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葉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大學部、四技部)會議紀錄
壹、時間/地點：10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15:30～17:10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演講廳
貳、參加會議人員：
主席：梁卓中校長
師長：施英隆副校長(請假)、羅正忠處長、陳文儉教務長、史建中學務長、汪漢英總務長
、黃俊杰研發長(蔡仁傑組長代理)、張顧耀主任(館長)、謝智玲副學務長、
賴俊銘組長、巴長泓主任、林作慶主任、張秋蘭主任、張育甄組長、黃雅萍組長
學生代表：大學部及四技部各班班級代表、各系學會會長、學生會會長、各社團代表
記錄：賴幸祝小姐

參、主席致詞：
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今天是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依照座
談會程序有業務宣導及各處室問題的彙整回答。首先向各位同學介紹參與座談會的師長，各個
行政單位的主管都在場，可以協助回覆問題；在綜合座談時，各位同學如果覺得學校有什麼不
妥的地方或者有新的問題，都可以趁這個機會現場提問，最好是所有問題在今天的座談會都能
夠獲得解答。
肆、業務宣導：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略)

伍、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後追蹤回覆(略)
陸、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會前提問：
會前提問一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4 年級陳同學
外籍生〔外國生獎助學金〕錄取名單遲至 9 月才公布，帶給許多學生困擾，特別是家庭經濟困
難的學生，如果早一點通知未錄取學生，學生還有時間籌得學費，但是這一次因為遲至 9 月才
公布，導致許多學生很難籌到學費。後來至國際處詢問，國際處只回答業務交接問題，並未回
答我們的疑慮。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回覆：
有關學生提出的獎學金續領錄取名單公布時間點過晚，因本處人員異動頻繁，辦理第一階段與
第二階段的承辦人員不同，在交接業務上有所疏漏，未能即時有效的覈實辦理交接，目前 108-1
舊生獎助學金續領，已於 9/18 公告並將獎學金核發於學生。自 108-2 學期開始，獎助學金續領
由學生自行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資料。
會前提問二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4 年級林同學

10/3 當日，我與幾位僑生才得知，我們每年申請的〔僑生暨港澳生獎助學金〕申請期限已到。
後來發現原來公告已在 9/20 上傳至大葉網頁，申請日期為 9/20~9/27，只有一個禮拜。往年都會
在 FB 國際生群組公告通知，但今年卻沒有在公告通知，造成許多僑生一等再等，後來發現大葉
網頁的公告時，已經過期了。後來至國際處詢問，被告知以後公告並不會每個都 PO 在 FB 群組
上，並且申請日期只有一個禮拜，但不是每個人，每天都有空去大葉網頁查詢，倘若申請時間
只有一個禮拜，會讓有些人來不及申請。希望日後有重要訊息，還是要在僑生或外籍生 FB 群組
上公告。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回覆：
108 學年度僑生暨港澳生獎助學金申請日期為 9/20~9/27。獎助學金申請訊息一併於大葉大學最
新消息以及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公告。9/27 截止日前已有大多數學生將申請表單及成績單繳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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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其中也不乏僑生。10/4 繳件截止日後一周有學生前來反應未能及時上網頁查看申請公
告時，同意讓同學們於隔日 10/5 中午之前補件提出申請。未來公告獎助學金資訊時會發布於港
澳僑相關社團群組，避免此一紛爭再次發生，也希望同學未來於申請期程中能注意相關公告。
會前提問三

護理學系 1 年級陳同學

(一)工院自助餐的大碗白飯量可以多一點嗎?
總務處回覆：
將協調自助餐攤位採用大小兩個盛飯碗具，以做為飯量多寡之區隔。
(二)525 班次可以密集一點嗎?走了一班車後下一班要等 20 分鐘以上。
總務處回覆：
1.大學城 525 接駁車(中型巴士)服務時間自上午 7 點至下午 7 點前，每小時均有三班次接
駁同學到校上課，發車時間為整點與 20 分、40 分。
2.學校司機加開班次如下:
(1)右轉(玫瑰園線)七班次:7:20(2 班次) 、8:20、9:20、12:20、13:20、14:20。
(2)左轉(文化線)九班次:07:40、08:40、 09:40、12:40、13:40、14:40、15:20、 16:20 及
17:20。接駁同學至山腳路與校外宿舍。
3.1688 員林交通車(大型巴士)服務時間自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前每小時有三班次，學校發
車時間為 10 分、30 分及 50 分，同學可選擇搭乘 1688 員林交通車至山腳路，車資費用
與大學城 525 接駁車相同為新臺幣 2 元，亦可減少同學等車時間。
(三)四肯學舍的手機訊號很不好，希望電信公司能加裝基地台。
總務處回覆：
將請電信公司加裝強波器改善訊號接收，預計於 10 月底前完成。
會前提問四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1 年級洪同學
工學院前面柏油路的路面龜裂凹凸不平，請改善。
總務處回覆：
總務處將不定期檢查路面，有坑洞即刻修補。

