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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107年度第 2次師生座談會會議程序 

項次 時間 內 容 使用時間 報告單位 備考 

一 
10:30 

10:35 主 席 致 詞 5 分鐘 校 長 

 

二 
10:35 

11:10 書面意見答覆 35 分鐘 各承辦單位 

三 
11:10 

11:55 
自 由 發 言 暨 

問 題 解 答 
45 分鐘 

同學代表及 

各業管單位 

四 12:00 主 席 結 論 5 分鐘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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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第 2 次「師生座談會」會前書面意見回覆情況表 

項次 類別 意見摘要 
建議 

單位 

承辦單

位 
處理(回覆)情形 

1 學務 

建議畢業典禮時所頒發

的志願服務績優金質獎

章，能以院為單位上台，

避免過往所有領獎人上

台，造成太擠且拍照無法

拍到每個人 

電機四C 

林00 
服教組 

考量畢業典禮整體時間及流程，目前採

所有得獎者上台，代表學生受獎並全體

合照，尚無因擁擠無法入鏡之狀態與反

應。同學的建議將提報畢業典禮籌備會

議中討論。 

2 總務 

1.從國際一宿往校園內

的側門，是否能像以前

一樣使用刷學生證進

入？以增加學生的便

利性。 

2.在午休時間是否能提

供空調及電燈，以讓在

下午有課的同學能夠

休息。像在夏季時，應

開放空調，因為在那時

間教室時常悶熱，同學

無法充分休息導致上

課學習效率不好。 

電子三 A

姜 00 

安全組 

營繕組 

1.該側門以前為便利同學進出使用，卻

造成沿線人行道佔滿違違停車輛，該

人行道係為私人用地，本校已多次接

獲民眾反映，為維護用路人行的權利

，暫不開放給一般民眾及同學使用。 

2.基於資源有效且公平之運用及避免

浪費，於中午休息或備課，請多利用

綜合教學大樓2F自修室及4F、5F、6F

、7F之休息室、校園各餐廳及圖書館

等處，均有開啟冷氣，若再有不足，

可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簽核。 

3 

圖資 

總務 

教務 

1.希望地下室學餐的網

路設備能夠補強，部分

店 家 有 配 合 行 動 支

付，但都因收不到訊號

或是人太多頻寬不足

而無法使用，尤其是 A

棟全家附近最嚴重。 

2.希望學校能多了解醫

學 系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求，我們有許多課業、

報告需要討論，但學校

圖書館討論室空間有

限，也有閉館時間限

制，以往都配合學校的

政策借用教室，但現在

卻需要另外付空調費

用增加學習負擔，變相

後中二 

陳 00 

網路組 

閱覽組 

營繕組 

課務組 

1.圖資處已於 107年 12月 17日前，完

成醫學院區地下室學餐區無線網路

訊號涵蓋率調整。 

2-1.醫學分館 3樓於 11月 26日開幕，

除原本 2樓 2間小組討論室外，增

加 5間可上網預約時間之小組討論

室及開放式多元討論區 68 個座

位，提供同學互動討論，其開放期

間均提供免費空調讓同學使用，使

學生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圖書館時

間如下，請同學多加利用。 

 

開放時間 開 放 地

點 

週一至週五 

8：10～22：00 

圖 書 館

2 樓 

圖 書 館

3 樓 

週六 09：10～17：00 

週日 12：00～17：00 

圖 書 館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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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鼓勵在校學習，希

