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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班導師與班級幹部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3月 30日(星期三) 17時 30分 

二、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三、主席： 吳校長連賞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主席致詞︰ 

開學至今一個多月，學校很重視同學的意見，各班有任何意見都可提出，會要求各單位

做立即有效的改善，每天都要問問自己身體、品德、修養、工作有沒有比昨天更進步，梁啟

超曾說「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斷的追求精進，近日與副校長討論高教深耕訪評，

希望高師大的校務能不斷創新精進，歡迎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合理的要求一定竭盡所

能來努力，開始先介紹一下各位與會師長，來讓各位同學認識，以利未來互動更加順暢。 

六、班級幹部建議提案討論︰ 

提

案 

班級 建議事項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 夜視覺碩二 

 

同學反映晚上到校上課無法

從活動中心大門進入藝術學

院教室上課，造成不便，希望

能開放 subway旁邊的門。 

活動中心大門進入管制係依據學校防疫會

議決議辦理，如開放則需有人員管制量測體

溫，且目前疾情尚未穩定，考量全體師生員

工身體健康，本案建議仍應依學校防疫規定

辦理。 

二 夜課程碩二 

 

劉世閔老師代為

建議 

1. 蚊子太多，影響上課品質。 

 

 

 

 

 

 

 

 

1.總務處事務組每年均定期進行校園戶外

消毒噴藥作業，惟校園幅員廣闊，為有效減

少病媒蚊孳生，仍需各單位積極配合整頓環

境清除室內外廢棄容器，以杜絕病媒蚊孳生

之環境。最近季節轉換蚊蟲較多，目前總務

處事務組已規劃於廁所及地下室等易孳生

孑孒等地點進行生物防治方式滅蚊，而教室

部份將請委外清潔人員於課後進行蚊蟲噴

灑工作。 

2. 下課時段，教育大樓走道

太吵。 

2.由老師協調，進修學院可在走廊上張貼

輕聲細語的告示。 

3. 研究大樓的數位講桌電腦

沒有 VGA、HDMI線。 

3.與教務處討論一下，如何增購VGA與HDMI

線。 

https://ir.lib.nchu.edu.tw/handle/11455/72867
https://ir.lib.nchu.edu.tw/handle/11455/72867
https://ir.lib.nchu.edu.tw/handle/11455/7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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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上有些軟體 EndNote

不足，是否可由學校協助

提供。 

4.每學期學期初都會發文給各單位，來依

需求填入，當軟體的採購數量達到一定數

量時，圖資處會替學校來與廠商談校園授

權版，每學期會依需求召開圖書與軟體的

資源會議。若少數人需使用到的軟體，就

無法協助採購，上次的資源協調會議中將

EndNote拿掉，有學生與老師反映需求，故

這次將 EndNote放入提案恢復回來。 

三 夜美術碩一 1. 藝術學院門口汽車停車

格榕樹茂盛，每次下課後車

頂總是鳥屎和果實汁液，建

議學校能定期做修剪。 

1.總務處事務組每年於雨季來臨前均會進

行校園樹木修剪，惟藝術學院門口停車格處

之榕樹為高雄市政府列管之珍貴樹木，其修

剪之範圍頇經高雄市政府審查同意後方得

修剪，事務組今年仍會持續向高雄市政府申

請修剪該處之榕樹。 

2. 面對和平路 116 藝術中

心門口右側人行道上，有一塊

大面積的地面凸出，上學期因

為夜間燈光昏暗，導致同學經

過此處造成嚴重摔傷，建議學

校會請市府相關單位改善。 

2.凸出的地面屬於市政府的人行道，事務組

會向高雄市政府養工處來提出申請維修。 

 

 

 

 

3. 藝術學院側邊停車場，夜

間燈光不足太黑暗，班上

女學生反映安全疑慮，盼

能加強夜間照明

(21:50~22:00時段)。 

3.靠近四維路的小停車場會再加強燈光。 

四 夜文創碩二 1. 校內停車證領取的時間限
制，不便領取在職專班學
生，到校上課時間為 17:30
之後，開放領證時間為
08:30-11:30，13:10-16:40

導致領證不便。 

1.自 110學年起開放車證線上列印，請申請

人自行至車證系統下載列印，不會再受開放

時間限制，於 111學年度起，機車車證統一

自行列印，汽車車證若有特殊需求可由事務

組協助列印，透過進修學院領取。 

2. 重機有依規定申請校內停
車證，但重機沒有前車
牌，無法感應開啟閘門，
導致學生無法順利出入。 

2.申辦重機車證者，感應貼紙黏貼於重機避

震器上的位子有時會感應不良，圖資處會後

請廠商在特殊位子加入車牌辨識，但這些位

子仍有可能會不太明顯，會與廠商和事務組

商議是否建議加增 RFID。 

五 夜表演藝術碩二 藝術大樓外昏暗，擔心晚上下
課後的安全，希望可增加照
明。 

該區因大樹部分易遮光，其位置除門口路

燈，應有 2盞探照燈，惟探照燈係時控於夜

間 10 點隨建物關閉，如有需要者，將配合

改以隨路燈系統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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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夜經學碩二 3513教室冷氣何時裝置完畢?
請盡快完成裝置作業。 

3513 教室經學所已於 3 月中提出冷氣採購

作業，由於目前共同供應契約冷氣缺貨中，

可能要至 5月中才能到貨安裝，會持續向廠

商追蹤。 

七 夜資訊科技碩一 碩專班的同學需求較少，學校
可能沒處理過，但不代表沒有
需求，不要以一句「以前沒辦
過、所以不能…」來打發，況
且我們也是高師大學生，有些
事情讓我們覺得被排除在
外，甚至繳交較高的學費，希
望學校能重視在職班的權益。 
1. 本班上課地點皆在愛閱館

