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務處 服務滿意度調查書面意見回覆表
題號

書面意見內容

學校針對成績優秀學生之獎學金鳳毛
麟角，就算成績優秀，但有將近九成

1

五都是給清寒家庭學生，對於這些努
力維持持績但為一般家庭的學生來說
真的很扼腕。

開展營連續三天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
點多幾乎不用休息，每個人的身體狀
況不一樣，不應該勉強 強迫參加，
行程又滿又無聊，都在疲勞轟炸，活
動中不小心睡著還要被拍照公審，大
家都知道辦活動的人很辛苦，學長姐
們都是自己表演自己嗨也是很努力，

2

3

開始前已經在準備，結束後還要開會
討論，他們這麼累，新生也這麼累，
意義在哪裡?認識同學、認識校園真
的不用搞的這麼累，我就沒有聽說過
哪個學校的新生訓練這麼硬的，說是
開展營其實比較像是軍事體驗營，對
學校既沒有更深的認識，同學也沒有
凝聚起來，我了解到的是這種活動每
一年都有新生反應不佳，卻一直堅持
傳統形式到底可以說是雲科陋習了。
偶然聽到你們要求社團幹部，沒參加
你們那個 ACT 就那不到社團幹部證
明 笑死，沒去參加你們那個神奇的
活動，就完全翻臉不承認社團人的付
出是不是？ 還有哪有人參加活動的
獎勵是免於罰則拉？今天交通部辦理

改善措施或回覆
1. 獎助學金的目的大多是要幫助經濟
弱勢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除校內獎助
學金外，尚有多項校外獎助學金可供
申請，而部分校外獎助學金不需家境
清寒證明，校外獎助學金依校外來文
時間陸續公告，建議同學可常至本校
學務處獎助學金網站瀏覽。
2. 本校教務處訂有學生學行優良獎勵
要點、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同學若在
學期間符合獎勵資格，將可獲得學雜
費減免或獎學金補助，詳情可洽教務
處註冊組。
3. 研發處訂有 1+4 專案獎勵規定，針對
語言、專業能力之證照均設有獎勵金
可供申請，詳情可至本校研發處網站
查詢。

新生學涯開展營課程規劃由籌備會議研
議通過，參與學生整體滿意度均有 8 成
以上，相關反映意見列為檢討會議討論，
列入下次籌備會議之討論，並適時修正
辦理。

1.ACT 社團幹部訓練：
幹部證明原由社團自發，ACT 原意為提升
證書效力及可信度，故由學校印發，屬鼓
勵性質，可能在溝通過程未清楚表達原
意，造成誤會。
2.辦理活動給予獎勵部分大多為娛樂性
質，如違規免予勞掃一次、可免責器材違
22

備註

題號

書面意見內容
交通安全徵文比賽，獎品是罰單抵用
卷一張 可以闖一次紅燈，你覺得怎

改善措施或回覆
規一次等勞務性，並不會如同交通違規
可能造成人員傷亡。

麼樣？

4

基本上沒有特別什麼問題，因為最近
疫情問題導致活動少了很多，也不是
大家願意的，辛苦學務處，但至於畢
業典禮，已經解禁但還是線上的問
題，我還是覺得很鳥。

109 級畢業典禮因大禮堂整修，無法使
用，於 3 月籌備會議需先預劃辦理地點
及方式，以利籌備事宜。因應疫情考量，
決議主典禮視訊及各系配合辦理方式舉
行。110 級畢業典禮辦理方式，將視我國
新冠肺炎疫情，參考各方意見於籌備會
議中決議辦理方式。

我是住宿生，這次寒假由於疫情的原
因延後開學，原本的寒假期間有排定
活動，所以無申請住宿，導致我(研究
生)在延後住宿這段期間要來學校的話
只能通勤，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反而
是國外來台灣的學生直接在宿舍居家
自我管理就好?這次的應變政策讓人很
無言以對，為甚麼不是開放線上申請

5

給原本的舊住宿生申請? 另外，我是
今年的畢業生，之前是就讀其他所大
學，我很好奇畢聯會為甚麼不是歸學
務處管理，這不也是一個社團組織
嗎，所有事物似乎都是由學生自行聯

1. 本次寒假因有境外生在宿舍進行隔
離檢疫，在疫情嚴峻且未明朗之際，
為降低與避免傳染風險，故而延長入
住時間，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2. 本校畢業生聯誼會為聯誼性社團組織，
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社團負責人由
各畢業班代(編)遴選產生，相關畢業生
有關事務皆由會議議決，學位服租借方
案及歸還方式亦是，本案擬轉請畢聯會
參考。