望能恢復有借教室就

能完整使用的制度。 

3.希望學校能尊重老師

臨時調課的權利，醫學

系 老 師 大 部 分 是 醫

師，有的遠從外地來，

有 的 臨 時 要 開 刀 等

等，有時候需要調整上

課時間，希望學校不要

刁難願意傳承知識的

老師。 

2-2.有關教學活動借用教室及全學院

(全校或全國)性之活動，申請核可

即可，無須付燈電及空調費用；其

餘僅提供燈電，空調之用電費則須

另付。 

3.(1)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確保教學品

質，本校訂有「教師教學活動實

施辦法」，請各教師遵守教學活

動及請假補課相關規定。 

(2)教師若因個人因素需請假調課，

可至本校「總務人事會計系統」

辦理請假申請作業，並填寫補課

相關資訊。 

(3)若有非教師個人請假因素需調課

者，包括調整上課時間或地點，

應於調課日前三天填寫「教師調

課申請單」提出申請。 

4 
圖資 
教務 
總務 

1.B 棟的學校網路收訊極

差，能否改善。 

2.B1手機訊號很差，學校

網路收不到就算了，手

機也打不通。 

3.小蜜蜂制度很詭異：由

於常常要請外面的醫

師來上課，醫師因為看

診 的 關 係 無 法 週 週

來，所以常常需要隔週

上課，學校又不能因應

調課，卻又要求原訂的

上課時間一定要有人

在場，造成極大的不方

便。醫學院相關科系的

招生率或多或少與醫

學系的名氣有關，醫學

系的名氣或多或少與

教學有關，教學好壞或

多或少與老師的多元

引入有關。僵硬的小蜜

蜂制度讓多元的臨床

醫師無法導入醫學系

的教學，現在看起來或

許沒甚麼大不了，但在

後中二 

陳 00 

網路組

課務組 

營繕組 

安全組 

事務組 

1.圖資處已完成 107學年度醫學院區無

線網路涵蓋率拓展規劃，將於第二學

期前完成相關建置與改善。 

2.有關手機訊號很差，請告知確切地點

及那家公司，將要求該電信公司改  

善。 

3.(1)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確保教學品

質，課務組依本校「教師教學活

動實施辦法」，不定期至課堂瞭

解教師授課情況。 

(2)教師若因個人因素需請假調課，

可至本校「總務人事會計系統」

辦理請假申請作業，並填寫補課

相關資訊。 

(3)若有非教師個人請假因素需調課

者，包括調整上課時間或地點，

應於調課日前三天填寫「教師調

課申請單」提出申請。 

4.C 棟晚上沒有上課，故開放一台電梯

使用，經實地了解並無人滿為患情

況，若有不足亦可使用 BC棟電梯。 

5.電梯之停靠是取決於使用者去按按

鈕而停靠，亦有載重之限制，達載重 

上限時便無法再搭乘，並無滿載不再

停靠的機制。 

6.基於資源有效且公平之運用及避免

浪費‚於晚上與非正課時間‚請多利用

教學大樓 B棟 3樓 2間自修室(開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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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衝擊下，長久