柒、綜合座談
現場提問一
造形藝術學系 4 年級蔡同學
是否讓設院大三及大四的學生皆可核發設院停車證，方便設院大三及大四的學生至設院做作
業。因為之前只要憑設院學生證即可通行，但是 10/15 臨時改為必須持有設院停車證才可以通
行，造成設院學生相當不方便。
總務處回覆：
依規定持有設院夜間通行證或一般通行證(須出示學生證)，皆可於 21:00 後通行管院交管哨，已
與學務處協調，請轉達交通服務隊同學依規定執行。
現場提問二
生物資源學系 3 年級劉同學
7-11 便利商店旁的座位區有磁磚剝落的問題，因為很危險，請學校處理。
總務處回覆：
已於 10 月 22 日修補完成，並增設採光罩防止磁磚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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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提問三
視光學系 1 年級李同學
(一)大葉一舍（特約）的網路常常不能使用，使用自己的網路也不通。
學務處回覆：
網路方面：已向房東建議效仿校內宿舍，於各寢室張貼客服專線，讓學生能在第一時間聯
繫並解決問題。
(二)大葉一舍（特約）的廁所常常很髒，浴室的門鎖很多都壞掉了，天花板會漏水或掉下蟲子，
地板也常常有垃圾。
學務處回覆：
衛生方面：目前清潔人員每週有三天實施清掃，本處已與房東協調應視情況增加人力及
時段清理，以維護宿舍環境清潔。
(三)大葉一舍（特約）的相關問題已經跟管理員反映很多次了，但是都沒處理。
學務處回覆：
設備方面：房東已聯繫維修廠商修繕中。
現場提問四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3 年級黃同學

校外機車停車場有一段路沒有水泥地，所以下雨時會積水，風大的時候，風沙比較多，希望這
一段路可以鋪水泥。
總務處回覆：
校外機車停車場屬水土保育地，現況無法實施水泥舖設，針對該區域積水及風沙問題，環境管
理組預定 108 年 10 月底前進行土方回填舖平及於寒假期間進行草皮舖設以改善該區現況。
現場提問五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4 年級郭同學
外語學院汽車停車場(B1)燈光較不足，倒車時容易發生碰撞，希望可以增設照明設備。
總務處回覆：
已於 10 月 19 日增設照明。
現場提問六

造形藝術學系 1 年級賴同學

業勤學舍到設計學院的大斜坡，燈光不足，行走時因看不清楚路面，容易摔倒，希望能增設照
明設備。
總務處回覆：
經勘察路燈燈泡故障，已於 10 月 18 日修復完成。
現場提問七

視光學系 2 年級劉同學

工學院餐廳用餐時間沒有冷氣，希望能有強一點的冷氣。
總務處回覆：
(一)已向美食街廠商要求，應於每個上班日上午 10 時開啟空調設備，以維持中午用餐環境
舒適。
(二)10 月 17 日中午前廠商已開啟空調設備，總務處將請廠商持續配合辦理。
現場提問八

工業設計學系 1 年級吳同學

四肯學舍的對外窗戶，充斥著灰塵及蜘蛛網，希望可以清洗四肯學舍的外牆。
總務處回覆：
(一)10 月 17 日 13:50 前往該寢室了解實地狀況並與學生溝通，告知是否需即刻處理蜘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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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示不用，並能理解窗外蜘蛛網清完後過幾天自然又會出現。
(二)總務處擬利用暑假期間，清潔各寢室外圍環境。
現場提問九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4 年級丁同學
希望在工學院 8 樓空曠人少的地方設置吸菸區。
學務處回覆：
為防制菸害及維護師生身心健康，本校於 106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實施無菸校園政策，不再設
置吸菸區，希望吸菸者能逐漸減菸進而戒菸，為提昇優質清新的校園學習環境共同努力。
現場提問十

生物醫學系 3 年級陳同學

我的機車排氣管在外語停車場被人偷拆走，但監視器未拍攝到犯竊的影像，希望能夠有較有效
的防範方式或解決方案，例如增設監視器等…。
總務處回覆：
經現場勘察後將於停車場 B1 層增設 4 支監視器及 B2 層增設 2 支，並將調整停車場內現有監視
器監視角度，讓涵蓋面更為廣闊，以防止汽車設施遭受破壞。

