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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客家鼎盛聯合
【記者金姵君、黃郁雯／苗栗報導】國立聯合大學
週 年 校 慶 於 11
月 23
、 24
日盛大舉行，雖然一開始
40
因大雨而中斷比賽，幸好很快就雨過天晴了，第一
天下午的比賽也如期舉行。

團體的比賽也是校慶的重點之一，除了大隊接力
外 ， 還 有 20
人 21
腳、拔河等科系的團體競賽。大隊
接力分別由財務金融學系一甲、光電工程學系二乙
獲 得 女 子 、 男 子 組 比 賽 第 一 名 ； 20
人 21
腳則由台灣
語文與傳播學系三甲、材料科學工程學系一甲、語

運動大會團體競賽 各系展現向心力

校慶的重點之一就是啦啦舞競賽，分別是競技和
創意兩項，參加科系使出渾身解數，希望勇奪冠
軍。在競技啦啦的部份，資訊管理學系蟬連冠軍，
他們以明亮清晰的口號、整齊的動作，配合陽光的
笑容，順利拿下 連
4 霸獎盃；而創意啦啦則是機械工
程學系拿到第一名，機械系把當下流行的音樂 —
韓
庚 的 小 丑 面 具 和 潘 瑋 柏 的 24
個比利作適當的結合，
並 把 兩 首 MV
的情境帶到現場，發揮自己的創意展現
給大家，獲得評審的青睞，抱走最高的榮譽。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的李同學表示，競技啦啦的
表現很棒，只是出現許多失誤，讓觀眾看得很害
怕，大家都很有創意和點子但用的歌曲重複性很
高。這次得創意競賽第一名的機械系就跳脫很多不
同的風格，很有吸引力。

第四十週年校慶啦啦隊 創意登場

四十週年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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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三甲榮獲女子、男子、混合組比賽第一名；至於拔
河，華語文學系一甲、機械工程學系二丙拿到女子、
男子組第一名。
參與許多團體賽的林同學說，雖然練習時間不夠充
裕，但是憑著對運動的熱愛，在賽中激發別於以往的
潛能，更創造許多美好的回憶。
校慶兩天的活動在歡慶中順利劃下句點。語傳李同學
表示，這次的校慶師生都熱情參與；財金 財
( 務金融
學系 薛
) 同學則希望「雨天備案的行程可以更明確一
些。」

今年 40
週年校慶也包含了由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
院所主辦的第 屆3客家週活動，此次活動以「龍耀客
家，鼎盛聯合」為主題，隆重揭開序幕。每年客家
週活動都會辦在 月 日前後，客家研究學院經社
11
12
所的助理教授馮祥勇表示， 11
月 12
日為國父孫中山
的誕辰，而孫中山為客家族群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代
表人物，因此以其誕辰日做為客家週活動起頭。
日上午在苗栗縣政府一樓大廳召開開幕記者
12
會，說明活動內容，並由副縣長林久翔、聯大校長
許銘熙、客家研究學院院長劉鳳錦等人共同敲響大
鑼為活動揭開序幕。至於今年最特別的策劃莫非就
是客家音樂大賞，包括 14
日晚間「聯合樂客音樂
會」及 17
日上午「閉幕音樂會」，邀請客家歌手、
樂手呈現傳統八音、山歌與國樂融合客家音樂及客
家搖滾等多樣客家音樂風貌及不同層次的客家音樂
風格，讓民眾了解客家音樂與文化。
客家研究學院資社所所長晁瑞明指出，客家社區
數位內容雲端服務透過數位典藏、電子書籍和數位
發展，然後在雲端上面呈現，希望能藉此達成新校
區與里鄰結合的目標。
日中午在聯合大學公弢樓四樓所辦的「藍染
14
」，同樣也吸引同學們前往，學校邀請藍染師傅
DIY
為同學做解說及示範。語傳系林靖諭同學表示，用
槌子敲打花瓣和樹葉，是特別的經驗，看到親手做
出的作品，挺有成就感！

