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單位服務滿意度調查書面意見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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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於 101 年針對 EM327、EM304、
EM205 三間教室進行空調系統改善，汰
換 10 台冷氣合計金額 33 萬元，佔本系
比較可能的是，工程一館(機械系)教室幾乎沒 101 年資本門 28.5%，因限於經費，在能
力範圍僅能逐一進行改善。
有冷氣，確實有點悶熱，會影響教學品質。
2.一般教室，本系已加裝遮陽板減少熱
能進入教室，加裝排風扇、吊扇強化散
熱功能，但該空間原本設計使用學生人
數為 40 到 50 人，實際上課人數大部分
已超過設計上限。
雖然經費可能有限，EM 館的教室窗戶設計不
良，一般教室採用 2 片式，EM 的教室採用 3 片 本系於 101 年度請廠商進行教室窗簾檢
式，雖然 3 片式採光較佳，但通風度卻會比較 修並汰換更新破損布簾，於各學期開學
差些，這是相對於 EM 館在夏天"無冷氣"的情 前皆會檢查課桌椅，每周定期於課後進
形，窗簾損壞，若完全損壞，希望可以汰換。 行教室全面清掃及維護，並請老師於課
此外課教室、桌椅希望能有固定工讀生可以打 堂宣導請同學勿將自行垃圾放置教室以
掃或擦拭，因為有時 EM 館容易有狗出現，桌子 維護上課環境。
有些損壞也希望可以汰換。
張先生與張助教服務態度非常好，深受學生喜 謝謝各位同學與同仁的鼓勵，有任何的
愛!
問題我們皆樂意為你們處理。
本系深感部分課程的實驗空間有所不
營建系的實驗空間太小，必修課程往往有近 70
足，已於 100 年時與營建材料檢測中心
人同時上課，然而實際可用的空間是適合 20
開始著手規劃新建試驗空間及大型上課
人做左右，實驗多少伴隨著危險性，再如此擁
教室。目前新建中的營建試驗三館，就
擠的狀況下，實在非常危險，期望改善。
是在彌補本系實驗空間以及大型教室之
不足。試驗三館預計於 6 月底完工，預
計在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試驗空間擁擠
的狀況將會有所改善。
電腦教室太少
電腦教室的減量, 是管理學院所主導的
共同的目標, 基礎課程的安排會安排在
管院的共同使用的電腦教室, 預計可以
減輕所有各系的課程安排。
夜間可以使用的教室太少

本系有碩士在職專班的課程都在夜間上
課, 除了上課之外的教室都可以提供給
學生借用, 但若於晚間下班時間
(PM22:00)要借用教室, 當然是不方便
的, 也請各位同學見諒。

希望能給予多一點教學設備教室維修及相關材
料補助的經費!!拜託!教室設備維修及更新之 請教學卓越及典範科大主持單位予以協
補助經費應提高 補助申請辦法放寬 教室設 助。
備相較於其他系明顯不足

當您需要幫忙時，你對於本系（所）同仁給予
協助的態度上滿意程度為何？（平均 3.78）

當您需要幫忙時，你對於本系（所）同仁給予
協助的效率上滿意程度為何？（平均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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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本系（所）教室、實驗室等空間之環境品
質滿意程度為何？（平均 3.72）

您對於本系（所）現有教學設備滿意程度為何？
（平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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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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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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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滿意本系（所）同仁回答問題的態度？
（平均 3.72）
有時設備不足，謝謝。

為什麼一年級不能選通識課？
A: 學校規定要修誠、敬、恆、新，一年級又
不讓我們修，好奇怪!!!
老師：一年級必修課很多，會影響到學業
A: 那我選我們系上選修課意思不是一樣嗎
老師：一年級還不了解誠、敬、恆、新

