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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學生生活座談建議表意見彙整表 

序

號 
承辦單位 提問內容 辦理情形說明 

1 總務處 

1.廁所增加洗手乳，覺得肥皂不太衛

生(日四技醫管健康 2-1) 

2.光恩樓 1～5 樓廁所不乾淨、很臭、

地板很濕(日四技醫管 2-1) 

3.菊苑冰箱太小、太少，可否每樓一

至兩台冰箱(日四技醫技 1-2) 

4.基泰停車場位置不夠，可否增加停

車場(日四技醫技 1-2) 

5.菊苑洗衣機太小可否增加洗衣機

(日四技醫技 1-2) 

6.新苑、菊苑冷氣不要以週為單位，

可否看當天天氣決定(日四技醫技

1-2) 

7.學餐可否提供蒸飯箱及微波爐(日

二技護理 1-1) 

8.室外機車停車場可否增設遮雨棚

(日二技護理 1-1) 

1.本組將於各棟大樓廁所給皂機補充洗手

乳。 

2.加強督導清潔人員，增加清掃次數，維護

環境。 

3.宿舍冰箱優先提供急救包存放如冰枕等，

以維護同學緊急使用，另冰箱容量有限，同

學在使用時只能冰近期食品並儘快時用完

畢，過期食品也請同學丟棄以維護冰箱最大

使用數量。                                                                                 

4.基泰公司回覆:目前暫時無增加停車計劃。 

5.已請廠商勘查現場空間無多餘空間再擺放

洗衣機設備。 

6-1.全校宿舍冷氣於夏季開啟後，開放時間自

星期一至星期日不中斷。 

6-2.冷氣開放標準為氣候溫度持續維持 28℃

以上時，將會開放冷氣。 

7.考量學餐環境安全,不便設置蒸飯箱及微波

爐。 

8.本校戶外機車停車場興建遮雨棚屬違章建

築，經人檢舉將遭市政府進行拆除，建議同

學如有相關需求可至本校室內停車場(光曜

樓)1 樓停車。 

2 課務組 

1.講座、微學分不好選，可提早選時

間(日四技醫管 2-1) 

2.課程學生有點多，不太通風(日四技

醫管 2-1) 

1.通識中心的微學分講座、讀書會課程原為

開學後選課期間於創課系統平台(Tron class)

選課，講座則涉及講者邀請與確認，故選課

時間在開學後，此意見將提供通識中心列入

評估可行性。 

2.期中考後全校 80 人以上課程採分班上課

(線上直播)，應可以解決同學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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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學生生活座談建議表意見彙整表 

序

號 
承辦單位 提問內容 辦理情形說明 

3 註冊組 

1.註冊章無法補蓋(日四技醫管 2-1) 

2.學生證可變成悠遊卡(日四技醫管

2-1) 

1.為維持公平性，註冊章蓋章設備，於每學

期初定位完成即無法隨意調整，當學期結束

前都可蓋當學期註冊章，若有特殊需求，可

至註冊組補貼[已註冊]之註記貼紙，不便之

處還請見諒。 

2.學生證聯名卡屬電子票證為記名使用，悠

遊卡或一卡通雖屬學生與發行卡公司權利義

務關係，但聯名卡有個資收集問題，本校以

學生權益義務為主要考量，後續將針對各公

司(如：一卡通、悠遊卡、國際學生證、金融

卡……等)提出之方案，評估製作學生證聯名

卡之可行性。另外，悠遊卡及一卡通為方便

學生，皆有推出學生專屬優惠，提供同學參

考。 

4 教發中心 

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可否改線上教

學、降低線上教學 80 人的人數(日四

技醫技 1-2) 

本校目前尚未符合教育部公告停課標準，依

然維持到校上課。 

但為因應本校 80 人以上、課程人數過多的班

級，已採取到校分班、線上直播方式授課，

並加強教師線上教學演練。 

後續會再依疫情發展公告上課方式。 

5 生輔組 

1.菊苑宿舍出入口增設酒精(日四技

醫管健康 2-1) 

2.竹苑宿舍 4 樓飲水機沒有熱水(日

四技醫管健康 2-1) 

1.將於 2 樓進出口放置酒精供住宿生使用。 

2.已於 3 月初修繕完畢，並於 109.04.14 再次

檢查，飲水機可出熱水。 

6 領服中心 

光恩 5 樓的每間教室桌面和地板非

常髒亂，桌子很黑、地板一堆垃圾 

會請勞掃同學加強清掃，但最重要的還是上

課的同學要有公德心，把自己帶來的垃圾在

下課後要自行帶走 

7 衛保組 

防疫期間，校門口測量額溫的機器不

精準(日二技護理 1-1) 

目前學校在防疫工作上所使用的額溫槍，已

陸續分批送回原廠進行儀器校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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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學期 

就學貸款 
臺灣銀行+本校 

受理日期 
109 年 8 月 3 日(一) 

至 

109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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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學生宿舍】宣導事項 

一、 109 學年度暑假住宿申請 

類別 受理登記時間 入住時間 

實習、 

專題製作 
109/6/1 (一) AM10：00 ~ 109/6/12(五) 

PM16：00 止 
依申請需求 暑ㄧ梯 

暑二梯 
109/7/13 (ㄧ) AM10：00 ~ 109/7/22 (三) 

