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葉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進修學士班)」會議紀錄
壹、時間/地點：10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18:30~19:30/管理大樓地下室 B008 會議室
貳、參加會議人員：
主席：梁卓中校長
師長：陳明印副校長(請假)、李義剛教務長、黃娟娟學務長、莊基仁總務長、
黃俊杰研發長、黃俊熹館長、張顧耀主任(楊正強組長代理)、羅正忠主任、
巴長泓副學務長、林劍鳴主任、林作慶主任(黃泰元先生代理)、張秋蘭主任、
賴俊銘組長、李晶菁組長(蕭聖奇先生代理)、黃雅萍組長
學生：進修學士班各班班級代表
記錄：賴幸祝小姐

參、主席致詞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你們要上課還要代表班上參加「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
，辛苦了！
按照座談會程序有業務宣導及各處室問題的彙整回答，在綜合座談時，各位同學如果有新的問
題，還是可以現場提問，同學們提出來的問題，學校一定會盡力解決。
肆、業務宣導：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略)
伍、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後追蹤回覆(會議手冊 1-2 頁)-請參閱附件

陸、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前提問及回覆(無)
柒、綜合座談
校長：
各位同學請把握時間提出問題，各個行政部門的主管都在場，可以協助回覆問題，請同學踴
躍發言。我先把上次的問題做一個彙整，回到第一個問題，星期三 B.C.D 節，有一天沒有電燈，
回覆是人員已下班，無法開啟。請問總務長管院大樓三樓 D310 企管系辦公室或行政大樓二樓營
繕組辦公室，聯絡有用嗎?確實會有同仁上班服務進修部的同學嗎?
總務長：
1.學校電源管控時間總務處營繕組和教務處課務組會有人上班，上班時間到晚上九點半。電源管
控是針對所有的普通教室，不包含專業或特殊教室，同學如果在使用上遇到狀況，可以跟總務
處營繕組或課務組連繫，這兩個單位的同仁都可以幫同學做電力管控狀況的問題排除。
2.門口管制在上個學年度開始實施，尖峰時期有守衛同仁在機車道上執行管制，盤查同學有沒有
有通行證。離峰時段，由同學自行刷學生證入校，如果遇到有通行證，但是刷學生證沒有反應
的情況之下，除了當下守衛同仁幫你做立即性的問題排除外，請找總務處環境管理組同仁反
應你的狀況，重新幫你派卡，才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3.設院同學提到交通上的問題，我們已經把校園接駁車從以前 1 個小時 2 個班次，增加密集度到
1 個小時 5 個班次，雖然晚上上課搭乘的同學比較少，但是為了服務同學，在夜間開的班次時
間是比照日間同學的交通服務。最主要的是我們希望對設院及住宿的同學提供這樣的服務，
請同學多加利用。
4.設院同學常遇到要搬作品的情況，有通行證的同學可以跟總務處申請卸貨放行條，也可以跟系
上借用通行證，每個學系有 6 張通行證可以借用。另外晚上 9 點過後，設院有通行證的機車
可以直接騎到設院，但是隔天早上 7 點以前一定要騎下來，不然被貼上違規車後，下學年申請
通行證的權利會被系統鎖死。
第1頁

