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班級 反映事項
回覆

單位
回覆意見

1
視光科

1-1

1.宿舍熱水很不穩定，常常沒熱水

  洗澡，不要忽冷忽熱或是直接沒

  水

2.重大事情宣布很臨時，像突然宣

  布全校改線上上課或要回校上課

  ，遠道生買車票或爸媽臨時接送

  很困難

3.希望段考週宿舍大燈可以開放到

  12點，方便  大家念書

總務處

防疫小組

生輔組

1.總務處技佐平日會定期檢測設備，這學

  期因校內進行老舊建築物整修工程，設

  備運作偶有不穩定之處，未來會加強檢

  測。

2.因為COVID-19疫情變化快速，學校宣佈

  改線上上課均依教育部防疫指引進行，

  造成同學困擾敬請體諒。

3.原則上寢室大燈夜間關閉時間仍依照原

  定時間，若夜間22時過後有讀書需求，

  可使用個人的桌燈方式，才不至於影響

  同寢室友的睡眠。

2
視光科

4-2

1.疫情超嚴重⋯可以線上上課嗎?

2.希望蓋電梯，像宿舍、有高樓層

  的教室，因為之前覺得爬五樓很

  累，而且受傷的同學爬樓梯也很

  不方便，希望每棟都有電梯可供

  同  學使用，因為有時候開學會

  有大量書籍，宿舍也需要搬很多

  東西，如果有電梯會更方便，受

  傷的學生也能使用電梯

課務組

總務處

1.課務組:因疫情而啟動暫停實體上課，

  乃依據本校防疫專責小組公告執行。

2.未來會視現況規劃慈輝樓加裝戶外電

  梯。

3

護理科

1-2

(1)

1.男宿洗衣機烘衣機能否各增加一台

2.希望微波爐能夠置放於各樓層的茶

  水間

3.防疫小組是否能夠更提前宣布停課

  復課等重大事項

4.能否明確告知同學校內確診人數

總務處

防疫小組

衛保組

體育組

生輔組

1.110-1學年度110.11.29新增乾衣機電源，三

  芝學生宿舍本棟1樓洗衣機及乾衣機各增加

  一台。

2.三芝本棟學生宿舍大樓皆以低年級為主，基

  於用電安全上的考量，微波爐暫仍以放置在

  一樓公共區域，便於舍監的管理。

3.依教育部防疫指引：校內個別班組內只要出

  現1個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則該班組即

  可認列受到疫情影響。而當校內被認列受疫

  情影響的班組同時達到全校三分之一以上，

  學校即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學校目前

  雖有確診個案，均依上述原則通報教育部及

  衛生單位。

4.依教育部防疫指引：校內個別班組內只要出

  現1個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則該班組即

  可認列受到疫情影響。而當校內被認列受疫

  情影響的班組同時達到全校三分之一以上，

  學校即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學校目前

  雖有確診個案，均依上述原則通報教育部及

  衛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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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護理科

1-2

(2)

