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學年度環資學院第三次師生座談會議紀錄暨業務單位回覆說明表
(含化工系、環安衛系、材料系)
一、 時間：10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中午：12:00~13:00。
二、 主席：謝章興 院長；記錄：詹秀璟
三、 建議事項詳如下表：
建議單位
四材一乙

意見反應
建議事項一：
為什麼我們學校的材料工程系會分在環資學院？其他
學校大多分在工程學院。

回覆單位
院長
系主任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2 年 5 月

意見回覆
主任：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定位的問題，我們是跟環境資
源比較靠在一起的，我想這也是跟學校要成立三
個學院有關係，的要三個以上的學院組成一個大
學，每個學院要三個系所以上，可能就有這個關
聯性，目前我們也不太可能轉移到別的學院。
院長：
舉例像逢甲他們的材料是在理學院，那是因為他
們要夠組三個系成院，三個學院才能構成一個大
學。

四化一甲

建議事項二：

院長

102 年 5 月

為什麼化學工程要收電子類的學生？進去之後完全學
不同。

主任：
因為現在一年化工系大約只有一千七百多人，如
果用一千八百人來算，那透過推甄的大約是一千
人，那透過聯合分發的大約是八百人，這是很少
的人數，所以我們會去其他類別招生，如果是因
為你們沒有學過化學，系上特別安排這類的課
程，提供給電子類的同學加強化學課程。因學生
生源減少，故系上採取的招生策略。

四材一乙

建議事項三：

院長

101 學年度

主任：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為什麼材料系今年多開一班？工讀的名額夠嗎？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系主任

意見回覆
原因很多，第一個我們是覺得我們材料系的資
源、設備、師資相當豐富，那我們覺得我們多收
一班進來，我們站在教育的角度多教一個同學，
這是我們的優勢，再來也就是說，人數多一點，
以後你們到業界去的勢力會強大一點。等你們工
讀時材料系至少會提供 130 個以上工讀名額，現
在我們大三的工讀的選擇機會至少有 1.6 個，上
一屆大約有 2 個機會選擇，所以系上會盡量去努
力，這你不用擔心，讓你們能夠至少要有一點多
個選擇機會。
院長：
另外一點，如果我們招雙班的話，老師的數量會
增加，那這樣整個系的績效也會改善。如果老師
的量體不夠的話，能夠發展的非常有限。

四化一甲
四化一乙
四材一
四環一

建議事項四：
微積分三節課很多班都是連續上的，有什麼方是可以
改善的？

院長
教務處
數學組

101 學年度

院長：
一般專業科目課程都以兩節、一節的方式安排，
照教務處的規定應該要拆成兩節、一節才對，不
能連續三節上課，這是違反教務處的規定，是授
課老師要求還是調課所致，請教務處協助回覆。
課務組：
建議各系排課時可與數學組協調，應能妥善解
決。
數學組：
微積分課程三節課連續上課，或兩節、一節的方
式上課均有優缺點。三節連續上課任課老師可以
規劃每一週的進度與課程內容和評量。但是同學
的注意力是否可以集中三個小時？一星期只有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一上午或一下午有同一門課程，對學習是否有幫
助？遵照教務處的規定排課拆成兩節、一節應屬
合理。

四環一

建議事項五：
1.

送舊活動補助 1700 元，向學校課外組申請補助
經費但不足。

2.

其他就是像我們接系學會要辦活動，有些系上活
動，不只是系學會，比如說一些球類社團，學校
真的補助有點太少，比如說球類的，要租借場地，
然後他一樣是照人頭算的，然後我們只是打個球
而已，然後我們還跟學校申請金費，等於我們申
請金費下來之後我們還要拿去繳場地費，這樣就
等於又繳回學校了。

3.

辦理活動場地費申請 1500 元，補助 2000 元，但
如果是辦比賽，為求公平起見，必須購買新的球，
一桶比賽用球大概都 4-5 百塊，雖然申請學校僅
補助球具用品的一半，場地費沒有補助。

