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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榮  大  學  會  辦  單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23 日送會 

案情摘要 

一、本學期「全校師生座談會」謹訂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10

點 30 分，假第二教學大樓演藝廳舉行。 

二、為使學校在行政、教學、設備各方面儘可能滿足同學合理之需求，以提

供最好之學習環境，檢附「107 學年度起_全校師生座談會建議事項追蹤

情況表」，會請相關單位協助回覆，以利師長了解並掌握相關執行進度。 

三、本會辦事項請於 108 年 10 月 03 日(二)前將書面資料經主管用印併同電

子檔傳送生活輔導組彙整。謝謝您！  

送 

 

會 

 

單 

 

位 

送

會

序 

受會單位 相關單位 

會 

 

辦 

 

紀 

 

錄 

送會目的 收會時間 會畢時間 

1 總務處  如摘要所述   

2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3 人資處     

4 教務處 教師發展組    

5 圖資處     

6 校牧室     

7      

8      

9      

10       

11       

12       

主

辦

單

位

簽

章 

生活輔導組 
電

話 

分機：1251 

承辦：李玉柱 

 



第 2 頁，共 8 頁 

107 學年度起_全校師生座談會建議事項追蹤情況表 

※ 提醒：本學期座談會時間：108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時 30 分  地點：第二教學大樓演藝廳 

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美術系

3 年 A

班趙○

悅 

闡述學生議會在校內扮演之角色

與功能，也對校方提問 

1.對於他們而言，學生議會存在之

意義為何？我們學生是否有實質

權力去履行應盡之義務？ 

2.對學生會在選舉中的失職與後

續處理態度提出質疑及討論。 

3.議會在學校應行使之義務遭校

方婉言謝絕，屢次發生且未能達成

共識，詢問校長如何處置？ 

4.學生會長不承認議會之監督與

彈劾之權力，那議會權責之存在？ 

5.請求校方給予以上合理之回

覆，改善議會之現狀，不然議會全

體議員將考慮請辭。 

 

◎校長： 

  贊同學生議會自治，學生會就如

同行政部門，須由議會監督，這

就是校園民主，支持行政及立法

自主性提高，法規不足之處，將

會修改，會擇成人資處，協助法

規健全化。 

 

◎人資處： 

學生議會章程修正尚未完成法制作業程序，目前學 

生議會仍應依學校網路公布之版本運作。 

惟，學生議會已於日前改選，新任學生議會議員是 

否就前揭章程提出修正，仍應尊重新的議員之決定。 

如後續有提出修正草案，人資處法律專長老師樂意協 

助完成修法程序。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職安3A

班高○

翔 

1. 宿舍可否廢除門禁問題或延長

半小時，有否執行相關問卷調

查及成效 

如何。 

 

 

 

◎學務長： 

  規劃宿舍門禁時間有再研擬，若

要取消目前傾向不開放，延長半小

時系統作業可以克服，但樓長及須

早睡同學，可能會受其影響，這議

題將會納入考量。 

◎校長： 

  取消門禁目前這議題已回答多

◎生活輔導組： 

  為維護宿舍安全，宿舍門禁時間維持現行制度，暫

不延後半小時。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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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次，目前暫不考量，延後半小時

是否真的有需求，在場同學可提

供意見。供參考。 

◎學生綜合意見： 

  1.考量火車末班車時間及宿舍樓

長晚點名作業程序考量，是否有

延長必要性。 

  2.學生要適應團體生活及守時的

重要性，建議不考量延長。 

◎生輔組組長： 

  目前宿舍已針對需申請晚歸同

學，調整系統，延長半小時提議僅

少數同學需求，考量管理層面及不

影響樓長作業程序下，建議不開放。 

◎校長： 

  考量上述多方意見，若需晚歸可

申請作業，目前多數同學均能遵守

現行規定門禁時間，宿舍除管理

外，維護住宿生安全也不容忽視，

故仍維持現行制度。 

文創 3

年 A 班

朱○圭 

數位學習平台操作及介面功能使

用不佳，可否改進。 

◎校長： 

  系統架構及習慣用法，可能會有

使用不順的情形，更換新的系統，

目的是建構更好成效，若有其功能

效用不佳，可研發改進作為，在場

同學可提供意見 

  參考。 

◎教師發展組： 

1. 原建議事項多屬新舊平台轉換間之使用習慣問

題，本組已針對師生個別不同之操作特性，共計

辦理 24 場次之教育訓練，並依各項功能錄製操作

影片提供自學(影片數目前已製作 9 部，持續增加

中)，另於 108.06.03 因應 107-2 師生座談會之建

議，追加辦理的 S4 學生實用級教育訓練暨座談會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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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學生綜合意見： 

  1.系統上傳空間不足及傳遞迅息

不正確。 

  2.頁面包含上.下學期的課程，頁

面太繁雜。 

  3.收件提醒相較舊系統，無法及

時獲得，必由導師 

    發送訊息。 

  4.繳交作業系統顯示收件，但後

續才發現並未完成。影響其作業

傳送時程及成績。 

◎教務長： 

  開放系統前已多次與各系老師輔

導，並辦理多場教育訓練，每星期

一開放一天，提供老師學習操作層

面。同學如有相關問題可於每星期

一提出， 

◎校長： 

  根據上述意見，顯示系統有改進

空間，請學務處會後管制單位回

覆，務必本學期改進完畢。 

 

場次，報名及實到人數皆為 0 人。 

2. 為持續提升使用者經驗，已邀請廠商與本校教

師、圖資處、教務處及教學資源中心等單位人員

於 108.07.04 共同檢討需精進及新增的功能，廠商

業於 108-1 開學前開發完成，經測試調整後，系

統平台已完成更新。 

 