5.女宿晚上樓長巡視嚴格，甚至會有

  過分行徑（例：貼在門上聽聲音、

  很小聲講話卻被簽單）相較之下男

  宿卻能從晚自習一路吵鬧，男樓長

  基於人數少可能會有人際等問題不

  會嚴格實施，不知學校是否能有解

  決方案

6.地下室的運動設備希望空堂也可以

  使用

7.半夜時常會有煙味飄進寢室

8.愛心餐卷能否增加名額

總務處

防疫小組

衛保組

體育組

生輔組

5.針對男宿學生自治幹部是否有基於人際等問

  題，而未積極管理秩序，將進一步來瞭解，

  若屬實將要求配合改善，請舍媽進行督考，

  無法勝任的幹部，將進行汰換。

6.三芝運動設備分為兩處：護理大樓地下室舞

  蹈教室與新大樓地下室體適能中心，目前新

  大樓地下室體適能中心開放晚間使用，同學

  到舍監辦公室借用跑步機鑰匙即可使用跑步

  機。投籃機則開放使用不必填借用單。舞蹈

  教室目前體育組無管理人力，無法空堂開放

  使用。

7.校園是禁菸的場所，校內吸菸若遭查獲將依

  校規進行處分，半夜若有發現可撥打宿舍舍

  監寢機通報舍媽處理。

8.本學期試辦愛心餐卷提供經濟弱勢生來領用

  ，是否能再增加名額，將檢討相關經費另行

  公告。

4
護理科

1-4

希望宿舍洗衣機裡的洗衣袋可以定期

清理，太多灰塵了
總務處

每週廠商會定期清理，因為是公共使用，建

議使用前稍微抓一下棉絮後使用。另外提供

消毒藥劑給生輔組加強清潔。

5
護理科

1-5

希望能定期清理寢室抽風機（浴室及

廁所燈所在位置）
總務處

寒暑假會分區域安排冷氣濾網及循環扇清

潔。

6
護理科

1-6

1.校網很常掛機,導致同學無法複習/

  查看資訊

2.很多資訊不夠清楚明瞭（比如運動

  會事項、位置並沒有公告清楚）

3.考試日程排太滿，八節課都是課業

  偏重的科目，希望可以分散

4.護理師態度並不是非常好，期望改

  善

電算中心

體育組

課務組

衛保組

1.學校主機都是24小時運作，因此難免在

  某些上網時段遇到上線人數變多，導致

  主機上的應用系統要服務的人數過多反

  應比較慢，可以請同學們遇到同樣情形

  ，幫忙記錄時段及描述具體的狀況，提

  供電算中心調查和改善。

2.經查運動會各項事宜公告於3/23已於學

  校公布欄，同學可自行查看。另外，體

  育組有康樂群組，若同學有疑問，可請

  康樂股長於群組詢問，可立即獲得答

  案。

3.考試時間安排皆配合任課老師時間，若

  同學下次考程公告後覺得有任何問題，

  皆可向教務處提出，會再考量是否有異

  動的空間。

4.在業務上只要是學生有身體上不適，必

  盡心評估並協助就醫，讓學生盡快得到

  最好的處理，若在觀感上造成不佳，往

  後會盡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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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護理科

2-7

1.加強幼大廁所(3樓女廁)環境衛生

  及飲水機槽卡廚餘

2.多補助一些社團經費以利社團發展

  及促進，例如經費可用來校外展演

  等

3.學餐價錢略高 不符學生理想餐點

  ，比照過其他專科學校學餐價錢，

  確實過高

4.校網常卡，有時線上考試就無法準

  時上線(例如:若整個年級一起進行

  大考，就會延遲超過10分鐘以上)

衛保組

課指組

衛保組

電算中心

1.校園環境應屬大家共同維護，另會加強

  宣導勿在飲水機倒菜渣。

2.學校每年都編列經費補助社團發展之經

  費，歡迎各社團踴躍提出申請。若有需

  要請依照本校社團補助辦法向課指組提

  出申請。

3.將相關建議提供給學生餐廳廠商。

4.上網時段遇到同時上線人數爆量，將導

  致主機上的系統要服務的人數過多反應

  比較慢，建議各科在辦理大型線上考試

  時，讓同學分批進入考場，避免系統雍

  塞。

8
護理科

4-1

因為拆除工程，上課時間噪音較大已

影響聽課，建議儘可能於非上課時間

敲打，上課時段以非發出大量聲響之

施工為主或遠距

總務處

工程期間已盡量避開期中考週，廠商拆除大

樓方式亦配合校方做調整，工程噪音難免，

還請見諒。

9
護理科

4-6

1.建議護理科男生同學可以集中在同

  一班或每班平均分佈

2.學餐、合作社熟食要注意衛生及是

  否餿掉，且關渡學餐菜量偏少

3.基於以下兩點，學校應實施遠距教

  學：(1)馬偕學生來自各個地方，

  且不少同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新

  北/台北疫情升溫嚴重，交互傳染

  風險大；(2)學校處於施工中，上

  課不時有噪音干擾，影響學生上課

  的權益，且因施工車輛等增加上學

  危險性

4.希望可以統整每次座談會學生們提

  出的問題，給予實質改善，或解釋

註冊組

衛保組

課務組

生輔組

1.有關班級男、女生分配方式，已依各科

  考慮未來教學、實習等相關需求編排。

  且本校新生編班以協助教學均衡目標，

  以常態能力S型編班為原則，編班的方

  式若要更動，註冊組需獲得科主任的指

  示。

2.雙校區護理師每週不定期至餐廳及福利

  社依食品安全衛生法規定之項目查核，

  若有不符合事項，將立即向餐飲業者反

  應或可在每月伙到會議提出。另，衛保

  組負責”餐飲衛生”監督管理，有關於

  餐廳人事經營方面相關問題，轉請本校

  餐廳業管單位總務處回覆。

3.因疫情而啟動暫停實體上課，乃依據本

  校防疫專責小組公告執行。

4.每學期師生座談會學生所提問題及行政

  單位回覆情形均會統整並公告於學校網

  頁，針對學生所提建議及問題，均會盡

  力來改善，若有無法改善或實際執行層

  面上有實質困難的項目，亦會給予充分

  的解釋說明，希冀達到師生間良性的溝

  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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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護理科