一來可能會影響醫學

院相關科系的招生！ 

4.B 棟電梯關閉時間太

早，晚間可以設定成只

有一二樓不停嗎？因

為 C棟系所很多，導致

晚上電梯人滿為患。 

5.請問電梯有無滿載不

再停靠的機制？常常

人很滿了卻還是層層

停靠。 

6.冷氣問題：晚上與非正

課時間，常要借原班教

室討論、自習、社團上

課，卻沒有冷氣吹而要

自費。 

7.健身房與桌球室周邊

可以設置廁所及飲水

機嗎？每次都要跑上

去 C棟真的太遠。 

8.戶外與地下室的汽車

停車格線模糊不清，請

重畫或是標示清楚。 

9.醫學院區空氣品質極

差，瀝青味濃厚，增加

就讀義守大學學生罹

癌的風險。學校應與附

近工廠協調，或與環保

局配合去抽查！ 

間:每天 8:00~24:00)及圖書館(開放

時間:8:10~22:00)‚均有開啟冷氣‚若

再有不足‚可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簽

核。 

7.於健身房與桌球室附近之教學大樓

AB 棟交界處 1F 即有茶水間及廁所可

供使用，不須跑去 C棟使用。 
8.至現場實地勘查戶外停車場為紅磚

組合成的停車格無模糊不清，另地下

停車場停車格亦無模糊不清。能否請

同學協助告知汽車停車格線需重新

畫製之確切位置位於何處，我們將立

即派人處理。 

9.總務處人員曾配合高雄市環保局人

員至醫學院區查核，在檢測當下，並

未查到任何違法汙染事項。另同學若

發現有異常之臭味，請立即告知總務

處，學校將立即向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反映，或同學可逕自撥打高雄市 1999

市民反映專線，直接反映空氣汙染事

項。 

5 
教務 
總務 

1.課程安排應有較大彈

性： 

後中醫系很多教師都

是醫師，而且兼任教師

多達四十多位很多時

候醫師都要看診，查

房，開刀後才有辦法來

上課，有些則是有重大

會議要開，但學校的小

蜜蜂制度令人匪夷所

思，系主任很辛苦地從

後中四 

張 00 

課務組

營繕組

事務組 

1.(1)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確保教學品

質，課務組依本校「教師教學活

動實施辦法」，不定期至課堂瞭

解教師授課情況。 

(2)教師若因個人因素需請假調課，

可至本校「總務人事會計系統」

辦理請假申請作業，並填寫補課

相關資訊。 

(3)若有非教師個人請假因素需調課

者，包括調整上課時間或地點，

應於調課日前三天填寫「教師調

課申請單」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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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請來的名師，但因

為 路 程 以 及 時 間 問

題，並無法完全按表操

課，但是給我們的課是

不會少的．全台三所後

中醫本校對於教師上

課的彈性應該更加放

寬才對（中國醫有兩個

星期上一次課，一次四

堂。而慈濟大學更有星

期 六 日 來 上 課 的 老

師，對於後中醫來說，

師資夠好，就算老師調

時間我們都會配合。 

2.教室斷電問題： 

後中醫系每天平均都

有六堂課，且幾乎都在

同一間教室上課，很多

時候我們的老師都會

想要多上一些課，多給

學生東西，鐘聲打了並

不代表馬上要下課，而

且就算下了課也有很

多 問 題 想 找 老 師 討

論，那為甚麼要馬上斷

電剝奪學生的學習權

益？身為全台最貴的

中醫系，如果學校連這

點資源都無法提供，那

收那麼貴的學費到底

是用在哪裡？說難聽

一點，後中醫系每年約

2000 人報名，報名費

2800，光是報名費 560

萬！難道真的無力負

擔幾節課的電費？ 

3.失竊問題： 

從我大一到大四，各年

級都很常常丟掉小東

西，且發生在假日居

多，但學校的監視系統

2.本校上課教室設定啟閉時間，係依課

表時間提早 15分鐘開啟;下課電燈延

後 15分鐘關閉，空調於下課時關閉，

尚可維持室溫 26~28℃約 10~15 分

鐘；若同一教室連續上課，其間下課

時間電燈及空調並無中斷。 

3.醫學院區教學大樓 C 棟 10F 與 BC 棟

10F 公共區域均有監視設備，如有事

件發生皆可至總務處事務組填寫監

視器調閱申請單調閱監視畫面。 

  另教室屬於公共開放空間，考量隱私

權及個資法規範，並不適宜設置監視

系統，煩請同學將個人物品隨身攜

帶，自行妥善保管，切勿放置於教室

內，避免造成失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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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法 有 效 的 發 揮 作

