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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7學年度第 2學期全校師生座談會議會議記錄 

本紀錄已於 98 年 7 月 7 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8年 5月 21日(四)19：00 

地  點：圖資大樓大禮堂(L0105) 

主持人：校長朱元祥                             記錄：沈孟寬、洪儷娟 

 

壹、主席致詞 

一、學校對於學生的意見非常重視，校內設有不同的意見反映管道，同學可藉由這些不同的

溝通管道反映意見。同學們的意見正是學校進步的動力。 

二、有些建議是不能馬上就能做得到的，例如蓋游泳池等等，但我們希望朝這個方向進行。

又有同學建議晚上不要有宵禁，這需要考量大部分學生的需要。學校希望盡量解決同學

的問題，但有許多因素要考慮，這點請同學們理解。 

貳、問題討論 

【綜合性問題】 

【問題 1】學校各處室老師有時很緊急聯絡學生，是否請老師如果有事情告知學生能否可留

下語音或是 寄 email。(運管四乙同學) 

          校長回覆：請各處室老師在聯繫學生時，可以留語音信箱，或是 email 訊息。 

 

【問題 2】學校能否規劃幼保系專業的保母教室？(幼保系林曉潔) 

          校長回覆：學校這部份已經規劃了，也設有考場。 

 

【問題 3】是否可以增設一個晚上的系助？(視傳系大四同學) 

          校長回覆：夜間值班系助，平常並沒有太多的事情，開學期間 2 周學校要求系助

留到晚上，處理加退選問題，其他時間同學可直接與進修部聯繫。 

【教務處】 

【問題 1】對於選課部分是否可以很明確的顯示系上沒有招收外系學生的系統。另外在排課

時能否請師長能注意一下，例如表藝系某些課程之前是有入門課程，但在選課時

並不知道部份課程是有入門課程的。(行銷系一年甲班) 

          回覆：系統是不會出現剛才同學所提外系可以修，進去後外系不能修的情況，如

果有，請馬上和教務處聯繫，教務處會馬上處理。另外有關先修或是後面

擋修的問題，其實在開課時是可以設定的，就是這門課有沒有擋修?前面沒

有修過什麼課程，這門課是不能選的，系統是可以這樣設定，上述課程的

限定還是需要請開課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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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院聯會代表 

一、有關通識英文(三)、英文(四)，有些課程會排在星期一第 1 節，但第 2 節是空

堂，對於進修部學生假如第一節沒趕上是否被記上曠課？能否請通識教育學院

能將時段調到第 2 節？ 

二、談到通識英文制度的必要性。通識英文是必須從英文(一)開始修起，進修部的

學生對於這樣的英文，是否會造成他們的障礙?或許他本身在社會上已擁有英

文的基礎能力，是否間接浪費他的時間?是否他可往高階英文再進修? 

三、是我們的申訴管道的問題，今天學校提供很多申訴管道及優惠專案，但是從來

沒有讓全部的學生知道，甚至有些教師也不知道學校所提供的申訴管道或是優

惠專案。 

四、所謂四年級要結算學費，在就學貸款時是否能以 20 個學分作為就學貸款學分

為根據。不用在畢業的時候還要再繳一筆錢才能畢業。  

         回覆：一、最近教務處和通識教育學院會討論有關在中文、英文適性化部分，進來  

的同學可能先做一個前測，細節部份教務處和通識教育學院正在研擬當

中。 

               二、有關申訴管道，同學可以在校務資訊系統上有個線上即時反應系統，我

建議這個申訴管道在同學和老師之間沒法溝通時再上線反應，也希望同

學反應的情況可以真實具體陳述，儘量不要有情緒化的字眼辭句，這是

補充報告。 

               校長補充說明：就學貸款學校可以再評估是否恢復到多收的狀態，但是多收

一定也有很多人反對。 

 

【問題 3】已選多少學分，可以有警示，能否在選課系統上來改進，記下當學期的學分，還

可以修多少學分或是要繳交什麼費用多少錢？(進修部視傳系４甲蔡同學) 

         回覆：教務處會和電算中心進行討論，選課系統以後進修部每個學期是 17 個小時，

超過 17 個小時會出現紅色的字或是出現訊息提醒，這應該可以做得到。 

 

