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12 時
開會地點：進德校區活動中心 1F 演講廳
主持人：郭校長艶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錄：柯銘勳

壹、校長致詞(略)
貳、書面問題與建議回覆
編
號
1

問題反映

回覆情形

回覆
單位

為什麼彰師大都沒有甚麼國際研討 特教系回覆：
會的機會，學校方面有相關措施在推 1.本系近年雖未辦理國際研討會，但仍會邀請國外
動嗎？(特一甲)
學者蒞臨本系演講如下：
(1)108 年 6 月 6 日 美國 Texas A&M-Kingsville
(TAMUK)代表團拜訪本校。帶隊教授 Dr. Monica
Wong-Ratcliff 任職於 Department of Teacher
& Bilingual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 Human Performance，專長為數學
教育與特殊教育)，至本系進行學術交流及辦理
一場講座，演講題目為：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and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2)107 年 06 月 11 日 北德大教育心理學系教授
Smita Shukla Mehta 訪問本系，進行專題演講
及學術交流事宜，演講題目為：The Use of
Video Modeling for Soci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影片示範策略應用於自閉症類群障礙
者之社會與溝通技巧教學)
2.預計辦理國際研討會部份：
(1)教育部今年委託高師大特教中心辦理 2019 特
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
未來展望，預計 2020 由台師大及 2021 由本校
特教中心主辦。
(2)本系預計於下學期辦理一場國際研討會，目前
正在邀請講者及申請經費中。
國際處回覆：
1

特教系
國際處

本校已設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補助要點」，以鼓勵本校各系、所、院及中
心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增進本校與國際學術界之
交流，進而提昇本校之國際學術地位。
相關辦法及申請資訊可至國際處網站的法規彙
編之國際交流活動項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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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師大有沒有嘗試與臺師大、高師大 秘書室回覆：
建立師範大學聯盟？ 這樣可能可以
本校曾與包括臺灣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
達到資源統合與學術交流等成效。 等九所師範（教育）大學簽訂加強圖書館館際合作
(特一甲)
互惠服務協議書，合作範圍包括互借圖書及文獻複
印等資源共享，後因各師範（教育）大學陸續進行
整併，如台北體院合併至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花蓮
教育大學合併至東華大學、新竹教育大學合併至清
華大學、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
併為屏東大學…等，協議書於期滿後未再延續，然
各校仍皆可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合作方式
互借圖書及進行館際文獻複印。
為考量實質合作成效，本校目前校際合作聯盟
以連結中部區域大學校院為主，如「彰雲嘉大學校
院聯盟」。該聯盟由彰化、雲林與嘉義地區大學校
院組成，每年皆會辦理各項合作交流活動，包括就
業博覽會、教務交流活動、社團成果聯展、資訊交
流會議…等，藉由交流互動與經驗分享，期能促進
聯盟內各校之實質資源統合與學術交流，促進聯盟
內各校邁進與成長，進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本校目前與其他各校合作及資源共享的途徑
另包括：
一、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簡稱 NDDS)：該系統於民
國 108 年之參與者共計 401 個單位，透過系統
間 之 館 際 合 作 (Interlibrary Loan ， 簡 稱
ILL)，本校圖書館得與其他學校進行圖書資源
分享，當讀者於本校圖書館無法滿足其借書或
文獻搜尋需要時，即可透過該系統提供的館際
合作服務，向其他圖書館或資訊中心借閱或影
印資料，使本校教職員與師生能即時獲取教學
及研究上的各項資源。
二、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由中部地區各大學
校院，包括大葉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中臺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育達
科技大學、亞洲大學、明道大學、東海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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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國立聯合大學、逢甲大學、朝陽科
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嶺東科技
大學等二十五所大學校院圖書館。（依筆畫次
序排列），提供本校師生得免費向聯盟學校借
書之服務（詳情請另洽詢本校圖資處）。
三、與他校訂互換借書證協定：透過該協定，本校
師生得擁有更多元化的服務，暢通本校與他校
圖書資源的統合與使用。目前本校與臺灣大
學、成功大學、淡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
東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元智大學、高雄師範
大學、萬能科技大學、 臺南大學、台南藝術
大學、台灣藝術大學、東華大學、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交通大學、清
華大學、台灣體育學院、屏東大學等 18 所圖
書館訂有圖書互借協定，交換借書證互借圖
書，本校師生於流通櫃台借用借書證後，即可
至其他學校借書。
四、彰雲嘉地區大學校院聯盟：聯盟成員有中正大
學、南華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嘉義大學、雲
林科技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
環球科技大學、大同科技大學、中國醫學大
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建國科技大學、明
道大學、中州科技大學、雲林縣政府、嘉義縣
政府。館際合作借書證採一卡通用之借書證，
可通行參與協議之所有各校圖書館，本校師生
可至流通櫃台借用彰雲嘉借書證，即可至其他
學校使用該校之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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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外國網站評比，彰師大學術產出 研發處回覆：
極低，請問可否給予相關解釋？
有關外國網站評比，本校近年來在世界排名上
（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 皆獲得優秀成績，例如 2019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om/universities/national-changh 本校於亞洲地區最佳大學排名榮獲 301-350 區間成
ua-university-education ） ( 特 一 績、2019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全球 101-200 名、2020
甲)
及 2019 年 THE 世界大學排名 1000+、2020 年 THE
教育類排名全球 251-300 名、工程技術學科及自然
科學學科（不含生命科學）全球排名 801+、2019
年 THE 亞太地區 251-300 名、新興經濟體國家
301-350 名、亞洲地區 301-350 名等等，另外 QS2019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 301-350 名等等，本校排名尚
稱優異。
3