電腦教室內，由於課程需

要，需攜帶筆電於課堂上
使用套裝軟體，教室無多
餘 110 ACV插座(只有地板
下專供公用電腦使用)。 

1.愛閱館的用電負荷已達上限，甚至使用

Printer列印就跳電，將研擬在凹槽增加插

座，但因跳電原因，無法每個桌子都增加

插座，會後會再商議，讓學生上課使用更

加便利。 

2. 圖資處開設的館藏資源課
程，時間都在星期一~五的
白天，對於進修學院的學
生，幾乎不可能有空來聽
課。 

2.資源館藏的師資均聘請校外廠商或講師

來演講，由於大部分得演講費來源都由高

教深耕計畫下支應，此計畫演講的對象主

要是以大學生為主，因此在六、日會較困

難，會再商議研擬每學期至少 1 場次會在

六、日舉辦。 

3. 選課系統，日夜間部不能

直接從系統上互選，造成
兩個問題，(1)增加行政人
員負擔。(2)若日間部的課

程已滿，考量老師也不願
意加簽的情況下，進修學
院的同學則無法再當學期
修到該門課，若每年都有
這種狀況，則永遠都無法
修該門課。(若是系統可直
接選課，還有機會可以選
到)。 

3.日夜互選從技術上使用系統跨選是可行

的，但主要須保障原學制學生之選課需

求，在制度上與空間與設備有限的考量

下，不論學生基於提升個人學能或系所規

定專業非本科生必須下修大學部課程，而

需提出申請夜間選日間課程，均需因應教

室設備或員額限制規範徵求授課教師同

意。意即如為日間開設課程，主要授課對

象自然為日間部學生；如為進修學院開設

課程，主要授課對象即為進修學制學生。

須保障原學制學生之選課需求，另一學制

學生於申請單簽核通過後始為其於後台加

入申請之課程。請李主任了解一下同學的

需求，再來以個案處理，必要的話找教務

長、譚處長一起來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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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望能在進修學院新生手
冊上註明:進修學院的學

生也是能夠申請候補宿
舍，入學前打電話到校詢
問卻得到不能申請的答
覆，因此造成許多生活上
的不方便。 

4.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大學部學生宿舍

核配作業規定」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

生，及寒暑假期間住校之學生（員），由於

和平校區宿舍歷年來都是不足，須等開學後

才能確定是否有多餘的宿舍可候補，未來會

於新生手冊上註明。 

八 夜表藝碩一 1. 在開課系統上有許多課
程，但實際上所開設的課
程不多，選修沒有自由彈
性，若所開設的課程沒有
全選，怕湊不滿學分，無
法順利畢業。有些下修課
程如電腦繪圖只有白天才

有，進修學院的學生白天
都需上班，白天的課都無
法上課，跨系所選課也只
能 6學分。 
 
 
 
 
 
 
 
 

1.開課涉及師資結構及專長領域，表藝班近 

三年已邀請校外師資，授聘劇場專業課程， 

以擴展課程廣度，特先敘明。 

囿於本校夜間課程開課至少 15人之規

定，夜間專班開課數因而受限。 

本專班課程分為企劃製作模組、經營管

理模組，任一模組課程至少需完成 6 學分，

其餘學分可跨組選修。復考量學生撰寫論文

或其他特殊因素所需，惟為免學生修習課程

繁雜無系統性，難以符應表演藝術專業領

域，故本專班開放學生可跨系所選課 6學

分，實已達畢業學分數 30學分之 1/5。 

下修課程僅限於非表演藝術相關入學

者補修，因每學期學生選擇之下修課程不

一，且均未達最低開課人數，依本校規定無

法為下修之同學於夜間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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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找指導教授有疑慮，
老師收的指導學生有限，

同學怕找不到指導教授，
是否可以找兼任教師或校
外教師指導，兼任教師是
否只能找曾經有授過課的
教師?校方是否能提供指
導教授名單以便同學參考
與諮詢。 

2.本專班於本年 3 月 23 日召開表演藝術學

程委員會議，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延聘學

位論文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處理原則」第三

條之規定，修正指導教授之相關規範:「指

導教授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校外教師於

本學程兼授課程者，得單獨指導研究生，未

在本學程授課者，需經本學程同意後擔任指

導教授，並需另聘校內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研究生之論文研

究領域屬專業實務者，始得由助理教授級

(含)以上專業技術人員與校內專任教師共

同指導。」以上並提送 4 月 13 日教務會議

討論，俟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即可實施。 

依本專班修業要點規定，「每位教師指

導本學程二年級研究生撰寫論文至多 5 人

為原則。」經查本專班 110學年度授課教師

共計 15 人，均可擔任指導教授。至於非本

專班之校內外教師，在符合表演藝術專長領

域及本專班修業要點規範之前提下，均可指

導學生。 

3. 表藝系畢業門檻需有 2 次
的公開演出，由於學生都
在白天上班，是否有其他

方案可供選擇。 

3.申請畢業考試者，需於考試申請前完成 2

次公開共同製作參與，且其中至少 1次為

全班聯合製作，此為本專班對於強化學術

之規定，以增益學生專業知能。 

九 夜文創碩一 向學校建議可以舉辦捕蚊器
文創設計比賽。 

請總務處結合文創中心、進修學院與工設

系研議辦理補蚊器設計比賽。 

十 週體碩一 1. 體育系為週六整天上課，
無法參加資源館藏的演
講。 

1.只要演講者簽同意錄影表格，之後可以

利用錄影的影片撥放觀看。 

2. 同學反映老師是否對於學
生導讀後可以多一點回
饋。 

2.將此建議回饋給任課老師。 

會議結束 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