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師長與學生有約」座談會記錄
時間：109 年 05 月 12 日 12:10~13:20
地點：校本部親仁樓 B317
與會師長：
校長室：謝楠楨校長
教務處：林惠如教務長、李明忠組長、陳妙言組長、林淑雯組長（兼通識中心代表)
總務處：沈里通總務長、林柏宏組長
圖書館：王淑君館長
電算中心：杜清敏主任
學務處：黃俊清學務長、陳俊全主任、許智皓主任、王榮燦組長、劉芳君組長、莊淑
慧小姐、吳紫馨小姐、高佳琪小姐、陳靜芬小姐
護理系：簡靜慧副主任
學生會長：盧傳文會長
與會學生：72 人
序號
1
2
3

學生意見

各單位回覆

因為疫情的關係，班上同學建議遠距教學。【教務處】
一、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疫情在校園擴散，並維護學生及教職員校園
因應新冠肺炎，北護何時改為遠距教學?
安全健康，教育部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同意於 109 年 2 月 20 日發布校園停課標準
許多學校已開始遠距學習，想請問我們是
如下，訂定以下停課標準，停課期程 14 天。
否跟得上呢？
(一)有 1 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列
為確定病例，該師生所修/授課程均停
課。
(二)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列為確定病例，該校（區）停課。
二、另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9 日通報「大專校
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復課及
授課因應防疫調整演練注意事項」
，其中「學
校授課方式因應防疫之演練原則如下：
為降低對學校教學、師生生活、社區環境的
影響，學校進行授課防疫演練宜優先以小規
模漸進為之，先利用週間上課時間，針對校
內系所或課程，分批次、間隔或輪流來進行
授課方式調整。

三、承上，教務處除於 109 年 4 月 15 日 E-mail
通知全校專、兼任教師預先於課程中向學生
說明啟動遠距教學之授課方式（含軟體設
定)，確保學生學習不中斷授課教師須注意學
生線上出席狀況、觀課與討論、評量方式等
各面向情形，並善用輔助軟體保留相關紀錄。
並於 109 年 4 月 16 日校園防疫工作小組會
議決議：「本校於 109 年 4 月 15 日~4 月 24
日期間擇一日對全校性課程上下午各抽 10
門課程進行同步 /非同步遠距線上教學演
練。」，教務長已於 109 年 4 月 17 日抽籤決
定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及 20 門課程
以同步/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演練，並請
授課教師將演練資料回傳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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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教務處暫無進一步演練的規劃。
麻煩學校硬性規定師生上課戴口罩，違規 【教務處】
教務處已於教室內張貼課室內無法維持人與人距
者請嚴懲。
離 1.5 公尺時必須要全程戴口罩，並主動開窗、
門維持室內空氣流通的公告。

建議能藉由 eportfolio 查詢到自己的期 【教務處】
目前學校成績系統記錄的是各科學期最終成績，
中期末成績，而不是只有學期成績。
反應同學全學期的學習成果，並據以製作成績單。
有關同學所表示想查詢期中期末成績部份，由於
各課程實際評分的方式各有不同，不一定都有期
中或期末成績，故無法於學校成績系統統一設計
與呈現。建議同學有關屬於學期過程中之各種評
分，包含期中與期末成績，可與授課教師溝通討

