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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校長與口腔醫學院教師及學生代表有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6年 4 月 11日(二)中午 12：00-13：20 

開會地點：勵學大樓 2F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劉景寬校長 

參加人員：劉景寬校長、楊俊毓副校長(請假)、王秀紅副校長、李澤民院長、王震乾主任、 

黃曉靈主任、口腔醫學院全體教師、各年級班代表、各系會長（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林志隆教務長(何佩珊組長代)、羅怡卿學務長、黃耀斌總務長、陸文德組長 

秘書室-柯政全秘書、黃詠芯 

口腔醫學院-孫幸君、鄭怡秀、劉怡麟、佘明晉(請假)、馬金蓄、潘素蘭 

 

壹、 報告事項 

1.李澤民院長： 

(1).為促進校級首長、院系主管、教師及學生代表近距離溝通交流，特舉辦「校長與各

學院教師及學生代表有約」，藉由此座談會讓學院師生提出其問題與建議。 

(2).學校很重視口腔醫學院，這二年來也提供本學院很多的資源，院系都將這些資源投

入到教學上，希望能提供更好的教學環境與設備。 

2.劉景寬校長： 

(1).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多為事務性的問題，已請各行政教學單位回覆及協助處理，會再

請各單位補充擬訂完成改善的時間進度。 

(2).校務報告（如簡報資料，略）。 

3.羅怡卿學務長： 

(1).學生提出的建議：各院務會議及系務會議的學生代表是否符合由學生選舉出來的代

表，請各院系檢核院務及系務設置辦法，以符合學生權益。 

(2).學務處「起飛圓夢助學基金」已經成立了，感謝許多校友的幫忙，希望大家也能共襄

盛舉，一起捐款來幫助弱勢學生。 

(3).感謝牙醫學提供薪火專案的招生名額，學生也表現良好。 

 

 

貳、 學生代表建議 

提案一、（10606-1） 

案由：口腔醫學院師生對校、院、系務之問題及建議事項，請討論。 

說明：各班代表於會前彙整提出的問題已請各單位回覆說明（如附件一），若有需再 

進一步說明或其他尚未提出的問題，請提出討論。 

決議：師生提出之問題及建議事項與各單位回覆說明彙整如表（如附件二）。 

 

 

參、臨時動議 無 

 

 

參、散會  是日下午13時20分。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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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口腔醫學院學生代表有約問題彙整表（會議前） 

建議人員 

/系級 
建  議  事  項 

回應 

單位 
具  體  處  理  情  形 備註 

口衛系 

3 年級 

全校電腦設備系統檢查 

（Ex：N111、CS203 電腦易

當機） 

圖資處 目前使用中的電腦皆經圖資處測試且確

認運作正常，如上課時當機或故障，皆

以運作正常之備機更換。另寒暑假時皆

會檢修教室 E化講桌內部電腦，確認電

腦是否可正常運作。 

可直接

與圖資

處數位

資源組

聯絡。 

口衛系 

3 年級 

教室燈可以改分段式 

（全亮全暗眼睛好不方便） 

總務處 目前各棟教室多已改分段控制，僅於濟

世大樓尚有部份燈光為全暗全亮教室，

將逐步改善為分段開關。 

 

口衛系 

3 年級 

CS 教室的冷氣增設可自行

調整溫度的面板 

（冷氣好不平均，不能自行

調控溫度，且空調聲音很大

聲，有時會影響老師上課） 

總務處 濟世大樓目前為開關式控制空調，溫度

則由營繕組設定。本校配合政府節能政

策適溫 26~28℃，空調溫度設定不得低

於 26℃，並於各教室設置溫度計，若溫

度計顯示高於 28℃，可於校務資訊系統

請修。 

 

口衛系 

3 年級 

學校教室安排上能多注重學

生人數跟教室座位是否符合 

（選課人數多於座位人數，

還有部分椅子壞了） 

教務處 教務處回復： 

教務處在安排上課教室時，都會依據實

際選課人數排定足以容納學生的教室，

惟有時候教室若為非固定式的座椅，可

能會因為學生擅自搬離導致座位不足，

若有此情形發生時，請隨時與教務處反

映確切的課堂地點與時段，以便教務處

確認教室是否足夠容納選課人數。若是

因為座椅被挪移導致無座位可坐，將會

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學生提出座椅損壞汰換問題，需要由總

務處評估後排定相關維護更換作業。 

總務處回復： 

教室課桌椅損壞者，請於校務系統

【D.5.0.01.修繕及環境清潔通知維護】

填報，總務處 

收單後會立即派員檢修。 

 

口衛系 

3 年級 

多增設飲水機 

（飲水機少，又很常缺水） 

總務處 已規劃(送請購中)近期將於濟世大樓

2F~4F飲水機增設儲水桶(10.7公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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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衛系 

3 年級 

可以翻新 CS 和 IR2 樓的藍

色椅子 

（可以翻的那種藍色桌子真

的很難坐，桌面又小，放講

義幾乎就滿了） 

總務處 該型課桌椅桌面雖較小，但下方有設置

物架提供同學使用，若日後教室整修或

更新時將再行更換。 

 