捌、主席結論
一、非常感謝各位同學提供這麼多寶貴的意見，大多數的問題都集中在總務處，總務處是一
個任勞任怨的單位，為了協助同學解決問題，還要請總務長多費心。
二、
「學生綜合資料卡」一定要在規定時間內填寫，因為學校有重要事情需要聯絡時，都需要
學生正確及最新的資料及手機號碼，如有更改聯絡電話或其他資料，請務必隨時上系統
更新資料。
三、請各位班代轉達同學，為了養成良好禮儀習慣及避免雨天路滑容易摔跤，請不要穿拖鞋
到學校。另吸毒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很大，請各位班代發揮同學愛，看到有異常狀況的同
學，一定要跟老師通報，請老師督導。
四、為了自身的權益，符合申請獎學金及助學金的同學，把握申請機會。
五、總務處提供的交通車服務、衛生保健組提供的醫師門診服務、學生發展輔導組提供的心
理諮商服務，請同學要善加利用。

玖、散會(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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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葉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與校長有約-師生座談會」(大學部、四技部)會後追蹤回覆
題號

提問內容

執行單位

曾經看到有人機車可以騎到排球
場，但是前幾天下午 6 點想騎上
1

去，警衛說只能到 7-11 便利商店， 【總務處】
請問機車可以騎到排球場嗎?還是
只有汽車能開上去?

側機車停車場，汽車亦須停放於指定
汽車停車場。
3.平日亦可搭乘接駁車至排球場旁之大
葉學舍站下車。

少，星期日也沒發車，如果要回校
時間發車或未依路線行駛，請向總
外租屋處只能搭計程車。
務處環境管理組反映。
平日回來也是一樣，1 小時多才 1 【總務處】
2.彰化客運 6914 公車週一至週五有 8
班車，而且因為大型巴士都會提早
班次行駛員東路經山腳路到學校(假
開走，所以從火車站下車後常常趕
日與例假日則有 7 班次)，同學可多
不上，請改善。
加利用。
3.建議同學亦可搭乘 1688 員林交通車
中山線至幸福站，再轉搭大學城 525
接駁車文化線到校外賃居宿舍。
學系或學位學程申請停招後，仍持續依
各年級學生適用之課程規劃表(入學學
程)開設必、選修課程，供在學學生修
習，且課程開設以保障學生畢業為前

請問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

3

1.如因舉辦活動需要載物，可至環境組
申請卸貨放行條或活動臨時通行證通
行。
2.機車依規定須停放於行政大樓東西兩

1.1688 員林交通車員東線學期中週一
至週五員客總站發車時間為 08:20、
09:20、10:20、11:20、13:20、14:20、
15:20，有 7 班次，假日與例假日停
駛，若同學有發現交通車未依規定

行駛員東路線的大型巴士車次太

2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提，滿足學生修習需求，學生亦可選修
學程和 109 學年度新成立的醫學工
學院之跨領域課程，進行跨域學習，除
程學系可以合併嗎?因為所學的都
【教務處】 滿足學生修習需求，並有利提升學生跨
差不多；一直聽到風聲說醫材學程
【醫材學程】 域專長及解決問題能力；醫材學程將依
未來可能廢系，如果真的被廢系
照各年級學生修習跨領域課程，申請輔
了，可以給醫材學程的學生一個交
系、轉系等措施，制定各年級 SOP，讓
待嗎?
學生更加了解學校提供之管道，而不會
慌亂。大一至大三學生若有意申請轉系
者，尊重其性向與學習興趣，透過學校
轉系管道，以利學生適性適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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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提問內容

執行單位

目前執行、改善情形

中午想直接在下午要上課的學院教
室休息，下午上課才不用跑太遠；
但是學校中午供電的教室都集中在
4

5

已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增設 H607 教室
【總務處】
同樓層，不是在那樓層上課的同
為中午供電教室。
學，要跑很遠才能有休息的地方，
有點麻煩。希望學校能增加高樓層
的供電教室，如工學院 6 樓。
在校園裡有許多學生總是無視清潔
1.感謝同學體恤清潔人員的辛苦及秉持
人員的辛苦，隨意亂丟垃圾，造成
校園環境維護人人有責的正確觀念。
別人的困擾及不方便。希望學校可 【總務處】
2.總務處將利用各種集會及環保講座，
以加強宣導關於環境清潔的議題，
加強宣導環境清潔的議題。
並讓學生可以確實了解並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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