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師長與學生有約」座談會記錄
時間:102 年 11 月 26 日 12:00~13:40
地點:校本部親仁樓 B314
與會師長:楊金寶副校長、李亭亭教務長、黃俊清學務長、王淑君館長、劉純和主任、體育室趙曜
事務組李宜敏組長、營繕組蘇敬源組長、教學業務組姚彥淇組長、生輔組李月娟組長、
課指組陳孝範組長、就輔組蔡萌萌組長、學輔中心陳俊全主任、健康中心許智皓主任、
與會學生: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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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務長】
因補考將增加耗材成本，故酌收材料費。
【護理系補充】
基礎護理能力鑑定的費用，經由第 57 次校務會議通
過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心收費標準，每人基礎護理
能力鑑定的每項技術報名費為 600 元，主要是用來
支付考核及協調教師鐘點費、工讀費、應試說明會
鐘點費、工作人員費用、技術用物設備耗材費、證
書費、誤餐費、雜支費、行政管理費、專業實務能

技術考若沒過要繳交 600 元，這 600 元的原因
為何?技術考試若一個部分沒做就不過，是否可
以改成計分制，例如一個動作沒做就扣幾分，下

護二一 B

次不用重考。

力鑑定中心和護理系實驗室的水電費用、文具紙
張、印刷、器材與模型維護等費用，上述之經費核
銷均依本校總務與會計相關規定核銷。
基礎護理能力鑑定中，所有考試之關鍵行為擬定皆
經過專家學者認可，為護理人員在臨床工作中所需
具備的基礎護理能力，如未達成考試內容中之關鍵
行為將會影響專業能力的展現，例如沒有消毒就打
針或是藥物給錯劑量等，一個動作錯誤就會危害病
人健康甚至生命，因此只要違反一個“關鍵行為”
暨考試失敗，此即為能力鑑定之精神所在，也是確
保照護對像安全之基本門檻。

希望給通勤生一人一個櫃子，希望有自己的櫃子
放日常生活用品和課本。

【總務處】
護四一 D

走廊及消防安全部分可能會有阻礙，須考慮動線、
管理問題。

期中考講座公布太晚，而和課程衝堂，無法參加

【楊副校長】

請假或要做其他的調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見，行政同仁做這些事情其實是

新生盃延遲沒主動告知，之後詢問才知道；

護二一 B

要確認內容，可能在核對資料的過程太大聲而影響

在申請生活助學金時，行政人員將學生的申請單

學生的隱私，建議當下有不舒服的感覺可即刻反

內容說出來，建議只看就好不要唸出，以免侵犯

應，而這之後將提醒同仁改進。另請相關單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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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講座之訊息需及早公告。
【教務處補充】
本處會提醒各單位，將來有舉辦任何活動應提早公
告，以方便同學安排時間。
【體育室補充】
賽程取消部分均為當日天氣因素影響，往後會於競
賽規程加註賽程取消等各項延賽事宜處理方式。
【生輔組補充】
為確認表件內容填寫無誤，承辦人會做必要之詢
問，將提醒承辦人注意學生隱私。
【健康中心】
新生體檢時每位同學都會收到自己的健檢報告，因
實習所需繳交之體檢資料，醫院並不會歸還，故請
事先影印數份，若真有需要，可至健康中心借用。
【李教務長】
護理系負責實習業務之老師目前僅有一位，再建議
護理系落實職務代理人。

護理系學生實習需要繳交 X 光、B 肝資料，而學
校都會要求收回去，當學生需要資料時就要去護
理系找老師拿，負責老師只有一位，若時間趕而

【護理系補充】
護四四 D

同學因實習各醫院要求不同，故有護理系實習業務
組協助辦理體檢資料繳交,原則上實習業務組僅有

他請假當天就拿不到資料，可否有人代他，或是

同學新生體檢時的 x-ray 及 B 肝抗體報告，之後的

再多加一位老師，抑或是發給學生自己保管。

x 光及同學注射 B 肝疫苗後的抗體檢驗結果正本均
應由同學自行保管。
行政單位因分屬兩個辦公室,故於指引代理人的訊
息溝通應是有不週之處，致使同學有找不到承辦或
代理人的情形。未來會於承辦人請假或暫時離開辦
公室時，增加聯絡電話或當日代理人姓名於明顯
處，以利業務之執行。
【楊副校長】
是排課及調課的問題，將會為之後的排課做參考。
【電算中心補充】
感謝同學的建議，對於此問題，電算中心已經在暑