應哲1A

班王○

諾 

圖書館的書多有破舊，閱讀時會有

手癢的情形，建議可否購置消毒

機；另人員訓練要加強。 

◎圖資長： 

  書本有破損，都有人員修復及處

理，本處已考量購置消毒機，同學

的問題會持續改善。 

   

◎圖資處： 

圖書館己緊急接洽相關書籍滅菌機及吸麈洗書機的廠

商於 108.05.10 到館展示，並於 8 月完成採購書籍滅

菌機及吸麈洗書機兩套機器，書籍滅菌機已放置於一

樓櫃台，歡迎同學使用。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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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醫管 3

年 A 班

汪○宇 

3 宿電梯壞的頻率很高，可否維修

及注意保養 

 

 

◎學務長： 

  電梯損壞或異常時，會立即向總

務處報告修繕，但無法保障機械不

會再有故障現象發生，有問題一定

會即刻處理。 

◎校長： 

  電梯問題已請總務長，務必請廠

商有異常時要立即至校處理，考量

損壞情形，評估若有需要，重新設

置新電梯，學校也會優先辦理。 

◎總務長： 

  三宿及四宿常異常電梯為大同公

司廠場，使用已十幾年，也請廠商

至校召開維修面對面會議，探討原

因及維修方式，會督促其改進。 

◎營繕組長： 

  電梯異常屬機械問題，偵測到異

常，會立即停止運轉，若故障請用

電梯內電話通知，維修人員會立即

至現場，同學不要過於緊張，相關

問題會逐一檢查找出，目前的問

題，推斷為機版問題居多。必會找

出損壞最終原因方可。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1.本校所有電梯都有簽訂委外保養維護合約，每月定

期進行檢查及維護。三宿電梯鋼纜及車廂狀況仍

佳，因使用人數多，控制系統偵測到各種異常狀態

而啟動鎖定保護裝置的比率亦相對提高，惟一有狀

況，無論平日或假日，都會立即前往查修處理。 

2.三宿東、西側各有一部電梯，通道相連通，遇有電

梯異常情形，請利用另一部電梯上、下樓。 

3.近期運轉一切正常。  

 

◎生活輔導組： 

  電梯皆有定期保養，若遇故障時，會請採購營繕組

緊急維修處理。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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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永續國

際學程

(IPSD) 

1. 提供多元宗教信仰的專屬空間

（目前為今年齋戒月學校已有

提供一間宿舍供學生祈禱使

用，未來如能在校園提供固定

空間，將對本校之多元包容聲

望更有助益） 

Hope tp provide another private 

room (espeically in the 

classroom area) for Muslim 

students. 

 ◎校牧室： 

基於尊重多元宗教信仰，且本校穆斯林學生逐漸增多 

，有其特殊宗教習俗。若能專設一間穆斯林祈禱室供 

學生日常祈禱及特殊節日使用，有助於安定學生的心 

靈，也能促進宗教間的和諧。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2. 宿舍冰箱的事（部份外籍生因

為經濟壓力無法完全外食，且

無法如本地生隨時有機會吃自

己的食物，需要冰箱儲放食

材。） 

Hope to have a private 

refrigerator in the dormitory. 

 

 

 

 

 

 

 

 ◎生活輔導組： 

 學校設置冰箱主要目的是冰牛奶、優酪乳等易變質物

質品，期住宿生能盡快食用完畢，愛惜使用，無法冰

存食材，請同學依規定存放，謝謝配合。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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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3. 圖書館平日閉館時間，及假日

開閉館時間延長（外籍生對圖

書館的依賴更大） 

Hope to postpone the close time 

of the library during the 

weekdays and longer service 

hours on the weekends. 

 ◎圖資處： 

1.平日晚上八點後及假日入館數據，入館讀者實在不

多，目前館員人力實在不足以再延長開館時間。 

1. There are not many readers admission to the 
library in weekday nights and holidays. Not 

enough people stay after 8:00 pm in the Library 

to require it to ope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here are not enough library staff to maintain 

the operating for the extended opening hour. 

2. 配合期中考及期末考前一週假日圖書館延長開館

至晚上 9:40。 

2..CJCU Library has extended opening hours 

for the weekend before midterm and final exam.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4. 餐廳應提供清真認證餐點 

Hope to provide Hala certified 

meal. 

5. 建游泳池!? 

Are we going to have a swimming 

pool?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會積極徵求有清真認證之廠商進駐，目前可提供台南

市有清真認證之餐飲廠商，如：蜜瑪印尼餐廳、彩虹

雪、媽媽咪亞南洋料理等餐廳。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目前暫無規劃。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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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學

系 
107 學年度起建議事項 

107 學年度起 

座談會回覆內容及追蹤回覆情況 
本學期相關單位追蹤情況 追蹤結果 

6. 成績優異獎狀沒有英文版 

Hope to have English version of 

certificate for outstanding 

tudents. 

7. 希望能有其他提供英文介面的

電腦教室（目前的數量及地點

少，當遇到在無英文介面的電

腦） 

Hope to have more computer 

rooms with English operation 

system.  

 

 ◎課外活動組： 

擬由本學期發放英文版獎狀予國際生。 

 

◎圖資處： 

目前自由上機電腦位於圖書館一樓，已全數更換為雙

語介面。 

Public computers located in the library on the first 

floor, has been replaced bilingual system.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學校的公布、海報都没有英文版，

讓外籍生感覺無法融入學校。 

Hope to have English 

Translation about poster or 

website in order to ge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volved in school. 

 ◎學務處：行政單位已經開始在公告加入英文版，全

力創造友好的雙語環境。 

 

  

 

 

▇已完成 

□尚未完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