環資學院
系主任
課外組
體育室

101 學年度

院長：
若補助不足以支付活動費用時應檢討收費與補
助標準，建議課外組提高補助額度。
主任：
雖然收費制度可行，但學校設施本應提供給學生
使用，另學生申請經費補助場地費用後再繳回學
校，建議增加補助費用及改善學生繳費制度。
課外組：
1. 學務處自始至終都反對學校運動場館收費，但
無法改變學校做法。
2. 經費補助部分，教育部補助款不能補助場地
費，課外組預算十分有限，建議由系上編列預
算或建請學校能給予系學會免費使用的時數。
3. 系學會不同於其他社團，系學會已向系上同學
收取系費，基本上應該自給自足，不能過度倚
賴學校補助。
體育室：
本校運動場地訂有使用辦法及相關收費規定，收
費標準比其他學校低，同時學生比教職員及校外
人士有較多優惠措施，目的是在鼓勵同學運動。
體育館有一些必要的開銷成本，除上體育課外，
其他時段酌收使用費作為清潔、水電及管理費支
出，因此得以持續提供優質運動環境給大家使
用，希望同學能理解。

建議單位
四材一乙

意見反應
建議事項六：
因為我們星期二早上 3 節沒有課原本是排化學實驗
課，但是因為選課的人數太少課沒開成，於是我們想
要把禮拜五下午的課調到禮拜二早上，這樣的話住南
部的同學就可以提早準備回家。申請調課手續但學校
希望星期五應該有課，所以無法調課。

四環一

建議事項七：

回覆單位
院長
系主任
課務組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1 學年度

意見回覆
院長：
早上的課程應該安排必修課。
主任：
若因課程沒開成而申請調課，按照程序申請原則
上應可以同意調課。
課務組：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像這禮拜六要參加那個國際研討會，只是我不懂我們
大一去的目地是什麼，就是其實它們都講英文，我們
也沒有學到很多專業課程，然後又很多都聽不懂，就
很多同學都在那邊睡覺，其實對老師也不好意思。

按目前校內共識，週五全天應安排課程。
主任：
不是因為你們一年級聽不懂，所以不需要參加這
樣的活動，因為我們是鼓勵大家都提早接觸提早
學習，這樣的學習環境營造出來跟平常是是不一
樣的，所以應該是層次的多接觸學習機會方面的
去學習，我們找一個講者是希望我們跟講者溝通
過，大家可以比較基礎並且能夠接觸到議題，其
實也有非常有興趣的議程，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應
該鼓勵大家提早接觸，不要因為沒學過所以先排
斥它，主要是因為我們系較小，但有很多活動我
們都希望學生能夠來參與。

四環一

建議事項八：
目前環安衛系只有單班，有沒有考慮之後會增班？因
為我看下一屆好像只招 47 人，比我們這屆還要更少。
增班因為人比較多，活動都會比較好辦，單班人數真
的很少很難辦活動。

院長
系主任
教務處

101 學年度

主任：
增不增班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事情，原來學校有
規劃與安排，但因故無法依原計畫實行。
院長：
這是學校的政策，其實我們也有名額當初也有規
劃要分班的，因為現在沒有雙班的系也非常少，
那這個問題我們再了解一下，同時也可以請教務
處協助回覆。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註冊組：
依教育部招生原則日間部四技名額目前只能調
出不能調進名額。

四環一

建議事項九：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環安衛系的招收標準是？因為高中都沒有念過這門
課？

主任：
我們原先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說當時我們沒有對
應的科系，那我們當然就是以我們以往的經驗，
知道說這些人就是適合念這些領域所以我們就
去開拓這樣的一個招生管道。更早期我們大部分
學生是來自於普通高中，因為那時候教育部有開
放，所以我們對於這系的話我們大部分學生是來
自普通高中。我們這個系它是一個比較屬於廣泛
領域可以學習的，因為進來的學生也很廣泛，其
實也是生源的問題，但我們系有比較好的一個優
勢就是說，環境其實反應了很多問題都會牽涉到
經濟的問題，學生只要在這四年要打好基礎，他
們都還是可以表現的非常好，不一定要侷限在某
些科系。

四材一甲

建議事項十：
就是選課現在不是兩個班嗎？那金屬材料不是有 90
幾個人修課，那現在不是為了要避免這麼多人修課，
所以現在選課要經過輔導老師的同意？那假設現在有
一個學生他喜歡 A 好了，但是老師的認知覺得它適合
B，那現在遇到這個衝突要怎麼處理？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主任：
其實我們沒有強制同學一定要選 A 或選 B，我們
會建議你按照你的興趣與規劃去選課，當然也有
可能發生現在的狀況，可能 90 幾人再去選某一
個課，可能，但不見得一定會如此。了解嗎？我
們會提供協助但是不會強制，畢竟選課是你們的
權力，只是說我們會建議。如果說好你想走半導
體材料，那你可能也要選高分子材料或是金屬材
料也是要選很多個的課？所以老師們會根據你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們的想法，建議選課的方向。
四化一甲