【學務處】 

【問題 1】宿舍抽籤的問題，有些北部同學及低收入戶都沒有抽到，有些沒有申請的卻抽到

了，想知道這狀況。另外校門口警衛室進來左邊好像有個停車場，是露天的，這

是停車場嗎?還是空地? (表藝系) 

          回覆：學校今年先針對第一宿舍在暑假時後增建 32 個床位；第二宿女生宿舍部

分，未來也有 1 百多個床位的增減，至於沒有登記的人按理講是不會出現

在抽籤名單內，一定是同學上網登記後，電腦抽籤才公告名單。 

 

【問題 2】我本身是弱勢學生身分，為何扣抵時數夜校是 70 小時，日校是 140 小時？(企管系

二甲蔣湘寧) 

         回覆：學務處徹底做了檢討把周遭幾間學校在實施弱勢助學金有關學校服務這一部

份做了一個普查，下學期會降低扣抵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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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弱勢助學金上面記載到校外參加競賽可以抵扣幾個小時，上次我參加教育部舉辦

全國音樂比賽，得到名次，但只核抵１小時，希望參加競賽有得名，時數的核准

可以放鬆點。(休管三丙溫同學) 

         回覆：學校核給同學幾個小時是可以協商的，這部分將委由系上認定，同學可以找

系主任或由本單位的同仁打電話詢問系主任，應該可以給你合理的抵扣。 

 

【問題 4】去銀行貸款金額會不會從弱勢助學計畫撥款的金額相扣抵?他們所申請的金額不是

直接進入他們的帳戶裡，拿到的是扣除學費的餘額支票，而不是全額。 

         回覆：貸款何時還，由你來決定。弱勢助學金會匯到你的帳號上，就學貸款是你和

銀行的借貸關係，通常是等你畢業時才開始償還。支票不是撥到你的戶頭

裡，是幫你繳學費。助學金是撥到同學的戶頭裡。 

 

※附註─現場學生提問書面問題，會後學務處回覆之事項： 

【問題 1】場地申請問題及學生會工作人員態度。視傳二甲(進修部) 

          夜校生和學生會申請學生前廣場，學生會工作人員說是以社團為主，之後又和我

們說看誰先申請，又說有社團申請了。難道夜校生就不是學生，難道學生會是”日

夜”而不是全校。 

         回覆：學生活動中心目前委由學生會代管，以往運作情形良好。課指組將與學生會

討論本事件，希望學生會能主動協調，改善服務品質，。 

 

【問題 2】弱勢助學金時數問題：低收免費住宿一學年 200 小時，比第一級弱勢助學金的 140

小時還多，能否減少一些時數。(企管系二乙 王同學) 

         回覆：弱勢助學愛校服務與參與活動時數在下學年將會調降。 

 

【問題 3】補助考試預算及申請補助費用為何聽說預算減少，為何補助考試費用久久未匯入

學生帳號。 

         回覆：(1)、學校鼓勵學生考取英語及專業證照，獎助金經費預算不減反而比往年

增加 2~3 倍以上。 

               (2)、證照獎助金申請作業為學生隨時至學務處就輔組檢附資料申請，每月

月底辦理審核及請款作業。 

 

【問題 4】弱勢的補助是扣學費，但對於弱勢同學而言，其實真正有需求是生活上的需要，

可否改善撥款處，例如是「生活費」的部分，否則他們真得很辛苦！  

         回覆：弱勢助學計畫補助學雜費是教育部的規定，學校無法改成生活津貼。有關弱 

勢助學愛校服務時數太多問題，下學年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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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問題 1】學校是否可以改善校園野狗問題。 

          校長回覆：學校曾找過捕狗大隊，同學有很多人是反對的，用誘殺的方式那更殘

忍，抓到後送去很遠地方，牠還是自己回來，這問題總務處是否有更

好的方法來解決。 

         總務長：目前在總務處有一個大狗籠，但實際上放了 2 個禮拜，狗都不上鈎，還

是希望同學們能禁止餵食，總務處會持續針對這問題來解決。 

 

【問題 2】關於宿舍餐廳的問題，蚊蟲蒼蠅很多，是否加強宿舍餐廳衛生? (表藝系) 

          回覆：總務處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宿舍餐廳門口加裝塑膠防蚊葉片，但效果不

是很好。餐廳噴藥並不適當，總務處會針對這問題記錄下來並加強改善。 

 