研發處

本校學術產出低，本處已注意到此一現象；首
先說明本校現況，本校在世界排名逐漸上升、107
年度每人平均約執行 0.9 件計畫，計畫金額達 4 億
元，研發能量亮眼；研究倫理審查收案件數逐年增
加不但提升本校知名度且有助於本校研究風氣之
形成；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申請件數逐年增加，可見
教師投入更多心力輔導學生研究。
另外本處在各方面表現如下：
1.計畫：科技部與非科技部計畫 341 件金額 4 億
0147 萬元、產學合作計畫與科技部整合型計畫
82 件 4651 萬元。
2.論文：107 年度 Web of Science 論文總件數 107
年 240 件，教師人數 362 人。
3.獎勵：SCI 及 SSCI 期刊論文發表 SCI139 篇、
SSCI31 篇合計 170 篇、另獎勵 THCI 期刊(3)、
TSSCI 期刊(15)、專利(8)、專書(7)、及參加全
國比賽得獎(2)發展重點特色領域件數及金額
103-107 年度合計 19 件外部補助 6197 萬元本校
補助 2088 萬元。
4.專利、產學：本校 107 年維護中專利共 139 件。
(美國專利 5 件，中華民國專利 134 件)產學合作
近三年共進行 16 件合計 509 萬元、107 年技術授
權件數及金額 28 件 614 萬元
5.研究倫理審查：本校 107 年研究倫理審查數 72
件
為積極鼓勵本學術產值提升，本處訂定有各式
獎勵措施，促進提高學術產出，例如訂有以下辦法
措施。
1. 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2. 獎勵特殊優秀研究人才辦法
3. 教師研究成果獎勵辦法
4. 傑出教師獎勵辦法
5. 執行科技部第二件以上計畫獎勵要點
6. 產學合作績優獎勵要點
7. 發展重點特色領域經費補助要點
8. 專題研究專案經費補助要點
9. 教師與研究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展演
補助辦法
10.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
11.薪火相傳知識傳習夥伴試辦方案
12.出版品管理要點
13.學報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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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文論文編修服務作業規範
15.研發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再次感謝同學們注意到此一問題，研發處會積
極提升本校學術產出，增進國際排名，優化本校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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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導盲磚拼得亂七八糟，椰林大 總務處回覆：
道的磚接近水溝，容易造成扭傷；游 1.依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104.10 引
泳池前有一條直接導進草地裡；七舍
導設施及 206.2.4 坡道地面應平整)，校園無障
前天空球場旁的在不該停止的地方
礙引導設施已不再使用導盲磚指引，校內不再增
鋪設停止指示... 希望學校能徹底
設導盲磚設施。[104.10 引導設施：指為引導行
改善。(特一甲)
動不便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設施，以引導
其行進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路位置或注意前行
路況。例：藉由觸覺、語音、邊界線或其他相關
設施組成，達到引導視覺障礙者之功能。206.2.4
地面：坡道地面應平整（不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
妨礙輪椅行進之舖面）、堅固、防滑。]
2.有關游泳池前有一條直接導進草地裡，本處將盡
快裝設停止線。
3.建議如有定向行動指引訓練需求，資源教室可提
供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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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口交通意外頻傳，有沒有可能設 總務處回覆：
立紅綠燈與斑馬線？然後車道畫一 1.先前已與交通隊共同勘查過，因校門口屬 T 字形
下紅線那不然每次行走的空間都很
而非屬十字路口，故無法設立紅綠燈與斑馬線。
小，尖峰時期很常撞到車。(特一甲) 2.為保護行人行走安全，校門口已劃網狀黃線禁止
任何車輛停放，地面上劃有行人專用步道，車道
也有放置三角錐，仍請同學配合不要併排行走並
遵守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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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沒有更積極的作為能防止野 總務處回覆：
狗的進入？校園有時會有野狗追逐 1.同學若 發現流浪犬 ，請聯絡進德校區警衛室
學生的現況，易造成危險。(特一甲)
7211099 或 5861、5863，寶山校區警衛室 7911，
駐警隊將立即進行驅趕。必要時本處將通知彰化
縣政府動物防疫所進行捕捉。
2.將持續宣導於校園內勿餵食流浪犬，以降低犬隻

