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環資學院第一次師生座談會議紀錄暨業務單位回覆說明表

附件二

(含化工系、環安衛系、材料系)
一、 時間：10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中午：12:00~13:00。
二、 主席：謝章興 主任；記錄：詹秀璟
三、 建議事項詳如下表：
建議單位
四材四甲

四化四甲

意見反應
建議事項一：
四加一的學生已填寫實驗室申請表並依流程
簽核完成，10 點之後留在實驗室，但生輔組不
承認已核准的單據，仍收到記過單，可否申請
整學期不用晚點名。
建議事項二：
因大三工讀一年，課程被壓縮，每學期仍有最
低的 9 學分要修，但有些學生在大四已經準備
讀研究所，或未來打算去做安排，對於大三仍
需俢 9 學分有點太多，有些同學很早就已經把
畢業學分修完，是否針對大四同學若已經修滿
畢業學分，是否不一定要修滿大三的 9 學分，
因為同學可以利用那些時間做自己的安排。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環安衛系

106/2/17

環安衛系主任回覆：
請同學先了解申請單程序及申請單各有不同，一種是申請實
驗室門禁管制使用，另一種是申請免晚點名及免晚自習點
名，因用途不用，同學僅申請實驗室僅針對門禁，應透過導
師及指導老師再申請免晚點名，所有同學均可依規定申請。

環資學院
環安衛系
化工系
教務處

106/8/1

院長回覆：
9 學分要改的話等於要牽涉的層面很大，對所有學生來講，
若是一個全職的學生(full time)針對學生有最基本的要求，
沒有學校可以讓學生不用修最低的學分，否則就不是全職的
學生，若有更改 9 學分的基本要求牽涉的層面很大，也許可
以推動若學分修滿可以申請提早畢業，其他學校已經在實
行，若學分都修完的話，應該是申請提早畢業比較可行，目
前每學期的必修課也可以提前規劃最後一學期不排，學生對
於提早畢業有何想法，是否願意推動，以投票進行，目前共
有 30 個學生參與，共有 25 位同學同意推動提前畢業規畫，
擬提案教務處協助回覆與安排，系上會配合辦理。
環安衛系主任回覆：
學生應該不要浪費繳交的學雜費，應該利用在學期間將時間
利用最大化，雖然學生說有其他規畫，也可以在學校學習期
間完成，利如補充其他的知識，對於將來在碩士班也是有幫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助的，也可以利用跨校選課選修 9 學分的課程。
化工系主任回覆：
有些成績優異的同學想要提早安排升學等準備，若學校有規
畫提早畢業，也可以安排跨班選修，會後請教教務處是否有
這樣的規畫，讓修滿學分的學生可以先畢業，進入下一個學
習階段，目前因學生程度不同，建議同學可以利用時間跨系
或跨校選課。
教務處回覆：
會將學生所提意見提案至教務會議討論，是否降低大學部四
年級上下學期最低選修學分。

四化四甲

建議事項三：
大三學生工讀實習成績是主管跟老師評分，有

化工系
環資學院

18 個學分，有些主管覺得 88 分數很高，有些
給 99 分，但是工讀實習的成績算入學期總成績
內，但回來後面臨推甄，我覺得把工讀成績算
入總成績裡面，對於一些認真念書的同學不太
公評，例如班上有同學班上成績在前五名，但
在工讀期間受傷，工讀成績就只有八十幾分出
頭，整個學期成績被拉到很低，導致於他努力

教務處
研發處

念書了 2、3 年，就因為工讀的分數，導致於他
之後推甄面對了很多困難，所以是否可以工讀
期間的這個成績，因為這個成績也不客觀，建
議工讀成績不列學期總成績去排名，

106/2/17

化工系主任回覆：
同學這個問題主任也想過好幾年，因為工讀成績是學校特
色，如果不把成績算在總成績裡面，會被檢討執行不力，若
放在畢業學分裡面，每個主管分數標準也不一樣，有想要請
研發處擬定一個評分標準，讓主管評分有依據，避免成績落
差過大，像同學提出的問題每年都有這個情形，工讀成績確
實影響很大，等於單操要修六科，建議研發處擬定評分標準。
院長回覆：
建議將目前的工讀實習評分方式改為通過與未通過即可，不
須要評出成績分數。
環安衛系主任回覆：
先前有反應過，但沒有下文，系上也有學生反應工讀成績不
客觀，其實系上有評分一定的共識，避免對於其他學生造成
分數很大的差距，贊成將工讀成績獨立出來，不要納入平均
值，贊成院長的提議將成績改為通過與不通過，像是畢業論
文的成績就是獨立出來的，應該可以朝這個方向走，免得對
於學習上造成學生的困擾。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教務處回覆：
為了使學生對分數不再計較，自 105 學年度起成績評核方式
調整為等第制，以減少成績上之差異性。
研發處回覆：
本校學生之特色為具備實務能力，工讀表現本就是考核學生
的重要項目，評分公不公平之議題各科皆有，治本之法是去
解決各實習單位評分標準不一之問題，而非排除該項成績於
總成績之外，或改採過與不過之二元分法，如此簡化程序，
對於同學在實習期間之認真努力的同學是一種懲罰。