敲響大鑼 第三屆客家週開跑囉！

校慶圓滿結束後，卻發生令人遺憾的插曲。校慶頒
獎當天原本公告由語傳系蟬聯精神總錦標，語傳系上
下欣喜若狂。但事隔兩天，卻傳出分數計算錯誤，得
主應為華語文學系。華語文學系對精神總錦標失而復
得，語傳系卻與此獎項擦身而過。四十周年校慶運動
會精神總錦標冠軍原為華語文學系，但因體育室計分
失誤，誤頒給台灣語文語與傳播學系。
場邊啦
由於體育室誤植華語文學系「精神總錦標 ─
啦隊」為 14.4
分，導致精神總錦標由語傳系奪冠。更
分，名列第一。
正後，華文系總成績為 98.1
體育室發出聲明稿指出，雙方在運動大會期間，充
分展現運動家精神與參予校慶活動的熱忱，團隊精神
堪為全校表率，表現精采令人敬佩。
體育室主任蔡豐任表示，這次校慶不巧下大雨，打
亂 了籌備工作，最後在極倉促的時間下造成精神總
錦標計分失誤，對兩系造成困擾，他感到非常抱歉。
為了表示心意，他個人分別贊助兩系學會五千元，希
望能夠表達體育室的誠意。
對於此成績誤植事件，體育室全體深表歉意。誤植
事件的消息傳來，還沈浸在蟬聯精神總錦標的語傳
系，上下一片錯愕。但是由於體育室態度誠懇，計分
老師也出面證明分數的確為誤植，語傳系決定接受第
一名易主。語傳系系學會會長賴俊佑希望同學抱持大
器的態度，也恭喜華文系摘下總錦標冠軍。
月 18
日行政會議中，請校長補頒本屆精
體育室於 12
神總錦標冠軍給華文系。

校慶精神總錦標華文系失而復得

▲聯大經管系化做功夫熊貓，以拳腳與響徹雲霄的呼喝聲奪下競技啦啦隊第三名。攝影／吳典錡

【記者潘迎足／苗栗報導】國立聯合大 教學品質等都能持續地發展。
學4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由11月23日下午3 為期2天的運動會，共有啦啦隊、棒球9
點創意進場揭開序幕，開幕式活動集結5 宮格、20人21腳、田徑、跳遠、拔河等競
學院21系所學生隊伍進場，發揮創意，激 賽項目。啦啦隊競技組由呼聲最高的資管
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其中工設系的「鼓 系奪得冠軍，完成4連霸目標，電子系、
惑」彷彿帶領大家進入宮崎駿動畫世界， 經管系分別拿下第二、三名。創意組啦啦
奪得冠軍；建築系「即疆盜來」、華文系 比賽，機械系三連霸HIGH翻天，亞軍華文
「華哈哈韻律教室」同樣博得滿堂彩。 系與季軍工設系也不遑多讓，舞動全場。
本次運動會開幕式特別邀請到苗栗縣 聯大校長許銘熙表示，就任後第一次參
內200位中小學校長，以及前來苗栗參與 加校慶運動會，看到同學們全心投入的精
偏鄉座談會的教育部長蔣偉寧共同分享 神，令人感動敬佩，充分展現聯大學生的
「聯合40，卓越踏實」的成果，一同慶 活潑熱情。許校長更希望全校師生能多多
賀從聯合工專、學院到升格為大學的喜 參與各項活動，讓大家都能秉持運動家精
悅。蔣偉寧不僅對聯大學生創意讚譽有 神，享受人生中的每一段競賽過程，踏實
加，也特別提到聯大第二校區許多重大 的抵達目的地。
工程將於明年竣工啟用，屆時校務規模、

上
▲圖， 同學奮力衝刺，希望勇奪第一。攝影／賴俊佑。下圖，工設系
「鼓惑」彷彿帶領大家進入宮崎駿動畫世界。攝影／潘迎足。

40 鼓惑 聯大校慶同歡樂

編輯：許瑋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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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一事牽動全校驚
西式餐飲販售焗烤飯引起爭議 影響全校師生關注 學生自動維護自身權益
【記者蕭義正／苗栗報導】國立聯合
大學多數學生都會加入的「聯大一
號」FB社團，10月27日貼出學生餐廳
西式早餐「伊甸香」停止販售焗烤飯
的文章。貼文的「伊甸香」老闆娘賴
女士表示焗烤飯的停止販售，原因是
校方行文告知，要求西式早餐店不得
推出焗烤飯。
文中還提到最主要的是學餐素食「荷香

園」老闆先向學校行文，指稱焗烤飯不
屬於西式早餐，更是讓同學驚訝不解，
最後學生隱隱約約分成兩派，一派是聲
援「伊甸香」應該要申訴學校的決定，
一派是批評「伊甸香」不該把商店PO出
來，雙方你來我往，各有意見觀點。

