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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與校長有約 

學生建議事項與各單位回覆 

 

【教務處】                                       聯絡人：張秀玉小姐 分機：6301 

編

號 
宣達事項 

1 
※提醒上課時間手機及電腦的用途應在課業，大學部規定統一於課室中不得使用，也協調授課

老師注意，碩士班尊重授課教師課堂經營。 

 

【學務處】                                       聯絡人：莊璽儒小姐 分機：6204 

編

號 
問題內容 單位回覆 

1 
宿舍打掃，星期二、四打掃時間太近，且 4

人打掃三層太累。 

1.星期二、四打掃，方能常保持清潔。 

2.坤道宿舍打掃人數增加，乾道維持不變。 

2 

宿舍每學期都得清空，家裡住的遠的都得把

東西寄回家，下學期還要再帶來，實在不方

便，也花費精神與錢，請問是否有其他通融

及方便的方式，畢竟學校是全住宿，位置偏

遠。 

各大專校院於放長假前皆要求學生清空已進行

消毒，放假期間另有住宿需求者頇另外申請、繳

費，並依照學校安排住宿。 

目前學校已開放空間讓學生集中寄放 1-2件大型

寢具用品，其他私人物品請依規定處理。 

3 

希望早餐多樣化，早餐無法多樣化的話，至

少不要酸掉的東西還拿出來吃。 

學務處 請主任秘書協助溝通。 

主任秘書 已與負責廚房伙食前賢溝通，若覺

食物味道有異，請立即告知，進行

了解確認，並做處理。此外，也與

義賣區前賢評估增設早餐種類。 

4 

某些同學常常情緒不穩定，導致同儕關係不

和諧，懇求輔導室介入處理 

學校本學期新聘一位輔導老師，同學如有問題先

向導師反應、協商，再由導師評估是否頇轉介至

輔導室。或有需要心理、職涯個別輔導之同學，

歡迎向導師登記，由學務處優先安排約談。 

5 

想做一些心理測驗 or星座等(彈性的)。 目前安排學生共同、迫切需求之測驗，如新生適

應量表，若個別學生有興趣或需求，歡迎向導師

登記，將由學務處優先安排。 

6 

外出申請蠻麻煩，對於沒有每禮拜回家的

人，可是卻是常回家的人很麻煩，要一直找

導師簽名，簽得到(找得到)導師就還好，但有

時導師也在忙，就很難申請到。 

1.基於管理與對導師之尊重，必頇填寫外出/外宿

單，由導師簽名。 

2.除臨時狀況可當天透過 email或 line等方式告

知導師之外，若已事先安排行程，即可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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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導師請假。 

3.若需時常返家，可填寫固定外出/外宿單。 

4.國定假日將另行公告，無頇請假，由班級幹部

協助統計外出人數與名單。 

7 
因應環保意識，請假流程可改線上。 各大專校院請假皆需導師簽名，故仍應維持紙本

作業。 

8 

「早、晚獻香點名未到記曠課」星期四下午

沒課到星期一下午才有課回家我們需要寫請

假單，為何明明沒課需要請假，個人紀錄裡

就有一堆的請假紀錄。 

1.早、晚獻香點名已與學科成績搭配，獻香紀錄

不會列入缺曠點名系統中。 

2.「住宿生外出/外宿請假單」為住宿生假單，作

為管理住宿生用，不會影響平日科目或操行成

績。 

3.早、晚獻香點名紀錄會與「住宿生外出/外宿請

假單」比對。 

編

號 
宣達事項 

1 
※在餐廳用餐座位分散，已造成廚房前賢困擾，往後請各位依照道場與學校規劃之桌次入座，

並由各班禮節股長安排同學輪流於用餐後擦拭桌面。 

 

【總務處】                                       聯絡人：張力升先生 分機：6302 

編

號 
問題內容 單位回覆 

1 

課後自修場地欠缺，圖書館未開放時段，需

要一個可以自修的地方。 

1.目前晚上已有工讀生在管理圖書館，歡迎大家

善用。 

2.基於節約資源，評估研擬開放一間一般教室自

修。 

2 
垃圾分類請標示清楚，規定地點。 目前乃依照道場的垃圾分類存放，請統一放置於

道親大樓旁回收區。 

3 

請延長學生放假日返校時間，例:原定 17：00

返校，實在很趕 

17：00為道場門禁時間，星期五下午以及星期一

早上盡量留出空堂不排課，請大家配合，在天黑

前回到學院，安全又可以複習功課。 

4 
希望有些還未修好的設備可以盡快維修，

ex：脫水機。 

近日擬與道場協調相關設備維修進度。 

5 
修繕速度慢，人員短缺之故。 

配合總務處人力，做好最適當的服務。 

6 
研二教室 1.電腦、電線等常接觸不良，上課

會延誤時間。2.空調不足悶熱、空氣不足。 

近日將協調資訊專長職員協助做設備檢查，並定

期檢討冷氣開放問題，以維護良好教學品質。 

7 
研二上課教室增加麥克風乙支。 將派員確認麥克風使用狀況，評估麥克風裝設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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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二課室音響設備頇換新。 將請專業人員確認音響問題，維護教學品質 