建議事項十一：

院長

101 學年度

院長

102/9/12

為什麼化工選課不開放跨領域選課？就是現在是化工
科嘛，可是我本身是電子科的，那可不可以開放選電
子系的課？
四材一乙

建議事項十二：
請問一下五舍的洗衣機跟烘衣機到底有沒有撥經費去
換新？衣服都洗不乾淨，烘衣服時都會有臭味，機器
是有點老舊，可以請學校撥經費換一個新的。

院長：
學校本來就有跨領域 8 學分的課程可提供選修，
請同學針對有興趣的科目，依本校規定向課務組
申請手工選課。
院長：
請總務處協助定期請外包廠商更新維持整潔乾
淨。
總務處：
1. 該設備維護廠商為上洋機器自動化公司，本處已
通廠商並於 9 月 12 日派員至現場檢視全校各棟
宿舍洗烘衣機狀態，且每台機器均進行檢查保
養，設備均可正常使用。該公司每月均會派員檢

總務處

查保養，並記錄於洗衣間之保養紀錄表。
2. 同學如有遇宿舍內設備損害可立即通知舍監或
上網報修，總務處均會優先處理。
四環一

建議事項十三：
我不知道其它班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像現在每一
班不是都會有一間固定的教室在上課，但是像我們環
安是在體育館 201 教室，那有時候，其實每一間教室
都會配一台電腦給老師上課用的，那個電腦的系統其
實是有點爛的，就是有些老師他上課可能上到一半機
器就壞了，就是沒辦法動了，或是直接關機之類的。
已經報修了但不知道學校有沒有在定期更新 or 檢查
這些電腦設備的問題？

院長
圖資處

102/07/31

院長：
每一台電腦講桌的電腦其實中毒都很深，應該要
主動並且定期維護電腦。
圖資處：
1. 普通教室之資訊講桌皆有安裝還原卡，每次重開
機皆會還原成乾淨的作業環境，經資訊講桌維護
工讀生確認還原卡均正常運作，此外 7 月底前所
有普通教室皆會導入虛擬管理系統，可降低接續
使用上位使用者作業環境以致中毒或是人為蓄
意關閉還原軟體導致其他使用者中毒。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2. 本處每二周會進行普通教室例行維護，所有資訊
講桌報修亦盡量於當天完修或是提供備用機，查
詢體育館 201 報修紀錄，本學期僅有於 2 月 18
日報修電腦無法開啟，已於當天處理完畢，日後
若有任何資訊講桌異常狀況，煩請與分機 4270
聯繫，以利異常問題及時排除。

四環一

建議事項十四：
不只是只有我們使用我們自己班的教室，學校不是有
環境評分標準這些？那這樣就沒有那種絕對的公平
性，因為那間教室不只是我們在使用，如果我們上完
課然後有其它班使用，那他們有留垃圾什麼的，打分
的人員來打 我們班 ， 那這樣不就 會把我 們 班打很
低？ ，像我們是上課到下午三點，已經打掃完，可是

院長
學務處
教務處

101 學年度

學務處：
目前教室清潔評比均於 17 時後實施評分，建請
各班安排值日同學於評分前整理以掌握班級整
潔狀況。

五點才來打分數，因為教室都沒有鎖，就是只要每個
人打開就可以進去了，這個評分制度上有很多不公平。
四環一

建議事項十五：
1.

我們有一門專業選修，那在期中考之前，老師上
的課其實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同學是聽不懂老師
的授課內容的，就那位老師教的課程內容大多同
學是聽不懂也不會算，有時候老師會在黑板上畫
圖寫下題目然後解給我們看，就是有時候他算出
來的答案還是錯誤的，而且很常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看一下講義上正確的答案之後，再看一下哪
邊錯誤然後全部擦掉再重新解過一次，很常有這
種事情發生，所以大家在期中考前學習狀況不是
很好，所以老師說期中考的時候很多學生其是考