因近年學生人數增加，但系務專職人員
減少至 2 位，每位系務人員必須服務至
少 150 位學生，並且承擔本系數量可觀
的產學合作計畫、研究計畫之行政程
序，工作量十分沉重，對師生的服務難
以維持以往之高水準。學校雖提供工讀
時數，但因工讀生對學校公務了解有
限，無法在第一時間給予需要協助師生
滿意解答，使得服務效率出現可改善空
間。釜底抽薪之計，仍建請學校給予本
系足夠行政人員，並做好學生總量管制
作業，俾利本系提升服務效率。
在系務專職人員減少、學生數量激增條
件下，本系專職人員仍盡力為學生服
務、努力給予學生適當的協助。在此仍
建議學校補充本系足夠的助理人員，並
對學生人數進行總量管制，已提升本系
整體的服務水準。
因入學管道日益多元，學生數量持續增
加，重修生、延畢生與外籍生（含陸生）
漸多，造成上課教室、實驗室、學生工
作室空間嚴重不足，本系又缺乏業務費
可供整修老舊教室，因此上課環境品質
不佳。
釜底抽薪之計仍應請學校進行各系學生
數量之總量管制，並適度提撥經費整理
老舊教室，否則提供教學環境品質的訴
求是緣木求魚。
因近年來本系設備費用驟減，難以維持
正常的教學運作，僅能期待各位教師之
研究案、產學合作案之管理費充實教師
個人教學設備。本系已分批汰換電腦教
室超過報廢期限的老舊電腦，應可提升
學生使用滿意度。另本系本學期也利用
教學卓越計畫添購一組電化講桌。
將加強本系同仁訓練，對於學生千奇百
怪問題要有耐心回應，不要顯得不耐煩。
因系上各式器材設備數量有限，已有督
促借用之學生，按時歸還，以免妨害後
續借用人權益。

依據學校選課原則，一年級不得修通識
課程，主要原因如下：1.讓班上同學彼
此更能認識了解，故安排以「共同必修
課」與專「業必修課」為主。2.考量新
生課業負荷沈重(共同必修 8 學分)，新
生仍以系所的必修課為主。

A: ...(OS:2 3 4 年級時就會懂了嗎)

通識課程每學期開設 50-60 多門多元課
程讓學生選修，為考量全校修課總量且
為什麼一個學期通識課只能選一"門"？我想選 公平性原則，故一學期得修一門通識課
(不同類)2 門以上
程。
(請注意是一門不是一種，我想修誠、跟敬不行 通識課程之選修，以三年級為優先選
嗎)
課，其次二年級，最後四年級，但為考
量四年級少部分學生未能如期修畢通識
8 學分，亦放寬其每學期得修二門通識
課。
同學您好:
謝謝您針對通識課程修課給予一些建議
與看法，表示您有一顆想學的心。通識
課程最主要是讓同學能夠跨領域均衡學
習、多元體驗、適性發展。課程的開授
必須要有足夠的知識承載度，並經過三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課。
這三年來我們努力在誠類（文學藝術
類）、敬類（社會文化）、恆類（哲學、
性別）與新類（環境生態）等四類別的
課程作調整，也刪除掉一些課程，最主
要就是要讓同學「均衡學習，多元發展。」
底下針對您的問題與意見，我們依著現
行的學則與選課方式，回覆如下:
1.通識課程可於預選時填寫 10 個志願
（可跨類別填選），若填滿 10 個志願
者，原則上學生皆有機會批次分發到其
中一門課程。除非只填寫少量的志願(例
如: 1-3 個)，則有可能因預選人數多而
無法批次到課程。
2.依據共同科課程流程圖，修習通識課
程的年級是大二與大三，且每學期修習
一門通識課。
3.通識課批次優先順序是: 三年級＞二
年級＞高年級。一年級仍以修習基礎課
程為原則，因此規劃以二年級開始選讀
通識。另，為避免高年級生學生因缺少
多門通識課程而延畢，因此特別給予高
年級生於同學期可修習兩門通識課程，
惟第 1 門仍需網路自行加選，第 2 門以
有餘額的課程進行紙本申請。
4.學生於該類已修畢者，系統將無法提
供網路加選同類別的通識課程，仍以尚
未滿足各類門通識的學生為優先。因
此，爲使其他學生有更多入選空間，每
學期通識課程同一類別只限一門課程。