總務處
營繕組

總務處
駐警隊

總務處
駐警隊
採資組

習性逗留機會。
3.學校週邊都已設防止流浪犬隔離設施，若同學仍
有發現漏洞，請聯絡本處，本處將儘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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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八舍用水混濁，請問問題為何？ 總務處回覆：
是否已解決？(特一甲)
經查因校內供水管破漏造成停水，管線修復
後，供水時水會因衝擊水管，讓管壁的沉積物跟隨
流出造成水混濁，經一段時間沉澱，且持續正常供
水，該用水混濁問題，即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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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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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宿舍販賣機可以賣牛奶、豆漿之 總務處回覆：
類飲品。(國三甲)
自動販賣機目前由統一及黑松兩家廠商承攬，
前者廠商有牛奶及豆漿飲品，因銷售較佳，故廠商
同意增加補貨次數；後者廠商受限機器保溫度數，
有豆漿飲品，無牛奶飲品，但同意增加豆漿相關商
品；上述廠商皆已採納建議，以利學生選購。

總務處
採資組

參、現場問題與建議回覆
編
號
1

問題與建議

現場回覆

特一甲同學：
總務長：
校內灑水系統在近期
灑水系統因在修建多功能活動中
有些失控，尤其造成路面 心時，有部分區域灑水系統受到影
濕滑，希冀查明。
響，所以在多功能活動中心剛建好
數學系老師：
後，校內的灑水系統已重新檢修測

列管辦理情形
後續回覆(總務處採資組)：
1、灑水系統均設定於夜間灑水，近
期因王金平活動中心營造廠施
工時，不慎壓破主幹管漏水，廠
商修理完成後，陸續進行測試，

各位置的灑水系統是 試，以了解灑水系統狀況，目前測試
以了解系統是否正常運作，因此
否有明確的噴灑時間？
完畢，尚屬正常運作。
灑濕路面，目前已測試完畢，運
總務長：
作正常。惟平日如有故障，進行
因為管線位置及供水量的狀況，
保養維護時，亦會於白天施工，
無法同時間開啟學校灑水系統，而是
如遇維修期間，敬請小心留意。
各區域有不同的灑水時間，是在晚間 2、因為管線位置及供水量的限制，
11 點後至次日清晨輪流灑水，時間則
無法同時間開啟全校灑水系
控制在 5 至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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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目前採分區分時段進行，時
間設定在晚間 11 點後開始輪流
灑水，草坪區約 5 分鐘，植栽區
約 10 分鐘。

特一甲同學：
總務長：
總務處(採資組)：
教學大樓空調是否有
教學大樓冷氣一律是設定 26
1.教學大樓的教室分屬不同單位，
管控機制，有些空教室空 度，一次開三小時為限度，會在請同
目前採資組負責教室為 B1~3F。
調仍然開著，浪費電。
仁檢視。
2.教學大樓教室空調系統(B1~3F)
教卓主任：
由中央電腦控制，教務處課表有
教學大樓冷氣問題或其他問題，
排課的時段，會由電腦自動開啟
同學可以立刻跟一樓管理室反映。

與關閉冷氣。若該節課臨時停課
或提早下課，則需以人工由管理
室關閉。
3.教學大樓管理員會不定時巡邏教
室(B1~3F)，惟因人力關係，無法
隨時巡邏檢查，若同學有發現
B1~3F 教室未關閉之冷氣，可至 1
樓管理室，請管理員以手動關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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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另外，如空堂時段有單位預借教
室辦理活動，冷氣亦會預先開
啟，但此時可能使用單位還未到
場，因此，會看到空教室有冷氣
運轉情形。
5.至於教學大樓 4 樓~6 樓教室因屬
各不同單位獨立使用，空調並未
由中央系統統一控制開關，須由
教室內冷氣面板進行手動開關，
此時同學可至該樓層負責單位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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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老師問題：
圖書館自習空間(K