院長：
其實幾乎很多班都有教室使用的問題，下課之後
誰來去用你們教室你們也不知道，在評分制度上
有很多不公平，所以教室有雙重使用那分數要怎
麼打，請學務處、教務處協助回覆。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主任：
這部份我們會去跟老師協調，其實剛好任課老師
剛好是你們班導，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再
溝通的，老師其實他的用意是可能他對大家的期
望很高，那可能大家學習的動機可能不是那個或
是很低落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說需要刺激一下，讓
大家有學習的動力，可是有時候刺激不當的時候
就會造成誤解，那如果說上課內容如果真的不行
的話，盡量回到專業上，我們會希望說老師能夠
備課的時候能夠充分去做準備。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的並不理想，考零分的也很多，然後考低於 50
分的應該有一半吧，幾乎就是全班都考得很差，
所以大家看到這樣成績之後就覺得期末大概也
沒希望了，就想說把這堂課可能退掉這樣，不然
到時候怕學期末學分沒拿到可能會導致被 1/2 或
2/3，所以想說在期中就辦退選或停修，就是大
家拿到那個停修單，已經在寫退選的時候，他就
看到那麼多人，還特地跟班上約談，所以後來很
多同學都沒退了，就都還是繼續修，但是在那之
後老師有時候就會說，這個這麼簡單，不會就開
窗戶阿，有時候說你們又不是天才。但就是因為
我們不是天才才要請老師教學生我們，可是老師
這樣子講好像我們有點自尊心被老師有點打擊
2.

到。
補充在期中考之前他上課的方式是用投影片的
方式，因為像算力學這種東西，最好的算法應該
是要帶著同學一起算這樣，那但是剛開始我們修
這門課的時候，他是放投影片的，就是說投影片
的題目，照旁邊的算法去算，但是力學這門課是
除了少數高職有相關科系外，其他學生是沒有這
個基礎的，那但是我們選這門課的時候，因為力
學只有一個學期的課，所以他的進度會很趕，一
下進度就會到很深的地方去。那期中之前的上課
方式都是用投影片，那就是在期中考之後知道大
家考的都不好，所以他其實是有換教學方式，在
上課講題目方面，就是有比較好一點了。

四材一乙

建議事項十六：

院長

101 學年度

院長：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為什麼我們斷網時間是 11 點？然後上屆是 12 點？我
們在做報告的時候，每次就是要查資料之類的就是來
不及做完，我們非常看重這份報告，因為是材料實驗，
就是蠻重要的課程，然後就是我們每次資料查一查就
斷網了，沒辦法查，然後五宿收訊又差聯手機網路都
跑不動，現在是說我們升二年級斷網時間會變回 12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可建議全校斷網時間延長至 12 點。

學務處
學務處：
本校 101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斷網時間為 23 時。

點？建議全校實施改 12 點斷網，就算是 11 點斷網也
不會比較早睡。
四化一乙

建議事項十七：
1.

2.

四環一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主任：
實驗評量項目分為預報、結報，建議若成績有問
題應立即去跟老師調成績計算的方式出來看，看
是平時表現佔多少，成績公布應該要給學生知
道，若老師提不出評分標準請應與主任聯繫。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主任：
系上專題每一次都是先請同學去找老師談，然後

我們覺得就是說教學上有一些問題，就是有些老
師的評分標準比較不客觀。假如說實驗課的話，
一組有男同學與女同學，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個男
生就是那組裡面比較會做實驗的，那可是評分下
之後，那女生就是比那男生要來的高。
我們都知道就是那位女同學其實是不會做實驗
的，可是那個男生就是都會做實驗的，但是期中
評量出來發現，那個甚麼都不會做的女同學成績
居然比那個會做實驗的男生要來的高。

建議事項十八：
關於系上專題選老師的問題，有固定的標準？

有意願的就先填志願，因為我們每一個老師能收
的學生數有限，不能說每個學生都找同一個老
師，所以我們一開始會要大家先填志願，那大家
都會有填前三志願，除非你是特殊的，不然你選
第一志願被選走，然後你的第二志願又被選走，
才會有很大的落差，否則通常選擇都會在前三志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願。

四化一甲

建議事項十九：
平日晚上 8 點實施晚自習，但有同寢室同學會影響念
書，如果要去別的地方讀書，請假單應該可以一次簽

院長
系主任

101 學年度

一學期，目前最多只能簽一個禮拜，另外圖書館有時
只簽當天，並不方便。

四材一乙

建議事項二十：
建議取消晨跑，提早起床晨跑只會影響上課精神，影
響上課秩序。

※本表格由學務處提供。

院長：
建議學生應自主管理，如果要去別的地方讀書，
請假單應該可以一次簽一個月或是一學期。
主任：
這是師生的互信問題，是不是可以跟學生會會長
凝聚學生的力量共同討論，向學校提出議案找相
關單位討論較為妥當。

院長

101 學年度

院長：
建議學生會應辦理師生座談會，邀請校長及相關
單位出席與會，與上層達到有效的協調與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