此問題產生。 

4. CS201 教室空調問題，總務處營繕組表示，依據總務處電腦記錄確實有

打開空調，造成悶熱的原因可能是教室內人數較多、室內外溫度差異及

人員穿著問題，因室內溫度高於室外溫度，而使學生感覺沒有開空調，

未來建議同學宣導穿著衣物應考量室內外溫度，若過於悶熱，亦可打開

窗戶，使室內外溫度流通，建議未來借用教室，可前一日先前往場地確



認狀況，若無法符合需求，可改借其它教室，以免影響活動品質。 

5. 借用教室未準時開門問題，未來請主管單位多加注意，亦請各借用單位

於前一日再次確認，以避免類似情形產生。 

（二） 校園安全問題：有關於竊案問題，因校園屬開放空間，實難管制進出人員，

未來相關團體舉辦活動時，將加強宣導將貴重物品放至於第一教學大樓寄

物櫃，以免遭竊。 

（三） 社團器材借用問題：已於 2/26 通知廠商完成檢修，未來社團器材將定期檢

修，以避免臨時借用無法使用之問題。 

四、臨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運動醫學系系學生會提出於營隊舉辦期間，若非上班時間遇有緊急問題需

協助，應如何處理，請討論。 

決議： 

（一）原則上，營隊舉辦期間，將由課外活動組安排人員值班，若非值班時間內，

各營隊須尋求協助，除可撥打課外組人員之手機外，亦可請值班之校安人

員協助。 

（二）未來各營隊舉辦時，由課外組製作並提供相關承辦人員通訊錄，使營隊遇

有問題時，可於第一時間聯繫到相關人員，避免影響活動進行。 

 

提案二： 

案由：目前營隊輔導，已建立事前協調與事後檢討機制，未來之協調會議，應先

追蹤上一次檢討會議之決議事項，並逐一檢視，以達會議之成效。 

決議：將本次會議之決議，轉知各相關承辦人員，並於下一次暑期營隊協調會議

逐一檢視，以確實達到 PDCA 機制。 

五、散會：13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