圖資長：
同學常誤以為圖書館開放時間太

後續回覆(圖資處)：
白沙 K 書坊自 108 年 8 月 26

書中心或閱覽室)的開放 短無法在圖書館唸書，但圖書館的開 日起試營運，並預計於 12 月 2 日起
時間的想整體了解一下。 放限制只僅限於書庫區的閱覽座
另開放 B1 自主悅讀區至 24 時；兩
位，另外圖書館有新成立「白沙 K 書 區域開放時間如下：
坊」
，且開放時間到晚間 12 點，可供 1. B1 白沙 K 書坊：每日 9:00 至
同學利用。
24:00。(僅供本校師生使用)
再來，縮短書庫區的閱覽座位開 2. B1 自主悅讀區：每日 9:00 至
放時間源自於利用的人太少(依數據
24:00。(僅供本校師生、校友及眷
統計資料)，而且縮短時間將可為圖
屬使用。開放週一至週五 22:00
書館省下 30 多萬元的電費，省下的
後及週六至週日 17:00 後可輕聲
錢可以移至它用，幫助校內更好的發
交談討論)。
展。
而「白沙 K 書坊」的位置都是個
人化的，每張桌都有隔板也有充電
座，對同學來說是很好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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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乙同學：
學務長：
第七宿舍東側樓，
會再請住宿組同仁與總務處協
浴室時常沒有熱水，儘管 查。
通報後兩三天就能修
復，但至今已經發生 3 到
4 次，想請問到底是甚麼

後續回覆(學務處住宿組)：
1.經查七舍東側熱水問題，分別是
設備開關、水管積氣及循環馬達
設定等不同原因造成，已分別於
報修後修復，目前皆正常供水。
2.七舍西側熱水忽冷忽熱情形，經

問題，何時能回復穩定。
化學一同學：
第七宿舍西側樓浴
室熱水，常會有突然過
熱，希望可以檢查一下管
線問題。

檢測無異狀，研判可能是沐浴龍
頭止水心閥損壞所致，請住宿同
學若有發現此類狀況，應將浴間
狀況通報宿舍幹部報修，俾收即
時檢修之效。
後續回覆(總務處營繕組)：
經與住宿組同仁瞭解，為熱水
管路積空氣及熱水迴水馬達之定時
器短路故障，以上故障皆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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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已正常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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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一同學：
學務長：
活中門禁感應不良，
活中門禁會請相關同仁進行勘

後續回覆(學務處課指組)：
一、接獲學生反應於期初時間(約

會無法進出，K 書中心前 查。
門也有同樣問題。

9-10 月)刷卡系統異常；截至目
前，尚無學生社團或系學會反
應使用該系統異常。
二、請化一學生有空再攜帶學生證
前來活動中心測試。
三、非上班時段進出活動中心，若
刷卡異常，請隨時反應本組，
並作立即性處理，同時請圖資
處查該卡片是否有納入系統內
合法編號，另再會同請廠商檢
視設備運作情形。
後續回覆(圖資處)：
經查明門禁系統系統面運作正
常，若有無法進出狀況應屬卡片感
應問題，建議刷卡時避免多張卡放
在一起，此外每個卡機感應區域有
限，請多角度嘗試刷卡，若已注意
上述兩項要點而仍有刷卡問題，請
立即回報該大樓門禁管理單位協助
處理。

6

化學一同學：
K 書中心有很多蚊
蟲。

7

特一甲同學：
師培中心主任：
請問師資培育課程之
教師開課校方都會做審查，是否
教師，聘任的辦法為何？ 有專業能力來開課，而開課師資大都
因為目前有財金系的教
師任教育心理學課程。

圖資長回應：
蚊蟲問題已請清潔人員進行除蟲
工作，也緊急加裝紗窗，再者也有捕
蚊燈，盡量用漸進式的方式達到除蟲
效果。

來自教育學院的老師，不足的師資才
會請外系專業人員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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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回覆(圖資處)：
有關蚊蟲問題，已執行如下防治:
1.請環安中心進行室外消毒滅蚊。
2. K 書坊及廁所內外全面消毒及投
放滅蚊劑。
3.放置捕蚊燈。
4.增設紗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