電算中心提供列印費 100 元，但只有一間電腦

假時與排課單位進行協調，但每學年上學期一年級

教室可使用，而時常會發現有班級在裡面上課， 護四四 D

新生都必須上通識電腦課程，而排課單位基於課程

這樣要列印及用電腦了人要去哪裡使用?

需求，將 S105 教室安排 9 小時做為教學教室，造
成同學不便，深感抱歉。目前已將 4 小時改至 S104
教室，使影響減至 5 小時。
電算中心針對問題的解決，在硬體層面上，目前正
在尋求學校適宜的空間，規劃一間開放電腦教室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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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機練習與列印使用，避免再度造成同學不
便；在管理層面也將再與排課單位積極協調，建議
排課單位將電腦教室的有限資源作最大化的利用，
讓同學有更完整的電腦使用空間與時間。
【教務處】
這屆護理系新生的男同學只有 5 位，想請問為何
要將這五位打散到不同班級，每班只有一位男

目前是隨機分班，而這屆是湊巧，以往也有這個情
護二一 B

生，若下學期要上身評，他要怎麼辦?

形但沒有反應，下次會注意到這個問題。
另未來若在臨床工作，亦無法挑選病人之性別，建
議以健康心態學習身體評估。
【教務處】

資管系一開始的選課多是系上課程較多，通識課
較少，而選課第二及第三階段，想選的通識課程

大家對某些課的共識性很高，所以想選的都很快搶
資四三 A

就已額滿了，想修的課沒辦法修。

光，造成競爭效應，尤其對那些有預期目標的人就
會有那些感受。但若說平均選課量而言，學校開的
課是算充足的。
【教務處】

班上 70 人，大教室是擠滿的，而後調教室，想
建議大教室以每班人數下去分，因為我們比護理

教務處排教室是以初選人數下去排，而且會排多一
資四三 A

系一班 50 多，大教室可否以人數多的為優先。

點的人數，這問題很可能是選課的時候有同學加選
或來旁聽，這樣的情形就沒預期到，但若有這情況
可以馬上幫大家換適合的教室。
【教務處】
TA 要參加 4 小時的研習，那原是學資中心舉辦的固
定活動，後來考慮到資源有效利用，這學期是跟教
發中心合辦，這學期有很多活動，包含圖書館資料
庫檢索的課程。再請學資中心之同仁注意課程的時

TA 若在學校打工要先上研習課程 4 小時，而研
習課程多為有關護理，都沒有關於幼保的，若老
師自己提供研習課程也不算在 4 小時裡面。且學

間及新課程的增加，再寄信給學生們。若同學覺得
幼四三 A

校計的課程並無圖書館檢索課程。

課程多修過或是有衝突到的話，也可以經由線上學
習，這部分可以到學資中心找助教討論。
【學資中心補充】
助教會定期寄發活動通知信給所有 TA，請 TA 留心
助教的通知，或是定期上教發中心網頁，查看近期
舉辦哪些活動。每學期舉辦的活動都多元豐富，而
且時間分散，絕對不可能連四小時的活動時數都排
不出來。
【圖書館】

圖書館 mail 給學生說可以至分館拿書，而特地
去分館卻被告知書本尚未到，造成學生白跑一
趟，圖書館資訊 mail 的傳遞及書本的傳遞能否

因為我們總分館圖書的運作要靠總務處的公務車，
健四二 A

一致。

所以有時難免會耽誤到，但請同學在下單時就要寫
在分館或總館取書，且會等到圖書到後再通知學生。
會後經查詢該生所需代借圖書及光碟，前一借用讀
者分兩次歸還，因此分兩次送達，同學不了解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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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誤會了!
【黃學務長】
目前夜間只有一個警衛，他去巡邏關上校門，晚歸
的同學就要等上一小時，這個是蠻不方便，若遇重
學校可否在夜間請兩個警衛，分別在正門及側
門，比較方便，不然學生回來時間不同就要等。