事件爆發

學生護自身權益

在事件爆發期間，伊甸香最常來光顧
的熟客(多半是學生)，紛紛在網路上詢

問「為何要停止販售焗烤飯？」，在學生
都查不到根本原因的情況下，學生會挺身
而出，發起學生聯署書活動，學生維護自
身權益的風氣逐漸在校園中漫開，甚至也
出現一群學生說好不恢復販售焗烤飯，就
拒絕去「荷香園」光顧。
經學生會向校方反應，僅獲得「早餐店
就是不能販賣飯類餐點」字語的回覆，這
種理由，瞬間讓許多學生在聯大一號社團
裡吵翻天，由於事情愈鬧愈大，最後還上
了媒體版面，包括蘋果日報、ETtoday、大

學報等都刊載此一訊息，這才讓校方開
始重視此事件。

疑點重重的事件答案在?
傳言指出，如果學生餐廳風波不斷，
屆時就要撤換全部廠商，才會讓這場
「焗烤飯」事件盡速落幕，賴老闆與梁
老闆都表示，有聽說過，但不能確定這
是真的，也不知道是誰傳的。另外，有
同學也在議論社團是否有外流消息的管
道存在，也是要追蹤的問題之一。

校方反應

廠商反應

公事公辦 並無私定

保護學生

【記者蕭義正／苗栗報
導】為了平息雙方的爭
議，總務處長羅坤龍在
11月9號召開雙方廠商的
協調和解會，此事才漸
漸落幕。羅坤龍表示，

一開始是收到餐廳管
理委員會的行文，才
會秉公處理，對於事
件的衝突，羅坤龍認
為這是商家的內部糾
紛。

【記者蕭義正／苗栗報導】對
事情的結果，「伊甸香」老闆
娘賴女士萬萬沒想到這件事會
讓學校背上負面的消息，她表
示，會PO文公告，只是想讓大
家知道焗烤飯停賣的訊息，也
想讓大家知道焗烤飯為何停
賣，期間，那麼麼多同學都來

不已，為了那些加油的學
生，她希望能讓事情落
幕。而爭議的「荷香園」
梁老闆指出，尊重同學的
意見，並想保護現在的聯
大學生不再受到這種風波
的氣氛之下，也選擇和平
落幕。

▲學餐海報的存在證明事件的歷史痕跡。攝影／蕭
義正。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聯大新系
即將誕生

今年10月教育部核定成立 課程分為3大學習領域 「文化
與觀光產業」「國際與觀光行銷」「觀光與資訊傳播」
【記者黃佳伶／苗栗報導】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
學院經由2年的努力，終於在今年10月受教育部核
定成立文化觀光產業學系。隸屬於客家研究學院的
文觀系是大學部，該系師資絕對沒有問題，全院都
投入支援文化觀光產業學系大學部的課程，主要的
課程內容初步分為3大學習領域，分別是「文化與
觀光產業」、「國際與觀光行銷」和「觀光與資訊
傳播」。
客家學院發言人林本炫副教授表示，文觀系的
成立是客家學院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員額跟教育

換取來而成立的系，2013年起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停
招研究生。不同於其他觀光系，就讀此系的優勢就
是能與苗栗在地文化結合，發展屬於客庄的行銷方
式，苗栗客家人佔65%，是客庄中具代表的縣市之
一，聯合大學的文化觀光產業學系著重於認識文
化、推展客庄。
客家研究學院現有師資涵蓋各個領域，給予學生
跨領域的學習，廣博的學習已經是未來的趨勢，可
見雜與博之間只是一線之隔，過去家財萬貫不如一
技在身，現在已然變成一技在身不如終身學習！

學生用路安全大揭密

【記者蔡志奇／苗栗報導】
國立聯合大學於日前開始籌
辦處理流浪動物問題的相關
性社團「聯大保護之家」。
社團主要對於學校內的流浪
貓狗進行健康照顧、訓練以
及定點安置。而在聯合大學
臉書社團上也獲得了許多學
生熱烈的迴響與支持。
聯合大學內常有流浪動物
走動。羅坤龍總務長曾經於
本學期開學典禮上表示，願
意每個學期私人輔助一萬元
來校內流浪動物，並且希望
有學生能成立處理校內流浪
動物問題的相關性社團。
經過和羅總務長討論過
後，由熱心的學生決定成立
「聯大保護之家」來保護收
容這些流浪動物。他們開始
招募社員和社團成立的聯署
名單，將在明年一月的社團
會議上提出成為正式社團。