【問題 3】有些專業教室的數位講桌都壞了，不斷反應都無法徹底修好，是否能改善？(進修

部視傳班代許同學) 

          回覆：有關數位講桌，這部份保管組已經在檢討是不是要開始更新。同學如果可

以很清楚告知我們是哪一間專業教室，我們處理會更有效率一點。 

 

【問題 4】靠近行政大樓停車場的路線規劃，是一個很難轉的角度，地面不平很容易跌倒。

另外，有一 個很大 X 型的鋼條結構，是否可以進行調整，減少危險。(室設一乙

曾瀅珍) 

         回覆：第二宿舍停車場的動線上鋼柱妨礙到進出的動線，將馬上改善。X 型鋼柱是

使用圓鋼棒作成的拉桿，我們會檢討是否加裝明顯標示，避免同學撞到，這

部份我們將再做妥善的討論。（總務處追蹤情形回覆：此拉桿已於隔二日改

善提高完成）。 

 

【問題 5】餐廳的營業時間，進修部同學因為要上班及課程問題，沒有辦法正常時間用餐，

希望學校餐廳用餐時間可以在往後延一些。(產設系) 

         回覆：事實上很難掌握真正要用餐的同學有多少人?到底應該留幾個攤位下來?要留

到幾點？有那幾家願意留的比較晚？總務處將與廠商協調。 

 

【問題 6】有關多功能禮堂問題，能否可以開啟空調系統。另外能否在假日開放多功能禮堂

讓學生運動。(室設系一年級黃同學) 

         回覆：在多功能禮堂打球而開啟 300 噸空調系統，對於成本考量上是一個負擔。學

生運動也是多流汗，總務處將盡量增加空氣流通，把門打開。 

         藝休處洪處長補充說明：多功能大禮堂的使用優先順序是：學校的大型活動、特殊

情況、排課、外借。假日要使用多功能大禮堂，開放使用需要安排工讀生，

支付工讀金，學校訂有多功能大禮堂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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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學校的冷氣是在一定的溫度限制下才會開啟，但是在我們餐旅服務的專業教室裡

練習的時候，其實是非常熱的，會有中暑的感覺，無法完成練習。(休管一甲) 

          回覆：其實一般課程上課時間，依據課務組排定課表都會有空調，在溫控情形下，

可開啟風扇，使空氣對流，可改善此情形。 

 

【問題 8】3、4 宿生宿舍電話無法撥打進來? (運管系四年級孫同學) 

          回覆：有關三宿寢室撥通校內分機，最後會希望能利用網路電話。至於現在為何

撥不通，我們現在的確無法得知，因為狀況不明，請諒解，我們會查清楚。 

 

【問題 9】設計大樓 3 樓是否可以設置感應器?另外就是教室的燈，開關應該分開，是否可以

改善? (流設系王老師) 

          回覆：若是要裝置感應器就不知要裝在那裡，因為不知學生會走到哪裡?總務處只

能做到整點時全部關閉，王老師意見我們會再做研究。 

 

【問題 10】關於管理大樓借教室的方式，管理大樓的階梯教室的鑰匙及器材室是否有個系所

保管室。可能有些器材方面問題，都是專業的，如電壓、電燈，學生其實都不會

操作，除非有專業的人來指示。(表藝系張同學) 

           回覆：是否撥交給各學院代管，可能還要再做研議，系上或是院上是否願意擔任

保管任務，總務處會在校內會議提出討論。 

           表藝系謝嘉哲主任補充說明：我之前在那裡上課，通常學生在 8 點前要去借鑰

匙、借設備，一耽擱就半個小時，其實是很困擾，所以才有學生提出這個

問題。 

           總務長：把鑰匙交給系、院管理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再來檢討看看專業教

室是否由專人來負責。 

         

【問題 11】希望學校能夠多加強壘球場設施的安全性問題。學校提到書面資料要告知明確地

點，但通常受傷是無法預知的。(企管一乙郭同學) 

          回覆：壘球場僅是一個運動休閒場地，希望同學能到北校區去打球，這部份洪處

長再補出說明。 

          藝休處洪春棋處長補充說明：有關書面資料的答覆可能不具體，需要同學告知哪

裡有坑洞，方便總務處進行後續處理，這部分總務處會再溝通檢討。 

 