四環四

建議事項四：
因為就讀環安衛系，知道現在空氣品質有時候
會很糟，知道這對身體的影響很大，可是一定
要朝會，對非本系的人來說這只是霧，學校要
我們一定要朝會，這樣對我們的健康有一定的
影響，之前有在留言版反應，學校回覆可以請
假，但因為環境的問題請假還要被扣操行成
績，這樣不合理。

環安衛系
環資學院
學務處

106/2/17

環安衛系主任回覆:
最近這禮拜院朝會的時候，主持朝會的教官就有宣告說，最
近輔大的 PSI 指標是多少，是否符合戶外活動，也就是接收
到學生的反應，所以做一些策略，當然也許適當的建議學務
處空氣不好的時候或是天氣太冷的時候就不適合學生出
勤，現在部份小學以升降旗用顏色區分的方式表示目前的空
氣品質適不適合戶外活動，也許可以提供學校做為一個方向
考量，目前學生需不需要朝會，由自治幹部決定，應該透過
學生自治幹部去了解向學校建議，或是由本會這樣的機制建
議。
院長回覆：
建議除了下雨天以外，應該要把氣候的因素例如太冷，空氣
的因素例如 PM2.5 的指標達某程度時不適合戶外活動的時
候，應該停止朝會，雖然現在看似沒有影響，但對於未來健
康影響深遠，是很嚴肅的問題。
學務處回覆：
1.朝會請假不扣操行，若無故未到為勞服 2 小時處分。
2.環保署自 105 年 12 月 1 日起改以 AQI(空氣品質指標)為依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據，依據其活動建議將更正為當日早晨 AQI(空氣品質指標)
達 200 以上，宣布朝會暫停乙次。

四材四甲

建議事項五：
1. 因為學校有 4 門通識課要修，但學校對於通
識的課程不夠多，雖然分門別類可能表列
10 門課，但其實只有開 5 門課，通識中心

環資學院
通識中心

106/2/17

院長回覆：
應該要分成 2 個面向，第 1 是跨校選修的問題，目前學校已
經與長庚科大、長庚大學有簽訂三校聯合的合作備忘錄，這
學期才簽約，所以下學期應該開始三校可以選課。第 2 是通

說是請不到老師，但若是因為有 10 門課，
只有 2-3 位老師請不到，學生也可以接受，
但實際上表列 10 門課，其實只有 4-5 門課
才會真正開成，其實我們學校的人數普遍來
講是增加，但是通識的課程卻是逐年減少，
很多課程沒有開成，還有一門通識課程由 6

識課程開課不足，且廣度不夠，擬請通識中心協助回覆，以
後三校合作會越來越廣。
通識中心回覆：
首先謝謝同學的意見，同學的感受可以理解，但是在數據上
並不準確。105 學年第 2 學期通識課程開課情形如下：「語
言與全球化」類型開了 12 門課、「人文藝術」類型開了 11

位老師輪流來上，因為沒有老師，是不是限
定一個標準，例如學生一定要修滿多少的通
識課，雖然台科大等學校可以跨校選課，但
是太遠，也許建立一個三校通識選修的跨校
選課的架構，若每學期可以修 2 門，因為真
的沒有開其他課，又因為是畢業生必需選
修，因為這樣的機制，一班 70 個同學，老

門課(12 個班)、「社會科學」類型開了 11 門課、「自然科
學」類型開了 11 門課，此外還有遠距課程 7 門。這些課程
都是實際開班成功的，所以並無同學所稱 10 門課只開成 4-5
門的現象。
基本上，本中心在四類型課程，每學年都會開設 22-25 門課
程，以滿足每學年 18 個新生班級的學生需求，料想不至於
不敷所需。然因應過去以來自然科學類型課程的搶修(大一

師上課也是負擔很吃重。
2. 有些同學對於音樂沒有興趣，但是為了畢業
硬上，但是通識應該是有別於專業課程以外
的學習，如心理學、社會人文學等，對於學
生未來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對於
課程數的不足，但為了畢業還是選修沒有興
趣的科目，通識課程開的不夠廣。