5.總務處在整個節能措施上獲得所有師生全力支持，所以學校的能源管控每年都可以達到政府要
求最低底線的節能效率。總務處為了節能，所以跟教務處協調，夜間的課程基本上都排在管理
大樓上課，如果系所有個別需求必須回到系上的教室空間上課，我們請課務組跟系上強調必須
考量學生學習環境，建議安排在具有獨立空調的教室上課。關於通識教育中心安排學生在無空
調設備的 J217 教室上課的問題，我們會跟通識教育中心繼續溝通。
校長：
謝謝總務長的說明，問題二總務處已經要求守衛同仁的態度，很多的問題其實是要互相體諒的。
問題三設院的交通問題，也請同學體諒一下學校的規定，目前每個學系有 6 張通行證，總務處
也有卸貨放行條，同學都可以申請利用。
有關空調部分，為了節能學校夜間只有管理大樓會開中央空調，其他大樓的中央空調關閉。
問題四基本上是系姐的服務態度問題，系姐一個人要服務很多的人，一次服務態度的不好，大
家要互相體諒，如果服務態度一直都不好，各位同學可以反應到系上主管或人事室主任。
問題五已經回答了，不須要另外再補課，問題六必修課程需要適任的教師及問題八通識課作業
遞交的問題，請教務長回應一下，問題九有關師徒導師的職責，請學務長回應一下。
教務長：
有關教務問題除了書面資料的改善情形回應外，我們有再請系上在必修課的部分，務必由專任
教師負責，除非萬不得已，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跟相關學系進行溝通。
學務長：
1.行政單位在開學第一個月，至少都會有一位同仁留守到晚上七點，我們會盡量做到讓同學可以
找到服務人員。
2.問題九其實在前次會議的時候就有提出來，烘焙學程因為班導師和師徒導師全都是同一個人，
我已經跟老師溝通過，請老師利用學生上必修課的時候來班上跟同學見個面，瞭解一下同學的
狀況。
校長：
問題六的問題應該是必修課應該要有適任的老師授課，系上安排老師的時候，基本上必修課都
是要由專任教師授課，選修課才由兼任教師授課。問題八真正的問題有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
是依據科目適當提供教材及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學以致用，與職場融會貫通。第二個問題就是
作業繳交的時間限制太嚴格，這個問題已經做某種程度改善，如果還有問題，可以再跟這些老
師溝通。問題九真正的問題是師徒導師安排的適當性，這位老師需於晚間授課與校隊練球等事
務較為繁忙，所以要安排可以照顧同學的老師擔任師徒導師。
我們都把過去的問題做了回應，看看各位還有什麼問題，不用客氣，儘量提出來。

捌、主席結論
1.請同學注意行車安全，騎機車不要騎太快，學校出大門到山腳路有好幾個彎，同學在這幾個彎
道騎車一定要降低速度。
2.學校曾發生偷窺事件，女生上廁所最好要結伴同行，如果看到可疑份子，就要檢舉出來。另外
就是要特別注意遭竊問題。
3.學校今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獲得教育部將近七千萬的獎助，獎助金額是彰投雲嘉私校第一，
表示學校辦學品質獲得教育部肯定。
4.學校逐步運用經費把教室更新，現在的教室有體驗式的、有互動式的，同學可以善加利用。
5.大葉很多同學需要打工賺取生活費，學校多元扶助弱勢，有很多弱勢助學措施，工讀機會及勵
學餐券，同學如果有需要可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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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長自上任以來，決心要把學校辦好，要從教學、研究和輔導服務做好，大家晚上還要來上
課很辛苦，但是一定要堅持到底，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跟系上反應，
謝謝大家！

玖、散會(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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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葉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進學班)」會後追蹤回覆
案號

問題 1

發言單內容

上學期星期三 B.C.D 節，有一
天沒有電燈，詢問後，回覆是

執行單位

【總務處】

人員已下班，無法開啟。

問題 2

10/20，6:00-7:00，有車證但沒
帶學生證，警衛表明沒學生證

【總務處】

就不能上學校。

問題 3

設院路程偏遠，常須帶工具、
模型無法騎機車，公車班次時
間與進修部學生無法配合，學
校是否有改善方式？

【總務處】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經查教室電源管控系統已無上學期供電
相關紀錄可供查詢，新學期也未有發生
類似情形．如再有類似情形發生，可以
直接洽管院大樓三樓 D310 企管系辦公
室(分機 3012)或行政大樓二樓營繕組辦
公室(分機 1108)，如仍無法處理，將協
助更換上課教室。
1.經調閱監視器，並無同學所述狀況。
2.本處於 106 年 10 月 27 日 16:00 邀請同
學至環境組辦公室了解當時狀況，同
學告知只是在會議上替班上同學轉
達，可能轉達上有所誤會。
3.本組已再要求守衛同仁，如同學已有
辦理通行證，但未攜帶學生證，應主
動協助開啟柵欄放行。
1.校園巡迴車每小時有 5 班次，請同學
利用行動 APP 查詢車輛動態，避免久
候。
2.同學若有載物需求，可以向環境組申
請卸貨放行條載物放行，如無法一小
時內卸貨完畢，可申請延長卸貨放行
條或向系上借用臨時公務通行證通
行。(設院每系有 6 張)