目前社團的主要活動是在
幫校內的流浪動物建立檔案
和統計數量，安置的地點
則可能會在二坪山校區的太
陽能實驗室或者是八甲校區
的舊廚房。等到確認地點後
會開始進行T(誘捕)N(節育)
R(釋放)，之後會請警犬訓練
師在每學期進行四次教學，
也會請校外的動物保護團體
來校園進行講習與經驗分
享。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的李
同學表示，目前的成員大部
分都是志工，大家都是抱著
喜歡動物的心在參與。但是
每一隻流浪貓狗的結紮、糧
食、健康檢查、植入晶片等
費用並不便宜，現在大部分
都是由成員自掏腰包。之後
可能會再透過網路部落格等
傳播管道來宣傳，一起協助
整個社團的運作。

【記者黃曼庭／苗栗報導】
國立聯合大學第10屆的紅柿
傳情活動，11月20日晚間在
聯大操場由熱音社的表演拉
開序幕。
今年的紅柿傳情活動恰逢
國立聯合大學校慶40周年，
本次活動一改以往的模式，
將傳情的主題與社團動態展
作結合，以小短劇的方式呈
現配合活動的主題。
包括有3齣短劇分別結合散
打社、國術社、跆拳道社。
另外，運用短劇的方式和台
下的觀眾互動，經由觀眾的
反應決定劇情的走向，也有

紅柿傳情

編輯：李綉鑾

單位所接收到的光通量，平常所說的桌面夠不夠
亮，就是指照度。
校門口的施工路段，蔡國龍表示，施工路段當
初只規劃台十三線，營繕組參加會議向縣政府爭
取施工路段連到學校大門口，並增設人行道保障
學生用路安全，讓學生可以安全的沿著人行道走
到南苗。
人行道施工行人安全疑慮。
▲
攝影／林靖諭

【記者林靖諭／苗栗報導】國立聯合大學的3大
坡——淑女坡、好漢坡、好客坡和學校大門口的羊
石徑路燈，一直以來都有路燈不亮、路燈數量過少
等困擾。影響用路人的安全。校門口施工道路也影
響學生出入校門口的狀況。
營繕組蔡國龍組長表示，會定期派技工謝松喜查
看修理路燈狀況，大約每個星期一次，他和羅坤龍
總務長在學校用完餐後會不定期利用夜間查看3個坡
的路燈損壞狀況，並且閱讀校務建言，聽取學生意
見，若有學生反映用路狀況，營繕組隔天會派人處
理。事務組行政助理員吳睿軒表示，淑女坡及好客
坡皆有設置監視器保障用路人安全；好客坡的監視
器則在教職員宿舍旁。
路人(學生)對於近期天冷易暗的反應，校方對於
天色易暗行人安全的回應。蔡國龍指出，路燈會設
置定時器和點滅器，定時器的功用是設定時間讓路
燈自動開關，保障行人安全；點滅器是當秋冬日照
時間縮短時，會隨著光線變化而自動開啟。
語傳系金同學表示，覺得路燈數量過少，會影響
用路狀況。對於這個問題，蔡國龍說，路燈設置雖
然是營繕組的業務，但是為了響應節能減碳，不可
以任意設置。路燈是依據照度規定設置，照度是每

聯大保護之家 成立

活絡氣氛的效果。
「紅柿」和「糯米」
分別取諧音為「YES」、
「NO」，由主持人請紅柿
小姐及糯米先生上台，給予
被告白者選擇，是否接受告
白者的情意。今年參加告白
的李姓男同學表示，再決定
告白之前，卻是經過一番掙
扎，但能在眾人的祝福下成
為情侶，何嘗不是一件很浪
漫的事，就算失敗了也只是
拿個糯米糰，最後還是一條
好漢，這一切都感謝有紅柿
傳情影片，給予他告白的勇
氣。

