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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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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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四環四

建議事項一：
環資學院
我們大四好像是最後一梯召開座談會，但一二年級已
經先開始，建議本座談會是否先從大四先開始召開，
再由一年級、二年級召開，因為四年級經驗比較豐富，
先行辦理會比較好。

四環四

建議事項二：

環資學院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0 年 10 月

100-105 年

意見回覆
院長回覆：
1. 當初因大一同學有很多適應上的問題，所以先聽
他們的意見，如住宿問題、伙食改善，這類的問
題新生反應較多，明年依建議改由大四學生開始
召開座談會。
院長回覆：

我從大一進來到現在，生活空間就只有粽合大樓而
已，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自己的系館或者是
環資學院的院館，因為我覺得全部的同學在一起的
話，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會比分散的感覺更龐大，因為
我們一樓都是電子系，我們每次走進綜大都是看到電
子系，走到二樓才看到原來這邊有環安衛系，這邊有
材料系，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系館或者是

1. 這其實是我們大家所有人的願望，原本學校規劃
在管設學院落成後，馬上要建新宿舍及環資學院
的院館，但目前董事長告知暫停其他院館的規
劃，當然包恬工程學院也是如此。
2. 但目前因某些因素，暫緩其他兩個學院的院館建
設，明年可能開工是新宿舍，大概要建一個六層
樓大概有 2500 個床位的宿舍，至於環資大樓在

環資學院的院館，讓我們環資學院的學生都可以互相
學習，互相切磋，讓彼此的進步空間可以更大。
像其他系都有自己的系館，然後連工設視傳，也都直
接搬到新大樓去，不免讓底下的我們覺得，是不是學

那裡目前還是未知數，也許規劃十年後會有。
3. 目前三至五年之內的規劃方向是希望電子系可
以搬離綜合大樓，也希望其他的單位像是電算中
心、通識中心的教室也有其他的規劃並搬出綜合

校比較重視工設、視傳這一塊，而忽略我們工程這一
塊。

大樓，綜合大樓的一、二、三樓，包括地下室一、
二樓，留下環安衛系、材料系的空間以及部份化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工系的空間。

四化四乙

建議事項三：
系上的老師都會希望學生報考自己的學校，我想知道
為什麼系上或學校不是希望學生往外推展，反而是一
直要求自己的學校去報考本校，自己的學校學生，不
喜歡自己的學校研究所一定有他的理由，學校應該要
檢討的是為什麼自己學校的學生不想報考以及不推薦
或者是想到考外面的學校。

化工系

99 學年度

化工系回覆：
1. 目前一些技職院校化工系的大學部，現在越來越
少了，很多都沒有化工系大學部這個學系，所以
我們當然是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支持自己的母
系，希望他們能都來報考，當然我們在一些所務
會議，我們有討論到，化工所的考試科目如單元
操作，專業科目是沒辦法選擇的，所以只有化工
相關領域會來報告，成為主要招收對象來源，當
然非化工系的學生並不會來考，因為他們沒有修
過本科，所以學生的來源就會越來越少，所以像
今年我們知道你們很多導師都希望你們來報考
自己的母系，因為學生報考人數太少，系上一定
會受到檢討，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能聽聽學生的心
聲，到底是什麼原因，你們導師也沒有傳達出你
們心裡真正想法是什麼，我們也是很希望多多聽
你們對系上有什麼建議及意見。
2. 其實我們在化工多多少少聽到一些耳聞，我們研
究所學長對你們有一些負面宣導，我不清楚是真
是假，為了解狀況與部份研究生討論，如果學生
在本校就讀卻做一些負面宣導，來打擊你自己現
在所唸的學系，這樣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學長在訴說一些自己所就讀的學系其缺點同
時，會造成後來學弟妹的向心力受到影響，其實
學長講的可能是生活上或實驗上遇到一些問題
一個抱怨的心態。遇到挫折偶爾抱怨是人之常
情，可是卻也造成負面的宣傳，影響到的學弟

建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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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mm)

意見回覆
妹，其實不是很好。而事實上在大學部，學生跟
老師的關係其實算不錯的，其實吳老師過去在校
外就讀大學時，讀到第四年卻連導師是誰都沒見
過，所以可以想像在大學的生活輔導、課程研究
等資訊都沒有可以諮詢的對象及管道可以取
得。可是在明志的老師與學生的關係算是很緊密
的，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找老師、找導師及主
任，都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當然你們有任何
問題我們都很希望能幫你們解決，其實我們也是
蠻喜歡自己母系的學生，像是一些導師很希望你
們能留下來選讀本校化工所，當然是希望能夠維
持在大學部優良的傳統能夠把他延續到研究
所，所以你們也不要太在意，不需要有負面的思

