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立嘉義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長與農學院師生座談會處理情形表 

會議日期：100 年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時 0分 
地點：農園館三樓大視聽教室 

主 席：李校長明仁 

項

次 
反映事 項 承辦單位 辦 理 情 形 

1 

一、新聘教授森林土壤學、和

森林資源及動物有關教

師、森林經營遊樂有關教

師。 

二、增加專業科目例如生物或

物理等。 

三、汰換系館飲水機。 

四、森林系下年度有多位教師

退休，請聘足本系專業教

師。 

五、森林系館廁所門為外推

式，容易傷外面的人，請

改善。 

森林系 

環安中心 

一、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已新聘 1 位專任助理

教授，未來會陸續新聘相關教師。 

二、將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論增刪科目。

三、飲水機問題建請環安中心協助處理。 

四、持續辦理徵聘教師，將陸續新聘專任教

師，以補足退休教師之缺額。 

五、建請總務處協助處理。 

六、環安中心規畫逐年更換校內飲水機，若經

費許可，暑期即會更換。 

2 

一、宿舍衛浴設備須修繕。 

二、活動中心社辦太熱，請加

隔熱版，或做綠屋頂、建

空中花園，讓社團認養。 

三、學生宿舍六舍一樓為地下

室，收訊不佳，10 通電話

有 8 通接收不到，有重要

事情常無法聯絡，讓家長

非常擔心。 

四、學校部分網站無法顯示網

頁，例如獎學金之申請，

影響學生權益。 

五、請增加宿舍機車車棚。 

學務處 

一、生活輔導組對於學生住宿軟、硬體設備使

用狀況相當重視，各宿舍舍長室、樓長室

及宿舍辦公室皆有維修申報單，住宿生可

填寫申報單後擲回宿 

舍辦公室，本組將會派維修人員處理。 

二、本校建築眾多，一般靠近頂樓之樓層，一

到夏天大多會有類似太熱問題。若於頂樓

加設隔熱板、綠屋頂、建空中花園等，因

涉及建築結構安全考量及學校財務經費

之規劃，需視整體通盤評估後行辦理。 

三、 

（1）近期將協調中華電信到校現場勘查，找

出收訊不佳原因，擬定改善措施。 

（2）本校區宿舍各寢室皆裝有設室內電話，

同學可善加利用，如不知寢室分機號碼

者，可聯絡宿舍辦公室（05-2717371）。

四、經查目前網頁上獎助學金網頁皆可顯示。

若偶有無法顯示網頁係因提供獎助金單

位已截止受理並自網站下架。若同學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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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化校園-校務行政系統裏的獎助學金

申請系統,因受理期限截止會關閉網頁並

提示已截止受理,避免同學誤解。另若同

學發現學務處生輔組獎助學金網站有任

何不通或不適皆歡迎來電學務處,以利立

即改善。經洽詢電算中心協助單位,告知

E化校園-校務行政系統裏的獎助學金申

請選項已逾期者已改為不顯示選項，以免

同學誤解。 

五、蘭潭學生宿舍餐廳後，設有機車車棚，同

學可善加使用，宿舍辦公室左側機車 停

車場則另有場地規劃。 

3 

一、嘉禾館之衛浴設備汰換及

整頓。 

二、游泳池工讀生用電腦老舊

需汰換。 

體育室 會儘速改善 

4 

一、教學卓越計畫不要只為成

果報告書或問卷調查，經

費應該用在更有意義的

地方。 

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 100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執行

重點在於提升學生學習能力、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上。為達成這個目標，本年度除續建學生學

