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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新的學年開始醫學院的新生會到校本部這邊來上課、生活，但一個禮拜其中有

一天會回到醫學院區上課，我跟各位報告為什麼要這樣做，未來的社會一定是跨領

域、創新才有競爭力，希望同學將來畢業之後能有競爭力，在職場上發光、發熱，

不能只有單獨的學科本位，現在科技變化太快了，一定要把自己當作一個變形蟲隨

時可以學習新的東西，最好的學習場地就是在校園裡面，義守大學有 9 個學院 43

個系，有這麼多的學系同儕一起學習，未來會有更多讓大家跨領域跨學院跨系交流

的機會；未來我們會要求新進來的一年級同學調降畢業學分和調降必修學分，再來

增加選修外系的學分的承認數至少 15 個學分，讓同學有更多的彈性，將來同學要

去交換或是要修別的系或是甚至轉系，可以給同學更大自主學習的空間，但是這不

代表我們放鬆對教學品質的要求，我們是希望各位有更大的彈性去追求你的興趣，

在這裡搜尋你的興趣，從去年開始我們也開始辦理適性轉系，你可以很自由的轉到

你喜歡的系，我們不看成績只看性向，老師跟你談你可以挑 3 個志願，到時候再安

排到你喜歡的系所轉過去，到時候 15 學分可以承認你就有更大的彈性去承認外系

的課程也不會影響畢業，我們是希望提供同學更多的交流機會。 

第二部分從一年級新生開始，我們會安排一個健康醫學密碼，醫學院的課程是

我們最核心的，義大醫院有醫生的專業，希望能提供同學一輩子都能用的知識，到

時候一年級會混班上課，讓大家利用學校現有的資源學習，到時候我們再研究看看

高年級是否比照辦理。 

第三部分我們謝謝學務處積極規劃整修宿舍，從第一宿舍 A 棟、B 棟、C 棟，

還有地下室，讓同學有更多更好的設施能使用，還有運動場及籃球場的規劃。 



第四部分我們也拜託總務處在餐廳美化這部分的改善;教務處也規劃了更多的

互動學習政策的改善，如電資學院陸陸續續開放新的實驗室使用；電腦教室我也有

請圖資處，全面將舊的電腦更新，到了年限的電腦也要撤掉、強制更新，我們把學

校的設備給同學共享使用，集中設備有效的利用，謝謝各位參加今天的會議，進行

下面議程。 

 

 

 

 

 

 

 

 



 

 

 

二、書面意見答覆暨問題解答： 

108 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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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目前學校規定ㄧ個學生最多

一個雙主修加一個輔系。 

想請問是否能能開放到三主

修？ 

只要學生在修業期限內完成

主系畢業條件，及另外兩個

系的雙主修條件。 

電機三Ｂ 

田○○ 
註冊組 

承辦單位回覆 

依教育部學位授予法第十四條規定，學

生可以加修他系為雙主修，有關三主修

乙案，目前教育部尚無相關法令可實

施。 

2 學務處 

第三宿舍交誼廳，沙發椅遭

撤除。第三宿舍交誼廳內原

本放置沙發，供同學休憩聊

天，但近日發現沙發無故遭

撤，且同學向校方反映多次

仍無積極回應。希望希望校

方是否可以繼續提供，亦或

提出相關替代方案。 

學生會 住宿組 

承辦單位回覆 

一、原放置沙發地點為國際三館管理站

通道區，因該處為消防設備設置地

點，經主管單位拍照勸導後移除，

並因消防法規通道處須保持淨空，

所以不得擺設任何物品。 

二、未來國際三館管理站隔壁為創夢工

廠的展示空間，可以多加利用。 

校長會中指示 

未來國際三館商店街區域會規劃為創夢

工廠，會有咖啡館及展示空間，未來那

邊會很熱鬧，同學可以多加利用，產學

總中心已進行規劃，總務處會進行發包

，讓同學的學習空間與市場結合。 

3 總務處 

地下室停車場蚊子孳生情況

嚴重，曾長達數週。前陣子

綜合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

曾經出現蚊蟲大量孳生的情

況。由於地下室為密閉空

間，且如逢課間時段須等待

電梯較久，蚊蟲情況長達數

週，影響師生甚至有可能危

害健康。 

學生會 事務組 

承辦單位回覆 

狀況已於 4 月初發現，除加強清潔環境

外，並協同衛保組進行消毒及投藥，目前

狀況經巡查已改善。 



 