大事件較難處理，目前正與總務單位積極溝通協調
護四二 B

中。
【生輔組補充】
為積極改善同學夜間晚歸不得其門而入的困境，已
簽請校方於 103 年度增補夜間保全人力一員，目前
已奉核定。
【楊副校長】
我們學校有門禁開放管理辦法，這辦法的修訂要經
過行政程序通過，同學們可能會覺得時間太早，但
顧及學生的安全，畢竟我們女學生比較多，且有家
長反應 11 點半太晚，要在其中取得一個平衡。我們
現在盡量朝向 11 點半點完名後還可以在校園內，但
須等校園在各一樓增設鐵捲門等相關配套設施方可
施行。且有些學生反應 11 點半後點名會干擾他休

晚上的門禁於 11 點半，可否再延後及不要太多

息，已和教官和老師討論。

限制，以及門禁後可否不要太多的外出手續，若

【生輔組】

要外出就醫才不會被耽誤。

對於晚上夜間外出，保全會與住宿管理老師或教官
確認，因保全無法確認同學的狀況，無法承擔此責
任。宿舍老師每天晚上全勤，除過年關舍期間外，
任何時間晚上一定會有老師在，開學時已發給同學
緊急聯絡卡，若有任何況狀或需緊急外出皆可打電
話給老師，老師會立即處理，並由老師確認同學的
狀況，提供更多的協助，接到電話後便會立刻作處
置。
【教務處】
想修多元語言，因為現在語言課程是通識教育中心
在安排，已和老師討論可否做安排，因為之後新興
市場的需要。但課堂能否開課成功，在於說有多少

選課課程不多，有興趣的課程少，且可以有更多

同學有強烈意願，是要一定的人數才能開課，建議

面向。

大家有需求，可找其他有意願選修的同學一起去請
老師開課。
【通識教育中心補充】
請有強烈意願的學生向通識教育中心反應希望開設
的課程，通識教育中心匯集意見後再行研議。

游泳池常常沒有熱水，外面人也反應都繳費了為

運四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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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沒熱水，我們一周要上兩次的社課，現在建議

水療中心於今年回歸學校經營，有些設備及管線老

換鍋爐，不用每次都再修，因為現在都換三四次

舊，需維修或更新。最近這兩週因游泳池頂樓作防

了，每次就要修 2-3 天，等於一周有一半都是要

水層的施工，所以將鍋爐關掉，故會有 2-3 天無熱

用冷水。

水。馬達及加熱系統的更新，學校也要先作經費的
評估，以及討論要如何將加熱系統維持到一個溫度。
【楊副校長】

可以開放游泳池的門

幼四三 A

會並列在產學營運中心開放的歷程，目前傾向開放
的原則辦理，如同宿舍門禁管理，開或不開都有其
優缺點，家長的擔憂及學生自由彈性都要兼顧。
【體育室】
比照其他的學校作使用者付費，學生一學期 400 元

使用游泳池免費

幼四三 A

算合理的。游泳池的管理及收費辦法，在上一次的
行政會議已提出討論，收費會涉及到營業稅的問
題，將會考量同學的意見放在收費管理辦法中做討
論。
【教務處】
因教室內設備使用率頻繁，長期使用一定會有問題
發生，若設備出問題時，同學可至教具室反映，教

教室設備改善，音響雜音太多

幼四三 A

具室人員會立刻幫同學處理或請廠商作維修，絕不
會放任不管。希望同學能協助留意哪幾間教室的設
備(如:麥克風、音響、電腦等)及哪些器材較容易有
問題，較為具體，以利處理。
【總務處】事務組+經營管理組
1.有關腳踏車停車問題，事務組與經管組經實地會
勘後，擬規劃先整修體育館後側腳踏車停車場，以

腳踏車的停車棚空間太少，停在別的地方又會被
警告。

幼四三 A

提高使用率，同時亦規劃於學校正門口原機踏車停
車場與圍牆內空間再增設腳踏車停車架。
2.由於增設機踏車停車棚須經建案送審與辦理使用
執照等程序，故機踏車停車需求將納入本校近期規
劃之新建校舍中一併檢討。
【生輔組】
很抱歉，今年的大一新生保障住宿僅能一年，因本
校的學生一直在增加，過去的新生訓練可以在明倫