論成績公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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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4 號櫃檯，申辦英文畢業門檻業務 教學業務組負責英檢畢業門檻承辦人員服務態度
時態度不太佳，紙本用丟的建議學校幫忙 問題會再要求承辦人員做好情緒控管工作，耐心
釐清讓其不愉快的原因，開心過每一天才 服務同學。
是王道。
每學期最低需修滿 6 學分，部分同學因為 【教務處】
家庭因素是否可在其他學期修完?最後一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七條第一項：
大學部二、四年制日間部學生每學期所修學
學期不用修滿 6 學分。
分數，上限二十五學分，下限九學分；二年
制進修部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限二十
二學分，下限六學分。
二、另依本校選課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大學部學生遇有特殊情況無法達到該學期
最低應修學分數，經系所主任同意者得酌減
應修學分數，減修後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
三、承上，同學如需申請該學期學分少修(低於學
則之規範)，請於教務處規定之期間內上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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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由系所主管依同學陳述之理由及所附證明
文件進行審核程序。
英文課程分級程度有別，成績在各班總成 【通識中心】
績輸入後，各段班的分數會因程度而異 基於適才適性的教學理念，本校英語課程採用分
嗎？還是會依照各段班最終成績直接和其 級分班授課。依據本校新生英語能力檢定成績結
他科目算出排名？如果直接排名對於每階 果進行分級分班授課。教師依據每級別學生的程
的同學都不公平，畢竟學習難易度不同，是 度選用適合該級別的教材和教科書。每班的課室
否能有打折標準或是四階統一段考試卷？ 測驗(含小考、期中考、期末考)皆依據該班分級
級別和該班的授課內容而設計。此外，使用共同
教材的同級別不同班級的學生，其期中考、期末
考也採用相同考題和計分標準。無論是那一級
別，英文必修課程的計分方式皆相同。計分方式
如下：全校共同題目的英文會考占 20%，平時成
績占 40%，期中考占 15%，期末考占 15%，出席
率與參與度占 10%。然後各班教師在學校成績登
入系統中依據上述百分比，輸入學生在其課室中
所得的各項實際成績後即得該科的總成績。該總
成績即是成績單中該科目所登載的成績。

G 棟教學大樓的廁所不論男女廁都有異味，【總務處】
旁邊的清潔簽到單也不確實，應打掃與實 1. 本校教學大樓因管線設備老舊，廁所異味多，
學校已逐年編列經費改善廁所設備。
際打掃的時間不一樣，建議學校加強監督
2. 已責外包廠商確實清理，總務處承辦人員亦加
外包單位。
強督導考核頻率。
機車停車格不夠多，希望樂育樓有停車場。【總務處】
10
1. 校本部校園面積僅約 7 公頃，前門至校內各棟
大樓步行距離皆約 5 分鐘以內，故機車停車場
集中設置於明德路大門右側空間。
2. 目前校本部共有 497 個機車停車格，108 學年
度申請機車通行證截至今(109)年 5 月 1 日止
計有 372 張，餘有 125 個車格，故機車停車空
間尚屬充足。
3. 教職員生如因行動不便或需搬運重物，可申請
臨時機車入校園。
【總務處】
捷運到學校的免費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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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駁專車因非教學必要設施設備，依現行使用
者付費原則，不可能由本校無償提供免費接駁
公車。
2. 經多次內部討論，校本部及城區部距捷運站皆
僅不到 10 分鐘步行距離，如設接駁專車，除
增加校務基金負擔，且因各班級上下課時段不
定及需定時發車，又因捷運站與學校距離短，
可預見載客效益不高。
學校不要賣掉城區部，城區部改蓋學生宿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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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嘉惠學弟妹，不用辛苦在外面租房子。 1. 學校沒有賣掉城區部，為落實管用合一須與臺
大醫院北護分院協商城區部土地分割，土地分
割方案已於 109 年 3 月 25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
2. 城區部學生宿舍尚未拆除前或可持續提供學
生申請住宿，惟仍須與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再商
議。
3. 校本部已新建第三學生宿舍大樓，計有 729 個
床位，其中 5 間(計有 7 床)為無障礙寢室。
希望圖書館嬰幼兒繪本多一些，並獨立出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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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資料須由本校師生推薦後方能採購，
幼兒圖書區。
非常歡迎校內師生能夠踴躍推薦所需資料，若讀
者有想要推薦的資料，歡迎至「圖書資料薦購」
平 台 (http://140.131.94.4/weblink/) 進 行 推
薦，經館員彙整、與系所同意後且經費許可即可
購買。本館中文圖書依《中文圖書分類法》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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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多數集中放置於"800 語言文學類"，歡迎讀