【問題 12】北校區停車場很大，在我二年級時說要鋪柏油，這部份可以再實施或加強，不能

鋪柏油路或是可以把泥濘地、石子路變平一點。(電通夜 4 甲程同學) 

          回覆：北校區停車場清潔、維護、維修等這學校行政單位要再加強，請同學先報

修，我們再做協調。聽到北校區停車場路面車子陷在泥濘中，我們覺得很

訝異，應該不至於有這種情況。 

※附註─現場學生提問書面問題，會後總務處回覆之事項： 

【問題 1】管理大樓電梯每天 6：45 分左右，電梯都會塞車，甚至有時日校同仁會占用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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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樓供不應求是否能增設。(國企二甲) 

          回覆：增設電梯涉及建築物結構體安全及外觀出入問題，將建議管理學院多加宣

導低樓層行走樓梯不搭乘電梯，既可節能減碳又能運動健身。 

 

【問題 2】課桌椅太過小，希望行政大樓的課桌椅能夠像 0204 那種比較好坐，另一種實在是

太難坐了。(電通日二甲 施同學) 

          回覆：有關教室桌椅，因開課人數有超過 65 人之情形，又限於教室空間有限，因

此使用較小之桌椅供學生上課使用，不便之處 尚請見諒。 

 

【問題 3】器材出借系統，各系器材出借因有時很多同學同時來借各種不同器材設備，導致

核對會有不全或填寫項目有小落差(因為值班工讀生不一致)，建議系統化各系器

材，以刷條碼登記加上有顯示圖，以防器材遺失問題。 

          回覆：(1)、考量將日後借用設備之規範系統化，已初步與數遊系老師研討條碼事

宜。 

                (2)、D0425 電腦教室老師上課廣播時，不知是電腦哪裡有問題，銀幕畫面

會模糊不清，造成學生學習上的不便。 

 

【問題 4】電腦教室同學一上課就是數十台電腦一起開，其實電腦教室會很悶熱，現在是夏

天會開空調，其他時間該怎麼辦? 

          回覆：已請維護的廠商前來勘查，應是教學廣播系統出問題，預定於暑假時間做

一次全面維護。 

 

【藝文暨休閒運動發展處】 

【問題】我們班是體保生，我們是羽球專長，練習要向夜間部借場地，借場地只能借 2 個場

地，可是球隊共有 10 到 13 個人，2 個場地根本不夠用，因為我們練習都是晚上。

休一甲林建安： 

        回覆：這個問題下學期會改善，我們下學期排課已和休運系協調過，星期四、五、

六晚上沒有排課，你們代表隊晚上應該可以在那裡練習。 

 

【附註】現場學生提問書面問題，會後藝休處回覆之事項： 

【問題】籃球場地、比賽問題：籃球場地凹凸不平，很容易受傷。今年沒有辦系季盃、新生

盃女籃比賽，是否可以改進多辦比賽？(休管系) 

        回覆：(1)、有關籃球場地凹凸不平事宜：將檢討預算，規劃維修。 

      (2)、有關未舉辦系季盃、新生盃女籃比賽，經查，本案係因規劃、聯繫及隊

數等問題，故沒有舉辦。本處將檢討後作為明年改進之參考；屆時希望

各系隊踴躍參加各項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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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問題 1】這學期發現在購買書籍預算上好像有限制，可以請學校提供預算嗎？(進修部視班

代許同學) 

          回覆：今年編列的預算並沒有比以往更短少的情況，不知是否是指上網推薦的情

況。上網推薦基本上經費優先提供給各系推薦專業圖書，有剩餘額度才來

採買同學線上推薦的休閒性圖書，如果同學有這樣的需求，圖書館會與系

上經費進行調整。 

 

【問題 2】一、我經常到圖書館唸書，經常讀到忘了時間，每次到 9 點 50 分時，晚班工讀生

會一直提醒時間快到了，在此情況下，個人心情有些不好受。(企管一甲張同

學) 

          二、期中、期末考時進來圖書館唸書的人會暴增，可以延後閉館或是假日可以在

多點時間嗎？(企管一甲張同學) 