口衛系 

3 年級 

更新實驗室(401)的治療椅 

（實驗室的 unit 可以升級一

下，沒水斷氣的情形常發生） 

口衛系 治療椅於103學年度新購置10台因保固

期已過，會協助聯繫廠商進行維修。 

 

口衛系 

3 年級 

學餐排排煙問題改善（學餐

食物味很重）&增加學餐豐

富性（多招商+擴大場地） 

總務處 1. 於國研 1F與第二棟紀念大樓間，配

合位於國研大樓B1學生餐廳已有增

設靜電除油機，異味問題已改善許

多。 

2. 本校學餐委外由全家便利商店公司

經營，學校提供國研大樓地下 1樓及

1樓部份空間供全家公司經營使

用，場地目前無法再行擴增。 

3. 目前國研地下 1樓設有全家便利商

店賣場、自助餐廳及各式餐點櫃位，

1F設有咖啡簡餐等，均由全家商店

負責招商，因櫃位數量有限，已考量

各種餐食進駐，期使符合教職員生之

需求 

 

口衛系 

3 年級 

WIFI訊號改善 

（Ex：CS 的WIFI訊號蠻差

的） 

圖資處 是否能請同學提供發現濟世大樓 WiFi 

訊號不佳的地點，我們派員至現場量

測，並評估改善的方案。 

可直接

與圖資

處網路

技術組

聯絡。 

牙醫系 

4 年級 

建議實驗室開放晚上或週末 

加開，有去的人自行打掃 

牙醫系 1. Lab實驗室在實驗課以外的時間均

有加開，平均每個月加開時間約 50

小時(加開時間:星期一到星期六 

8:00-17:00)。 

2. 請建議的同學可以明確的表達無法

在加開時間使用實驗室的原因，還有

建議實驗室額外加開的時間。 

 

牙醫系 

4 年級 

CD和 Endo lab的時間排得 

太少，四堂課超級趕的 

牙醫系 1. 課程的學分數和其他院校牙醫學系

相似，且行之多年並無特別問題。 

2. 會請負責老師視本屆同學的學習情

形適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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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口腔醫學院學生代表有約問題彙整表（會議中） 

建議人員 

/系級 
建  議  事  項 

回應 

單位 
具  體  處  理  情  形 備註 

牙醫系 

教師 

建議加強教室電腦的安全防

護程式功能，避免上課時

USB受到惡意程式的破壞及

傳播至其他的電腦。 

圖資處 本校教室之電腦均有裝置還原卡以還原系

統，建議請老師在使用前重新開機，可避

免 USB中毒的情形。 

 

牙醫系 

教師 

建議將國際會議廳 B廳的螢

幕改為 16:9 比例的螢幕，以

提升螢幕顯示效果。 

總務處 會再進一步確認評估。  

牙醫系 

教師 

牙科第一門診的搬遷破在眉

梢，但牙科部所提出的搬遷

規劃方案一直無法在董事會

通過，希望校方能予以協

助。 

秘書室 牙科部所提出之搬遷規劃方案，校方都是

尊重專業的建議並予以支持，但需再與董

事會溝通，董事會希望牙科部所提出之搬

遷規劃方案能再修正。 

 

牙醫系 

教師 

目前規劃的新版教師評鑑辦

法係為 3年評鑑，此對老師

較為嚴格，建議延長為 4年

評鑑。 

秘書室 有關新版教師評鑑辦法的制訂，目前仍在

蒐集各方的意見規劃中，尚未要執行。 

另雖為 3年評鑑，但如評鑑未通過，仍有

1年的再評鑑時間。此新版教師評鑑辦法

未來將取代 678升等條款，讓老師免於升

等壓力，並能多元發展。 

 

牙醫系 

教師 

建議推動主管直選，讓老師

能直接參與主管選舉，讓選

出來的主管能最符合老師們

的期待。 

秘書室 推動主管直選目前與法不符，目前仍是間

接選舉，但建議可擴大委員會代表成員或

進行民意調查作為遴選參考，讓遴選結果

更具民意及參考意義。 

 

牙醫系 

教師 

1.建議學校將結合教學與門

診的口腔醫學大樓納入學

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2.增購校地有待解決的問題

較多，建議可利用大講堂前

的空地增建大樓。 

秘書室 1.口腔醫學大樓的規劃一直有列入考量，

如校院六期工程，建議每棟建築物能有其

特色，另若參考其他學校，口腔醫學大樓

結合教學與門診，尚有增購校地及該地是

否能為醫院用地等問題有待解決。 

2.已爭取到有條件的擴大校地容積率，亦

可考量於現有校院地增建大樓。 

 

牙醫系 

5年級 

歷屆學長姐都認為實習前的

Preclinical test 沒有意義，同

學們也覺得很浪費時間及材

料，所以想問說 Preclinical 

test 是否真有意義。 

牙科部 

牙醫系 

OSCE 考試是進入臨床前的一個測試，依

JCI評鑑的要求，進入臨床前應完成該有

的準備，以直接面對病人。Preclinical test

確實有其需要，也是醫師養成的過程，此

測試係檢核評估是否已具備臨床技能，是

醫療品質 qualified 的證明，以保障病人的

權益與安全，讓病人安心，減少醫病糾紛。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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