5-2

1.三芝校區學校外面的馬路破洞從我

  認識他到現在他都已經五歲了，為

  了學生以及用路人的安全著想希望

  可以趕快填補

2.三芝校區佔地12.2732公頃非常大

  ，希望警衛室對面的空地能夠《免

  費》開放給學生使用，停放汽機車

  ，讓五年級返回三芝校區上課的同

  學也不用提心吊膽的擔心自己的機

  車在校外可能會有被拖吊或是開罰

  單之風險

3.因五年級眾多學生都要考二技，五

  年級下學期期中考是否可移至二技

  考試後，讓同學有時間先準備二技

  考試

總務處

課務組

1.因三芝校區腹地較廣，同學若發現任何

  問題可至總務處線上報修系統報修，或

  直接至總務處向辦公室的老師反應。

2.三芝校區學生(通勤生)可以依規定申請

  汽車停車證，機車停車可以洽軍訓室杜

  教官申請。關渡校區提供申請機車停車

  證。

3.期考時間皆是照學校行事曆安排進行，

  若同學有個別需求可向任課老師反應，

  請任課老師與教務處協調後彈性調整。

11
幼保科

1-2

校內明明有確診者學校卻隱瞞不跟我

們講
防疫小組

依教育部防疫指引：校內個別班組內只要出

現1個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則該班組即

可認列受到疫情影響。而當校內被認列受疫

情影響的班組同時達到全校三分之一以上，

學校即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學校目前

雖有確診個案，均依上述原則通報教育部及

衛生單位，並無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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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幼保科

2-1

1.希望其他攤販可以回來賣，例如：

  腸粉、章魚燒、水果攤

2.可以新增多一點的店，因為排隊買

  學餐都要排上很久的時間

3.希望學餐菜色可以更多元化、選擇

  多一些

4.學校新增零錢換幣機，洗衣服很麻

  煩，學餐有時候換不了零錢。

5.希望舊棟網路也能免費，尤其是住

  在越後面訊號越差，就算是中華電

  信也一樣常常出現3G狀況

6.希望多幾台洗衣機和烘乾機

7.教學大樓常常有馬桶堵塞的問題

8.宿舍晚上廣播能夠小聲點，1床的

  容易受驚嚇，而且有時有雜音很不

  舒服

9.建議宿舍冷氣能夠定期檢查，老舊

  的汰換，冷氣不冷

10.希望在每一層樓都放一台微波爐

11.保修速度很慢

衛保組

總務處

電算中心

生輔組

1、2、3.-已將相關建議提供給學生餐廳

         廠商。110-2學期關渡綜合大樓

         一樓已新增7-11智販機供師生

         使用。

4.新增零錢換幣機，安裝地點很難滿足學

  生及使用頻率低不符合效益。

5.校方在舊棟提供有線免費網路供同學使

  用，至於同學們用手機使用電信業者的

  網路連線服務訊號弱的問題，建議同學

  以用戶身分撥打電信業者的服務電話反

  應給電信公司業者來處理。

6.110-1學年度新增乾衣機電源，三芝學

  生宿舍本棟1樓洗衣機及乾衣機各增加

  一台。

7.同學可至總務處線上報修系統報修，學

  校技佐每日會依師生報修安件前住指定

  地點修繕。

8.宿舍廣播音量大小，將請舍媽因應夜間

  來適時調整廣播的音量。

9.近年來已逐步編列預算分批汰換老舊冷

  氣。

10.三芝本棟學生宿舍大樓皆以低年級為

   主，基於用電安全上的考量，微波爐

   暫仍以放置在一樓公共區域，便於舍

   監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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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幼保科

4-2

(1)