環安衛系

維，我們都是希望能把自己學生留下來，這代表
我們也蠻喜歡你們的。
環安衛系回覆：
1. 環安衛系其實這次筆試其實只有 11 個報名，但
是有 6 個是來自於外校，我們並沒有說全部要系
上的同學來考試，當然我們也鼓勵系上的同學來
考試，不過這個原因跟你想的不太一樣，不只台
灣有一個趨勢，台大的大學部學生不太想讀台大
的研究所，台大的大學部學生可能跑到美國去
了，那台大的研究所誰來讀？就是清、交、成，
那清、交、成就收不到自己的學生了，那誰來就
讀？三中的來讀清、交、也成為台灣學生報考的
一個趨勢。
2. 以目前台灣的趨勢，自己學生的素質其實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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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研究生還要好，所以老實說，依我個人的
想法，比較希望我們明志大學部的學生留在我們
明志，因為外面來考的人程度遠不如你，那你會
說，老師我為什麼要往外跑？老實說，你往外跑
不會挑比明志差的學校，人都會往上爬，當然我
們期許也希望自己至少留住自己大學部學生，我
們研究生整體素質絕對不如大學部，別的學校也
一樣，台科大的大學部，不會讀台科大研究所，
他可能跑到清華大學去，台科大、北科大，因為
其實他們很喜歡我們大學部學生，所以我們收到
的研究生絕對不如大學部學生，如果是你，你希
望留下自己的學生嗎？我相信你跟我一樣。我們
在座各位主管都希望把學生留下來，但是老實
說，像是本系的兩位女同學都到考國立大學去，
你覺得他們不喜歡我們系嗎？我跟你們保證他
們很喜歡系及師生，但是他們更希望有國立大學
的光環，我相信其他化工系老師也很想留你們，
但是留不住，為什麼？因為你們到別的國立大學
去了！我覺得同學不要誤解說為什麼系上老師
想把學生留下來，是系上老師想養活自己，其實
是系上老師比較喜歡自己指導的學生，我個人意
見是這個樣子。

四環四

建議事項四：

環安衛系

99 學年度

相信在座各位都有證照，有沒有想過說，統計證照的
時候，進來學校考的證照才算，之前的都不算，我覺

環安衛系回覆：
其實我們也很希望同學把高中考到的證照也算進
來，但是我們在呈現我們的技職資料的時候，我們

得這樣不太合理，我想問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去處
理，像我高中也有考到很多證照，為什麼在大學就不

來訪視的長官不同意，他覺得同學在高中考到的證
照不能算在明志科大的成績裡面，其實我覺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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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繼續受用，為什麼定義大學重新考才算，之前考都
不算，像我們班上那幾個，把高中考的證照也加進來，
這樣擁有的數字不是比較好看嗎？為什麼大學考到才
算，這樣才一張、兩張，這樣感覺不是很好，因為沒
有那種數量的感覺，就不知道為什麼學校要這樣統計。
四材四

四材四

四環四

建議事項五： 蚊子很多

建議事項六： 五舍三樓不預警跳電

建議事項七：
在座的女同學應該都知道六舍的電費真的非常貴，因
為其他住在非六舍的其他宿舍的男同學，吹一整晚大
概 8 個小時，最多花費不到 5 元，六舍若使用 8 個小
時就要 50 元，雖然六舍是新大樓的關係，收費標準仍
是差距太大了，建議學校能夠有補助政策，例如一間
一學期幾千元的補貼，據了解男生宿舍若 24 小時不關

對同學個人比較沒有影響，你有幾張就有幾張，但
是對系上才會有所影響，因為反而是在系所呈現的
統計數字會比較不好看，但現在的統計數字都是要
你在大學這四年做過曾經發生的哪些事情留下紀
錄並呈現出來，之前做的事情都沒辦法做為大學四
年紀錄在系上所呈現的資料中。
材料系

總務處

材料系回覆：
請總務處協助提高除蟲的頻率，建議是否能每個房
間裝設補蚊燈。
總務處回覆：

總務處

100 學年度

夏季蚊蟲較多，總務處已安排每月定期消毒，將再
依實際狀況檢討消毒的頻率。
總務處回覆：

99 學年度

經現場檢修係同學同時使用大容量 1,000W 兩台以
上電器﹝如吹風機﹞，超過設備迴路 NFB 電流而
產生跳電現象，經復歸後已正常供電，請協助宣導
同學把吹風機改用 500W 以下規格及勿超載使用
其他電器(私接延長線共用)，倘有用電異常請立即
反應舍監通知總務處，將儘速查修。
總務處：