習歷程檔案系統外，也建置英語數位學習角

e-corner。並實施 2.5 導師制度、大一大二服

務學習、大二見習及大四實習等，目的都希望

能提升同學的學習能力。此外，也辦理教師教

學法研習、共同課程品保及跨院系教師社群，

目的也是希望能透過教師層面，使同學能獲得

更多學識，故本年度教卓經費之使用皆以「學

生為主體」為出發點。有關成果報告書為教育

部需要，另問卷調查為了瞭解同學參與活動後

之滿意度，以做為活動改進之方向。 

5 

一、希望選課不用知會教師，

避免學生權益受損。 

二、教師教學評量效果不好，

希望能改變評量方式。 

三、國文應用課程與 

生農系系專業必 

修專討課程衝 

堂，擔心選不到 

國文應用課而延畢。 

教務處 

一、 

1.學校針對學生選課輔導部 分，設有導師

密碼選課輔導機制。此機制主要提供學生

選課諮詢的機制，其目的在於協助與輔

導，並非限制。 

2.依本校選課要點第三點規定:凡加退選期

間，學生可自行上網辦理課程之加退選；

惟除通識課程外，若選課人數已達上限人

數規定，且無其他相同名稱與性質之科目

可供選讀時，學生得徵求授課教師同意，

以人工作業加選單進行加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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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學期開設之課程，其上限人數及限選條

件均由各系所(中心)依教室容量及設

備、專業考量訂定，加退選期間課程若已

達上限人數，學生可下載額滿加簽單，徵

求授課教師同意後加簽課程，以示尊重。

4.若同學認為加簽過程有權益受損之情事

或須協助之事項，請至各校區教務單位洽

詢。 

二、 

1.本校為瞭解學生學習效果，以提昇教師教

學績效及校園整體教學環境與品質，自

89 學年度開始實施教師教學評量，且教

學評量問卷題目係經過多次公聽討論結

果所制定，施測對象初期為本校大學部學

生，施測科目除服務學習外，所有專兼任

教師所擔任之一任教科目均應接受評

量，評量採紙本作業，93 學年度第 2 學

期配合校園 e化及減紙化目標，改推動教

學意見調查網路化，至 96 學年度起施測

對象再擴及研究生，施測評量結果置於本

校校務行政系統，授課教師可由校務行政

系統進入查詢參閱。 

2.惟期末的教師教學評量，僅能蒐集到課程

結束後學生對課程整體意見與態度的總

合反應，並無法真正達到『教』與『學』

相互回饋之目的，教師無法即時作自我檢

視及調整教學內容與策略，以輔導學生克

服學習障礙改善教學之參考。 

3.爰此，本校自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增設

期初教師教學評量，讓教師有機會對教學

方法作自我檢視及調整，藉以補期末教師

教學評量之不足，並期提升學生之學習成

效與教師之教學品質。另為顧及外籍學生

之填答，本校教師教學評量作業系統亦自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起加註中英文對

照網路評量作業路徑、填答說明及評量問

卷，俾利外籍生填答。 

4.本校之教師教學評量問卷於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以前係採單一問卷，自 99 學年度

第 1 學期起教師教學評量問卷改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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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分類為：一般課程、實驗課程及實作

課程三種問卷施測。 

5.另因教師教學評量施測填答率未達 50％

之課程平均約有 60 門左右，為期提供教

師評鑑之參，本校自 99 學年度第 2學期

期未教師教學評量起，於網路施測結束，

就問卷填答率未達 50％之課程，於第

17、18 週施以人工紙本施測，以期能蒐

集到課程結束後學生對課程整體意見與

態度的總合反應，俾利教師作自我檢視及

調整教學內容與策略，以輔導學生克服學

習障礙改善教學之參考，並提升教學品質

與學習效益。 

6.依「本校教師教學評量實施要點」本校現

行作法： 

(1)期初教師教學評量： 

○1本校期初教師教學評量原意係本校

為瞭解同學對於各學科的學習及教學

互動狀況，並提供教師作自我檢視與

調整教學方法，以期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自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2本校期初教師教學評量於第 5~6 週

實施，第 8週將期初教學評量結果，

送請各任課教師及相關主管卓參，俾

利檢視與調整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2)期末教師教學評量： 

○1於第 14~16 週實施，配合次一學期課

程預選（第 14 週星期五~16 週）於網

路進行問卷填答。 

○2另奉 校長核示，自本（99 學年度

第 2學期）學期起，期末教學評量凡

填答率未達 50％課程，於第 17~18

週補施人工紙本問卷施測。 

謹提供本校自 97 學年度起教師教學評量結果

供參： 

本校教師教學評量問卷，於 98-2(含)以前採單

一問卷，評量結果如下： 

全校 農學院 學期

（末） 平均值 填答率 平均值 填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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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4.26 93.61 4.32 92.48 