1.目前大部分獎學金都有身份限制，

  能否增加一般生的機會（申請資

  格）？

2.能否增加公車車班（校門口的；

  例:861.879.882）？

3.科上畢業門檻問題(最近遇到的)：

  一入學的時候科上有給我們簽畢業

  門檻通知單，等到我們二年級準備

  要考該檢定(直笛能力檢定)時，負

  責的任課老師(陳思倩)又突然說不

  用考檢定了，搞得大家很錯愕（當

  時說是取消不用考，我們也有多次

  與老師確認，老師說是科主任(謝

  佳吟)說已取消不用再考）；結果

  後來過了兩年(現在)又突然說要考

  ，之前學習的早就忘記了(還讓我

  們上一些證照課程，讓我們誤以為

  那些課程可以抵銷原先的畢業門檻

  ，結果是只針對109年以後入學的

  學弟妹)。希望以後相關老師能更

  重視，避免再次發生這種問題（因

  一些溝通、理解問題，導致同學權

  益受損）。高年級的我們實在沒有

  心力再去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考試

  (平時課業壓力很重，隨之而來的作

  業、報告、見習也很多)。

課指組

軍訓室

幼保科

1.本校各類獎助學金發放原則依教育部規

  定或捐款單位指定獎助對象發放，一般

  生以成績優異或具優良表現者為主。其

  他校外獎學金資訊不定期公告於學校網

  頁，請同學留意提出申請。

2.109年淡水客運考量營運成本及司機人

  力短缺，調整本校及醫學院校門口

  861、879、882三班公車時刻，造成5個

  時間點沒有公車，本校及醫學院經與淡

  水客運多次研討後，在不增加淡水客運

  營運成本情況，已另外調整876公車路

  線(淡水站發車行經三芝市區前先行遶

  道進入本校及醫學院站牌)，以補充被

  刪點的5個時間點班車。

3.幼保科回覆：本屆4年級入學時的畢業

  門檻是需要直笛檢測的，不知當時任課

  的陳思倩老師與當時的主任為什麼說不

  用。在了解狀況後，科上已幫同學做彌

  補的措施，也請負責幫同學測驗的老師

  給予最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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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班級 反映事項
回覆

單位
回覆意見

110學年度第2學期雙校區師生座談學生意見彙整表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4

幼保科

4-2

(2)

4.非常臨時地提前結束線上上課，造

  成許多同學的困擾與不便（住宿生

  搬書/搬行李下中、南、東部，臨

  時退票、換票、訂票很不方便），

  令大家措手不及；希望學校以後做

  決策的時候可以考量到這個部分

5.希望早上的專車可以7：30再發車

  ，不然就是一定25分發車不要提早

  ，如果有同學沒有從紅樹林捷運站

  上到車，那到對面全家攔車希望專

  車可以停下來，之前從全家那邊攔

  車司機都會停下來，但最近司機沒

  有停｡不知道是否是換司機了，25

  分的司機都很凶，人不是很友善（

  自從換了司機以後才不停車）。

6.每個班應該都要有自己屬於一間教

  室，為什麼是共用教室？那中午吃

  飯時候學生該去哪裡吃現在疫情這

  麼嚴重要大家都擠在學餐嗎？

防疫小組

軍訓室

課務組

4.因為COVID-19疫情變化快速，學校宣佈

  改線上上課均依教育部防疫指引進行，

  造成同學困擾敬請體諒。

5.(1)早上上學專車點為紅樹林捷運站，

     該處公、專車均不能久停，若專車

     到站後，後方有多輛其它公車時，

     將導致專車不得不提前發車，請同

     學儘量提前候車。

  (2)有關在全家便利商店站補搭專車事

     宜，經與客運公司協商後，已請站

     務人員轉達司機讓同學可在該處舉

     手補搭。

  (3)有關司機行為部份，本校已於111年

     5月3日向客運公司反映。爾後同學

     對專車司機的服務若有疑義，可即

     時向本校杜教官反映，本校將與客

     運公司溝通妥處。

6.三芝校園因逐年班級增加，一般教室使

  用會逐漸飽和。教室安排上，除需用到

  專業教室及選修課外，未免同學一直在

  換教室，原則上課教室皆安排同科別集

  中與同天內同一間教室。若是還有使用

  普通教室的需求也可以隨時來教務處借

  用。

15
妝管科

4-1

1.關渡校區重新整建 上課時都很吵

  很多沙塵 且學校外供同學停機車

  位置變少

2.還有既然學校都有確診者，也沒有

  看到有任何消毒工作，學校甚至也

  沒有任何公告

總務處

1.工程期間已盡量避開期中考週，廠商拆

  除大樓方式亦配合校方做調整，工程噪

  音及粉塵難免，還請見諒。

2.學校定期每月委外利用假日進行殺菌作

  業，殺菌時間會公告學校網站，也會請

  舍監宣導。

16
生關科

2-1

多設置酒精消毒器，提供學生使用，

有些故障無法使用
總務處

會再檢視消毒器的部分，考慮是否增設酒精

消毒器提供學生使用。

17
護理科

2-1

停課時間是否能提早宣佈，希望能在

禮拜五之前公告遠距
學務處

會配合教育部及防疫小組會議結論，儘早公

佈，盡量不讓同學造成困擾（禮拜五之

前）。

18
視光科

2-1

班上有同學確診，及全班居隔有同學

尚未收到居隔單
衛保組

由各地方衛生局發送居隔單，因每個地方行

政效率不同，要稍等台北市確診數較多，無

法立即處理，會請護理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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