用，這點煩請學校再改

善。 

6 
總務 
學務 

1.希望去校本部的公車

可以再多開幾班車次

(96、E03A)，不要再發

生等一個小時的狀況

了(尤其尖峰時段，禮

拜五、日)。 

2.關於專車，希望可以比

照校本部的方式(月票

制)。 

3.醫學院區的學餐可以

增加多一點種類。  

4.請改善醫學院區學餐

的異味。 

5.希望醫學院區健身房

可以多開一天。 

生科一

洪00 

事務組 

體育室 

1.本單位已向義大客運相關管理單位

反映，並協調 96、E03A 調整班次，

如有調整將重新公告於義大客運官

方網站。若同學有任何搭乘上的問

題，可逕向義大客運客服人員反映，

客服專線：(07)657-7258。同學亦可

同時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反應，聯絡

方式如下： 

  上 班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

08:00~17:00)事務組連絡電話：

(07)657-7711  分機：2327 

2.經詢問義大客運車票管理單位，因醫

學院區之大眾運具皆為市區公車與

校本部公路公車計價方式並不相

同，市區公車乘車票價落在 12-24

元，公路公車乘車票價落在 26-70

元，所以不適用「月票制」。另高雄

市政府交通局推行一卡通搭公車「一

日二段吃到飽」活動，鼓勵同學多多

利用一卡通電子票證，享有乘車優

惠。 

3.目前醫學院區餐廳總計有 7 家(含冷

飲與超商)，每家餐廳供餐之種類、

項目、形式皆不相同，自助餐、簡餐、

中式麵食與義大利麵、鍋貼、水餃、

各式炒、燴飯、咖哩飯與蛋包飯及滷

味等，種類相當多元，應能滿足同學

飲食方面的需求。 

4.醫學院總務處事務組協同學務處衛

保組同仁至 B1F餐廳查核，在查核當

下，並無發現任何異常味道，若同學

有發現異常之臭味，請立即告知總務

處，我們將立即派人協同衛保組同仁

至現場檢查。 

5.醫學院區健身房 106-2學期原開放時

間為每週一至週四晚間 16：30-19：

30，自 107學年度起已延長健身房開

放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四 16：30-21：

30，另星期五為健身房機器保養清潔

日，為維護使用品質星期五不開放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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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務 

校內餐廳種類少且固

定，美食街、香榭大道店

家少： 

長久以來，香榭大道的店

家屈指可數，宛如許多蚊

子館/可以提供更多的選

擇/美食街的餐廳或是菜

單能定時更新(更換)嗎?

本校位於山上，雖然外面

有商城，但希望學校能夠

替學生福利著想，校內空

店鋪能夠招進更多餐

廳、善加利用空間。 

學生會 事務組 

1.目前校本部餐廳總計有 15家(含冷飲

與超商)，每家餐廳供餐之種類、項

目、形式皆不相同，自助餐、簡餐、

中式麵食與義大利麵、鍋貼、水餃、

各式炒、燴飯、咖哩飯與蛋包飯及滷

味等，種類相當多元，應能滿足同學

飲食方面的需求。 

2.義大世界 A、C 區設有美食街及各式

異國料理餐廳，餐飲種類更是多元，

相信能滿足大多數同學飲食方面的

需求。 

8 

教務 

學務 

總務 

 

校內場地及設備老舊易

壞，報修後也沒有即時修

繕： 

1.行政大樓 8樓 1802教

室桌機故障、科技大樓

0317教室的電腦效能

不佳。 

2.排球場網子破損傾

斜、燈光昏暗、場地龜

裂。(室外排球場男排

場場地龜裂，撲球容易

造成受傷，甚至流血。

而排球柱傾斜，造成三

個場地的網子都不一

樣高，對於比賽公平性

有很大的疑慮。而燈光

方面，排球場兩盞 LED

燈的擺設位子，攻擊手

進攻時，球和燈是平行

的，完全看不到球。希

望以上問題能儘速解

決) 

3.籃球場地面不平，籃框

及網子破損。 

4.宿舍壁癌嚴重，經常剝

落至床上及書桌，影響

日常作息。 

5.活動中心地下室積水

學生會 

課務組 
體育室 

營繕組 

1.(1)經查107-1行政大樓8樓1802教室

有關電腦設備維修共計2次，分別

為資訊講桌面板無法控制單槍以

及電腦無法正常開關機。 

(2)課務組接獲故障報修通知，填寫

維修申請單請駐點廠商進行維

修，經檢測回覆，1802教室因硬

碟老化造成開機速度緩慢。 

(3)課務組針對效能不佳之設備定期

進行評估，若已不勘使用之設備

會辦理更新。目前已進行採購5台

資訊講桌電腦進行更換，預計於

寒假完成更新。 

(4)經查本校科技大樓無 0317編號教

室，請協助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課務組再辦理回覆作業。 

感謝同學建議，綜整意見內容第 2、3

點，回覆如下四點： 

(1)有關室外籃排球場之籃網及排球網

長期日曬雨淋，損壞率相對較高，

本室每年器材購置預算需均分於各

項運動種類所需器材，籃網於每學

年第一學期新生盃籃球賽前及第二

學期系際盃籃球賽前個更換一次新

籃網；排球網每學年更換一次。 

(2)室外籃球場之籃框及籃板，如有損

壞，本室皆立即請購維修，從未耽

擱；另有關排球柱因長期受排球網

拉撐造成傾斜問題，本室已編列於

107學年度特殊預算中規劃更換。 

(3)有關校本部室外籃球場 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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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設備發霉損壞，甚