97-2 4.29 86.7 4.4 87.13 

98-1 4.38 94.43 4.43 93.39 

98-2 4.39 91.93 4.5 89.56 

本校教師教學評量問卷，自 99-1 起改依課程

類別分類：一般課程、實驗課程及實作課程三

種，評量結果如下： 

平均值 填答率 

一

般 

實

驗 

實作 一般 實驗 實作

全校 

99-1 

學期末 

4.32 4.29 4.42 94.64 97.35 95.23

平均值 填答率 

一

般 

實

驗 

實作 一般 實驗 實作

農學院

99-1 

學期末 

4.33 4.29 4.49 93.72 96.19 93.02

三、經查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大二國文課程與

大四專業必修『專題討論』，均為星期二

3-4 節，同學若有重補修國文的需求，的

確會與專必課程衝堂的問題，建議可以改

修其它校區的國文課來抵修，或者申請修

讀進修部的國文課程，惟請至教務處填寫

抵修單，事先經相關單位認可後才修讀。

 

6 

一、通識課程之核心課程太

少，造成學生搶課。 

二、希望通識課能增加學生社

會生活經驗，接觸不同領

域，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非只為學分。 

三、學生畢業前須修達 4~5

門通識之核心課程，卻因

一直無法選上，可能要因

此延畢。 

四、通識課程以蘭潭校區為

主，學生為修課發生車禍

不勝枚舉，建議改成與新

民校區時段同步或選修人

數不要設限。 

五、景觀系必修課很多與通識

通識中心 

一、已著手規劃加開核心課程，目前正經由各

班班長調查同學尚未修讀之核心課程種

類及數量。再依據修課人數，於 100 學年

度加開通識核心課程。為顧及同學畢業時

程，如授課教師願意，亦將核心課程加開

在夜間。 

二、擇期召開通識課程委員會，反應同學對課

程的需求，讓通識課程更多元化。 

三、為解決同學交通安全問題，將鼓勵學校教

師開設網路通識課程。 

四、每學期教務處與通識時段核定後，再提供

給系所，旨在避免與專業課程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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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衝堂，希望能改善。 

7 

一、語言中心同仁服務態度欠

佳，請改善。 

二、第二外語課開在民雄校

區，對其他校區來的學生

說路途遙遠，相當不便，

有損學生權益，建議於新

民或蘭潭校區增開第二外

語課程。 

三、語言中心開設之外語課

程，與園藝系大二之專業

課程衝堂，無法選修，建

議語中於夜間增加開

課，便於學生選修。 

四、語言中心開放至下午 5

點，我們得犧牲中午不吃

飯學習，建議語中延 

後下班時間。 

語言中心 

一、感謝同學的反應，語言中心會虛心要求同

仁，以最佳的服務態度，來服務全校的教

職員工生。 

二、語言中心目前聘有英文及日文的師資，並

於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在進修部開設第 2

外語「日文」課程，如果是進修部同學可

直接選課，日間部的同學則可利用跨部選

課選讀，謝謝你的建議，未來可以的話再

聘任相關外語的師資，提供同學更多外語

的學習機會。 

三、語言中心開設課程的時間，均屬全校性固

定的共同時段，以致於課程與同學的專業

課程衝堂而無法選讀，非常抱歉；有關夜

間開課的建議，語言中心會與相關單位討

論，評估開課的可能性，以滿足同學修課

的需求。 

四、如果同學無法在語言中心開放的時間至語

言中心學習，語言中心可以視情況配合同

學的需求，延長開放時間。 

8 

一、請圖書館增加還書箱，方

便學生於非開放時間還

書。 

圖書館 

一、圖書館曾經設置過還書箱，但設置後發現

諸多問題，這些問題是： 

1、 還書箱被當成垃圾桶，飲料罐、廢紙垃

圾被丟到箱裡，造成圖書的損壞。 

2、 還書箱也容易造成精裝書籍的擠壓損

壞。 

3、 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於有問題的還書不能

立即當面告知讀者，例如：讀者有罰款

未能當面告知、讀者尚有逾期書未還、

讀者還 4 本稱還 5 本、讀者還回的書有

破損或有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所引起

的爭議館方都需處理且更為棘手。 

二、所以未設還書箱是實施後，多次館內開會

後的決議結果為了讀者在無還書箱的服

務但能更方便還書的情形下，圖書館的政

策是： 

1、讀者臨近哪個館都可就近還書。 

2、還書有 3 天寛限期還書(逾期 3 天內來還

都不罰逾期處理費)。 

3、還書日若遇連續假日，系統跳過假日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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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4、若真的不能來還,用掛號郵寄的方式到任