餐旅系姊，請她處理門卡口氣
問題 4

問題 5

問題 6

與態度不好，然後請他們設
【觀光餐旅學院】 已了解狀況，會請系上注意。
定，動作拖拖拉拉、很忙等其
他理由。
自我學習日為全校採行之多元學習方式
3/31 是否補課?補 4/6 自我學習
之一，應由原本當日授課老師提示學生
【秘書室】
進行，如：校外參訪或指定閱讀…以自
日的課？
主學習方式進行，無須另行補課。
1. 本學期主任已初次與必修課老師協調
願意在職進修，背後因有強烈
授課方式與內容等。將協調本班導師
需求，亦因上課時間有限，必
關切必修課問題與情況，系所再主動
修課程盼能提供適任教師上
【企管系】
協調授課老師。
課，在有限時間內獲得最多知
2. 本系將特別注意此問題，列為學期課
識，授課方式及內容應適當調
委會議題，強化進學班必修課師資規
整，教師亦應課堂反映檢討。
畫並檢討目前問題。

第4頁

案號

發言單內容

執行單位

問題 7

通識課：中國現代化歷程教室
J217，自開學至今上課都無空
調，老師說規定不能開。

【通識中心】

問題 8

通識課亦因依科目適當提供教
材及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學以
致用，與職場融會貫通。作業
遞交時間限制太嚴謹(不受理隔
週補繳)，在職進修學生基本上
時間極少能配合各科上課繳作
業時間。(註：白天上班，下班
上課，試問要為作業熬夜影響
上班及健康嗎?)

【通識中心】

問題 9

烘焙學程同學提問：師徒導師
對我們的幫助是什麼？沒看過
師徒導師出現。

【烘焙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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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1. 總務處營繕組規定進修學士班上課時
間只有管理學院會開啟中央空調，希
望集中在管理學院上課，以達節能效
果。
2. 進修學士班的「中國現代化歷程」為
大班的課程被安排在 J217，經詢問授
課教師得知，因期初第一次上課，有
學生向她反映沒有空調，所以老師期
初時曾詢問過課務組請求更換教室到
管理學院上課，課務組回應已無大教
室，亦有詢問過營繕組是否有何管道
或程序能讓 J217 晚上有空調?或者可
以將教室移到產學大樓?營繕組回應
晚上上課的教室只有管理學院開放空
調，老師也將這詢問經過向學生說明。
3. 授課教師上課皆提早到 J217 教室，打
開門窗，讓教室空氣能流通，未曾有
學生當面向她反映此事。
1. 經了解得知反映問題的進修學士班學
生分別修習歐秀慧老師的「語文與應
用」及廖賢娟老師的「中國現代化歷
程」課程。
2. 分別詢問兩位老師後，歐老師告知基
本上其作業都是當天上課當天做完
的。除非缺課，想補作業，才可能會
遲交，會受理學生補交，並無不受理
隔週補繳的規定。
3. 廖老師告知其班級有多次隨堂作業，
這隨堂作業是加分性質，是由當週到
課聽到這加分作業且願意寫的學生，
於隔週上課的課堂上繳交，若無法到
課繳交，可請一起修課同學代交；倘
若有特殊突發狀況者，可以事後向老
師說明原委，老師會同意學生補交作
業，有到課的學生皆清楚這繳交作業
需留意的時間與情形。
師徒導師是當同學有課業上的問題時，
或者是生活上的突發狀況可以適時給予
意見與協助，但是老師需於晚間授課與
校隊練球等事務較為繁忙，故已給班代
老師的連絡電話，如有緊急事務或者班
會等事宜需處理、老師會適時給予協助。
本學期已於 10/30 19:00 到 M310 班上再
次告知師徒導師聯絡方式與職責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