絡處理，我知道的其他學校都是會租
借綁定學生畢業證書，這樣畢聯會也
不用擔心學生畢業忘記歸還要自行負
擔的問題。

6

1. 宿舍管理員集中於宿舍服務中心統
一辦公，集中辦公除利於服務住宿生
外，管理員也方便研議宿舍相關業
務。
2. 關於管理員於非休息時間離開宿舍
服務中心說明如下：管理員上班時間
除於服務中心內處理一般行政業務
外，經常須至宿舍現場作業，包含設
備故障排除、床位安排、與廠商討論
其中的人~有沒有心知肚明~不用否認
宿舍現場安排、環境巡查、清潔檢查
~)在跟別人聊天~買東西回宿舍時~看
等。
到還在聊。這麼閒然後防疫都做不
3. 宿舍防疫措施為配合全校建物體溫
好!乾脆都去宿舍門口量體溫(量體溫
量測措施，採取戶長關懷機制，追蹤
全校宿舍做最差~看看圖書館多棒)~
住宿生每天體溫 QR CODE 紀錄情
這學期武漢肺炎~服務中心這麼閒~又
形，不再另行量測體溫，如有不足，
宿舍服務中心員工都很閒，上班時間
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在服務中心裡)~
比如說看到:黃先生、黃小姐、楊小
姐聚在一起聊天(其他人都在工作)，
有時還會在非午休時間~看到他們在
校園閒晃或聊天(不一定同時出現)~
例如,離開宿舍時看到某職員(這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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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8

書面意見內容
沒人想住宿~應該要減薪、不然就是
要扣除不發放年終!都在玩~不認真不

改善措施或回覆
將與圖書館取經再行研議。
4. 關於同學反應的人員問題，為提供同
學更完善的服務品質，優化宿舍服務
想做事!不知道他們上級怎麼管理的?
中心行政流程，建請同學具體描述
領乾薪?態度差…口氣差…講話衝…
「人」、「事」、「時」、「地」等內容，
沒禮貌…(沒有服務)不處理事!加油~
學務處主管將查明事實並予實質回
覆，謝謝同學的建議。
1. 獎助學金的目的大多是要幫助經濟
弱勢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本校研發處
訂有 1+4 專案獎勵規定，針對語言、
專業能力之證照均設有獎勵金可供
申請，建議同學可考取證照，詳情可
可以提供更多的獎學金機會 同時也讓
至本校研發處網站查詢。
不是中低收或是特殊境遇的學生有更
2. 另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亦提供多種學習獎勵方案，非全然以
多機會可以參與
家境清寒為考慮要件，如身心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學生
亦可申請。申請方式可參見學務處
「高教深耕完善就學專區」，同學可
多加利用。
1.場地借用：
1.場地借用:
(1) 場地借用規則非課指組工讀生所規
(1)活中場地借用工讀生訂一堆莫名
定，各項規定皆由課指組各性質社團
其妙的規則，學校有課到 6 點，
老師討論後訂定，另課指組一直以來
大部分社團集社時間也都在 7 點
都非｢一言堂｣，於期初期末聯席會議
或各項公告下皆告知社團同學，若有
前後，為甚麼領用時間一定要在
任何場地器材借用或社團輔導問題
6 點前，明明 5 點過後都有工讀
及意見，歡迎同學隨時至課指組反映
生。
及討論，課指組皆會評估及改進借用
(2)工讀生通常都不是平常會借用活
流程讓社團借用更便利，。
中教室場地的社團人，為甚麼不 (2) 課指組工讀生皆為擔任過社團幹部
先調查大家意見再訂規則，有異
至少一年以上的社團人，更多是於社
團擔任器材長的職務，皆是很常使用
議提出時回覆卻是"期初就訂好
活動中心的社團人；下午 5 點為午班
了"。
及晚班交接時段較為忙碌，各社團同
2.補助款分配不均:服務性社團及系會
學亦多於此時進行器材借用，器材借
舉辦活動是需要補助沒錯，但他們
用需花費較多時間測試或至其他場
一個寒暑假營隊就可以請到外面的
地搬運，故期能於 5 點前完成較簡單
補助和學校的補助加起來 56 萬，
之場地借用，保留時間予器材借用之
待過的人就知道，根本不需要那麼
社團，課指組一直有公告：｢同學於時
間內借用有困難者皆可事前通知，可
多錢，很多收據都是假收據，康樂
延後借用｣，請同學可善加利用。
性社團或學藝性社團的補助卻少得
可憐，有些社團出去比賽一個人還 2.經費補助：
(1)各性質社團補助標準：建請參閱國立
要多繳一兩千元，得獎了也沒甚麼
雲林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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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書面意見內容
獎金補助，要那些社團怎麼活下去
呢?