至電線容易短路起火

花。 

J、K 六場地及排球場 D、E、F 三場

地(汽車停車場前方)，因地層基礎

因素，常有地層變動之問題，造成

地面龜裂及擠壓膨脹，已請集團關

係企業新泉營造專業技師前來評

估，因本場地下層原為池塘，經填

補後設立籃排球場，此為地層不穩

時常變動之主因，技師表示目前唯

以 5-7 公分瀝青鋪設於球場做底

層，可減少龜裂情形，但底層基礎

變動若拉力過大，瀝青亦無法承

受。本案工程所需經費龐大，並需

經多方評估，待確認最適合本場的

施工方法後，必立即編列預算施作。 

(4)另有關球場照明設備調整問題，敬

請營繕組協助辦理。 

營繕組: 

4.及 5. 請告知營繕組確切地點以利維

修，並將立即處理改善。 

9 學務 

宿舍整潔評分標準不一： 

這次宿舍檢查進來看看

馬上說要複檢，問了也說

不出哪裡不 ok，還說：「我

的標準跟你的不一樣，你

的要求那麼低喔？」書櫃

跟床上的東西都放整齊

也沒多東西，之前都能

過，這次卻不能？雖有明

定的整潔規範，但條文籠

統，且執行上仍有因人員

不同而標準不一的情況

發生。 

學生會 住宿組 

(1)於檢查前會辦理行前工作講習，講

習過程會附上之前檢查的相關照片

供評審老師參考。 

(2)受檢寢室基本分為 60分，評審老師

就檢查情形予以加減分，評比項目

為書桌、床鋪、窗戶、地面、浴廁、

陽台等，質量化說明如下： 

優良+10：有整理、有清潔，且物品

排列整齊。 

良好+5：有整理但清潔上有瑕疵，

物品大致排列。 

普通 0：整理、清潔上皆有瑕疵，

物品大致排列。 

待加強-5：整理、清潔未完全，物

品未排列。 

不良-10：完全未整理、清潔，雜亂。 

(3)檢查老師所屬樓層約兩層樓、50 間

寢室上下，彼此寢室間亦是有比較

的情況下，對檢查老師來說就會有

一定的標準。 

(4)如果住宿同學在檢查當下有任何疑

義時，可至住宿組反映，由活動承

辦同仁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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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總務 

學校機車通勤族居多，交

通規劃考量： 

1.機車出口的地方在交

通尖峰期(下午 3~5點)

有嚴重塞車的問題，因

為道路的規劃分割了

汽機車，造成機車全部

在右邊，而汽車在左

邊，但大多的學生都要

往左邊走，結果變成綠

燈時大多機車左轉，而

要右轉的汽車無法動

彈，造成交通壅塞問

題。(學城路一段 8巷

接學城路) 

2.學城路上的慢車道太

過狹窄無法容納學生

機車數量，而且沒有人

行道，導致人車爭道的

危險現象。 

3.學府路接義大二路的

待轉區太過狹小無法

容納學生機車數量，導

致待轉時停的太前面

有被直行車輛撞到的

危險。義大二路的慢車

到也太過狹窄，而且沿

路有巷弄會有車輛出

來的危險存在。 

學生會 安全組 

1.已有交通局前來勘查，T 字路口紅綠

燈號誌無法做燈號分向行駛，請同學行

駛該路段小心車輛並注意行人穿越。 

 

綜整意見內容第 2、3 點，回覆如下三

點： 

(1)學校左轉學城路慢車道過窄及人行

道問題。 

(2)學府路左轉義大二路機車待轉區太

過狹小。 

(3)義大二路慢車道過窄。 

上述事項均為本校聯外道路，權責主管

機關為高雄市政府管轄，安全組將發函

主管機關進行陳情改善。 

11 總務 

校門口警衛室有時態度

不佳： 

經常有同學反應，在詢問

警衛問題與出入時遭到

警衛嚴格盤查，抑或不滿

意警衛態度等情況發

生。警衛會到活動中心趕

人，有少數警衛口氣不

佳，學生感受不好，可否

依照規範活動中心關閉

的時間，進行人員進出管

制。 

學生會 安全組 

有關保全態度不佳問題，安全組將進行

檢討與改善並加強保全人員服務態

度，若同學遭到態度不佳之情況，請立

即反映安全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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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第 2 次「師生座談會」會中意見回覆情況表 