如已修畢四類門通識者，才可多修通
識，但不計入畢業學分，且需以紙本申
請加選仍有餘額的通識課程。
謝謝您也祝福您!
通識教育中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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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布幕斜斜擺，僅有部分學生的觀賞，並未
教室原投影布幕為白板前方，因本所教
考慮到每一位學生付了同樣的學費，得到品質
師考量使用布幕時會遮住教學用白板，
卻不相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比較像口號，
故遷移布幕並斜擺以不影響學生學習為
不是嗎?
考量。
希望師培辦公室的助理可以口氣好一點嗎?又
不是欠他錢，跩個二五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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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太糟，為何找了個不適任的人來當助理?
本中心主任已告知助理理應改善其服務
態度。
本人對師培中心的助理人員的服務態度非常有
意見，我們需要的是適當的幫助或引導，而不
是一個不受尊重的態度。若她不能在第一線提
供適當的幫助，我強烈覺得她的個性特質是否
適任此職務?
本系（所）同仁處理諮詢服務、申訴抱怨的態
度上滿意程度(平均 3.50)
本系（所）同仁處理意見反應的效率上滿意程
度(平均 3.36)
本系（所）同仁在課程、修業學分等專業能力
的解答上滿意程度(平均 3.36)
本系（所）同仁給予的協助滿意程度(平均
3.48）
本系（所）同仁給予協助的態度上滿意程度(平
均 3.32）
本系（所）同仁給予協助的效率上滿意程度(平
均 3.44）
本系（所）教室、實驗室等空間之環境品質滿
意程度(平均 3.48）

要求本系同仁須優先傾聽及處理申訴
或諮詢事項
加強本系同仁職能訓練，提升處理效率
加強本系新進同仁及非承辦人員對各學
制修業學分規定瞭解及相關訓練
加強本系同仁職能相關訓練
加強本系處理態度相關訓練
加強本系同仁職能訓練，提升處理效率

持續更新本系所硬體設備，例如本系於
今年度已更新課桌椅。
1. 經常更新系網之訊息。
本系（所）在各項活動的訊息公佈上滿意程度？
2. 透過各班級幹部與學生間建立緊密
(平均 3.24)
的互動網絡。
加強本系同仁服務態度，說明顧客至上
本系（所）同仁的服務態度滿意程度 (平均
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3.28)

課表排得很爛，教室空氣品質差，電燈壞了也
沒人修，人員態度又不好

1. 課表之回應: 本系所課程繁多，在排
定上不可能做到全部不衝堂。目前為
保護學生選課之權益，已做到大一與
大二必修課程不衝堂；大三與大四的
必修課不衝堂；大四的必修課不與其
他學年衝堂。希望同學低年級的課程

不及格，及時去重修該課程。若同學
還有其他疑義，希望在系辦公布初版
課表時及時向老師或系辦反應。
2. 教室空氣品質差:
請課程助教、班代或學生幹部協助於
上課前打開窗戶、電風扇，讓空氣流
通，使上課教室的空氣品質能有所改
善。
3.電燈壞了也沒人修，人員態度又不好:
每周一、三上午不定時檢視本系普通
教室燈管。如若有學生反應燈管問
題，會盡速更換完成，以免影響學生
上課品質。將加強向同仁宣導以親切
的服務態度服務老師及學生。
大部分同仁都很親切人也很好，極少數給人家
的感覺是不耐煩的，尤其在跟新進人員(學生)
講話時，給人一種去系辦壓力很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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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加強各同仁的情緒管理，將以親切的
服務服務老師、學生或新進人員。

該同仁自述乃依學校規定上下班，並無
提早休息或下班之情事。上班時間未在
請該系辦小姐勿因個人事務而耽誤自己的業務 辦公室乃為處理清潔區各項工作、傳遞
而提早休息或下班。
公文與郵件或其他臨時交辦事務；下班
前也先處理垃圾分類後才離去，故無意
見調查中之狀況發生。
已經反應維修廠商，並已於 5 月底前維
電腦教室冷氣一直修不好 只要人多就不冷。
修完成。
電腦教室系統於一年多前已開始使用
WIN 7 系統。
電腦也很舊，除了還維持在 XP 系統外，常常上
各教室數位講桌電腦為避免同學上傳檔
台報告開個影片就問題一堆。
案時中毒，安裝有還原系統，因系統相
容性緣故，目前僅能使用 XP 系統。
教室鑰匙借用都有負責人員控管，雖未
教室鑰匙會重複借出，以至於同一個時段有兩 曾接獲同學反應有重複借用情形，仍感
批人要使用的狀況
謝同學反應，日後會更加注意鑰匙借用
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