地方大小事

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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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祥如芋 銅鑼杭菊芋頭節
【記者林書瑜／苗栗報導】平
時靜謐的苗栗縣銅鑼鄉，在11
月份湧進大量人潮，為的就是
欣賞盛開的杭菊。銅鑼鄉農會
於11月9日至11日3天中，舉辦
了「菊祥如芋」杭菊芋頭節，
吸引不少遊客前來賞花。
11月上旬是杭菊的採收期，
銅鑼鄉九湖地區開滿了白色的
杭菊花，幸運的話還能看見黃
色及紫色的杭菊。遠看杭菊像
是白雪覆蓋整個花田，仔細看
就會發現，杭菊花其實非常的
細緻。杭菊在乾燥過後可作為
藥材，或是沖泡成花茶，不但
可觀賞還能食用。
為了讓賞花行程更加豐富，
除了可以在銅鑼九湖欣賞杭
菊，農會還推廣農民在休耕的
稻田中種植太陽花及波斯菊等
景觀植物。沿著省道台十三甲
線的銅鑼外環道，種滿了太陽
花，讓不少遊客將車停在兩
旁，走進花田中拍照留念。
雖然吸引不少遊客，帶來許

多商機，但是也為農民帶來了
不少煩惱。像是在九湖休閒農
場後面的花田中，農場立了告
示牌，希望前來賞花的民眾，
不要任意的摘採杭菊，但是仍
可以看到不少民眾忽視告示牌
的標語。
除了休閒農莊的農地外，大
部分的農田都有種植景觀植
物，主要目的是在這些花凋謝
後能夠成為肥料。雖然不介意
民眾摘採，但是銅鑼外環道旁
的農地是私人所有，並沒有開
放觀光，在農地中除了種花之
外，也還有不少農作物，專心
拍照的遊客不小心可能會踩壓
到。
雖然杭菊的花期很短，今年
11月上旬的天候不佳，時常下
雨，讓農民加快採收的速度，
以免花被雨水打落。在11日的
活動結束後，九湖地區的杭菊
花田都已採收的差不多，但是
遊客仍可以前來銅鑼鄉，欣賞 ▲遊客在11月9日至11日三天中，可進入杭菊花田中拍照留念。攝影／林書瑜。
太陽花及波絲菊花田。

賽夏族巴斯達隘
永恆的祭典

【記者許容展、洪婉晴／苗栗報導】巴斯
達隘祭典是賽夏族最重要的祭儀活動，祭
典是連續三天三夜的通宵歌舞，意念為，
只要有賽夏族人存在一天，巴斯達隘祭典
終將被慎重地舉行，並依照古老的方式進
行，不會改變，巴斯達隘祭典將與賽夏族
人共存亡。
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這三天每到
日落的時候，就會看到許多開往向天湖的
車潮，大多是賽夏族民回娘家，準備巴斯
達隘娛靈儀式。祭典也吸引許多觀光客觀
禮，熱情的賽夏族也會邀請遊客共舞。苗
栗縣李姓民眾表示，原本是穿拖鞋跳舞，
跳到後來拖鞋竟然還不見，不過真的很有
趣，可以感受到賽夏族祭典的隆重和歡
樂。
儀式中具有氏族特色的兩種儀器，祭旗
和臀鈴。族人有各自有giragiri（肩旗、
舞帽、神傘或月光旗）和tapagasan（佩
鈴、臀鈴），每一個都代表一個姓氏，通
常由族裡的男性負責扛旗，穿梭、繞行在
舞列之間，女性（也有男性）繫著臀鈴， ▲祭旗由豆姓製作，豆姓和絲姓輪流背
配合著舞步，敲出響亮的節奏。
負，芎姓當助手，但不能背大祭旗，其
進入祭場時，大人小孩要到祭屋前綁芒 他姓氏也不能碰祭旗。牆上的菱形圖案
草，包含攝影器材，可祈安納福，嚴禁使 是賽夏族的圖騰，其意義為祖靈的眼
用鎂光燈對著舞場內攝影。
睛。攝影／許容展。

大學生打工工時
【記者許容展、張芳毓／苗栗報導】苗栗不
願透露名字的飲料店家出現勞資糾紛問題，
一位曾在這間飲料店工作的聯大學生表示，
老闆常會拖延員工的下班時間，尤其是打烊
班，員工整理完東西常是預定下班時間的一
個小時之後，老闆卻只給員工半小時的薪
水，店長也曾經擅自砍員工時數，讓員工氣
憤難平。而工讀生加班時數幾乎不被記錄，
工讀生也不清楚用何管道去申訴。據悉，店
家的上層人員也會彼此勾心鬥角，這樣的環
境讓同學不敢領教，最後選擇另尋出路。
「勞動基準法」明定工讀生延長工時，在
法定正常工時之外2小時以內，應該照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超過2個小時，
要按平日時薪工資額加給2/3以上，若因天
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時，也必須按照
平日時薪工資額加倍發給。