9 

遮雨棚上學期說要加裝。 遮雨棚為道場土地，搭建工程有其法規問題，頇

謹慎為之，避免產生違章問題。學院內所有師生

皆使用露天停放車輛，請大家體諒。 

10 

希望宿舍可以加裝訊號接收器，讓學生可以

達成在宿舍就可以接電話的願望。 

宿舍為道場無償提供借用，並非長時間使用，未

來有可能遷移。若與家人聯繫，建議打市內電話

到道場，再轉接其房間號碼，即可獲得良好的收

訊品質。 

11 
冷氣可以切，就要去上課。希望中午冷氣開

放時間改為 12：00~13：00。 
會重新檢討後，與道場水電前賢協調設定問題。 

12 
假日是否能開放籃球場供運動。 目前假日無人值班，場地無法管理，待後續檢討

人力配置時，將開放假日籃球場，供師生使用。 

13 投影幕需更換。 請同學明確標示地點，以利修繕人員前往檢修。 

14 女宿舍網路有時不順暢。 是否明確標示地點，再派資訊人員前往處理。 

15 有時候上課教室沒有冷氣(空調)。 為節省能源，目前採每日早上九點開啟空調。 

16 

上學期與校長有約，記得總務長有提日後可

撥經費，早餐訂外面，供應豆漿……，一周

1-2次。請問此事是否成真？ 

豆漿、厚片吐司在義賣區冷飲部有供應。未來與

義賣區前賢評估增加早餐種類。 

 

 

【一貫道學系所】                                 聯絡人：蘇幼妮小姐 分機：6801 

編

號 
問題內容 單位回覆 

1 

1.功課為甚麼要出那麼多?又都是思考題、申

論題，哪有那麼多時間完成? 