108 年度第 1次「師生座談會」會中意見回覆情況表(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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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生的行李在寒暑假有一個

地方可以堆放，希望可以像本

部宿舍或醫院宿舍一樣可放

在宿舍裡。由於上學期暑假突

然和郵局合作，以箱子存放在

郵局，因此希望有個地方放僑

生的行李。 

物治三 

俞○○ 
住宿組 

住宿組會中回覆 

因為去年的狀況特別所以有跟郵局合作

，今年大一升大二他們的行李是直接放

在寢室，僑生的部分我們這邊會再另外

規劃一個空間讓他寄放；義大醫院宿舍

的合約只要續約的話，他是一直持續住

到大四，他的住宿方式跟我們校內宿舍

是不一樣，所以無法比照你的東西會放

在寢室裡面；今年大一升大二的部分沒

有行李寄放問題，可是升大三、大四的僑

生會另外規劃再公告。 

承辦單位回覆 

去年與郵局合作試辦倉儲寄存服務，往

後將持續與郵局合作受理寄送行李項目

服務同學。醫學院宿舍僑生、陸生及外籍

生由於寒暑假封宿期間無法將行李寄送

回國，將提供醫學院宿舍交誼廳存放行

李，相關存放規則與限制，依住宿組公告

為準。 

2 學務處 

學校體育館有全台設備最好

體育用的籃球場，但是沒有明

確規定怎麼去借用場地做使

用，請問體育室，同學要怎麼

使用比較好。 

學生會 

副會長 
體育室 

體育室會中回覆 

體育館開放時間 優先順序為運動代表

隊與重要集訓，平常開放使用時間為中

午 12點到 1點 30提供給全校師生使用，

這些均有公告，將再行於體育室網頁公

告。 

承辦單位回覆 

本室已預計規劃於108學年度中非體育

課程及代表隊訓練時間外，開放系學會

及社團申請使用，使用項目羽球及籃球

設施，其餘非相關活動不予借用，借用辦

法於規劃後公告於本室網站。 

 

 



3 學務處 

學校游泳池環境維護不太好，

滿髒的，因為有看到游泳池底

部有綠藻，有無相關程序告知

同學如何使用? 

學生會 

副會長 
體育室 

體育室會中回覆 

學校開學期間游泳池環境均有良好維護

，但寒、暑假期間因為節省水電費因素，

會將水位降到最低，節省維護成本，開學

時即會恢復正常使用情形。另外上學期

因游泳池馬達壞掉過濾情形較差才有綠

藻，這學期開始已修復正常。， 

承辦單位回覆 

一、本校校本部及醫學院區游泳池皆於

室外，常受外在因素影響，如灰塵、

樹葉，還有同學從游泳池外丟進來

的垃圾，如遇下雨便會稀釋池水藥

水影響水質。 

二、本室每日皆視水質狀況評估藥水用

量，另游泳池開放日每日皆派員下

水清潔。 

 
 

 

 

 

 

 

 

 

 

 

 

 

 

 



 

108 年度第 1次「師生座談會」會後意見回覆情況表(108.05.22) 