另外，加班工時未達勞動基準法所定正常
工作時間部分的工資，由勞工和雇主雙方
議定。
苗栗縣政府勞動及社會資源處（簡稱勞
社處）勞資關係科羅小姐表示，工讀生可
向苗栗縣政府勞社處領取並填寫〈勞資爭
議調解申請書〉，或是在勞社處網站的便
民服務下載表單，填寫後交至勞社處，行
政人員就會安排時間讓勞工和雇主雙方出
面，並由申請人選擇調解的方式，調解人
將與勞雇雙方進行調解。羅小姐說，苗栗
每年約有200件勞資糾紛案，有6到7成經
由調解後順利和解，而不能接受調解結果
的案子都會繼續提出上訴進入法院審理。
苗栗商家對工讀生發給的勞資不合勞動
基準法規定的時薪103元已是常見現象，
部分聯大學生在苗栗市打工，會因為經濟

苗栗商圈在哪裡？
微觀居民消費模式
【記者許容展／苗栗報導】苗栗市位於
新竹和台中兩大城市中間，有著世外桃
源、清靜的山城形象，商圈位置異於一
般大都市在火車站附近，而是苗栗市的
中苗以及南苗地帶。
中苗老字號屹立不搖 南苗頻頻換商家
中苗府前路上，便當店、書店、飲料
和火鍋連鎖店林立，到了晚間，許多苗
栗高中職的學生或是聯大學生常會來中
苗商圈吃飯，穩定的客源量來自附近住
戶以及公職人員。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
處工商管理科邱小姐表示，中苗的商店
開了幾十年不倒，其原因也是因為自宅
開店，較不用負擔租金，而且商家品質
有保證，美味的家常菜和精心的裝潢設
計都是穩定開業的因素。南苗商圈則多
為出租店面的業者，若品質沒有把關，
不合消費者的胃口，便會面臨倒店危
機。在苗栗任教八年的聯大語傳系孫老
師觀察，南苗較少有裝潢精緻的店面，
多以平價商品吸引學生光顧，若業者經
營不善，便會產生汰舊換新率高的現
象，中正路上就常看到一個店面一年換
了兩、三家店。住在北苗火車站附近的
劉同學表示，南苗商圈以服飾店吸引在
地人，但飲食的部分還是會選擇在中苗

消費，外地大學生來到聯合讀書，其實
也是支撐南苗平價商圈的主要客源。
苗栗消費力 當地人屬高消費族群
今年十一月王品集團進駐苗栗，是近
來聯大師生最流行的話題，但苗栗人卻
不見新奇與關注。苗栗房屋劉小姐分
析，苗栗市民是知名飲食連鎖店的忠實
客戶，無論聚餐或是外食都會選擇較高
價位的餐廳，若以平價商店來說較不會
選擇，因為苗栗居民多習慣晚餐在家裡
開火，也和客家文化重視晚餐團聚吃飯
有關。另外，在地人也常往台中市區消
費，致使苗栗商圈消費人口外流。
期盼！苗栗後火車站商圈
「出了苗栗火車站，只見補習班招
牌，想逛美食和衣服都看無！」聯大林
同學語帶無奈。火車站商圈多為一般都
市的特徵，苗栗市之所以在這部份發展
有限，是因為火車站附近多為民宅，若
要規劃還需政府徵收或是與民計畫。市
公所工務課邱先生表示，目前縣府規畫
後火車站商圈，預計104年完工。後火
車站於英才路段，屆時連結英才夜市，
想必會吸引更多在地人或是其他消費族
群，進而帶動經濟發展。

！加班費縮水？
壓力不得不接受低工時的工作，長期忍
氣吞聲待在較差的工作環境。聯大李同
學表示，面對勞資糾紛，學生應站出來
維護自己的權益，法理雖然常常被說不
通人情，但對法律適當的了解跟使用，
可以做為對學生最後的保護。勞社處勞
資關係科涂先生表示，同學即使先接受
低工時的勞雇關係，還是可以依法提出
申訴，因為雇主給付全時工讀生的工
資不得低於法定基本工資（101年1月1
日起修正為每月18,780元，每小時103
元）。
大學生打工權益必須知道，不僅保護
自己，也是揭露商家違法的事實。詳細
的工讀須知可上網搜尋關鍵字「全國就
業ｅ網、青少年專區」，除了權益問
題，工讀的義務也須認清和遵守。