項次 類別 意見摘要 
建議 

單位 

承辦 

單位 
處理(回覆)情形 

1 
產學 

中心 

商店街規劃創業園區，擴大國

際學院的產學中心創業基

地，讓同學有更多動手做的機

會。 

校長 
產學 

中心 

承辦單位回覆 

於 107.12另成立「創夢園區-籌備處」，

著手規劃創客實作區域，產總中心於國際

學院 11 樓亦規畫小型的創意發想空間供

學生進行創意提案及想法落實並協助輔導

創業。 

2 教務處 

後中醫學系排課問題，太臨時

決定上課時間，反應上課時間

太長(因調課導致雙週上一次

課，每次四堂以上) 

後中醫二 

陳00 

教務處 

課務組 

校長會中指示 

按照法規處理，有需求可再向討論。 

教務處會中回覆 

各校皆有與教育部討論過，實務和特殊課

程除外，學校還會更進一步了解。 

承辦單位回覆 

一、教育部於 107.06.22 及 107.07.11 來文

指出，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 4 節(含)
以上，但學校實務操作課程等特殊性

質者，得不受此限，惟學校應有學生

學習成效評估及完整配套措施。 
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確保教學品質，

本校以每週課表排定節次授課為原

則，若有特殊原因需調課者，包括調

整上課時間或地點，應於調課日前三

天填寫「教師調課申請單」提出申請。 

3 教務處 

明年醫學院大一新生要到校

本部去上課，那轉系生是否也

要到本部上大一的必修?還是

有其他方案? 

生科一 

洪 00 

教務處 

課務組 

教務處會中回覆 

轉系與轉學生須配合明年新生到校本部修

習課程，但如有足夠人數也會在醫學院開

課。後中醫和後西醫不用到校本部。 

承辦單位回覆 

重(補)修人數較多之大一科目，將規劃於

醫學院開設重修班。 

4 學務處 
宿舍地下室能否改善，讓住宿

學生有更多活動空間。 
校長 

學務處 

住宿組 

承辦單位回覆 

一、自 107年 11月份即積極與設計公司洽

談第一宿舍 4棟宿舍改建案。 

二、目前會針對女生 C 棟地下室優先改

建，目標為 108年 3月份完成。 

三、男生 A棟會配合電梯增建及寢室改建

案一併辦理，會成為第一宿舍區的「宿

舍書院」教育場域。 

5 
學務處 

 

二宿 K 棟男管理員隨意進入

女宿。 

應英二 A 

陳 00 

學務處 

住宿組 

校長會中指示 

此問題屬於宿舍區問題，會請管理人員多

加注意。 

承辦單位回覆 

管理站於陪同維修及處理相關業務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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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由同性別人員陪同進行，然如因執行

公務需要，需進入異性宿舍執勤時，皆要

求相關人員配戴識別證或穿著背心以供識

別，目前已張貼公告告知住宿生以上訊

息。(另已於 107年 12月 22日向陳生說明) 

6 學務處 

管站態度不佳。 

(特殊原因來不及請假，管站

未先了解情況，就先指責學

生) 