PM16：00 止 

備住 

1.申請網址：於公告時一併公告網址 

2.開放宿舍：竹苑、基泰宿舍 

3.費用： 

雙人套房 NT$2,100/人/月；單人套房 NT$3,700/人/月 

註：未滿半個月以半個月計算，超過半個月以ㄧ個月計算，以此類

推，請逕向宿舍管理員繳費(含水、網路費)。 

4.注意事項： 

(1)凡住宿同學須遵守宿舍管理規範，晚間 23 時返舍點名。 

(2)床位由管理員安排。 

(3)專題製作、實習、暑修結束依時遷出。 

(4)社團、志工活動或其他申請事項，請依上述規定於入住日前完

成住宿申請。 

二、 108-2 學年度宿舍【關】舍公告 

(一) 109 年 6 月 30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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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9-1 學年度宿舍【開】舍公告 

(一) 109 年 9 月 1 日 ( 二 )  上午 11 時後開舍。 

(二) 宿舍幹部服務進住時間： 

109 年 9 月 1 日 ( 二 )  AM 11:00 ～PM 19:00 

109 年 9 月 2 日 ( 三 )  至 9 月 4 日( 五 )  AM 7:50 ～PM 19:00 

109 年 9 月 5 日 ( 六 )  至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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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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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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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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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屋補貼】宣導事項 

申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租屋補貼之學生，如因本學期租賃契約效

期至 6 月份止，7 月份欲再租賃住宅，應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第 4 點第 2 款第 5 目規定，於 10 日內主動檢附新租賃契約予

學校，以便辦理補撥作業。 

注意：本次補助只適用於申請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租屋補貼之同學。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宣導事項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減輕受影響產業非自

願離職失業勞工之子女就學負擔，增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

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自 109 年 4 月 15 日開始受理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截止收件。 

詳細說明及申請方式請參閱勞動部網站 

https：//www.mol.gov.tw/topic/3075/6074/7607/ 

【畢業班操行、獎懲及請假】宣導事項 

1. 請導師於 109 年 4 月 20 日(一)至 5 月 15 日(五)線上操行加減分。 

2. 貴班如有表現良好、值得嘉許者，請導師以獎懲建議表處理，並

於 5 月 15 日(五)期末考前處理完成(含完成核章流程)，敬請準時。 

3. 畢業班學生假單收件截止日期為 5月 15 日(五)1700時，敬請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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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內獎助學金資訊〈一〉 

相關網址 http://safe.ypu.edu.tw/files/11-1006-20.php 

助學金名稱 資格 申請時間 檢附文件 補助金額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分機 

弱勢助學計畫 1.家庭年收入 70萬元以下 

2.年利息所得 2萬元以下 

3.不動產價值 650萬以下 

4.前學期總成績 60分以上 

每年 9月至 10月

20日止 

1.申請表 

2.戶籍謄本〈含記事〉 

3.前學期成績單〈新生 

  免附〉 

30萬以下 35,000 

30-40萬 27,000 

40-50萬 22,000 

50-60萬 17,000 

60-70萬 12,000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工讀助學金 本校學生 1.家境清寒學生 

可至本組登記 

申請並優先安 

排。 

2.一般學生依各 

單位編列。 

縣市政府開立之相關證

明 

依勞動部公告時

薪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緊急紓困金 家中遭逢變故 隨時 1.申請表 

2.相關證明〈災害證明 

、傷病證明、死亡證明 

  或資遣證明〉 

3.戶籍謄本 

10,000-20,000

元整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低收入戶免費

住宿 

1.低收入戶學生 

2.前學期總成績 60分以上 

3.需居住校內宿舍 

每學期開學第 1個

月 

1.申請表 

2.低收入戶證明 

3.前學期成績單 

住宿費全額 生輔組 林妙雯小姐 2441 

 

http://safe.ypu.edu.tw/files/11-1006-2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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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內獎助學金資訊〈二〉 

相關網址 http://safe.ypu.edu.tw/files/11-1006-20.php 

助學金名稱 資格 申請時間 檢附文件 獎學金金額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分機 

低收入戶學生

助學 

1.上學期學業成績 60分、 

操行成績 70分以上 

2.具低收入戶資格學生 

每年 3月 1日至 3

月 31日止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低收入戶證明 

5,000元整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創校人蔡光宇

先生獎助學金 

前學年度學業及操行成績

平均皆 82分以上 

每年 9月 10日至 9

月 30日止 

1.申請表 

2.學年度成績單 

3.自評表 

2萬元整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學業成績優良

獎學金 

各班學生前學期成績班上

前名者 

無須申請，由教務

處提供名單 

無 3,000、2,000

元、1,000元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學生參與校外

競賽獎勵金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得前

3名者 

隨時 1.申請表 

2.相關證明〈獎狀、獎 

牌、獎盃〉 

3.參賽資料〈含參賽隊 

伍及人數〉 

2,000-20,000，

依比賽性質區分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畢業生董事長

獎學金 

由系上推薦 由系上推薦 相關佐證資料 10,000元整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畢業生學業成

績優良獎學金 

由系上推薦 由系上推薦 無 5,000元整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5 

畢業生服務成

績優良獎學金 

由系上推薦 由系上推薦 相關佐證資料 3,000元整 生輔組 唐銘祥先生 2239 

http://safe.ypu.edu.tw/files/11-1006-2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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