大二修不到、先滿足大四生)，這兩年開課數不足主要還是
在自然類型方面，今年暫以大班教室解決急需，已請求自然
科學組同仁在未來增設新的課程。
至於北區聯盟學校跨校選課、與長庚三校跨校選課，也是選
項，只要同學們時間允許，課程內容符合本校通識教育宗
旨，都可以彼此承認與辦理抵免。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四材四甲

建議事項六：
1. 七舍每層樓有 2 間廁所，有 1 間從上學期壞
到現在還沒有修好。

環資學院
總務處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6/2/20

意見回覆
院長回覆：
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總務處回覆：
學七舍一樓廁所在上學期末報修馬桶堵塞，經派廠商疏通與
抽取化糞池後，惟恢復正常使用一段時間後仍有無法順利排
放現象，經與廠商會勘檢查後發現為化糞池內馬達損壞無法
順利排放汙水，並已請水電廠商於 2/20 修復完成。

四環四

建議事項七：
1. 1 樓逃生門都堵住，萬一發生事情要怎麼出
去。
2. 頂樓曬衣場滅火器都是過期的，學校對於消
防設備跟逃生沒有很在意的感覺。

環資學院
環安衛系
總務處
學務處

106/2/17

3. 7 舍有 6 台洗衣機，常有 2-3 台常損壞，堪
用性不高。
4. 廁所有人使用就不掃那一間，洗手台、浴室
不潔。

院長回覆：
同學應體諒清潔人員的辛苦，建議打掃區域應有人監督的機
制，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環安衛系主任回覆：
學校都有劃分消防責任區在負責檢查消防相關設施，請同學
應該向舍監反應。
學務處回覆：
1.7 舍 1 樓逃生門門口所擺置之長椅，目前已清除完畢。
2.經了解頂樓曬衣場滅火器為 CO2，無藥劑使用期限，總務
處電器機房人員均會定期秤重檢查。
總務處回覆：
3.學七舍洗衣機先前常因安全保護機制作動而斷電，造成洗
衣設備無法使用，經現場勘查，主要係因該區環境較為潮濕
所致，建議同學儘量不要將衣物晾在洗衣間，並保持該區乾
燥通風，以確保洗衣設備能正常運作。
4.已要求清潔外包人員配合廁所浴室使用情況，增加清潔維
護頻率，本次除口頭告誡並按合約予以罰扣。

四材四甲

建議事項八：
因七舍很潮溼，學生自備除溼機使用，被告知

學務處

106/2/17

院長回覆：
建議學務處允許學生自行帶除溼機，但若溼度高到某個程度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若攜帶除溼機要記警告處分，雖有學校提供溼
度計測量與記錄，測量超過 78%標示人體難以
接受的溼度，床單發霉，但只有記錄問題依然
無法得到解決，仍然禁止學生帶除溼機，某間
宿舍學生全被記申誡，教官雖然在大一時有表
示會在每個寢室公發除溼機，但已經大四仍未

意見回覆
應該適度開放除溼機。
學務處回覆：
除濕機常有因內部零件問題，會發生自燃情形，考量同學安
全因素，目前本校宿舍無採購除濕機之規劃，請同學盡量以
開冷氣之除溼功能方式因應，敬請見諒。

有下文。
四化四甲

建議事項九：
因為大四的課程安排較少，可能星期一、四、
五都沒有課，有沒有管道可以不用請假，若家
裡住南部，還要為了夜點每天往返學校，雖然
已申請免夜點，但仍會扣操行，有沒有方法可
以申請若那幾天沒有課的話，是否可以請假回
家，不扣操行。

環資學院
環安衛系
學務處

106/2/17

院長回覆：
若學生因為沒有課想要回家，建議以探親假的名義，不用請
事假，請家長簽同意書就可以免除晚點名，不會扣操行的點
數，學校也許就可以接受，擬請學務處協助回覆。
環安衛系主任回覆：
目前學生宿舍不足，但要滿足大四學生可以不要住學校，可
以回家住，學校以學生的立場在思考問題，還有很多學生需
要住宿，但得不到這方面的資源，如果只住幾天對學校來說
是資源的浪費，但學校還是優先考量大四的學生，學校已經
逐年調整政策，學生若是住在外面費用高出很多，若住在學
校應該配合學校的規定，學校其實肩負很大的壓力，因為學
生住宿期間發生問題，學校必需負起很大的責任去面對學生
家長，若父母親同意學生不需住宿，我們當然也可以同意，
應該互相體諒。
學務處回覆：
凡住宿之同學均應遵守相關住宿之規範，無法周全每一位同
學的需求；另大四同學可考量自身狀況自由申請返家住宿，
以上說明敬請見諒。

※本表由學務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