總務處

99 學年度

1

學校學生宿舍冷氣費用以每度電費 3 元計價，相
較近六舍同學感覺費用比一至五舍高的原因為：
2.1 一至五舍為變頻式冷氣，學六宿舍為非變頻
冷氣，因當時六舍比一至五舍早 1 年建置完
成，那時變頻式冷氣尚未普及且價格昂貴，
故就採購一般型冷氣，讓六舍同學早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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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連續一個禮拜電費僅 200 多元。
2.2
2.3

四環四

建議事項八：
環安衛系
關於工讀的問題，我相信各位系上會遇到像我們一樣
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會有學生可能不想要去企業內的
學校例如：麥寮六輕廠之類的，因為他們麥寮六輕廠
可能給我們的工作就是修剪草木、修剪花草、掃地整 技合處
潔或者是漆刷牆壁之類的，可是我們學生就會覺得說
我們去台塑麥寮實習了一年，跟在企業外實習一年的

100 學年度

建議事項九：
可不可以請技合處分配工作的時候，分配到與科系相
關的單位，例如有環測，他卻沒有分配給我們，卻分
配到完全沒有相關的電子系，例如仁武廠環測單位。

環安衛系回覆：
本系回去跟系上輔導老師討論，在期初的時候跟主
管先溝通，盡量做一些跟專業比較有關的工作，盡
量不要做都是純勞力這樣收穫比較少。
技合處回覆：
學校邀請關係企業提供工讀實習職缺時，是依據系
科專長及實習單位要求，才會提供給相關科系，會

同學其實是有落差的，就是會造成像我們在麥寮想要
省錢的同學，去麥寮的同時也是希望想要學到我們相
關的知識或者是實務上的經驗，可是就會導致在工讀
單位的主管階級給我們工作內容就會有落差，可不可
以請學校跟工讀實習的單位進行溝通，就是雖然我們
在企業內，也可以學到一些專業相關的知識。
四環四

有冷氣的舒適環境。
六舍面積 10 坪 6 人使用，一至五舍面積 5
坪 4 人使用，面積較大也會影響用電費用。
六舍位置在平地上，較無山坡地形遮陰，陽
光直接照射，受熱源較多也是影響用電費用
原因。

再與企業內工讀實習需求單位溝通，提供實習同學
專業知識及實務上的學習。

化工系

環安衛系
技合處

100 學年度

化工系回覆：
這個跟工讀單位主管的需求有相關，單位主管會先
設想並選擇需求的系別及學生，所以技合處再根據
他們的單位需求進行分配。
環安衛系回覆：
這我們系上也要努力，讓他們會用我們的學生。
技合處回覆：

建議單位

四化四甲

意見反應

建議事項十：
我們有些課程是學校已經安排好的，我們上某一個課
就是那個老師上，這樣就是甲、乙分班上課，除了男

回覆單位

化工系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0 學年度

建議事項十一：
系上有一個安排是甲班固定什麼老師上，乙班固定什
麼老師上，像系上有 20 幾個老師，可能很多老師有自
己的專長，但是可不可以某些課甲班老師可以跟乙班
老師互換，這樣我們對系上老師才會有更多的了解，
不要甲、乙班都只有固定的幾個老師授課。

學校邀請各企業提供工讀實習職缺時，是依據各企
業實習單位之要求，才會提供給相關科系，並非技
合處決定各實習工作之分配系科。
化工系回覆：
像這個可能要看學校教務會議討論看是否可行，像
必修課目前好像都沒辦法互相選課，通識選修課才

生會打球，女生同宿舍會聊天才會比較熟，可能到大
四才是真正的熟，我希望我們可以某一個課或者是更
多的課，甲乙班一起上課，另外每個老師對每個學生 環資學院
的授課方法會不太一樣，我們學生吸收的程度也會有
差，我們可能會想說比較想聽那個老師，因為比較聽
的懂，可能剛好那個老師又在乙班，可能乙班有要想 教務處
修我們班的課也不能修，有點可惜，而且甲乙班的風 (課務組)
格不太一樣，可以藉由這樣互相切磋。
四化四乙