          回覆：一、目前圖書館在閉館前 15 分鐘會撥放閉館音樂，工讀生會做環境整理，

順便提醒同學要閉館了，不然往後就不再提醒同學，請同學時間到就

要離開。 

                二、至於同學的第二個問題，將向館長報告，館內討論後，圖書館再統一

公告開放時間。 

              校長補充說明：圖書館可考慮撥放音樂，如晚安曲，用歌曲提醒同學時間

到了。 

 

※附註─現場學生提問書面問題，會後圖書館回覆之事項： 

【問題 1】圖書館閉館與期中、期末考週加開。(企一甲吳同學) 

          回覆：因人力和物力之限制，本館目前暫不考慮延長開館時間。 

 

【問題 2】圖書館冷氣太冷，浪費電!穿外套還是很冷。(數遊一甲 謝同學) 

          回覆：圖書館的空調運作夏季是以室外溫度 26 度以上《含 26 度》才起動，空調

溫度採恆溫設定 25-26 度之間。圖書館有 4 個樓層，各樓層陽光照射量會

影響到溫度，同學進入館內閱覽時除了可多加一件外套，也可選擇至溫度

較高之 1-2 樓閱讀。 

 

【問題 3】圖書館和電算中心是否可增加無蝦米輸入法。(運管系四乙孫同學) 

          回覆： (1)、此軟體使大量授權計價方式 

(http://boshiamy.com/product_authorize.html) 如 下： 

 

 

 

 

http://boshiamy.com/product_authoriz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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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台數 單價（新台幣） 

5 ~ 19 台 1,200 元/每台 

20 ~ 99 台 1,080 元/每台 

100 ~ 299 台 980 元/每台 

 

               (2)、於經費日漸不足，圖書館僅依 92 年該軟體之授權提供舊版 (5.7 版)軟

體給資源利用 指  導教室之電腦使用外，其餘公共區域之電腦不另行

提供付費之輸入法供讀者使用。 

             電算中心補充說明：目前中心已於電腦教室安裝無蝦米試用版，可提供同學

上課考試使用。 

 

【問題 3】圖書館 B2 設計書區更換放置地點、燈光問題。新地點燈光不足，可否改善。(夜

視三甲許同學) 

        回覆：總務處已協助在該區增設六組「20 瓦*4」輕鋼架燈具。 

 

【電算中心】 

【問題 1】上課的電腦設備故障率非常高，還有中毒問題，學校可以進行有效的改善嗎? 

          回覆：中毒問題大部分是同學或老師使用 USB 隨身碟導致電腦設備中毒，中的毒

有些又是暫時無法解的，還是請同學儘量避免隨身碟到處使用。 

 

【問題 2】電算中心及圖書館電腦可以安裝「無蝦米」輸入法嗎? (運管系四年級孫同學) 

         回覆：針對「無蝦米」輸入法問題，這可能涉及到版權上的問題，再商議。 

 

【問題 3】圖資大樓地下 2 樓電算中心上課教室，目前所使用的軟體，沒有一台的版本是統

一的，學校能否可以把電腦的軟體統一? (電通系陳同學) 

          回覆：電算中心可把版本整個統一。開學後授課老師需要的軟體須經過老師申請

後才會安裝上去。 

 

【進修部】 

【問題 1】進修部院聯會在上、下學期辦 2 次活動，參加活動可以抵弱勢學生的時數，希望

老師能協助宣傳活動訊息。(電通系胡同學) 

          回覆：原則上不管是日、夜間部，校內、外都可以抵弱勢學生的時數。我們也鼓

勵老師盡量帶同學來參加活動，必要時我們也會直接到各班級主動或請大

家到現場來參加活動，盡量滿足進修部同學需求。 

 

【問題 2】學校機車停車場，大家停車繳了停車費，但不負責保管，只是提供場地給同學停

車，這是同學應該負的義務，可是相對的，在設備的維修、場地清潔、宣導的周



 9 

全性等。(電通夜 4 甲程同學) 

          回覆：軍訓室、校安中心都有發布，交通安全、防詐騙、防竊的宣導。停車廠的

防竊，學校將在停車場加裝一些宣傳標語，讓同學進來一眼就可以看到，

注意防竊。 

 

【通識教育學院】 

【問題】一、是有關通識英文(三)、英文(四)，有些課程會排在星期一第 1 節，但第 2 節是空

堂，對於進修部學生假如第一節沒趕上是否被記上曠課？能否請通識教育學院

能將時段調到第 2 節？ 

二、談到通識英文制度的必要性。通識英文是必須從英文(一)開始修起，進修部的學

生對於這樣的英文，是否會造成他們的障礙?或許他本身在社會上已擁有英文的

基礎能力，是否間接浪費他的時間?是否他可往高階英文再進修? 

