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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日間部 

時間：108 年 11 月 27 日(三)中午 12：00 時 

地點：光恩 B1 國際會議廳 

進修部 

時間：108 年 11 月 27 日(三)下午 18：00 時 

地點：光暉 4F 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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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學生生活座談建議表意見彙整表 

序

號 
班級 提問內容 針對提問之建議 

承辦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處理進度 

1 

進護

理

4-1 

K101 上課投

影時，字模糊

不清，影響學

習成效。 

固定每一個月檢

查設施，是否完

整及完善。 

資訊組 

K101教室單槍字

模糊不清，近日

會請廠商調整單

槍解析度，並在

寒、暑假時統一

做全校性檢查。 

■已完成 

日期 108 年 11 月 6 日 

□處理中 

預計完成  年  月   日 

□待處理 

2 

進護

理

4-1 

每星期二早

上

10:00-12:00

於 K106 座位

太少，學生人

數眾多，已向

授課老師反

映，但無教室

更換，且座椅

常被搬走。 

請更換教室，以

利學習，並固定

每間教室課桌椅

的數量。 

課務組 

護理系 

護理系：10/29 已

申請更換教室。 

課務組：護理系

已於 11/4 提出教

室調動申請表，

授課教室於 11 月

起由原 K106(72

人)更換至

K102(80 人)。 

■已完成 

日期 108 年 11 月 4 日 

□處理中 

預計完成   年  月  日 

□待處理 

3 

進護

理

4-1 

學校宿舍申

請開放登記

先由日間部

再開放進修

部。 

盼能統一學制開

放，不分日間或

進修。 

生輔組 

於申請 109 學年

度學校宿舍開

始，將不再區分

日間部與夜間部

申請宿舍時間，

統一同時間開放

申請 

■已完成 

日期 108 年 10 月 28 日 

□處理中 

 預計完成   年   月   

日 

□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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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減免】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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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學期 

就學貸款 
 

臺灣銀行+本校 
受理日期 

109 年 1 月 15 日(三) 

至 

109 年 2 月 21 日(五) 
請同學準時繳交，確維自身權益，逾期恕難受理，感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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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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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宣導事項 

一、 108-2學年度 在校生申請宿舍事宜 

(一) 住宿時間：僅 108-2學期， 

(住宿時間為：109年 2月 14日上午 11時至 109年 6月 21日中午 12時)。 

(二) 此次受理對象為本校學生，但目前非本校住宿生，例如：108-1學期為實習生，108-2學期

因實習結束需住宿。 

(三) 網路申請時間：108年 12月 5日(四)10:00至 12月 8日(日)23:59止。 

請線上申請並填寫【住宿保證表單】才算完成申請宿舍手續。 

申請與填寫住宿保證網址，將於生輔組網頁公告。 

     公布住宿名單：108年 12月 10日(二)12:00  

二、 108學年度 寒假住宿申請 

(一) 申請時間：108年 12月 16日(一)10:00 至 12月 26日(四)16:00止。 

(二) 開放宿舍：基泰（男）、竹苑（男/女）。 

(三) 寒假住宿時間：108年 1月 12日(日) PM15:00 至 2月 11日(二)。 

(四) 寒假住宿費請自行繳交(基泰 潘先生 03-5300593；竹苑 蔡阿姨 03-5403551) 

註：單人套房：3700元/月/人；雙人套房：2100元/月/人， 

未滿半個月以半個月計算，超過半個月以一個月計。 

三、 108-1學年度 宿舍【關】舍公告 

(一) 109年 1月 12日（日）中午 12時關舍。（水、電關閉）。 

(二) 提早離舍同學，需先將寢室環境清潔完畢，經宿舍幹部檢查後，繳回鑰匙，方得離舍。未

繳回鑰匙者以「住宿管理實施要點」及「學生獎懲規定」處置。 

       註：實習同學若下學期無須住宿，請於 11月 18日至 11月 25日 16:00前 

            至生輔組填寫「退宿申請單」。 

四、 108-2學年度 宿舍【開】舍公告 

(一) 109年 2月 14日(五) 上午 11時後開舍。 

(二) 宿舍幹部服務進住時間： 

109年 2月 14日(五) AM 11:00 – PM 19:00。 

109年 2月 15日(六)至 2月 16日(日) AM 9:30 – PM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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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宣導事項 

1.108學年度第 1學期請假單為因應進修部同學方便繳交截止收件日

期為 109 年 1 月 3 日(五)晚上八時，逾期不予受理。 

2.依本校學生請假要點第三條「上網請假並列印假單，依以各類別

請假期限，應於一週(7 日不含假日)內列印假單送交生

輔組完成請假手續」法規。 

3.若未於一週內完成請假程序，將列為缺曠，無法事後補請假，爰

請班導師協助轉知同學請假期限，務必於一週內完成請假手續。 

（請同學先確認於申請完請假後是否可馬上印出請假單，再申請。） 

 