應英二 A 

陳00 

學務處 

住宿組 

校長會中指示 

加強教育管理人員。 

承辦單位回覆 

已請管理站於回覆學生問題時，應先了解

事件始末再行回覆，並留意執行公務時之

態度。 

7 學務處 

已有向保全與系助反應後醫

學系生在醫院宿舍的交誼廳

喝酒吵鬧賭博，但卻未得改

善。 

醫管二 

陳00 

學務處 

住宿組 

學務處會中回覆 

因國籍與生活習慣不同，會請保全與教官

多加注意。 

承辦單位回覆 

目前已確認吵鬧學生身分，請系上協助約

談並依規定懲處。已要求後醫系加強宣

導，住宿組業於 107年 12月 22日更新交

誼廳公告使用規定。住戶往後發現類似狀

況，請立即通報保全處理，請保全拍照後

交住宿組懲處。 

8 學務處 
在醫院宿舍，經常有男生進入

異性樓層。 

醫放一 

劉00 

學務處 

住宿組 

學務處會中回覆 

跟醫院承租的宿舍，原先醫院宿舍的規模

是給醫生護士住，所以較無明確的性別設

計劃分，學校會增加刷卡機管制進出。如

同學遇到問題可馬上通報反應，住宿組會

立刻查證處理。 

承辦單位回覆 

醫院承租宿舍各樓層有磁卡管制，非該層

住戶無法擅自進入，已更新宿舍標示內容

加強宣導。若同學發現類似狀況，請將時

間、地點等資訊通知住宿組調閱監視器及

刷卡紀錄調查。 

9 學務處 
系學會社團反應，活動申請單

及企畫書在送件流程中遺失。 

大傳三 

陳00 

學務處 

課指組 

校長會中指示 

可改用線上申請方式。 

學務處會中回覆 

原則上會歸還，不會有遺失的問題。課指

組已有設計線上電子方式申請。 

承辦單位回覆 

課指組未來將朝向電子化設計。 

10 學務處 

目前醫學院區課指組是由其

他單位暫代，對於本學期社團

活動執行稍有不便之處。下年

度預計讓醫學院區一年級新

生至校本部上課，醫學院區社

團活動，希望校方能鼓勵辦理

活動及參與風氣，不要因為上

大傳三 

陳00 

學務處 

課指組 

承辦單位回覆 

學校會以學生權益為優先考量。另外，針

對 108 學年度一年級新生新生集中校本

部，稍早已請醫學院各系配對本部姊妹

系，課指組對於未來跨校區姊妹系共同辦

理社團活動相關事宜，已漸漸開始宣導，

並提高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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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地點問題而有所影響。 

11 學務處 
活動中心是有申請就可使用

嗎? 

電機三 

蔡 00 

學務處 

課指組 

學務處會中回覆 

活動中心有申請就可以使用。 

承辦單位回覆 

請上學務處課指組網頁下載申請表填寫，

填寫後並繳交至課指組續辦，並請參考活

動中心五樓借用情形查詢，如借用日期無

借用單位，即可登記借用相關事宜。 

12 學務處 

一般學生要使用體育館除了

中午時段是否還有其他時間

可使用?那如果不行該怎麼解

決? 

電機三 

蔡00 

學務處 

體育室 

學務處會中回覆 

體育館開放時間為中午時段，目前沒有開

放其他時間可使用。 

承辦單位回覆 

體育館除中午12：30-13：20開放使用外，

於未排訂體育課程時段亦提供同學申請使

用，另運動場館皆以社團或系學會為借用

單位，無借用予個人使用。 

13 學務處 

有同學要使用體育館練習溜

冰是否可以?那如果不行是否

還有其他場地可使用? 

電機三 

蔡00 

學務處 

體育室 

學務處會中回覆 

體育館為標準比賽用地板，不能溜冰，球

類運動以不會傷害到地板為主，如要溜冰

學校有室外用溜冰場可借用。 

承辦單位回覆 

本意見已於會後與蔡同學討論，於體育館

內溜冰恐造成木質地板損傷，且週邊未設

置防護設備，如有溜冰運動需求，可向本

室申請借用室外溜冰場，借用時需以學生

社團為借用單位。 

14 總務處 
學校餐廳素食總類少，建議學

生餐廳增加素食選項。 

健管三 

呂00 

總務處 

事務組 

總務處會中回覆 

會請事務組向廠商反應多增加選項。 

承辦單位回覆 

已立即請廠商增加素食菜色。 

15 總務處 

冷氣借用使用者付費，申請繳

費後才能開冷氣，若當天天氣

冷未開冷氣，那已繳冷氣費該

如何處理?如果只是開其中一

兩台，那冷氣費如何處理? 

後中二 

李00 

總務處 

事務組 

總務處會中回覆 

一般正常調課借課使用不會收費。 

若未使用則會退費，冷氣如開一半，可依

據使用跳電度數來決定收費金額。 

承辦單位回覆 

一般正常調課借課使用不會收費。 

若未使用則會退費，冷氣如開一半，可依

據使用跳電度數來決定收費金額。 

16 總務處 

每周日從高鐵左營站發車往

義大醫院的 E03A，希望能在

17:40到 21:20時之間增加班

次，該班車除了義大學生還有

其他學校的學生，希望學校能

協助與義大客運協調。 

醫管三 B 

陳 00 

總務處 

事務組 

 

校長會中指示 

請總務單位聯繫協調義大客運，在周日或

其他尖峰時段加開班次。 

總務處會中回覆 

內部已協調轉達。義大客運回覆後會轉達

給學生。 

承辦單位回覆 

已立即向義大客運相關業辦單位反映，目

前尚在規劃中，如有調整將公告於義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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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網站，本組將持續追蹤後續狀況。 

17 總務處 
空汙、有異味，學校會有什麼

措施? 