改善措施或回覆
助要點，另康樂性社團許多聯合辦理
之大型活動舞台、音響等設備皆由課
指組補助，每次活動金額皆為十萬以
上，因金額龐大皆直接按學校流程進
行採購，不須由社團核銷經費；目前
學藝性社團辦理之活動規模較小申
請之經費亦較少，依照社團提出之申
請及活動規模大小補助，亦輔導社團
統整細項活動成系列活動。
(2)寒暑假營隊若是指教育優先區偏鄉
小學營隊，每年約有 15 梯次的活動，
非單只有一個。且該類營隊皆以弱勢
學童優先參加，依教育部補助計畫要
點規定不得向學員收費，承辦社團需
自行籌措往返交通、參與人員餐費、
保險等費用，所需經費通常是大於所
申請到的補助，服務員經常需另行繳
費補貼。因此本組會提供各校外補助
辦法給社團參考申請，各社團依營隊
規模及經費需求評估後，若有需要皆
可依各補贊助單位計畫申請補助，補
助金額也由各校外單位核定；若申請
之經費仍不足，社團可依據學生社團
活動經費補助要點第十項帶動中小
學社團、寒暑假出隊服務：除依教育
部、青輔會之計畫規定配合補助外，
得依其活動規模、預期成效，審核其
計畫後，另行簽核之規定，提出校內
經費補助，本組依其經費申請情況斟
酌補助。另補助款之單據皆經過本組
及主計審核符合規定，若社團實際支
出小於補助金額，當然無法全部核撥
補助之經費。意見所提之假收據情形
不可能發生，若社團真有此一情事，
歡迎檢舉，一經查證將依相關規定處
置。
(3)依據學生社團輔導要點第十二項社
團代表學校參加校外評選活動，依照
活動規模補助三仟至一萬元，若獲獎
依獎項及活動等級補助五仟至一萬
元，由社團自行指定一年內特定活動
補助金。請社團若有需參加校外競賽
可依規定提出申請，獲獎亦可依規定
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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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書面意見內容
學校宿舍(G 棟)，在一樓公共區域、

9

各樓層的公共區域、及學生們的房間
內、洗衣間陽台都出現過約 4-5 公分
的大蟑螂和小隻未長大的蟑螂。另洗
衣間陽台有鴿子想築巢、隱翅蟲等…
非常多的病蟲害(沒衛生、沒安全)問
題。之前好像有看到樓下聯絡簿上，
有人曾反映過類似的問題但至今未改
善，房間氣窗無法完全密閉有縫隙，
浴廁排水孔多為開放式，容易有蟑螂
從下水道爬出各項問題，請宿舍管理
員不要以她自己的想法考量住宿生的
心情，不然就要求她每天住宿舍陪學
生。學校宿舍沒有衛生和安全的環
境，就像社區都會有定期消毒排水
溝，然後會有一堆蟑螂跑出來死去的
作法。如果未能改善是否聯繫雲林衛
生局協助或學校希望學生們自己一起
去詢問解決改善方式也可以~
1.管理學校全部教室的硬體設備全部
更新包含桌上型麥克風、椅子、投

10

影相關設備、教學設備
2.服學組的教室需要整修裝潢，有些
教室投影設備不堪使用，沒有遮陽
光的窗簾，課桌椅損壞，冷氣老
舊，門鎖損壞，活化閒置教室

改善措施或回覆
1. 配合鴿子喜高的特性，G 棟宿舍 5-9
樓已於 109 年 7 月完成防鴿網架設，
1-4 樓規劃架設防鴿網作業中。
2. 除暑假 7~8 月期間外，學生宿舍之公
共空間在學期當中，每週皆有清潔人
員駐點協助維護環境整潔，至於宿舍
房間內屬個人空間，為維護學生隱
私、避免糾紛，內部環境整潔，由住
宿學生自行維護。因蟑螂喜歡隱匿在
陰暗、溫暖潮濕的地方，建議同學時
常清潔房內空間，並避免在室內擺放
食物，一同為宿舍環境努力。
3. 學生宿舍另於每年暑假期間(7~8 月)
進行宿舍內部空間大掃除，並於學生
離宿後及新生進住宿舍前由專業的
環境消毒公司各實施一次宿舍內部
各空間及建築物周圍之病媒蚊及害
蟲消毒。在學期中宿舍區亦會視蟲害
情況，機動增加公共區域(含地下室及
建物周圍)消毒。
4. 若有宿舍設備之損壞，或宿舍相關問
題皆可在宿舍各棟一樓空間之維修
簿或上學校系統填寫維修或應事項，
每天皆有專人儘速處理反應事項。
服學組辦理活動，大部分係借用學生活
動中心之空間，空間管理單位_課指組已
爭取經費逐步改善冷氣、窗簾及各項設
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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