我們這屆可否住宿可否變兩年

護四一 A

館舉辦，共有 800 座位，從去年開始因人數增加的
關係使新生訓練無法在明倫館舉辦，每一年學生人
數都在往上增加，且未來還會再增加系科及擴班。
全校床位數共 1300 位，若開放保障兩年住宿，則
下一屆新生則無法全額保障住宿，故才在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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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並通過修訂住宿保障一年之規定，若往後學校
能擴建宿舍，希望能夠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
【生輔組】
因電視機本身有使用年限，五年才能換新，明年有
兩個樓層可以更換電視機，我們會請美珠老師去看
我們這層電視常常在修，可否換新的

護四一 A

電視的使用年限，哪些樓層可換我們會立刻換，因
同學使用不當而造成電視常出問題，電視機使用年
限不到，僅能不斷的報修，只要時間到我們就會換
新，亦請同學愛惜使用。
【圖書館】
目前紙本圖書共二十幾萬冊，電子圖書資源共二十
幾萬冊，加總共五十幾萬冊，當然跟一百多萬冊相

圖書館的書都太少太舊，可不可以買新的，心理
學的部分都找不到書。

比顯得非常少，但這是本校的規模，原則上圖書推
護四一 A

薦會在開學前請老師將推薦指定教科書列出；同學
也能至圖書館網頁推薦圖書資料，待彙整資料後我
們將送至系內作審核，校內各系所的圖書經費是有
分配的，故需由系內自行決定是否需購買，全年圖
書資料的經費共有兩千多萬，每年都有在買新書。
【教務處】

運保系有選模組的問題，所以在寒暑假就要選課

因為該模組人數超過，且每人不一定能選到第一志

程，當我們排完志願後，選出來的結果居然是:

願，且若模組人數不均會再做調整。教學計畫的部

以上只是提供參考，最後結果只是亂數。所以這
樣選可是沒有意義的，只是電腦隨機排，自己想
要的課程選不到，還被迫去上別的模組，讓同學

分，會再研究學校系統。
運四三 A

【運保系補充】
目前模組選課狀況為開放學生上網選課，但因學校

權益受損。且學校系統讓教學計畫在選到課程後

選課系統為隨機排定選課同學。未來擬規畫事先調

才會看到，能否在選課前就可先看到所有課程的

查學生模組志願，如模組人數額滿，將依據成績作

教學計畫。

為考量。
【楊副校長】
捷運公司一次接案的數量很大，本校學生人數數量
不足，加上學生要承擔遺失冒用的風險含金額，掛

為何學生證沒有和悠遊卡結合

運四三 A

失、補發需請捷運公司處理，期間學生將不能通過
宿舍門禁系統及圖書館借用無法整合等問題，同學
有這個構想很好，我們也會進一步研議，但目前無
法做到，就如同游泳池的問題一樣，改善的部分需
要再一點時間。

健管系是在城區部上課及住宿，而一周有兩天要
回到校本部上課，一樣都繳交住宿費為何我們還
要多繳車資，以及若是早八的課起床時間又要更

【生輔組】
健二一 C

早，以後可否都在城區部上課。

會安排一週兩天至校本部上課，是因估算過在健管
實際上課的天數高於校本部，故將健管同學安排住
在城區部，對於同學提出為何需繳交多餘的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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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學校並無義務提供同學住宿，且校內住宿的費
用遠低於台北市的標準，學校已盡量為同學考量。
【楊副校長】
座談會雖有兩個時間-城區及校本，像這周是健
管周，今天上下午都有演講，所以就變成時間都
無法錯開，且若當天下午城區部有演講，而排課

因校內活動辦得很多，所以同時間會有兩、三個演
健二一 C

卻要到校本部上課，這樣沒有緩衝時間。

講需做考量及抉擇，舉一而言，今日的師生座談在
城區部於 12 月也會舉辦一場，若此週是健管週，若
健管週的活動優於同學來參與校本部的師生座談
會，則是同學抉擇的問題。
【教務處】