＊【二日(含)以上】：導師＋系教官簽名後交至生輔組請假信箱，生

輔組協助送件。 

＊公假：以處理校內公務為原則，請務必事先完成，凡當日及事後

請假者，均不予受理，相關表單如附件。 

＊公假單放置處有專屬資料櫃，勿放置各系假單資

料櫃，以免發生逾期審核情況，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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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規定：依據學生請假要點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以處理學校公務或代表學校出席校外集會為原則(含兵役處理)，須事先請假。校內者，須

有關指導教師證明，無證明或事後補具證明者均不受理。另在學軍人，須執行公務者，得

於事後補證明書。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公假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公假單一律事先完成，凡當日及事後請假者，均不予受理。

（以處理校內公務為原則） 

班級 學號 姓名 日期 節次 導師 系(所)主任 

       

       

       

       

       

負責同學 指派單位 生輔組長 學務長 

    

★公假流程： 

 1.負責同學+指派單位→2.導師及系所主任→3.生輔組長→4.學務長 

★不同系所請分開申請，指派一位負責同學代表簽名。 

★公假節次請勿填寫總節次。 

★生輔組長及學務長由生輔組統一送簽。 

附件 

 



班級

提問

(請確切說明時間、地點、品項、

狀態/事由)

承辦單位 會後回覆說明

高齡4-1

室外排球場地不夠，希望平日也能開放

光涵樂活館內的室內場地供8個系隊及想

打排球的學生使用

體育室

請同學依照課指組校內活動場地申請表流程填表申

請，建議系排結合幾個系固定一個時間，有一定的

數量再開放體育館，目前統一開放在一、三，避免

待一個系使用一個體育館，目前禮拜三排球社練習

到6點多，但場地都開放到9點半，歡迎同學使用。

護理3-1

1.光禧樓1樓教室冷氣不涼及4樓教室通

風不好，希望冬天也可以開空調

2.光禧樓1樓男廁旁邊飲水機經常沒水

3.4樓技術教室能否加裝風扇

總務處

1.夏季教室冷氣問題，請同學們上網報修，總務處於

收到問題後，即派員檢修.另光禧4樓教室通風不好，

於冬天時建議打開對外窗戶。

2.廠商檢查光禧樓飲水機製水量後確認並無異常，經

檢測時常沒水係因同一時間大量取水，導致補水不

及，已於飲水機下方增加一道快速製水裝置(ro膜雙

墨管)；建議同學如有大量取水需求，可至光禧一樓

同樓層其他台飲水機取水，以免影響其他同學之使

用權益，本組亦會再請飲水機廠商針對本案討論是

否尚有其他改善方式。

3.各系實驗室若設備不足需請各系編預算來加強

醫技1-2

1.菊苑3樓沒熱水

2.基泰停車場機車被撞(11/18-11/22期間)

，監視器有死角

總務處

1.菊苑3樓熱水問題，已於當日會議後即派維修人員

由宿舍幹部陪同至現場測試，結果正常，判斷應屬

於夜間盥洗使用水量高峰時段，導致熱水暫時供應

不足，建議幹部協助宣導同學分散洗澡時間，即可

改善.                                                      2.基泰廠商於

108年12月4日回覆如下:我們會請負責監視器的廠商

會勘現場，評估新增監視器鏡頭，補強死角問題。

護理2-2 希望新開的健身房開放時間能提早 體育室 已於11/26(二)開始提早於下午5點半開放使用。

企管3-1
光恩3、4樓女廁很多都無法上鎖，已報

修過，仍未改善
總務處 已於會議後檢修完成，目前均可正常使用.

護理1-1

1.A401電腦常當機，鍵盤壞掉、無法登

入Adobe平台

2.M201、M203電腦常當機，鍵盤壞掉

圖資處

資管系

1.A401教室鍵盤已更換與檢查。

2. M201教室電腦已檢修完成。

隨時發現異常，可隨時至學生資訊系統上網報修，

資訊組將盡速派人處理。

2.M203主機使用近十年已找不到新機板更新，請教師

記得下課請同學要關機，因待機太久有還原系機也

會有異常；另請授課教師通知那些電腦有問題才能

更換新鍵盤或維修。

醫技2-2 宿舍門禁能不能延到12點 生輔組

考量多方問題，延後至12點不太恰當，如為非常態或

個案特殊狀況，可再與教官提出申請，個案處理討

論。

生技4-1
光寰樓H101麥克風沒聲音，R100螢幕連

接單槍接觸不良，皆已報修，仍未改善
圖資處

已確認H101已修繕完畢。

隨時發現異常，可隨時至學生資訊系統上網報修，

資訊組將盡速派人處理。

食科1-1 N501投影字幕不清楚 圖資處

已更換單槍處理完畢。

隨時發現異常，可隨時至學生資訊系統上網報修，

資訊組將盡速派人處理。

醫技3-2
其他學校都有公告校外獎學金，本校卻

無相關資訊
生輔組 校外獎學金如有來文都會在學校網路公告

生技4-1
1.網路大學和Tron Class 能否擇一使用

2.107-2學期的前三名獎學金還沒有領到

1.教發中心

2.生輔組

1. 因網路大學已經停止維護，故只能使用至2020/1/31

，後續請轉用創課平台(TronClass)。

2.已回復提問同學執行進度。

108學年度第1學期  日間部學生生活座談建議表(現場提問)