工讀法律常識小幫手
關鍵字：
青少年專區

更正啟事
37期頭版「新聞提要」專題標題原
為我在三義看見歷史年華，誤植後面
兩字成風華，特此更正。另外，專題
內文小標題原為後記，誤寫將夜晚三
義的美 烙在心裡，特此更正。

編輯：鄧暄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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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
聯大排名30

【記者李欣穎／苗栗綜合報導】由成大、台大、高師大、長庚大學、高雄大學、中山
大學、台灣師大、國北教、清大等各校學生組成的團體「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
組」，於2010年起針對全台149所大學院校進行學生權利常態調查，至今已連續3年。
此調查針對「學生自治」、「學生宿舍」、「資訊公開」、「學生權利」、「勞動
權益」、「教育私有化」、「性別平等」等七個面向進行評鑑。評鑑方式包括以電話
訪問各校學生自治會幹部及學生，以及請校方行政人員填答調查問卷等。2011年本校
在全台大學學生權利評鑑中排名第30名。
表：國立聯合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細項

臉書學餐之爭
「焗」出聯大學權聲
【記者李欣穎／苗栗綜合報導】近日本校
學生於臉書「苗栗市恭敬里聯大一號」上
貼文踢爆學生餐廳「焗烤飯」事件，學生
除在臉書上聲援受屈餐廳，還透過臉書發
起聯署，抵制學餐某早餐店。此事件延燒
至本校校務建言系統，使得權責單位總務
處總務長急上火線親自回應，本校語傳系
也在校園媒體《予傳報》、《聯大新聞》
刊登相關報導，引起全校師生強烈關注。
在此事件中，我們發現聯大興起一股異
議與批判之聲。除了「焗烤飯」事件，學
生在臉書上披露機車停車場違規停車、失
竊、惡意移車與蓄意破壞；譴責學餐自助
餐份量並實際拒買；批判工讀生招募文章
違反勞工權益；探問苗栗縣頭份大型複合
商場的土地開發正義…等，聯大學生逐漸
習慣透過臉書發出不平之聲，吸引同儕關
注並號召支持。
但是，臉書的便利與開放近用，也使貼

文內容不易受到控制。在「焗烤飯」事件
中，某早餐店沒有申覆的空間與機會；學
生上傳違規機車車牌號碼，瀕臨誹謗與觸
法邊緣；學生爆料可能造成訛傳與誤解…
等。臉書版主面臨言論自由與蓄意陷害的
管理兩難，臉書身為一個公允發聲平台的
角色仍受到考驗。
聯大學權是否可以藉由網路覓得舞台，
目前還尚未定論。聯大臉書上雖然火光處
處，但仍未達到足以煉原之勢。對學生權
益運動而言，學生批判的主戰場是臉書、
還是校務建言系統、或是與校長／學務長
有約？
日前，聯大臉書出現了「我是學生，我
反旺中：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後龍
火葬場自救會」、「華隆紡織工會罷工」
等文章，可見臉書啟蒙了聯大異議之聲。
臉書開啟了聯大學權的可能性，然不可忽
略隨之而來的新的陷阱。

你爆料！我揭密！
予傳為你發聲
tlcbroke@gmail.com
語傳爆料信箱
編輯：許容展

附註：第（8）項，本校行政會議雖無學生代表，但若討論學生權益相關議題，校方會邀請學生代表出席，
並擁有投票權。第（14）項，本校校內宿舍並無斷網規定，但提供「自律寢室」計畫讓學生自由參加。「自
律寢室」在凌晨1點到凌晨5點不提供網路服務。第（24）項，自2012年元旦起，我國最低時薪調漲為103
元，本校「校內工讀」時薪也一併調漲。第（27）項，本校學生於校內機車停車場停放機車不需收費。校內
停放汽車則需收費，目前僅開放夜間部學生申請。第（29）項，本校高淑芳老師曾於100學年度下學期開設
「同志發展與適應」課程、吳翠松老師也曾於同一學期開設「性別與媒體」課程。

予傳報招商
歡迎苗栗市各大店家熱情贊助予傳報經費來源，予傳報會以廣告版面的方式
回饋，提供店家刊登廣告，福利店家，麻煩店家有需求請來信告知我們。
E-mail：tlcpape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