三、是我們的申訴管道的問題，今天學校提供很多申訴管道及優惠專案，但是從來

沒有讓全部的學生知道，甚至有些教師也不知道學校所提供的申訴管道或是惠

專案。 

四、四年級要結算學費，在就學貸款時是否能以 20 個學分作為就學貸款學分為根

據。不用在畢業的時候還要再繳一筆錢才能畢業。(院聯會代表) 

        回覆：一、英文(三)、英文(四)，沒辦法在一個晚上 4 小時內排 3 學分，因此分成 2

天，不過 96 年之後都已經是 2 學分，所以下個學期也沒有 3 學分的問題。 

              二、英文能力門檻，同學只要把必修學分修足，就可以了，應該不會造成同

學畢業的困難。有關分級模式，學校預計明年度會做分級，就可以從進

階(一)、進階(二)開始修習，應該這問題可以解決。 

【表演藝術系】 

【問題】對於選課部分是否可以很明確的顯示系上沒有招收外系學生的系統。另外在排課時

能否請師長能注意一下，例如表藝系某些課程之前是有入門課程，但在選課時並不

知道部份課程是有入門課程的。(演藝系一年甲班) 

        回覆：未來調換教室要事先提出申請，這部份要做的確實。至於課程銜接部分，未

來在系上課程規劃表中，會清楚寫出要先上哪些課程，例如以「創作劇本」

為例，可能要先上「劇本導讀」的課程之後再上「劇本創作」，這部份我們

會更小心，更留意。 

 

※附註─現場學生提問書面問題，會後教學單位回覆之事項： 

【電腦與通訊系】 

【問題 1】關於證照問題，升大三的時候，必須要選專題這門課。但是老師卻說必須要在一

年內考到特定的兩張證照，大三專題才能給 pass。我覺得太不公平，如果剛好是

考運不太好，沒有證照也沒有學分。(電通日二甲 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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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覆：(1)、「軟體應用丙級證照」與「單晶片丙級證照」這 2 張證照是電腦與通

訊系的基本證照，若無法取得，則對專題報告書的撰寫與電路的製作

非常不利。況且取得專業證照對未來的就業有絕對的幫助。 

                (2)、「軟體應用丙級證照」可報名即測即評，一年大約有 12 次的考照機會。

「單晶片丙級證照」一年亦有數次的考照機會，因此只要同學努力，

取得該證照的難度應該不高。 

 

【問題 2】有一次我去系助那借一張 A4 的紙，系助用一種非常讓我受不了的口氣和態度跟

我說[為什麼要借你]。如果不能借口氣不能好一些嗎，又不是欠他錢。(電通日二

甲施同學) 

          回覆：(1)、互相尊重的態度確實要落實，行政單位對師生的服務態度會再改進。 

                (2)、希望同學至系上借東西或要東西的時候，態度也要誠懇和悅，畢竟

行政人員只是在服務大家，大家彼此互相尊重。 

【主席總結論】 

 一、今天同學們提了很多問題，行政主動性、積極性，的確是我們需要加強的，從同學的反

應可以知道我們哪些地方要加強的，速度需要更快一點，如維修時間盡量縮短，冷氣可

以開放久一點等等，但有些地方，例如節能減碳，希望同學了解到不應只是浪費學校的

錢或是同學認為多交學費應該要多享受一點的問題，是資源節省的問題，這是全世界人

類的問題。 

 二、北校區路面是用中鋼爐石所鋪的，爐石應該是很硬的，除非是那裡沒鋪到，這地方可以

考慮再鋪一次爐石，讓下陷地方平整一點。 

 三、有些選課、訊息傳遞等等意見，有些部份需要學生自己自律自制部分，有些是行政必須

自己加強積極主動部份，我們共同努力來完成。 

四、你們所提的意見，學校會盡速讓學生得到回覆，但有些問題不見得可以做得到，這部份

希望同學可以體諒。 

 

參、散會(21:10) 

 