者進館借閱。
圖書館推薦書籍網頁，分為總館採購及分 【圖書館】
館採購，在點選總館採購時只能看到第一 目前圖書資料薦購系統運作一切正常，如有任何
頁的內容，第二頁後會顯示內部伺服器錯 系統操作問題，請擷取您使用中之電腦畫面寄至
本館電子信箱(library@ntunhs.edu.tw)，以便館方
誤而無法查詢後面的內容。
人員即時了解情況協助處理，謝謝。
宿舍 A 棟熱水供應不穩，清潔阿姨打掃環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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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宿舍熱水供應系統已請廠商檢修，目前熱水正
境不確實
常供應。
2.有關環境清潔問題，已請廠商通盤檢討；同學
如發現不潔之處，請隨時向宿舍管理人員或幹
部反映，另環境打掃不確實部份，請同學可以
明確指出，以利通知清潔公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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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宿舍廁所可以加裝放東西的地方，如
【學務處】
同行政大樓廁所一樣，有個平台可以放置 依宿舍年度修繕經費情形評估辦理。
衛生紙或隨身物品。
建議學校的防疫措施更嚴格，宿舍自動門
前的額溫器每個人不一定都會每天去量，
校門口的額溫測量站，對外校人士或未攜 【學務處】
帶證件的人似乎沒有最高等級的把關，工 本校為降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可能的蔓
地 的 員 工 、 泳 池 的 泳 客 、 外 送 平 台 延，自 4 月 14 日起，凡進入本校校園者，均要求
佩戴口罩、出示證件並配合量測體溫，未配合者
（Foodpanda）僅口頭告知就進入校園了，
警衛室亦有處理機制。泳客及外送平台人員亦要
未配戴口罩的人士也應該不准進入校區， 求游泳池及餐廳依據防疫措施辦理；另本校已於
否則依然有破口的疑慮。或者採購紅外線 4 月 21 日於二號門啟用紅外線熱像儀，可大量減
熱像儀，避免人工查驗標準不一，當遇到不 輕量測體溫人員之負擔。
合標準的人時又被罵或不理性對待（量體
溫的阿姨很辛苦）。
學餐的菜色可以多樣化一點，也可以考慮 【學務處】
擴建學餐，讓更多健康美食能夠進駐國北 同學所提會提供學餐做為改進依據；另本校第三
護，除了能讓學生們的選擇多樣化，也能使 學生宿舍於 110 學年度竣工啟用後，一、二樓將
設立美食廣場及餐廳，屆時可提供同學更多樣化
大家吃的健康與安心。
之選擇。
【學務處】
學餐請改進！阿姨未確實秤重量。
同學結帳遇有問題時可當場反映，若未獲解決可
立即向生輔組反映，以便即時處理。
宿舍或許能夠開放多一點床位給在校生， 【學務處】
這樣減輕學生在經濟方面的問題，也不用 本校學生宿舍床位有限；依學生宿舍申請作業規
定，優先保障非在職班之大學部及碩士班新生、
擔心在他鄉沒有住處。
低收入戶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境外生，或因身
心障礙或特殊急難原因呈報校長核准者之住宿資