項次 類別 意見摘要 
建議 

單位 

承辦 

單位 
處理(回覆)情形 

1 

教務長

室 

電機系 

電機系對於鋼鐵學程課程的

移動，完全無與相關參與鋼鐵

課程的學生做討論，讓鋼鐵學

程學員畢業後原有就業保障，

變成一畢業損失將近兩個月

的薪水，系上逕自以系務會議

變更開課年級，現在又說又要

再變回去原年級，且在招開系

務會議時完全沒有學生代表

在場，是否違反義守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三條。 

電機四C 

林○○ 

教務長室 

電機系 

承辦單位回覆 

教務長室回覆： 

一、依據 106學年度鋼鐵學程實施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本學程大學部共需

修滿二十學分(甄選制學生為二十

一學分)始得發給證書。其中含共

同課程一門，專業課程六門，以及

甄選制學生必修實習課一門。 

二、經查該生為甄選制學生，已完成修習

共同課程一門、專業課程五門及實習

課一門，並於 107-2修習剩餘之專業

課程一門。 

電機系回覆： 

本系課程委員依「義守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設有學生

代表一名，也有通知開會，故未違反該要

點。課程異動是依課程委員會決議，再由

系務會議通過，報請學校核准實施，故有

依循合法標準程序。為免未能顧及全面，

本系所有教師，包括主任，都很樂意接受

學生意見，也會視實際需要提請相關委

員會及會議討論，故歡迎學生隨時提供

建議。為降低影響，已請該科任課老師儘

快遞送學期成績，方便學生早些取得學

程證書。 

2 

教發 

中心 

電機系 

嚴重質疑優良教學助理的評

選公正性，為何有學弟違規批

改考卷，甚至拿給其他同學

批；應屆畢業生的教學助理為

何無法優先辦理評選?不然之

後誰給獎勵? 

電機四C 

林○○ 

教發中心 

電機系 

承辦單位回覆 

教發中心回覆： 

一、若學生或其他教學助理發現有違規

情事，應立即轉知指導老師與教學

發展中心進行了解，並於教學助理

考核評分項目中酌以扣分。 

二、優秀教學助理遴選評分項目包含：

指導老師滿意度評量、受輔導學生

滿意度評量、行政資料繳交配合度、

受輔導人次積分、期末成果報告書，

因教學助理輔導課程開課系級多數

為大三以下，上述遴選評分項目皆

須於期末作業才有完整性，若遴選

結果為已畢業學生，教學助理承辦

人皆會與獲獎者連繫後續領獎事宜

(例如可掛號郵寄)。 



電機系回覆： 

考試與成績評比是由老師全權掌握，並

無教學助理違規之實情。優良教學助理

評選、以及應屆畢業生是否優先辦理，可

請權責單位審議。 

3 
總務處 

電機系 

3513教室環境改善計畫 

1. 回音太重，建議可將窗簾

改為布質窗簾。 

2. 冷氣太吵，建議可將窗型

冷氣改為分離式冷氣。 

3. 黑板燈光加強，黑板照明

明顯不足(50409 教室黑

板照度 753lux，3513教室

黑板照度僅 255lux)。 

4. 整體教室燈光加強(50409

教室平均照度 660lux，

3513 教室平均照度僅

3301 lux)，該教室日光燈

應都已超過 2年沒更換)。 

5. 3513 教室的課桌椅還在

用第一代的課桌椅，綜合

教學大樓都已經升級到第

三代，請更新，提升學生

受教環境。 

電機四C 

林○○ 

營繕組 

電機系 

承辦單位回覆 

營繕組回覆： 

1.本教室均依法規建置，欲再增設回音

設施不易，且現有窗簾於 105 年 3 月

份已更換為布廉。 

2.3513之冷氣機已使用 18年，將規畫汰

換為變頻低噪音之冷氣機。 

3.經以照度計進行實測，均有符合 CNS教

室之照度標準。 

電機系回覆： 

可請權責單位協助改善。 

4 學務處 

建議由學校端舉辦本校各組志

工跨校或跨組跨校區交流，以利

增進本校學生志工視野增廣及

交流。 

電機四C 

林○○ 
服教組 

承辦單位回覆 

本校各組志工因業務服務內容不同，由

各組視業務需求運用及培訓，並安排跨

校志工交流。在校內部份，服教組每年皆

會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志工特殊訓練，召

集各組志工一同受訓，並在訓練中加入

破冰環節..等，增進各組志工間的互動；

也於每年 5 月辦理志願服務績優表揚大

會，召集各組績優志工，頒發證書及安排

餐敘時間，得獎志工上台分享自己服務

的心得，增進志工們對不同組服務內容

之了解；學務處每年也會視經費於年末

辦理志工交流活動，增進彼此感情。 

 

 

三、校長對參與座談會師生簡報說明「學校特色與未來規劃」：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