班級

提問

(請確切說明時間、地點、品項、

狀態/事由)

承辦單位 會後回覆說明

108學年度第1學期  日間部學生生活座談建議表(現場提問)

視光3-1
光禧樓羽球場場地太滑，採購的地貼都

沒有舖設使用
體育室

校內活動較多，常遇到貼好又須拆除的狀況，會再

與主任及負責羽球的老師研議

食科4-1

Tron Class 系統不友善，手機端上無法退

課，在電腦上才能退課，選課希望Tron

Class 能看到課表

教發中心

一般課程無論加退選都只能由校務系統加退選，次

日創客系統會與校務系統同步更新，微學分課程可

透過電腦與手機加選課程，已選到的微學分課程電

腦與手機版都會在我的課程中呈現，退選微學分課

程只能透過電腦退選。

進二技護理系1-1

下學期星期一上到16點，星期二的課到

20:10，回到台北都已經很晚，隔天要上

班會太累，能不能把星期二最後兩堂課

調至星期一上

1.課務組

2.護理系

1.這個問題會和系上反映作調整，進修部排課原則一

天無法排超過10堂課，如合乎規範之內應該可做課程

調動，但還是要由系上做調整

2.(1)下學期的課尚未公佈。(2)經查下學期近二技1-1

周一周二兩天都只排到18:40分，並無排到20:10之情

事。

進四技資管3-1

1.原本課程都在星期日上一整天的課，

下學期改成六日上課有些同學上班及遠

道比較難配合

2.希望以後教學上用專任教師而不要使

用約聘或兼任教師，覺得兼任教師的素

質較沒有專任教師好

1.課務組

2.資管系

1.教育部希望在職進修班的課程不要都在同一天上課

，也需要考慮同學們有在職的問題，可能第二天上

課變成分組討論的方式，關於這部分會在和系主任

詢問，再請他跟同學說明

2.目前皆為專任老師

進四技健管4-1

教室J307環境問題最近看見教室地板有

檳榔汁和檳榔渣，昨天(11/26)還有更多

垃圾，請問學校有沒有辦法幫忙清理環

境

領服中心

一般教室的話都會有服務學習的同學在17點鐘的時候

去清掃教室，會再請同學注意這部分，也有可能是

清潔過後又被弄髒，也請同學共同維護教室整潔

進二技視光2-2

1.N602從期中考到現在投影機都不能用

這麼多禮拜已經有通報處理 但今天

(11/27)上課都還是無法使用

2.原本就有讀過大學相關的課程一年級

時就已有修過課程 但有些課程自動被加

入也沒有發現 過了退選時間完全無法退

選，所以想要問有沒有方式可以在系統

過後還可以做退選的動作

1.圖資處

2.課務組

1.因投影機無法修復，目前已請購新投影機，待採購

流程完成將盡速更換新品。

隨時發現異常，可隨時至學生資訊系統上網報修，

資訊組將盡速派人處理。

2.學生重複選課系統沒有出現排除，將填寫系統問題

單處理。

進二技護理1-5日

下學期選修課很多，多數同學選擇「檢

驗值」(親職教育)，這個對我們在醫院

很需要， 但因為找不到老師所以不開課

，導致大家要去修不想上的課程 (健康促

進)

護理系

因為同一學期無法開太多班的同一門選修課，會有

排師資之困難，以致於需跟部分班級協調開選修課

之順序，若全班同學仍有意願，可以在二年級再開

這些有興趣的選修課。

進二技健管1-1

1.光禧樓2樓的男廁小便池無法停止持續

沖水的情形，是否能提供相關窗口電話

，以利聯繫能立即維修

總務處

六日總務處都是有值班人員， 如果不知道位置，可

到警衛室詢問值班人員的聯繫方式，也可使用報修

系統，每周一都會檢視報修及維修進度，針對光禧

樓2樓的男廁的狀況，會再去檢修

進四技食科1-1

二、三年級的課程能否去比較相關於加

工課程，可以到加工廠參觀 對往後發展

性都有幫助

食科系

1. 因目前學生大一剛剛入學，可等大二課程再做規

劃。

2. 因日間部進修部課程只有2天在校上課，辦理企業

參訪，可能導致課程進度落後，可行性尚待評估。

3. 若同學同意在正常上課日外，另外擇日進行企業

參訪，應該不會有困難。

進四技應外1-1

課程可否統一改成完全夜間上班，且請

不要把課都排在同一天上課，如早8上到

晚8

應外系 已與該班同學溝通完畢，課程安排依入學簡章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