2.範圍又是那麼廣泛，哪有時間專注在那志趣

的學科和深入了解。  

3.是否道場學校都以年輕人為主，太過縱容。 

4.再則用同樣標準要求老年人，真的很吃力，

當做不到時，又很自責，好像是當能力很強

的人之拖油瓶、絆腳石，挺難過的，真想辦

休學。 

1.學生要學習時間管理與調控，思考題是訓練自

己深度思索、整理思緒的能力養成，若撰寫功課

需要醞釀思考，課業繳交時間延長需求可私下與

老師協議。 

2.盡心學習無頇比較年齡，老師秉持有教無類，

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教學相長，依自身能學習的

狀態、接受度來逐步調整學習步調。老師們多非

常用心關心每位同學，不分老青，對於時下青年

學習以耐心、包容、善導的關懷心對待他們，絕

無縱容，或消極處理，也期待喚醒其自我覺醒、

自我管理，也只有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照顧，自己

的好友來關懷，大家共榮共昇。 

2 

課程作業，報告太多，壓力太大。/作業報告

太多，學會最重要/功課怎麼那麼多/功課太多

忙不過來一位老師每人 2樣作業，而且又要

一個星期趕完，有時學校有活動要幫忙，而

1.學生要學習時間管理與調控，功課是幫助自己

釐清學習成效的手段，必要時對於課業繳交

時間延長需求可私下與老師協議。幫助記憶

可藉由筆記記錄來協助整理，可減低記不清



4 
 

假日要上班/功課太多了，多到都記不清有多

少功課。 

的困擾。 

2.學校會與任課教師進行討論、評估資訊與英文

課程等相關課程是否需要分級分班教學。 

3.資訊、英文教學助理進行個別輔導。 

3 

中午休息時間不足，希望休息時間調整為

12：00~13：40。 

目前因分學程教學，頇配合外聘兼任教師時間，

加以考量晚獻香與用餐時間等因素，無法調動上

課時間。 

4 

電腦操作太生疏，中文打字很慢，網路連線

不會操作。請小老師個別輔導教學，進度不

要太快。 

提醒教學助理，耐心指導，學校會進行資訊教學

助理考核。 

5 

有證照與無證照差別為何。 1.證照是專業能力的認證，有證照未來在應徵工

作時及在職場中均能為自己加分。 

2.大三、大四將開設專業證照課程，以增加就業

優勢 

6 
希望增加中國歷史的課程，了解一些歷史背

景，對研究哲理思想大有幫助 

將進行課程檢討，未來可規劃納入參考。 

7 

電腦課要細教，不能只帶過去。 由於同學們所需學習的項目難度不同、學習速度

差異大，老師無法顧及每一個人的需求，所以上

課講的內容大致分成三種難度：最基礎的部分會

示範多次，如有問題要提出或請鄰近同學協助；

一般難度的部分，老師會到各個同學旁邊，關心

學習情況；而對於程度較好的同學，則會展示較

難的部分，個別指導有興趣的同學。 

8 
獻香點名問題，放假不用點名，採用自由獻

香否則太亂。 

放假期間係採自由獻香，沒有點名。 

9 
希望初一、十五或仙佛聖誕等日子可以在皇

母殿獻香就好，不用再下去祖師殿加獻。 

當日早上協助皇母殿獻香同學，派一位代表提供

名單，由禮節股長協助記錄。 

10 

獻香點名不落實形式化。 已與課程（大一＿一貫道實務研習（一）、大二＿弘道佈德概

論、碩一＿一貫道實務教育、碩二＿弘道佈德專題）成績相搭

配，請負責老師指定禮節股長確實點名。 

請帶領獻香的老師依據點名紀錄抽點。並提醒同

學，獻香對自身的受益，善導根本。 

11 

實

習

週

誌

問

題 

請校方師長定期每週關心協助有困難的

學生，適時介入學生衝突問題。請老師

閱讀週誌並批改與回覆，以掌握學生實

習狀況。 

1. 實習輔導教師於 7月 16日、21日及 8月 11日

於 line群組要求學生上傳實習週誌，只有一位

同學較完整，其他同學都沒有如期完成，有些

至實習完成後才補交，致使實習輔導教師無法

做整體比較批改。 海外習時間緊湊人數過多，易產生衝

突，準備時間與休息時間不足，難以完

成週誌。國內外實習日期近，出國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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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實習週誌未來將使用本校易課創新教學平

台，設計以每週固定時間上傳繳交，未繳交會

顯示遲交。學生在外實習期間隨時可在平台討

論區，和師長們互動和討論，以確時掌握學生

實習動態。 

3. 針對實習週誌撰寫內容與格式進行修正。 

4. 部分學生曾於實習期間向實習輔導教師反應實

習遇到的問題與建議，將會於規劃 107學年度

實習時提出。但同學於此提出未適時介入學生

衝突問題，因實習輔導教師並未收到同學的任

何訊息，因而無法即時輔導。未來於執行學生

實習時，會加強宣導，請同學能即時反應各項

問題，以利輔導。 

12 

心

理

輔

導

問

題 

建議實習前頇進行團隊心理輔導，以免

在實習單位相互語言攻擊，有損校譽。 

1. 校外實習注重學生團隊合作精神，而非以個人

表現主義為主，團隊間應互助互愛，學習他人

優點檢討自己的缺點，更應包容每個人的不完

美。 

2. 學校目前推動的實習為全面性的，即是要進行

每位同學實務訓練，包括佛規禮節，使不熟稔

的同學可以漸熟稔，熟稔的同學可以更純熟。

同學應該抱持同理心，並協助不熟稔的同學，

此才為學校推動實習真正的目的。 

3. 於 107學年度提早規劃並執行學生實習前訓練

課程。 

請慎選出國名單，若佛規禮節無基礎(或

情緒不穩定)易造成實習單位困擾。 

13 

課

程

設

計

問

題 

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來實習的目的理解

與校方的認定的實習目的略有出入，

彼此想像的不同。 

1. 擬修訂課程，將「校外實習」單獨列為必修學

分，不與其他必修課程綁定。 

2. 於 107學年度修訂校外實習制度，申請校外實

習前必先進行能力養成評估，如佛規禮節、辦

道禮節、三寶成全，或其他實習特殊訓練如華

語教學等。 

3. 課程於 107學年度提早規劃並執行學生實習前

建議碩一課程設計結合實習工作內容，

以達學以致用的目的。 

建議校方提供在校生選課課程與成績給

實習單位，幫助道場規劃實習工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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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工作分配。 訓練課程。 

14 

能力養成問題 

馬來西亞道場辦理多方的國外駐點辦道，如:

印尼、尼泊爾、越南、泰國等，建議未來實

習生可以跟隨馬來西亞點傳師一起他國學習

協助海外開荒辦道。 

1. 協助海外開荒辦道事涉海外各地道場之道務，

學校無法確實掌握並推動。若學生畢業後有此

愿心愿力，屆時學校再行安排媒合。 

2. 學校在 104及 105學年度海外實習學生人數較

多，學生赴海外實習國家包括新加坡、馬來西

亞、柬埔寨、美國、澳洲、泰國。106學年度

海外實習學生人數少，因此安排於同一個國

家。未來實習學生人數增加，會安排學生至不

同國家進行實習。 

 

 

編

號 
問題內容 單位回覆 

１ 行政流程太繁雜，無告知本人結果。 需再更明確，或請至該單位反應。 

2 
請校方提前告知新制度，不要上路後才告

知，造成學生難以配合。 

學校創立初期，仍持續建置制度，各項新制度會

先在網頁與 line群組公告，並規劃緩衝期。 

3 

我想保留原本的環境，路燈太多會有光害，(可

在常經過的地方設路燈，日月湖附近不必設

比較好)。對生態應該也會有差異、改變 

路燈為加強安全之道場建設，且日月湖附近目前

未規劃加設燈源。 

 

【現場提問】 

編

號 
問題內容 校長回覆 

１ 
希望校長能開設海內、外辦道經驗分享的課

程。 

由一貫道學系納入課程檢討、規劃。 

2 
獻香是否能改刷卡點名，原點名時間可帶動

柔軟操。 

為避免未到同學，找其他同學代替刷卡，維持現

場幹部點名，再由老師抽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