能否請學校在學期結束前公布下學期的課程表，
若需要跨校選課的部分，能夠較好排課表，因每
次知道對方的課表，卻不知道自己的課表，則無

護四二 C

教務處不可能在學期末公布下學期的課表，不可能
不是因為教務處做不到，而是因為各系沒辦法排出

法作課程上的安排。

來，不只是護理系，每一個系都沒辦法。

排課的問題方面，護理系常寒暑假學生要回來上

【教務處】

課，寒暑假上課的時間可不可以提早公佈，已經

寒暑假排問題，是護理系決定的，會這樣決定可能

反應過很多次了。

是牽涉到老師的時間及學生的人數問題。(詳細情形
會透過系上系主任統一來反應)

學校安排課程的時候，可不可以學校先安排好，

【護理系補充】

不要說現在是剩下兩班要選擇暑假就讓兩班學

針對同學的建議，本系對於專業核心科目上課與實

生自行猜拳，輸的班級就要暑假上課，這樣請班

習的排程，將會在同學進入六大科課程與實習前

代猜拳，輸得話班代要怎麼回班級面對大家。這

告，若有更動也會儘早向同學說明與公告時間。

不是學校應該要安排好的事情嗎？怎麼會叫學

【教務處】

生去猜拳處理？

實習要借教具問題，這一點會再跟教具室同仁討論
出一個統一的時間。而會出現不同的人歸還時間不

學校借教具的時間，因實習的時侯需要借教具，

同，可能是因為教具屬性不一樣，有些教具借的頻

但借教具得時候可能與 A 教具室的人借教具，只
能借一個禮拜，但實習的時候要回來還很不方

護四四 D

率高，後面還有其他人要借就會請同學照時間歸

便，可是跟 B 的人借，B 又說實習完再還，可不

還，不然會耽誤到其他人使用，或者當時教具借用

可以教具室的人統一有個規範，不要跟不同的人

的時間較少，就會讓同學歸還時間上有彈性。之後

借有不同的歸還時間。

教務處會與教具室做個統一的時間，按照學校的規
定。為不造成其他人借教具的權利，按照學校的規

可不可以宿舍安排子母車，因為要等晚上 10:00

定一個禮拜的時間歸還教具，如像社團外出活動路

垃圾車有些同學太晚回來或是很早睡就會倒不

途較遠，學務處如有開證明，教務處也願意支援。

倒垃圾。

【生輔組】兵役的部分會在畢業前安排時間幫男學
生做申請及舉辦說明會。

男生兵役事情，可不可以請教官安排統一一個時

【總務處】事務組

間，與男生說明當兵的事情，因為有很多護理系

1.學校為落實垃圾分類及避免垃圾二次汙染校園環

的男生都會想要走專長替代役，因為不是很瞭解

境，配合臺北市垃圾不落地作法，由住宿生將自己

這方面的事或是申請的時間，可不可以統一說

垃圾分類後直接交由夜間垃圾車回收。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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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維護學生宿舍周遭環境衛生，避免孳生蚊蟲、
老鼠聞香而來；同學若因私人因素無法配合垃圾車
時間，建議請同寢室同學代勞或自行將垃圾攜至校
內垃圾分類回收場丟棄。
【學務處】

晚上同學打工超過門禁的時間，就無法從後門進
入，就常常就要繞到正門去，造成道路燈光比較
昏暗，想詢問一下可不可以也在後門加派人手幫

目前夜間只有一個警衛，他去巡邏關上校門，晚歸
護二一 D

的同學就要等上一小時，這個是蠻不方便，若遇重
大事件較難處理，目前正與總務單位積極溝通協調

忙開門。

中。
【教務處】
城區部一個禮拜至少會排一天的課程在校本部上
課，因為也會有其他同學也需要來校本部利用校本
部的教學資源。如健管系都不要來校本部上課，可

排課的問題，排課可不可以只排在西門(城區
部)，只在城區上課，不要一兩天都還要來石牌(校

以透過系上系主任統一來反應。
健二一 C

本部)。

【健管系補充】
有關健管系學生上課校區安排一事，因為城區部沒
有體育場地，英文則因能力分組必須與其他系一起
混班上課，因此目前安排的大原則是體育課程及英
文分組課程安排在校本部上課，而這兩類課程城區
部目前尚無法突破的限制。
【生輔組】