何校區圖書館也可以還書。 

三、雖未設置還書箱，但有更利於讀者的還書

政策處理讀者的還書問題。 

 

9 

一、請定期清掃愛的小路，避

免發生危險。 

二、學生宿舍六舍廁所打掃不

夠乾淨。 

三、動物試驗場至木材利用工

廠路段，經常有多隻野狗

集體出沒，影響學生安

全，造成學生晚上不敢到

操場運動或到圖書館。 

四、校園野狗不捉，卻抓同學

飼養有綁鍊子的狗。 

五、野狗於晚上出沒，卻安排

人於白天抓狗。 

六、機車道途中，於兩棵樹中

間在頭的高度綁了尼龍

繩，若沒發現通過相當危

險，請校警加強巡邏。 

七、學校修剪樹木，修得太

多，不好看。 

八、綜合教學大樓資源回收桶

標示不明確，反映亦無回

覆，請改善。 

環安中心 

一、學校均有定期派外勤人員清掃愛的小路，

因目前為植物落葉高峰時期，將視落葉狀

況再加強落葉清掃周圍環境。 

二、宿舍廁所請學務處處理。 

三、流浪犬主要為飼主棄養及部份有『愛心』

人士將犬隻引入校內，以致抓不甚抓，另

過於激烈之補捉行為易致學生反感。中心

預定於暑期學生數減少時進行捕捉，另請

愛狗人士勿在校內餵食，以杜絕流浪犬聚

集。 

四、經查本中心與環保局均未誘捕有佩帶狗鍊

或項圈之犬隻。 

五、環保局服務時間至下午 5時，無法配合晚

上要捕犬隻。將不定期集結學校外勤人員

誘補。 

六、煩請總務處駐警隊回應。 

 

七、煩請總務處事務組回應。 

 

八、針對垃圾分類標示目前已改善。將垃圾分

四類：1.一般垃圾 2.紙類 3.塑膠製品(寶

特瓶)4.鐵鋁罐(鋁箔包)。近期內將張貼垃

圾分類宣導。 

10 

一、機車道途中，於兩棵樹中

間在頭的高度綁了尼龍

繩，若沒發現通過相當危

險，請校警加強巡邏。 

駐警隊 

本隊已加強夜間巡邏，若同學發現類似情形發

生，請來電至大門警衛室 7155，我們將立即

前往處理，以維護校內師生行車安全。 

11 

一、汰換電算中心老舊電腦及

印表機。 

二、電算中心提供之授權軟

體，出現無法顯示網頁，

無法下載軟體。 

三、學校部分網站無法顯示網

電算中心 

一、本中心各校區設置共有 9 間電腦教室，於

各年度經費編列預算汰換較老舊設備，平

均每年約汰換 2 間電腦教室，各設備使用

年限以 5 年為原則。 

二、已修正授權軟體之說明網頁，包括線上下

載及書面申請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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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例如獎學金之申請，

影響學生權益。 

三、已周知學務處檢視及更正有關獎學金之申

請網頁連結問題。 

12 

一、園藝系館投影布幕位置、

角度不對，有次掉下來砸

到燈，請改善。 

園藝系 

本系已請廠商擬改善方式，預計於暑假結束前

完成調整與改善。 

13 

一、畜牧場駝鳥籠太小，希望

牠能有大一點的空間。 畜牧場 

有關動物試驗場鴕鳥飼養區(籠)太小之事,本

場已在著手規劃改善中,未來將鴕鳥飼養區

(籠)圍籬加大,以增加鴕鳥飼養活動空間。 

14 

一、請增加綜合教學大樓腳踏 

車架。 

二、學校修剪樹木，修得太

多，不好看。 

總務處 

一、駐警隊將實地勘查需求後新增腳踏車架。

二、請同學到事務組詳細說明樹木修剪地點，

以便與工作人員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