後中醫二 

陳00 

總務處 

事務組 

總務處會中回覆 

已有向高雄市政府反應也與工廠協調過，

但沒有公權力所以未得到改善，未來也會

持續與政府機關配合稽查。 

承辦單位回覆 

請同學察覺有異味時，立即向本單位通

報，我們將立即向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反映。 

亦請同學可立即撥打 1999 高雄萬事通反

映。 

18 勞安室 

請問機車道管理員是否為必

要?尖峰時間為了刷學生證等

待許久，且學校目前機車條碼

識別不佳，現在車牌辨識系統

發達，建議學校能引進改善上

述問題。 

後中醫四 

陳00 

 

勞安室 

安全組 

總務處會中回覆 

學校機車道刷學生證機制是為了保障學生

機車避免遺失問題，如遇到巔峰時間會請

事務組去了解情況，可再討論解決方案。 

承辦單位回覆 

相關問題已由總務處回覆，請參酌總務處

之回覆。 

19 勞安室 二宿停車收費為什麼那麼貴? 
應英二 A 

 陳00 

勞安室 

安全組 

總務處會中回覆 

因為二宿停車場停車位數量不多，而且是

專屬停車位，又是跟外面租賃，學校無權

決定停車費。 

承辦單位回覆 

相關問題已由總務處回覆，請參酌總務處

之回覆。 
 

 

 

107 年度第 2 次「師生座談會」會後意見回覆情況表 

項次 類別 意見摘要 
建議 

單位 

承辦 

單位 
處理(回覆)情形 

1 學務處 

門禁 23:30太早，如果學生為

了趕門禁騎車發生意外怎麼

辦，球隊練到 22:00，上下山

吃飯都需要時間，建議延至

24:00或 24:30 

應英二A 

陳00 

學務處 

住宿組 

承辦單位回覆 

一、宿舍門禁管制是為保護住宿生所做

措施，考量生活作息正常及同學安

全，建議同學外出應儘早返校休

息，避免深夜仍在外逗留衍生意外

之情事。 

二、進行任何活動皆可應事前作好時間

規劃，以符合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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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務處 

管站態度差(宿舍整潔評比

時，舍監說東西太少成績不能

打太高，而且開衣櫃給舍監

看，看一眼後就說不看了，就

走了。) 

健管一 

張00 

學務處 

住宿組 

承辦單位回覆 

一、於檢查前會辦理行前工作講習，講

習過程會附上之前檢查的相關照片

供評審老師參考。 

二、受檢寢室基本分為 60分，評審老師

就檢查情形予以加減分，評比項目

為書桌、床鋪、窗戶、地面、浴廁、

陽台等，質量化說明如下： 

優良+10：有整理、有清潔，且物品

排列整齊。 

良好+5：有整理但清潔上有瑕疵，

物品大致排列。 

普通 0：整理、清潔上皆有瑕疵，

物品大致排列。 

待加強-5：整理、清潔未完全，物

品未排列。 

不良-10：完全未整理、清潔，雜亂。 

三、如果住宿同學在檢查當下有任何疑

義時，可至醫學院生輔組反映，由

活動承辦同仁協助處理。 

3 

學務處 

 

總務處 

醫學院桌球室增設廁所、飲水

機和可鎖或可租用的置物

櫃，地板改成合格的場地，

wifi 及手機訊號差，球桌先

前因漏水損毀，希望可維修或

更新。 

後中二 

陳00 

總務處 

營繕組 

 

學務處 

體育室 

 

承辦單位回覆 

一、桌球室位於地下室排水不易，請至

附近之教學大樓 AB棟交界處 1F，即

有茶水間及廁所可供使用。 

二、醫學院桌球教室公共空間目前已有

開放式置物櫃，請同學多加利用，

桌球桌定期檢視損壞情形進行維修

或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