男生住宿生一二樓反應熱水非常不夠用，已把熱

對於熱水的問題我們感到很抱歉，這兩個多禮拜

水轉到最大了，還是很冷水，另一方面是一開始

來，我們都有請值班老師每天至蕙質一二樓做熱水

有熱水但又沒熱水，只好用冷水洗完，很容易感

測試，也請廠商一直來做維修，但系統的問題真的

冒。

不容易維修，昨天廠商終於找到一個可能的問題，

宿舍走廊都有燈，但宿舍燈都是自行開還是感應

現在也針對此問題在試著處理；

(有人操控，例：工讀生)，有時候走廊沒有燈光，

針對裝監視器的問題，每個樓層裝設監視器此事我

很危險。

們也在思考，若往後經費編列完成後，我們便會進

宿舍冰箱常有食物遺失事件，這部份可以考慮向
一樓交誼廳有一台監視器是不是角度可以移一

護四二 B

行裝置，但本人對於此事非常抗拒，因裝設監視器
會嚴重侵犯同學的隱私權益，尤其是夏天時女同學

下對到冰箱，建議每樓層冰箱附近可以裝一台監

在宿舍會穿得較清涼，擔心同學隱私受到很大的侵

視器。

害。

電算中心電腦裡的程式會當掉，還有影印的時候

也請同學注意，在宿舍不論偷竊財物、食物等，一

因出來的紙比較不好會有黃黃汙漬或折到。

經發現都會立刻處置、退宿等，並受行政處分，請

學校每學期會提供一百塊(影印)，如一百元沒有

同學彼此互相觀察及瞭解，並跟值班老師通報，我

使用到可不可以轉到圖書館使用或是有另外的

們會立刻查辦。

處理方式。

【楊副校長】
針對冰箱食物被偷的部份，若同學因家境問題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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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等問題，請同學至學務處反映，學校會盡力幫助
同學；燈的部分為節能的關係，故配合每天的時間
做熄燈動作，若同學覺得熄燈時間不合適，如:冬天
較暗，可提前一小時開放使用。
【電算中心】
威力導演是程式支援的問題，需要用較高檔的電腦
進行使用，電腦教室的電腦需等時間到期才能做汰
換，像 104 教室的電腦較新，跑程式會比較沒有問
題；第二個問題是針對影印紙會黃的問題，影印紙
是電算中心買的，之後會注意，若有瑕疵的紙張會
再退給廠商；列印費 100 元的額度是於相關會議中
討論學生電腦及網路使用費的辦法所訂定，至於系
統費用轉用其他用途，因系統不同，可能較困難。
結論：【楊副校長】
同學提及的文件及事先反映的問題，我們將請各單位以文件方式回覆並說明同學的問題，今天有四輪二十位同學
發言將近五十個問題，我們分成幾件事情:
第一：通勤生用品置物櫃擺設的藝術性與安全性，總務處及學務處我們會再作考慮；
第二：選課的權限，開放選課權限是在選定課程之前，並請電算中心與教務處共同來思考如何改善；
第三：健保系的課程模組，排定與落實不是校層級能幫忙，故將於會後請運保系的郭主任去做安排，看可以如何
做排定，在教具使用方面的問題，如：耗損太快等，我們會於寒、暑假作教具資源的盤點，若臨時有任何問題及
狀況，請同學即時反應、回應；
最後針對各學院提早提交課表，讓同學跨校選課前先看到課表的排定，目前是困難做到，因各系在排課的歷程當
中，有許多老師排課方面的問題，也涉及老師下學期的生活及課表的擬定，但我們會考慮，也會考量如何優先做
到。校長目前雖在中國大陸拓展兩岸的學術交流，非常認真也很關心各位。以上會議到此結束，若還有額外問題
可留下來再做討論，學務長特別提醒，有同學反應這次校慶開幕典禮舉辦得不錯，希望能繼續維持。
謝謝各位同學在提問當中給予行政或教學團隊鼓勵及支持，非常好的提問能量及技巧，謝謝各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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