格，其餘床位全數提供其他符合申請資格之非延
畢學生申請，並以抽籤方式分配；中低收入戶學
生抽籤後列入優先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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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新宿舍浴室水龍頭、蓮蓬頭，水量小 【學務處】
且蓮蓬頭頗難用，男宿近期已更新一間設 查本校學生宿舍相關設備功能正常，如有損壞請
依程序報修以利修繕。
備，建議其他間可以同步。
宿舍冷氣某些樓層、某幾間有更換，收費有 【學務處】
學生宿舍冷氣機於 94 年設置，自 104 年起每年編
落差，為何未一併更換?
列 100 萬元進行汰換，遇故障時優先更新，年底
剩餘經費再進行舊機汰換，由於數量眾多，經費
較為龐大，採逐年更新方式進行。
寒假將加收 2.5 週的費用，若以使用者費 【學務處】
本案所提問題尚未實施，若有提案會在學務會議
付的觀念，未住宿為何要收費?
中提出，是否通過仍需視當天委員討論結果而定。
有收到訊息是下學期將收取宿舍電費及宿 【學務處】
舍寒假要收費，請問此二案是否已通過? 本案所提的二個問題都尚在研議中，若有提案會
在學務會議中提出，是否通過仍需視當天委員討
論結果而定。
承上題若收取宿舍電費是為提倡節電，是 【學務處】
一、本案尚未通過，先予敘明。
否調降住宿費?
二、學生宿舍除冷氣外未裝設獨立電錶，為落實
使用者付費原則及節能減碳目標，依 104 年
6 月 4 日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各寢室應裝設
獨立電錶，經評估後採逐年編列預算建置方
式實施，107 年建置智慧型冷氣電力計收費
設備、109 年進行電力系統改善工程，建置完
成後各寢室均有獨立電錶；另 110 年第三學
生宿舍峻工啟用後，各寢室亦設有獨立電錶，
爰校本部三棟學生宿舍相關用電均將納入收
費，作法一致。
三、收取宿舍電費是否通過仍需視學務會議當天
委員討論結果而定，若該案提案通過，亦由
委員於會中討論是否調降住宿費。
因應防疫時期，學校針對外人進出學校是 【防疫小組】
否加強管理?是否能明文規定，外人進出一 學校自 3 月 2 日開學以來，對於校門防疫管制一
定要攜帶證件，另學校對於開放外人入校 直採取謹慎的態度，期間也持續的修正以符合全
校師生進出的需求，4 月 14 日起即執行禁止校外
的標準為何?
人士入校(洽公者除外)，並於校門出入口張貼大
型公告及學校首頁公告，另亦提醒入校者需佩戴
口罩、出示證件及量測體溫，合格者方能入校。
感謝同學對防疫工作的關心，讓我們一起攜手防
疫，維護全體師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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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推廣學校的知名度。

【秘書室】
本室積極配合各單位辦理校慶、畢業典禮及各系所或
單位重大公關活動並即時發布新聞稿，新聞稿並公告
於秘書室網頁，多次獲台灣時報、新生報、聯合報或
中央通訊社、三立新聞網、yahoo、 HiNet、PChome 等
電子媒體刊載，106 至 108 年度分別刊載 59、68、35
次。期各單位共同合作，為校務宣傳共盡心力。

嬰幼兒保育系研究生，希望有研究生專屬 【幼保系】
目前運用樂育樓三.四樓的廊道空間,設置不同形
研究室-研究小間。
式的桌椅,可提供研究生個人研修或小組討論空
間，可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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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討室(I305)桌椅更新。

【幼保系】
不同桌面間的高度落差藉由調整桌腳予以改善，
另擬增購置物籃以解決目前座椅無法掛放書包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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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是否學校能申請 Google drive（G
Suite）?似乎必須由學校提出申請，讓學 感謝同學的提議，因學校預算經費有限，目前教
育版 Google Apps 只有提供教職員申請，後續我
生或畢業生可以有無限雲端容量。
們會與廠商洽談是否有更優惠的方案讓更多人使
用。建議同學可以先用 Office365 的 One Drive
1TB 的雲端空間，使用方法請查看電算中心網頁。
畢業後因為已經離開學校非在學的身分了，學校
相關的軟體服務使用權利也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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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防疫時期，學生並不反對在疫情時期 【護理系】
實習，但學校先前已配合教育部延後開學 在本次實習課程安排，原即採行集中實習的方式
時間，可以更改課綱，針對本學期護理二技 進行(實習課程集中於 5 週內完成)。另外，為使
同學都能在一流的醫療院所學習，實習單位的安
及四技實習，為何不採用集中實習?
排最晚都是在半年前與實習單位及其他護理校院
協商排定，本系沒有實習的日期通常有其他校院

實習，無彈性調整空間。因此無法因為疫情而調
整成一週五天。
選修課太少，還有重覆的課程，可否增加選 【護理系】
32
會盡量增加選修課的選項。
修課?
33

為何密集性實習是一週 2~3 天而不是 2 週 【護理系】
因為要配合其他課程安排及實習機構可安排實習
10 天呢?
的時段，目前北部各護理校院實習時段均已固定
且行之有年，例如北護實習星期一二、輔大實習
三四五，無法單一學校調整，因此沒有調整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