意見回覆

化工系

可以，而專業選修要除非課程開不成，才能併班上
課。
院長回覆：
請教務處回答甲班修乙班，乙班修甲班，這樣在技
術上是否有困難之處？有何原因不能開放。
課務組回覆：
關於「必修課開放甲乙兩班互選」，技術上原本可

100 學年度

行，是數年前制度面要求不開放；若各系、各院甚
至全校有共識要開放，課務組樂觀其成。
化工系回覆：
其實系上的排課，並無刻意選擇老師在甲班或乙班
上課，排課會選一個專門的老師做課程安排，安排
課程通常在學期開始之前，故不會有老師要求要教
甲班或乙班的課，當然我們在排課前置作業時並不
清楚甲乙雙班學生名單，僅能以班別區分並安排其
專業相關的授課老師，故當然也不會分別甲、乙
班，當然這部份我也會轉知系主任，學生於這方面
有疑慮。就我的了解，沒有刻意安排哪個班級由某
個老師授課，因為某些課程會有更多的老師來教，
不見得是那幾個老師來上課，並且都會輪流，可能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你們這段期間都是某幾位老師來上課，且若隨時更
換授課老師，這樣會遇到一個問題，像單元操作有
分為單元一、二、三，有些老師會認為既然已安排
A 老師上單元操作單元一的課程，因為課程銜接的
考量，就習慣同一系列的課程，讓同一個老師來上
課。
院長回覆：

環資學院

四化四甲

建議事項十二：
環資學院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們是工程學系，而像有
一些國外或其他大學，他們會讓工程學系的學生，去
選修或學習一些商科的課程等，其實我們也需要商科
的學習，可是我們比較少接觸商科類，必需要出社會 教務處
或者是另外去修習課程，才會有所接觸。希望我們可 (課務組)
以開設商業方面課程，來教我們這些知識。
管設學院

意見回覆

(yy/mm)

100 學年度

關於這個問題，環安系跟材料系也要借鏡，目前由
化工系首先提出原因或改善的方式，盡量不要讓這
個情況發生。
院長回覆：
是否請管設學院開一些課讓其它學院可以進來選
修，相關課程請管設學院協助回覆，並請教務處回
覆是否可行。
課務組回覆：
此建議事項之回覆有二，其一：學生可跨系選修管
設學院之必、選修課程；其二、化工系之課程規劃
可以安排相關課程，並請管設學院師資支援。
經管系回覆：
1. 經營管理系歡迎其他系所同學利用課餘時間選
修本院系上的專業課程，歷年來均有工程學院的
同學前來選修課程，本系並在大三工讀實務實習
期間，開設包括：商業溝通技巧、專業證照(含模
考)、與財務分析入門等遠距課程，其中財務分析
入門課 程是 特別 提供 給非商 管背 景的 同學 選
修，可鼓勵貴院有興趣的同學選修。
2. 另外，經管系有進修部的夜四技課程，若對商管

建議單位

四環四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建議事項十三：
環資學院
希望學校可以讓我們這間學校的廣告知名度提高，我
們發現像我們會來這間學校，其實都是家長告訴我們
的，其實只有老一輩的人才知道，但是同一輩的學弟 教務處
妹，跟他們說明志科大，他們都不了解有明志科大這 (教發組)
間學校，就覺得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學弟妹不知道
本校。希望學校能夠在宣傳方面加強一下，讓大家都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100 學年度

課程有興趣，亦可利用晚上時間申請旁聽或是跨
部選修，亦會不定時舉辦各種專業演講與活動，
歡迎其他系所共襄盛舉。
工管系回覆：
可安排時間讓本系的老師到環資學院或其所屬
系上說明。
院長回覆：
我們學校作風可能太保守，在宣傳這方面可能要在
增加，希望能夠加強廣告宣傳。
教發組回覆：
1 印製海報寄送全國高職。
2 平面廣告(天下，遠見雜誌)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3 主要重點高中、職入校宣導。

知道明志科大這間很好的學校，這樣在招生方面也會
有幫助。
四材四

建議事項十四：
環資學院
學校側門管制本來是為了管制外人進出，但是外人依
然用攀爬的方式進出，不但沒有達到管制效果，卻造
成學生在進出方面上的不便，且在攀爬的過程中，很
容易造成意外發生，希望在這方面能夠有一個好的辦 總務處
法改善。

※本表格由學務處提供。

100 學年度

院長回覆：
為管制外人進出校園反而讓學生進出不便，導致學
生有危險的進出行為，實為不便，是否可請總務處
協助改善管制措施。
總務處回覆：
自本學期起鄰電機館側門已 24 小時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